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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本期刊发的两篇文章，分别探讨了人权的义务主体与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问题。在人权实现的义务主体问题上，
一直存在不同认识和意见分歧。人权实现
的义务主体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义务主体的性质、特点与实现方式又有很大差异。在加入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问题上，
以刑事诉讼法为视角进行分析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与意义。
—
—
—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 李步云研究员、
郭道晖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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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权的义务主体
陈佑武，李步云
（ 广州大学 人权研究中心，广东
摘

广州 510006）

要： 人权的义务主体是人权实现的核心要素，其是否履行义务对人权实现产生直接影响。

各国政府承担人权实现的最主要的义务。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组织，
也承担着重要责任，但其作
用侧重于“监督”。各社会组织特别是人权非政府组织在人权保障上的作用将日益加强。个人是
人权主体，
但同时也是人权实现的义务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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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权主体一样，人权的义务主体亦是人权基本理论
的重要范畴。人权主体理论揭示了谁享有人权，而人权义
务主体理论则阐明谁对人权的实现负有义务。 人权主体
［1］
理论在人权理论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人权的义务主
体理论同样不容忽视。人权的义务主体对人权主体的人
权实现具有主导作用，人权的义务主体是否履行人权义务
将对人权主体的人权实现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厘定人权
义务主体对于区分人权义务、促进人权实现具有重要价
值。我们认为，在现实社会当中，人权的义务主体是多种
多样且层次分明的，其中主要包括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
组织、个人四类义务主体。

一、国 家
国家是最主要的人权义务主体，其在立法、行政与司

文章编号： 1671-394X（ 2012） 03-0019-05
法等国家公共权力的运行领域均负有保障人权的义务。
国家作为人权义务主体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宪法中均有所
体现，我国宪法第 33 条第 33 款也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
保障人权”。
（ 一） 法理依据
首先，这是由国家与公民的相互关系所决定。国家与
公民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一般而言 ，没有无公民
的国家，也没有无国家的公民。 尽管有无国籍的人存在，
但人们绝大多数都是生活在一定国家状态之中。 中国古
代的政治家曾用舟与水的关系来描绘国家与公民的关系，
即水能载舟，亦可覆舟。尽管这种论述在很大程度是站在
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立场上来看待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但却深刻揭示了个体对于国家的价值与意义。 在资本主
义上升时期，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上，契约论认为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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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是公民之间订立契约的结果，这一理论贡献不仅仅对
于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专制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也指出
了公民在创建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总的说来，国家与公
民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内涵不断深化，但是，从现代
通行的观点看，一般人们都会认可： 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为
所在国家的公民谋福利。现代国家机构是公民通过选举
权而产生的，国家权力是手段，而公民的人权是目的，国家
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否则国家就失去了存
在的价值。
其次，这是由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不同性质与特点
所决定。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存在严格区别，各自具
有自身特点，具体可体现为六个方面。（ 1） 国家的职权与
职责相对应，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前者往往是统一
的，后者则是分离的。（ 2） 权利有的可转让或放弃，而职
权不可以转让或放弃，否则就是违法与失职。（ 3） 国家职
权伴随着强制力，有关个人和组织必须服从，权利在法律
关系中彼此处于平等地位。（ 4） 职权不代表个人利益，权
利可以代表国家或集体的利益，也可以代表个 人 利 益。
（ 5） 是公民权利产生国家的权力，如公民选举权产生政
府，而不是国家的权力产生公民的权利，权利 （ 人权 ） 是人
所应当享有的，不取决于法律是否规定。（ 6） 国家权力是
［2］
为实现公民权利服务的，而不是相反。 而且，公民权利的
内容非常广泛。一类权利如公民的人身人格权利和政治权
利与自由，国家不得侵犯与剥夺，即要求国家必须消极地不
作为。其他社会组织也可能侵犯公民个人的权利，个人权
利也可能在相互之间受损害，但是最容易侵犯个人权利的
还是国家。而且，社会其他组织侵犯公民个人权利，也只能
依靠国家予以救济。另一类权利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其实现主要依靠国家积极创造条件，即要求国家积极作为。
其他社会组织在这方面虽然可以起一定作用，但最主要的
是要依靠强大的有组织的国家力量才能实现。
再次，这是由人权的实质决定的。 长期以来，人权一
般被视为是一种具有鲜明对抗性的权利，即人权的享有与
权力的运行充满冲突与斗争。古典人权理论高举人权旗
帜，既主张对公民权利进行保障，也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
控制，使得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紧张。 因此，国
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抗内涵一直是古典人权理论的永
［3］
恒话题。 这一精神内涵正如洛克所言，如果政府制定严
重违背自然法精神的法律，变成侵犯人民权利和压迫人民
的工具，人民就有权推翻这个政府。 而且，公民权利很容
易遭受国家权力异化后“权力滥用”、“权钱交易 ”等腐败
现象的侵害。故近代以来，各国宪法一般都毫无例外地将
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详尽地规定下来，作

为宪法的两大主要内容，就是基于这一考虑。人权在实质
上是一种“对抗权”，即对抗政府的权利，也是从这个意义
上说的。就此意义而言，国家权力规范配置，是制度彰显
人性的必然要求。 并且，经过这种规范化配置的国家权
力，亦不仅仅是人权实现的潜在危险，更是人权实现的有
力保障。换言之，随着国家权力的良性运作与民主法治进
程的发展，在人权实质层面不能只强调其对抗性，还应重
视其对人权实现的积极意义，这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最后，这是由国际间政治权力配置的现实状况所决
定。现在联合国有关机构及其他国际组织在维护人权方
面的作用及责任越来越加强，因此有人以为各主权国家在
维护人权方面的作用与职责已退居次要地位。 这是一种
误解。人权保护进入国际领域，只是近几十年以来的事
情。现在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仍然奉行主权独立的原
则，并得到《联合国宪章 》及其他许多重要国际条约与宣
言的认可与保障。建立以世界政府与世界法律为主导的
世界，还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保障人权的主要责任只
能也必须由主权国家来承担。
（ 二） 国际法依据
主权国家承担人权保障最主要的责任，在各种国家人
权文书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国际组织保障人权的主要法
律渊源是条约，是主权国家彼此之间签定的，其责任承担
者或义务主体，就是主权国家。各种公约中的几乎绝大多
数条文 都 作 如 下 类 似 规 定： “本 盟 约 缔 结 国 各 国 承 担，
……”、“本盟约缔结各国承认，……”国际上的各种人权
行动宣言，对此也都有明确规定与要求。 如《德黑兰宣
言》的第一条就很明确： “一、国际社会各成员履行其增进
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的神圣义务，不
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其他主张，乃当务之
急。”该宣言在结束语中郑重要求，国际人权会议“促进所
有民族及政府致力信奉世界人权宣言所崇奉的原则，加倍
努力，使全体人类克享合乎自由与尊严、有裨身心、社会及
精神福利的生活。”《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也十分强调
国家在促进与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与责任： “世界人权会
议重申国家机构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重要和建设性
作用，特别向主管当局提供咨询意见的作用，以及他们在
纠正侵犯人权行为、传播人权信息和进行人权教育的作
用。”（ 序一、第一部分、第 36 项 ） 这两次世界人权大会都
是主权国家派代表出席，整个宣言的各项要求首先是要求
各国政府承担促进和保障人权的责任。

二、国际组织
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也是许多国际组织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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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这是所说的国际组织，主要是联合国其下属的各种与
人权相关的组织，包括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联合国人
权高级专员、联合国难民署以及联合国其他与人权相关的
机构，同时也包括与人权保护相关的国际法院、法庭以及
［4］
区域性的机构。 相对于国家而言，尽管国际组织没有那
么直接与密切的关系，但其对人权保障的重要性是不可缺
少与不可替代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其重要性也
日益增加。
（ 一） 背景与作用
联合国宣告成立于 1945 年 10 月 25 日，亦即《联合国
宪章》由当时参加会议的 51 个国家的大多数国家批准生
效之日。联合国成立之前的近代以来的二百年里，人权保
障的任务主要由各主权国家的政府承担。 联合国主要是
为了避免“二战 ”这一人类洗劫的悲剧重演而成立，其宗
旨是：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
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 促成国际合作，以解
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的国际问
题； 增进并激励对于所有人的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联
合国宪章有七处提到人权。广义上联合国的一切活动都
同人权有关。例如，“维护和平与安全 ”，实际上就是保障
人类所应当享有和平与安全权。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活
动主要有： （ 1） 通过制订公约、宣言等国际人权文书的形
式以确立人权国际标准，监督各国遵守人权公约； （ 2） 发
动促进普遍尊重人权的活动，如 1973 年制定反种族歧视
十年行动方案，1975 年赞同妇女十年建议，1968 年与 1993
年先后两次召开国际人权会议，制订《德黑兰宣言》与《维
也纳宣言》； （ 3） 同大规模粗暴侵犯人权的行为作斗争，如
对前南非白人政权的种族歧视政策、伊拉克侵略科威特、
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制裁或谴责；
（ 4） 组织各种维和行动，组织救助难民、灾民； （ 5） 进行人
权问题的调查研究，开展人权宣传与教育，等等。
联合国系统的人权保障活动越来越卓有成效。例如，
联合国大会在人权保护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会的年
会议程许多事项均与人权有关，涉及到世界各地的人权状
况、国际人权公约的履行以及各公约机构向大会提交报告
等内容。自 1948 年以来，大会通过了许多有关人权的宣
言或公约，人权保护领域涉及种族灭绝、种族歧视、种族隔
离、难民、无国籍人、外国人、妇女权利、儿童权利、残疾人、
酷刑等等方面。大会还设立了包括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
会、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调查以色列侵犯占领区内居民
人权行为委员会在内的人权事务机构。1993 年，大会根
据世界人权大会的建议设立了隶属于秘书长的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人权保护领域在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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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也发挥重要作用。《联合国宪章 》第 62 条规定，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为增进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
重及维护起见，得作成建议案”。第 68 条授权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设立“经济与社会部门及以提倡人权为目的之各
种委员会”。设立了人权委员会和妇女地位委员会，协助
处理与人权有关的项目。并且，自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立
时起即应请求审查侵犯人权的问题。为此，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于 1967 年通过了一项原则决定，授权人权委员会及其
小组委员会审查有关严重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资料。再
2006 年成立的人权理事会在当今世界的人权保护领域
如，
扮演了重要角色。
各种地区性人权保障机制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欧
洲、美洲、非洲的这类机制中，欧洲的尤为显著。当然这同
欧盟在政治上、经济上日益一体化分不开。《维也纳宣
言》指出： “区域安排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起着根本性
作用。”同时又强调“需要探讨在尚无促进和保护人权的
区域或分区域安排的地方设立这类安排的可能性。”
各种非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其保障人权的活动日
益扩大与加强。例如，1919 年成立的国际劳工组织，几十
年来坚持为劳动者就业及改善劳动条件与生活标准，促进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作出了重大努力。国际劳工大会已
通过近 300 种国际劳工标准，成员国交存的公约批准书已
达 5 000 多件。由于其工作卓有成效，1969 年国际劳工组
织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 二） 性质与前景
目前，虽然各主权国家保障人权的责任仍然还是处于
主要的地位，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在人权保障领域更多
地表现为制定人权公约监督实施和组织合作、提供帮助等
方面的作用。因为直接处理各种人权事务，包括立法、执
法、司法以及采取各种措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
措施以保障其人民享有充分的人权，仍然主要依靠主权国
家。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出现以
及信息时代的到来，国际组织在人权保障方面的重要地位
与作用必将日益提高，这是一个于全人类十分有益的而又
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三、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是二战以后逐步兴起的人权义务主体，其
在人权实现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与作用。
（ 一） 背景与作用
1945 年 10 月 25 日生效的《联合国宪章 》首次使用
“非政府组织”一词。宪章第 71 条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事

· 22·

2012 年第 11 卷

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会得采取适当办法，俾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会商有关于本理
事会职权范围内之事件 ”。1950 年 2 月 27 日，联合国经
社理事会在其第 288（ X） 决议中将非政府组织定义为“一
切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的国际组织即被认为是非政
府国际组织”。因此，非政府组织起始之初主要是指一些
国际组织。此后十余年，非政府组织的主体范围并未取得
较大的发展。1968 年 6 月 25 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
第 1296 号决议，该决议认为非政府组织“包括那些接受政
府指派官员而不影响其观点自由表达的组织。”1996 年 7
月 25 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的 1996 /31 号决议对联
合国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咨询关系再次作了规定，进一步
承认了在各国和各地区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允许各国和各
地区的非政府组织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在经社理事会发
表意见，而不必像以往那样必须通过在经社理事会里有咨
询地位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去间接地表达自己的主张。 这
样，非政府组织发展至包括国家一级、区域一级、国际一级
三个层面。
在国际人权文书中，非政府组织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日益得到加强。《联合国宪章 》第 71 条规定，“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得采取适当办法俾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会商有关
本理事会职权范围内之事件。”1946 年第 2 届经社理事会
通过关于非政府组织咨商问题的决议，成立了该理事会的
非政府组织委员会。1950 年该理事会通过 288 号决议作
出了一些具体规定，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符合若干条件
时，可在联合国各机构中取得“咨商地位 ”，共分三类： （ 1）
一般咨商地位，授予那些同经社理事会大部分活动有根本
利益关系的组织，如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各国议会联盟
等； （ 2） 特别咨商地位，授予那些与经社理事会少数活动
有关的组织，如国际律师协会、残疾人国际； （ 3） 列入名
册。凡获得批准取得一、二类咨商地位的组织可派观察员
出席经社理事会及下属各机构的公开会议。《维也纳宣
言》又对非政府组织的地位与作用作了进一步强调： “世
界人权会议承认非政府组织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促进
人权和人道主义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世界人权会议赞赏非
政府组织对提高公众对人权问题的认识，对开展这一领域
的教育、培训和研究及对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而作
的贡献。在承认制定标准的主要责任在于国家的同时，世
界人权会议还赞赏非政府组织对这一进程的贡献。”“在这
方面，世界人权会议强调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继续对话和合
作的重要性。真正从事人权领域的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及其
成员应当享有世界人权宣言承认的权利和自由，并受到国
内法的保护。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不得有违于联合国的
宗旨和原则。非政府组织应可在国家法律和《世界人权宣

言》的框架内不受干涉地自由进行其人权活动。”
（ 二） 人权非政府组织
人权非政府组织指促进人权保障为目的非政府组织。
现在这类非政府组织已经越来越多，活动领域越来越广，
作用越来越大。 以“国际红十字 ”为例。 它成立于 1864
年，现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和红新月协会组成，
分会遍布全世界。1912 年 1 月 15 日，中国红十字会得到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承认，成为国际红十字的正式成员。
国际红十字大会为其最高讲坛，重点任务是讨论通过由国
际红十字委员会起草的日内瓦草案，提交各国政府修改签
订，正式成为国际法。1949 年通过的日内瓦四公约及其
前期制定的一些公约，被称为国际人道主义法。又如“大
赦国际”。它成立于 1961 年 5 月 28 日，总部设在英国伦
敦，其宗旨是动员公众舆论，促使国际机构保障人权宣言
中提出的言论和宗教自由。有来自 30 多个国家的 150 多
名工作人员在秘书处工作，在 60 多个国家设有 4 000 多个
分支机构，其活动是为“良心犯 ”寻求释放，为政治犯争取
公平迅速审判，反对死刑与酷刑等等。它同联合国经社理
事会、科教文组织、欧洲理事会、非统组织、美洲国家组织
有正式关系。各分支机构只能为被拘捕在本国以外的囚
犯工作、任何分支机构成员无需有关本国的资料，以保其
工作的客观公正。 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 》30 周年时，大
赦国际获联合国人权奖，1977 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此外，
还有人权观察、国际人权联盟、国际人权联合会、保护人权
反奴役协会、国际人权律师委员会、国际笔会等有一定影
响的人权非政府组织。

四、个 人
长期以来，个人是人权的享有者，一般说来，未将个人
看作是义务主体。这是因为，依据古典人权理论，在人权
实现上国家负有首要义务，因此国家长期以来被视为人权
实现的当然主体。究其原因，这是由国家与公民之间相互
关系以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不同性质与特点所决定
的。因此国家承担人权保障最主要的责任，在国际人权文
书中有明确的规定与要求。除国家外，国际组织与非政府
组织也在人权保障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个人作为人权实现
义务主体的地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 一） 法理依据
在人权实现上，除了国家与社会，并不意味个人不作
任何努力、不尽任何义务便可以坐享其成。任何人不能只
享有人权而不承担相应的义务。“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
［5］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人权是一种权利，此原理在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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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上同样适应，即没有无义务的人权，也没有无人权的
义务。人人既是人权的主体，又是人权实现的义务主体。
个人充当人权实现的义务主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对他人的人权实现负有义务。这是基于人权是一种社
会关系的一般原理，为了维护一种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
个人尊重和保障他人人权是必要的。否则，将不利于社会
关系的稳定，也不利于自身人权的保障。 其二，对实现自
身人权应附有的义务。如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国家虽然
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受教育者也应承担各种义务，如
遵守规章、道德戒律、努力学习等，否则其受教育权实现就
会面临许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要把个人承担人权实现
的人权义务与其作为自然人的法律义务区别开来，人权义
务应是一个更为宽泛的理论范畴。相比较而言，法律义务
只是人权义务的最低要求，人权义务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因此，个人作为人权义务主体，首先应当是一个
守法公民，这样他才能为人权的实现尽一份义务。
（ 二） 国际法依据
联合国大会 1999 年 3 月 8 日第 53 届会议第 144 号决
议所通过了《关于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
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 》。 该
宣言在“强调各国负有首要责任和义务促进和保护人权
和基本自由”的前提下，明确提出“个人、群体和社团有权
利和义务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
的尊重，增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认识 ”。该宣言在具体
条文中对这种权利和义务作了详细规定。例如，“人人有
权单独地和他人一起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 （ a） 和平聚
会或集会； （ b） 成立、加入或参加非政府组织、社团或团
体； （ c） 同非政府组织或政府间机构进行联系。”（ 第 5 条 ）
“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 （ a） 了解、索取、获得、投
资并保存一切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资料，包括取得有关
国内立法、司法或行政系统如何实施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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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 b） 根据人权和其他适用的国际文书，自由向他人发
表，传授或传播一切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观点、资料和
知识； （ c） 就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在法律和实践中是否得
到遵守进行研究、讨论、形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借此和通
过其他适当手段，促请公众注意这些问题。”（ 第 6 条） “人
人有权单独地或与他人一起发展和讨论新的人权思想和
原则，有权鼓吹这些思想和原则。”（ 第 7 条） “1． 人人有权
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参加反对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和
平活动。”（ 第 12 条） 此外，该宣言的第 8 － 11． 13 等条款具
体与详细列举了其他一些个人或与他人一起的为促进与
保障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活动的权利与义务。此外，该宣言
还用多个条文规定，国家有责任采取立法、司法、行政或其
他适当措施，来保障这里所列举的个人或群体的种种权利
与义务得到实现。该宣言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个新的
重要国际人权文书，其重要的意义在于，它首次全面、系统
地提出个人与群体也是人权实现的义务主体，即人人都有
义务为自己与他人，为全人类的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实现而
努力奋斗。这对调动各国人民参与人权保障这一伟大事
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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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bjects of obligations are essential for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 Performance of the obligations by the subjects has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human beings． Countries bear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for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especially the United Nations，are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 But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later focuses on " supervision" ． Various
social organizations，especially the NGO of human rights play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s on the guarantee of human rights． Individuals are not only the subjects of human rights，but also the subjects of obl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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