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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 

  关于非法跨国收养的联合声明* 

 一. 导言 

1. 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儿童权利委员会、寻求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

再发生问题特别报告员、买卖儿童和儿童性剥削(包括儿童卖淫、儿童色情制品

和其他儿童性虐待材料)问题特别报告员、贩运人口特别是贩运妇女和儿童问题

特别报告员和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决定发表本联合声明，以促进采取

基于人权和性别敏感的方法，防止和根除非法跨国收养(有时称为非法国际收

养)，为此指明通过这种收养所侵犯的权利并澄清各国根据国际人权法在这方面

承担的义务。在所有相关机制达成一致意见后，本文件由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

代表他们发布。 

  非法收养的现象和模式 

2. 非法收养会对受害者的生活和权利产生破坏性后果，其实施手段包括广泛的

一系列非法行为或不法做法，例如绑架以及买卖和贩运儿童、强迫儿童失踪和在

强迫失踪的情况下非法劫持儿童、在宣布收养资格方面进行欺诈、伪造官方文件

或进行胁迫，还包括以未经生身父母妥善同意、中介机构获取不正当经济利益和

发生相关腐败现象为特征的收养。这些行为和做法“反映了儿童保护系统的缺

陷，这些缺陷被犯罪网络利用，往往有国家官员参与，或者是国家政策予以放任

的结果”。1 与母亲的社会地位或婚姻状况有关的道德或宗教观念所造成的性别

歧视和暴力，是一些国家非法收养现象的主要驱动因素，对少数群体和土著人民

的歧视也导致了其他非法收养行为。2 考虑到若干收养国最近的事态发展，为了

  

 * 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儿童权利委员会、寻求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问题特别报

告员、买卖儿童和儿童性剥削(包括儿童卖淫、儿童色情制品和其他儿童性虐待材料)问题特别

报告员、贩运人口特别是贩运妇女和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和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发布。 

 1 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特别报告员，在人权理事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上的发

言，2017 年 3 月 7 日。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sues/Children/ 

Illegaladoptions/Statement.pdf。 

 2 A/HRC/34/55, 第 35-3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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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各国、受害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有益指导，本联合声明重点关注非法收养

的跨国层面。不过，本声明所载的一些考虑和建议也适用于国内非法收养。 

  侵犯人权行为 

3. 当发生非法跨国收养时，会有各种人权受到侵犯，包括所有儿童享受家庭、

社会及国家为其未成年身份给予的必需保护措施，不因种族、肤色、性别、语

言、宗教、民族或社会出身、财产或出生而受歧视的权利3以及家庭受保护的权

利。4 家庭在儿童的发展和身份认同中具有根本性作用。因此，儿童有权尽可能

地了解自己的父母5并得到自己父母的照料6，有权不被人在违背其父母意愿的情

况下与父母分离，除非是为了确保儿童的最大利益而必须这样做。7 非法跨国收

养会侵犯儿童保持其身份的权利8，身份包括了儿童的姓名、国籍和家庭关系等

要素。9 被非法剥夺身份的儿童有权要求迅速重新确认其身份。10 保护隐私和家

庭生活的权利与身份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11 

  

 3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另见人权事务委员会，Mónaco de 

Gallicchio 诉阿根廷(CCPR/C/53/D/400/1990)，第 10.5 段。 

 4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5 CRC/C/RUS/CO/3, 第 40-41 段；CRC/C/15/Add.240, 第 23-24 段；以及 CRC/C/FRA/CO/4 和

CRC/C/FRA/CO/4/Corr.1，第 43-44 段。 

 6 《儿童权利公约》，第 7 条。 

 7 同上，第 9 条。另见美洲人权法院，2002 年 8 月 28 日关于儿童的法律处境和人权的 OC-

17/2002 号咨询意见，第 77 段；以及美洲人权法院，Ramírez Escobar 等人诉危地马拉，判决

(实质问题、赔偿和费用)，2018 年 3 月 9 日，第 151 和第 165 段。 

 8 《儿童权利公约》，第 8 和第 16 条；《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第 10 和第 18 条；《美

洲人权公约》，第 11 和第 17 条；以及《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 

 9 这些要素在若干国际和区域文书中作为独立存在的权利受到保护。姓名权：《公民及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四条第二款；《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第 6 条第 1 款；以及《美洲

人权公约》，第 18 条。获得国籍的权利：《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四条第三

款；《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第 6 条第 3 款；以及《美洲人权公约》，第 20 条。家庭

和家庭生活受到保护的权利：《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第 18 条；《美洲人权公约》，

第 11 条和第 17 条；以及《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除其他外，另见美洲人权法院，

Contreras 等人诉萨尔瓦多，判决(实质问题、赔偿和费用)，2011 年 8 月 31 日，第 116 段；

Gelman 诉乌拉圭，判决(实质问题和赔偿)，2011 年 2 月 24 日，第 117-137 段；Masacre de la 

Aldea Los Josefinos 诉危地马拉，判决(实质问题、赔偿和费用)，2021 年 11 月 3 日，第 84-93

段；以及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关于儿童和强迫失踪的一般性意见(2012 年)，第 17-

18 段。 

 10 《儿童权利公约》，第 8 条第 2 款。另见《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 20 条第 1-2

款；《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二十五条第四款；CED/C/ALB/CO/1, 第 39

段；CED/C/CHE/CO/1, 第 40 (b)段；以及 CED/C/MNG/CO/1, 第 43 (c)段。 

 11 美洲人权法院，Contreras 等人诉萨尔瓦多，第 116 段。 

http://undocs.org/ch/CCPR/C/53/D/400/1990
http://undocs.org/ch/CRC/C/RUS/CO/3
http://undocs.org/ch/CRC/C/15/Add.240
http://undocs.org/ch/CRC/C/FRA/CO/4
http://undocs.org/ch/CRC/C/FRA/CO/4/Corr.1
http://undocs.org/ch/CED/C/ALB/CO/1
http://undocs.org/ch/CED/C/CHE/CO/1
http://undocs.org/ch/CED/C/MNG/C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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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 

4. 非法跨国收养可违反禁止诱拐、买卖或贩运儿童的规定12，在特定情况下，

还可违反禁止强迫失踪的规定。13 在国际法规定的某些情况下，非法跨国收养

可能构成严重犯罪，例如灭绝种族14或危害人类罪。15 

 二. 防止非法跨国收养的义务 

  防止工作的主要原则 

5. 国家有义务颁布和实施关于收养程序的法律、政策和其他可能必要的措施，

从而防止非法跨国收养。跨国收养应遵循四项关键原则。第一，在所有收养案件

中，应将儿童的最大利益视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16 第二，跨国收养应尊重辅

助性原则17，这意味着“在诉诸于跨国收养之前，应在儿童原籍国考虑所有适当

的国内替代性照料解决办法”。18 第三，禁止不当经济收益或其他收益，要求

只能收取或支付合理的收养费用和支出。19 第四，跨国收养只能由主管机关授

权，该机关要确定，从父母、亲属和法定监护人等方面考虑了儿童的状况后可允

许收养，并且在必要情况下确定有关人员经适当咨询后已对收养表示知情同意。
20“当收养的目的是为养父母寻找孩子，而不是为儿童寻找家庭时”，就违反了

上述原则。21 

  

 12 《儿童权利公约》，第 35 条；《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

的任择议定书》，第 1 和第 3 条；《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第三十二条；以及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

补充议定书》，第 3 条。 

 13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一条；《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序言

和第 20 条；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关于儿童和强迫失踪的一般性意见(2012 年)，第 19-

23 段；以及 IRL 2/2021 ，第 8 页 (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 

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772)。 

 14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e)项。 

 15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7 条第(一)款 3 项(奴役)和第 7 条第(一)款 9 项(强迫失踪)；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五条；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关于作为

危害人类罪的强迫失踪的一般性意见(2009 年)。 

 16 《儿童权利公约》，第 21 条；《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第四条；《关于儿童

收养的欧洲公约》 (修订版 )，第 4 条；《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第 24 条；

CRC/C/CHE/CO/5-6, 第 32 段；CRC/C/IND/CO/3-4, 第 58 (c)段；CRC/C/ERI/CO/3, 第 47 段；

以及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2013 年)，第 17 段，和第 12 号一般性意见 (2009

年)，第 55-56 段。 

 17 《儿童权利公约》，第 21 条；《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第四条；以及美洲人

权法院，Ramírez Escobar 等人诉危地马拉，第 207-208 段。 

 18 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特别报告员，在人权理事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上的发

言，2017 年 3 月 7 日。 

 19 《儿童权利公约》，第 21 条；《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第八、第十一和第三

十二条；《关于儿童收养的欧洲公约》(修订版)，第 17 条；以及《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

章》，第 24 条。另见美洲人权法院，Ramírez Escobar 等人诉危地马拉，第 208 段。 

 20 《儿童权利公约》，第 21 条；以及《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第四条。 

 21 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特别报告员，在人权理事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上的发

言，2017 年 3 月 7 日。另见 IRL 2/2021。 

http://undocs.org/ch/CRC/C/CHE/CO/5-6
http://undocs.org/ch/CRC/C/IND/CO/3-4
http://undocs.org/ch/CRC/C/ERI/C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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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儿童的意见 

6. 在跨国收养方面作出的任何决定都应遵循和参照上述四项原则，并应保障儿

童的权利以及生身家庭和预期养父母的权利。特别是，国家应使儿童能够表达自

己的意见，并确保在所有涉及跨国收养决定的司法和行政程序中，根据儿童的年

龄和成熟程度，对这些意见给予应有的重视。22 在这方面，国家应制定标准作

业程序，并向法官、律师和社会工作者提供培训。 

  收养的过程 

7. 国家应建立和实施单一的收养程序，其中包括对儿童的所有各类权利进行整

体评估，并通过关于程序和保障措施的适当规章，包括在可否收养的认定方面。23 

特别是，国家应禁止私人和独立收养，并确保只通过受委任机构进行跨国收养。

国家应建立透明、有效、适当和资源充足的机制，监督和监测跨国收养过程24，特

别是严格核实被宣布为孤儿的儿童的背景和文件。国家还应建立和实施标准化的

信息系统，以获取和分享关于跨国收养的准确和可靠的数据，包括关于被收养儿

童及其家庭和背景的数据。25 

  不当经济收益和腐败 

8. 国家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在跨国收养中，安置工作不会给有关人员

带来不当经济收益。26 正式收费应足以支付开支，并应提供全部细节供公众咨

询27，捐款和捐赠应与收养过程明确分开28，发展或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不应与

进行收养的授权挂钩。29 应禁止机构或预期收养人向寄宿照料机构付款。30 收

养过程的任何阶段发生的腐败行为，都应被定为犯罪。 

  取消激励措施 

9. 国家应防止创建激励措施，以免助长导致在原籍国发生非法跨国收养的非法

做法。特别是，应取消国家和/或机构的年度收养配额31，并且只能接受为已确认

需要收养的儿童提出的申请。32 

  

 22 《儿童权利公约》，第 12 条；《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二十五条第五款；

以及 CED/C/FRA/CO/1, 第 37 段。 

 23 A/HRC/34/55, 第 95(e)和(f)段；CRC/C/IND/CO/3-4, 第 58 段。 

 24 A/HRC/34/55, 第 95(f)段。另见 CRC/C/GHA/CO/3-5, 第 46 段；CRC/C/KHM/CO/2-3, 第 48

段；CRC/C/GTM/CO/3-4, 第 61 段；CRC/C/COD/CO/2, 第 48 段；以及 CRC/C/ERI/CO/3, 第

47 段。 

 25 A/HRC/34/55, 第 95(h)段；《儿童权利公约》，第 21 条；《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

约》，第四条。 

 26 《儿童权利公约》，第 21 条。 

 27 A/HRC/34/55, 第 96(e)段。 

 28 同上，第 96(g)段。 

 29 同上，第 96(f)段。 

 30 同上，第 96(h)段。 

 31 同上，第 96(i)段。 

 32 同上。 

http://undocs.org/ch/CED/C/FRA/CO/1
http://undocs.org/ch/A/HRC/34/55
http://undocs.org/ch/CRC/C/IND/CO/3-4
http://undocs.org/ch/A/HRC/34/55
http://undocs.org/ch/CRC/C/GHA/CO/3-5
http://undocs.org/ch/CRC/C/KHM/CO/2-3
http://undocs.org/ch/CRC/C/GTM/CO/3-4
http://undocs.org/ch/CRC/C/COD/CO/2
http://undocs.org/ch/CRC/C/ERI/CO/3
http://undocs.org/ch/A/HRC/34/55
http://undocs.org/ch/A/HRC/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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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法律和实践 

10. 原籍国应审查国内法律和法规以及政策和做法，以确保它们不会助长产生或

维持易发生非法跨国收养的环境。33 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处理这种做法

的根本原因。34 为实现这一点，除其他外，可加强和进一步投资于有效的国家

儿童保护系统，以及增加对弱势家庭的支持，特别是对经济困难、来自农村地区

或属于土著社群的单身母亲的支持。35 替代性儿童照料措施应尊重辅助性原

则，确保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因素。国家应确保对每名儿童进行出生登

记。36 此外，国家应向移民儿童、寻求庇护儿童、难民儿童和境内流离失所儿

童37、残疾儿童以及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38包括与气候有关的灾害39的受害儿童提

供保护，这些儿童与父母分离的风险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考虑暂停跨国

收养。 

  数据收集和统计 

11. 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生成关于非法跨国收养的准确和最新的统计信

息，包括收养日期和重新确认真实身份的人数。 

 三. 将非法跨国收养犯罪化和进行调查的义务 

  犯罪化 

12. 国家应禁止非法跨国收养40，使之成为刑法之下的持续罪行。41 国家应制定

适当的制裁措施，反映这种罪行的严重性，并保证提供迅速和有效的司法补救。

对于因强迫失踪而导致的非法跨国收养，国家应考虑到强迫儿童失踪或在强迫失

踪情况下非法劫持儿童是一种极端形式的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将失踪者是儿童视

  

 33 同上，第 95(c)段。 

 34 CRC/C/MDG/CO/3-4, 第 44 (b)段。 

 35 A/HRC/34/55, 第 30 段。 

 36 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儿童权利的第 17 号一般性意见(1989 年)，第 7 段；儿童权利委员会，

关于在幼儿期落实儿童权利的第 7 号一般性意见(2005 年)，第 25 段；A/HRC/34/55, 第 95 段；

CRC/C/BRN/CO/2-3，第 32 段；CRC/C/VNM/CO/3-4, 第 38 段；以及 CRC/C/TLS/CO/1, 第 34

段。 

 37 CED/C/ITA/CO/1, 第 23 和第 34 段；以及 CED/C/MEX/CO/1, 第 23 段。 

 38 CRPD/C/HUN/CO/2-3, 第 39 段；以及 CRPD/C/IRQ/CO/1, 第 22 段。 

 39 CRC/C/DJI/CO/3-5, 第 38 段；CRC/C/SOM/CO/1, 第 4 和第 54-55 段；CRC/C/MDG/CO/5-6, 第

37 段；以及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气候变化背景下减少灾害风险所涉性别方面的第 37

号一般性建议(2018 年)。 

 40 CRC/C/MHL/CO/2, 第 40 段；CRC/C/ESP/CO/3-4, 第 45 段；CRC/C/OPSC/ALB/CO/1, 第 26

段 ； CRC/C/OPSC/GRC/CO/1, 第 27 段 ； CRC/C/OPSC/MNE/CO/1, 第 30 段 ；

CRC/C/OPSC/SRB/CO/1, 第 36 段；以及 CRC/C/YEM/CO/4, 第 83 段。 

 41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四和第八条；《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第 5 条；《东南亚国

家联盟(东盟)打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公约》，第 5 条。 

http://undocs.org/ch/CRC/C/MDG/CO/3-4
http://undocs.org/ch/A/HRC/34/55
http://undocs.org/ch/A/HRC/34/55
http://undocs.org/ch/CRC/C/BRN/CO/2-3
http://undocs.org/ch/CRC/C/VNM/CO/3-4
http://undocs.org/ch/CRC/C/TLS/CO/1
http://undocs.org/ch/CED/C/ITA/CO/1
http://undocs.org/ch/CED/C/MEX/CO/1
http://undocs.org/ch/CRPD/C/HUN/CO/2-3
http://undocs.org/ch/CRPD/C/IRQ/CO/1
http://undocs.org/ch/CRC/C/DJI/CO/3-5
http://undocs.org/ch/CRC/C/SOM/CO/1
http://undocs.org/ch/CRC/C/MDG/CO/5-6
http://undocs.org/ch/CRC/C/MHL/CO/2
http://undocs.org/ch/CRC/C/ESP/CO/3-4
http://undocs.org/ch/CRC/C/OPSC/ALB/CO/1
http://undocs.org/ch/CRC/C/OPSC/GRC/CO/1
http://undocs.org/ch/CRC/C/OPSC/MNE/CO/1
http://undocs.org/ch/CRC/C/OPSC/SRB/CO/1
http://undocs.org/ch/CRC/C/YEM/C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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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重处罚因素。42 鉴于儿童受害者在提出申诉方面的特殊困难以及这种罪行

的持续性质，国家应确保时效不成为受害者寻求司法补救的障碍。43 

  调查 

13. 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以完整、公正、勤勉和有效的方式对所有非

法跨国收养案件进行调查，即便在没有正式申诉的情况下也依然如此。44 必要时

应采取适当步骤，确保申诉人、证人、受害者及其辩护律师以及参与调查的其他

人员得到保护，不因申诉或提供的任何证据而受到任何虐待或恐吓。45 国家应确

保调查非法跨国收养的主管机关能够获得所有相关的文件、档案和其他信息，以

便能够有效地进行调查。46 国家还应向参与调查非法跨国收养的机构提供充足的

资金和技术资源以及合格的工作人员，使之能够迅速有效地开展工作。47 

  互助 

14. 各国应在就非法跨国收养罪提起的刑事诉讼方面相互提供最大程度的协助，

包括在符合国内法或适用的条约所规定的条件的情况下，提供其掌握的一切诉讼

所需证据。48 

 四. 对非法跨国收养进行补救的义务 

  了解真相的权利，以及搜寻被绑架的儿童 

15. 非法跨国收养的受害者有权了解真相。49 国家应确保所有受害者，包括过

去被收养的受害者，得到需要的援助以了解自己的身世。50 因此，国家应在搜

  

 42 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关于儿童和强迫失踪问题的一般性意见(2012 年)，第 9 段；《保

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七条第二款(二)项；以及 CED/C/CHE/CO/1, 第 16 段。 

 43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八条；《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

17 条。 

 44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十二条第一至第二款；CED/C/CHE/CO/1, 第 40 (a)

段；CED/C/ARG/CO/1, 第 17 段；CRC/C/CHN/CO/3-4, 第 57 段；以及 CRC/C/DZA/CO/3-4, 

第 54 段。另见《欧洲委员会打击人口贩运公约》，第 27 条；以及《东盟打击贩运人口特别是

妇女和儿童公约》，第 16 条。 

 45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十二条第一款。《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

言》，第 13 条第 3 款；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关于在强迫失踪方面了解真相的权利

的一般性意见(2010 年)，第 5 段，和关于儿童和强迫失踪的一般性意见(2012 年)，第 39-40

段；以及 A/HRC/45/13/Add.3, 第 60-68 段。 

 46 CED/C/CHL/CO/1, 第 17(c)段。 

 47 同上，第 17(e)段。 

 48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十四条。另见《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

约》，第十八条；以及《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 20 条第 4 款。 

 49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人获得补救和赔偿的权利基本原则和导则》；以及强迫或非自

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关于在强迫失踪方面了解真相的权利的一般性意见(2010 年)，第 7 段，以

及关于儿童和强迫失踪的一般性意见(2012 年)，第 23-29 段。 

 50 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关于在强迫失踪方面了解真相的权利的一般性意见 (2010 

年)，第 7 段。另见 CRC/C/CHE/CO/5-6, 第 32 段；以及 CRC/C/GTM/CO/3-4, 第 64-65 段。 

http://undocs.org/ch/CED/C/CHE/CO/1
http://undocs.org/ch/CED/C/CHE/CO/1
http://undocs.org/ch/CED/C/ARG/CO/1
http://undocs.org/ch/CRC/C/CHN/CO/3-4
http://undocs.org/ch/CRC/C/DZA/CO/3-4
http://undocs.org/ch/A/HRC/45/13/Add.3
http://undocs.org/ch/CED/C/CHL/CO/1
http://undocs.org/ch/CRC/C/CHE/CO/5-6
http://undocs.org/ch/CRC/C/GTM/CO/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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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和找到失踪儿童的努力中发挥积极作用。51 例如，国家应建立一个 DNA 数据

库，其中包括已报告的所有非法劫持、强迫失踪52 或伪造身份案件的基因样

本，具体目的是重新确认非法跨国收养的受害者的身份。53 在落实了解真相的

权利方面，各国应相互协助，搜寻、识别和找到非法跨国收养的受害者。54 

  宣布收养无效的程序 

16. 国家应向非法跨国收养的受害者提供补救，为此应建立具体程序，用于审查

并酌情宣布源于强迫失踪55或任何非法行为的收养、安置或监护无效，以及用于

迅速采取行动，重新确认有关被收养人的真实身份，在此过程中在适用情况下考

虑到儿童的最大利益56，同时不影响国籍权。57 

  获得赔偿的权利 

17. 受害者，即直接因非法跨国收养而受到伤害的人，有权获得赔偿。58 赔偿

应采取性别视角，并可包括：酌情并在考虑到儿童最大利益的前提下，恢复受害

者在非法跨国收养发生之前的原本状况；对任何经济上可评估的损失进行补偿；

康复，应包括医疗和心理护理、法律和社会服务、咨询和便利；抵偿，应包括但

不限于充分和公开披露真相、公开道歉、纪念和悼念受害者； 59 以及通过法

律、体制和做法改革，保证不再发生。60 

  

 51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搜寻失

踪人员指导原则，原则 4 和原则 8 第 8 段；《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 20 条；

《欧洲委员会打击人口贩运公约》，第 33 条第 2 款；CED/C/COL/CO/1, 第 40 段；

CRC/C/15/Add.232, 第 32 段；CRC/C/15/Add.187, 第 35 段；以及 CRC/C/SLV/CO/3-4, 第 37-

38 段。 

 52 CED/C/HND/CO/1, 第 43 段；以及 CRC/C/GTM/CO/3-4, 第 87 段。 

 53 另见《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十九条。 

 54 同上，第十五条和第二十五条第三款；《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 20 条第 4

款；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关于儿童和强迫失踪问题的一般性意见(2012 年)，第 46

段；《欧洲委员会打击人口贩运公约》，第 33 条第 2 款。 

 55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二十五条第四款；《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

宣言》，第 20 条第 2 款；CED/C/PAN/CO/1, 第 39 (c)段；CED/C/BRA/CO/1, 第 35 段；

CED/C/BOL/CO/1, 第 41(c)段；CED/C/PER/CO/1, 第 35(c)段；CED/C/HND/CO/1, 第 43 段；

以及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关于儿童和强迫失踪的一般性意见(2012 年)，第 22 段。 

 56 CED/C/BOL/CO/1, 第 41(c)段；以及 CED/C/PAN/CO/1, 第 39(c)段。 

 57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四条第三款。 

 58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二十四条；《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

言》，第 19 条；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关于儿童和强迫失踪的一般性意见(2012

年)，第 30-36 段；以及《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人获得补

救和赔偿的权利基本原则和导则》。 

 59 A/HRC/45/45, 第 106 段。 

 60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第 6 条第 6 款；以及

《欧洲委员会打击人口贩运公约》，第 12 和第 15 条。 

http://undocs.org/ch/CED/C/COL/CO/1
http://undocs.org/ch/CRC/C/15/Add.232
http://undocs.org/ch/CRC/C/15/Add.187
http://undocs.org/ch/CRC/C/SLV/CO/3-4
http://undocs.org/ch/CED/C/HND/CO/1
http://undocs.org/ch/CRC/C/GTM/CO/3-4
http://undocs.org/ch/CED/C/PAN/CO/1
http://undocs.org/ch/CED/C/BRA/CO/1
http://undocs.org/ch/CED/C/BOL/CO/1
http://undocs.org/ch/CED/C/PER/CO/1
http://undocs.org/ch/CED/C/HND/CO/1
http://undocs.org/ch/CED/C/BOL/CO/1
http://undocs.org/ch/CED/C/PAN/CO/1
http://undocs.org/ch/A/HRC/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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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相机制 

18. 国家应考虑酌情设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以确认非法跨国收养指控的相关事

实，确定各方责任，并提出对受害者进行适当赔偿的措施。61 这类委员会的目

标是帮助受害者找到其身世的真相，重新确认其真实身份，做出可信的历史记

录，并建议采取保证不再发生的措施，从而防止非法跨国收养行为的重演62。国

家应确保这些机制采取性别和儿童敏感的视角。63 

 

     

 

  

 61 A/HRC/24/42, 第 90 段。 

 62 E/CN.4/2006/91, 第 15 段。 

 63 A/HRC/24/42, 第 36 段；以及 A/75/174。 

http://undocs.org/ch/A/HRC/24/42
http://undocs.org/ch/E/CN.4/2006/91
http://undocs.org/ch/A/HRC/24/42
http://undocs.org/ch/A/7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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