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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哈马欢迎 2013年 1月 23日普遍定期审议过程中提出的建议。在对这些建
议进行广泛磋商和仔细评估后，巴哈马现作出下列答复。 

建议 答复 注 

92.1. 考虑中 持续进行中 

92.2. 不接受  

92.3. 支持  

92.4. 考虑中  

92.5. 考虑中  

92.6. 考虑中  

92.7. 考虑中  

92.8. 不接受  

92.9. 考虑中  

92.10. 支持 预期在 2013年下半年批准 

92.11. 支持  

92.12. 考虑中  

92.13. 不接受  

92.14. 不接受  

92.15. 不接受  

92.16. 不接受  

92.17. 不接受  

92.18. 支持 持续进行中 

92.19. 支持  

92.20. 支持  

92.21. 支持 巴哈马是人权高专办国家报告和协调案例研究 3 个
试点国家之一 

92.22. 支持  

92.23. 支持 巴哈马政府已向联合国贩卖人口问题特别报告员发

出邀请 

92.24. 支持  

92.25. 支持  

92.26. 支持  

92.27. 支持 持续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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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答复 注 

92.28. 支持 持续进行中 

92.29. 支持 持续进行中 

92.30. 支持 持续进行中 

92.31. 支持 持续进行中 

92.32. 支持 持续进行中 

92.33. 支持 正在草拟国家性别政策；政策目标是解决消除对妇

女歧视委员会和普遍定期审议所提出的关切 

92.34. 支持 与 92.33相同 

92.35. 考虑中  

92.36. 考虑中 与 92.33和 92.35相同 

92.37. 考虑中 与 92.35相同 

92.38. 支持 持续进行 

92.39. 考虑中 宪法改革委员会审议中 

92.40. 考虑中 宪法改革委员会审议中 

92.41. 考虑中 与 92.40相同 

92.42. 考虑中 与 92.40相同 

92.43. 支持 与 92.40相同，持续进行 

92.44. 支持 持续进行 

92.45. 不接受 事实上暂停执行；巴哈马对死刑的现行立场是：继

续承认其合法性，酌情适用，受判例法所定条件的

限制，作为对谋杀和叛国罪行的惩罚。巴哈马一贯

持此看法，在联合国积极加入主张保留死刑的国家

集团(“观点相同国家集团”)，认为死刑问题属于
各国国内管辖的刑事问题。该集团再三重申在死刑

问题上不存在国际共识，每个国家都拥有不受其他

国家的任何形式干涉而选择自己政治、经济、社会

和文化制度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我国绝大多数人民信守犹太基督教原则，也支持保

留死刑，作为对冷血谋杀罪行的惩罚，这是因为任

何其他形式的惩罚都太轻，因而是不公正的。但要

补充说明的是，已指出过，这是宪法委员会将要审

议的问题之一，我们期待着该委员会的建议。此

外，值得指出的是，上次受权执行死刑是 12 年
前，当时尚未正式暂停执行死刑。 

92.46. 不接受 与 92.45相同 

92.47. 不接受 与 92.45相同 

92.48. 不接受 与 92.45相同 



A/HRC/23/8/Add.1 

4 GE.13-14229 

建议 答复 注 

92.49. 不接受 与 92.45相同 

92.50. 不接受 与 92.45相同 

92.51. 不接受 与 92.45相同 

92.52. 不接受 与 92.45相同 

92.53. 不接受 与 92.45相同 

92.54. 支持 有关政府机构考虑中 

92.55. 支持 持续进行中 

92.56. 支持 持续进行中 

92.57. 考虑中  

92.58. 支持 持续进行中 

92.59. 支持 正在就管理、防止和消除家庭暴力国家战略计划进

行协商 

92.60. 支持 与 92.33和 92.59相同 

92.61. 考虑中  

92.62. 支持 巴哈马通过了相关立法，即 2007 年《家庭暴力法
(保护令)》和 2008 年《性犯罪法(修正案)》；正在
实施执行战略。 

92.63. 考虑中 体罚仍然合法，但政府正积极审查家庭内使用体罚

的利弊；通过社会服务部及相关非政府组织，政府

致力于促进对滥用体罚的认识，鼓励采用其他管教

方法。 

92.64. 不接受  

92.65. 不接受  

92.66. 不接受  

92.67. 不接受  

92.68. 不接受  

92.69. 支持 社会服务部、总检察署和法律事务部正积极研究这

个问题 

92.70. 支持 持续进行。准备开展关于初步应对及识别、询问和

照顾人口贩运受害者的进一步培训；正在进一步开

展宣传运动。人口贩运嫌犯被控以 2 项人口贩运罪
名、2 项非法隐瞒身份罪名和 2 项为卖淫目的贩运
人口罪名。人口贩运问题委员会、工作组仍在工

作，处理程序和准则也仍在实施。政府积极开展技

术援助和培训工作，最近参加了难民署和国际移民

组织主办的混杂移民潮问题研讨会(2013年 4月和 5
月)。 



A/HRC/23/8/Add.1 

GE.13-14229 5 

建议 答复 注 

92.71. 支持 与 92.70相同 

92.72. 支持 与 92.70相同 

92.73. 支持 与 92.70相同 

92.74. 支持 持续进行中 

92.75. 支持 根据 2009 年的《警察法》，于 2010 年设立了一个
完全独立的监督机构，受理针对执法警官提出的申

诉。正在考虑审查该机构，以查明其在履行职责方

面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或挑战。 

92.76. 不接受 巴哈马不存在基于性取向或性认同的正式或实在法

定歧视，但《宪法》或禁止具体领域歧视的法律并

未将这一歧视理由纳入禁止的范围。也从未有任何

人据称基于性取向受到歧视的案例报告。应指出，

巴哈马一贯支持致力于打击一切形式的歧视行为和

促进宽容。宪法改革委员会将审议这个问题。政府

等待它提出报告。 

92.77. 不接受 与 92.76相同 

92.78. 不接受 与 92.76相同 

92.79. 不接受 与 92.76相同 

92.80. 不接受 与 92.76相同 

92.81. 不接受 与 92.76相同 

92.82. 不接受 与 92.76相同 

92.83. 不接受 《性犯罪和家庭暴力法》中没有任何条款可解释为

具有任何基于性取向的歧视性。应指出，同性伴侣

可依法受到不受暴力侵害或财产权不受侵犯的正常

保护并可诉诸补救措施。 

92.84. 考虑中 与 92.76相同 

92.85. 支持 若干机构经常接到技术援助请求，特别是在移民、

两性事务、人口贩运和安保方面。 

92.86. 支持 持续进行中。 

92.87. 支持 持续进行中。 

92.88. 支持 巴哈马目前推行“开放式办学”，辅以远程教育。 

92.89. 支持 与 92.88相同 

92.90. 支持 专门为课程教导员举办培训班，宣讲巴哈马在人权

方面的国际义务。 

92.91. 支持 残疾人法案预定于 2013 年 6 月底提交内阁批准；
包容式教育法案正在审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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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答复 注 

92.92. 考虑中 移民和拘留政策正在审查中；2013 年拘留中心条例
草案已提交总检察长作进一步考虑。将考虑纳入普

遍定期审议的相关建议。 

92.93. 考虑中 巴哈马尽可能按国际人权标准和不遣回原则对待寻

求庇护者。 

92.94. 支持 不符合巴哈马入籍条件和基于任何理由无法在原籍

国获得公民资格的人可申请身份证明，作为国家认

可的正式身份文件。 

92.95. 不接受 巴哈马的 2008年《(禁止和制止)人口贩运法》规定
不对遭贩运的移民采取监禁措施；现有的拘留中心

正在翻修；已拨给资金，用于落实关于改善拘留中

心的若干建议。 

92.96. 支持 与 92.92相同 

92.97. 支持 与 92.92相同 

92.98. 支持 与 92.93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