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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称表 

ACNUR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ALBA 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 

ALC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ABRAE 特殊管理制度下的地区 

CBIT 玻利瓦尔信息和通信技术中心 

CDH 人权理事会 

CELAC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CNDH 国家人权委员会 

CNE 国家选举委员会 

DDHH 人权 

DESC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ECOSOC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EPU 普遍定期审议 

FANB 玻利瓦尔国家武装力量部队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INE 全国统计研究所 

MERCOSUR 南方共同市场 

MUD 民主团结圆桌会议 

OACNUDH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OIM 国际移民组织 

ODM 千年发展目标 

ODS 可持续发展目标 

OMS 世界卫生组织 

ONU 联合国组织 

OPS 泛美卫生组织 

PETROCARIBE 加勒比地区国家能源合作协议 

PIB 国内生产总值 

PNV 国家自愿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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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DH 国家人权计划 

PNUD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SIETPOL 战略信息和警务透明系统 

TIC 信息和通信技术 

TSJ 最高法院 

UNASUR 南美洲国家联盟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SPA 联合国人口基金 

UNES 国家公安实验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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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报告拟订方法和协商过程 

1.  本报告符合人权理事会根据第 16/21 号决议和第 17/119 号决定通过的一般指

导原则，介绍了委内瑞拉所有负责推广、尊重、保障和实现包括发展权在内的所

有人权的国家机构做出的持续努力。本报告还提到了委内瑞拉在第一轮普遍定期

审议中所接受的建议，以及委内瑞拉所做出的 10 项自愿承诺。 

2.  关于建议 94.19 和 94.20, 为执行接受了的普遍定期审议各项建议，委内瑞拉

获得了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各机构和方案的不断支持，如难民署、开发署、儿童基

金会、粮农组织、人口基金、泛美卫生组织/世卫组织，以及国际移民组织。此

外，在数百个组织、社会运动和民间社会代表的贡献和批评下，委内瑞拉在人民

政治参与权方面做出了宝贵的实践。 

3.  为响应建议 93.18、93.19、94.36, 为社会组织和人民运动举办了多届研讨

会，2012 至 2016 年期间有 241 个社会运动的 387 位代表参与。在同一时期，作

为报告拟订方法的一部分，与包括 33 个国家机构在内的公共行政部门，举办了

20 次机构间协调会议。 

4.  根据建议 94.34, 为向公务员开展人权方面的宣传和培训，举办了“对儿童和

青少年的社会投资和公共投资”讲习班，遵循了儿童权利委员会的建议，与儿童

基金会多达 56 名公共官员开展了合作。 

5.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4 月，由于开展了宣传活动，民间社会向人权高专办

提交了超过 400 份材料，作为对本报告编制工作的投入，成为获取信息的重要来

源。本次活动范围广泛，透明度高，其例证是网站 epuvenezuela.gob.ve 自 2011
年 9 月推出以来到提交本报告之际，访问量已达大约 2 百万人次。因此委内瑞拉

国家可以自豪地向工作组介绍其在人权方面的成就和挑战。 

6.  用于编写报告的数据来自于全国人口普查、官方文件、政府专门机构文件、

国家机构所提供的将人权作为跨领域主题结构性地纳入所有公共政策的资料。因

字数限制，该文件中未使用性别敏感语言。 

 二. 国家背景 

7.  委内瑞拉自 16 年前起开始发生深刻的变革，在不同的社会维度取得了多项

进展，以期深入和持续改善所有人生活质量，这是基于更新了的民主秩序的宪法

职责，其含义和目的是人权。 

8.  为了实现宪政民主模式，上个世纪末，委内瑞拉推动了一场结合了代表性和

参与性民主概念的和平政治革命，所有国家组成部分的共同责任，以及民众参与

的高涨，促进一种基于社会包容性，具有高度人性和生态内涵的发展模式，提供

了社会斗争和法律抗争的平台，争取公平正义，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帝国

主义和跨国传媒公司的强势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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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将《宪法》的规定具体化，一直在推动社会革命和基于国际自决法原则的税

收革命、尊重主权和独立，旨在确保普遍社会包容。然而，寡头的不容忍和极端

主义，与这个人类发展模型相悖的国家和国际权力，表现在各种违宪行动、暴

力、推翻和抵制企图。所以发生了自 2002 年起，反对党针对乌戈·查韦斯政府

发起的政变，委内瑞拉人民和军队团结一心，恢复了民主和其主席。 

10.  政变失败后，2003 年发生了，所谓的经济――石油破坏，给国家造成高达

15,000,000,000 美元以上的损失。多形性不稳定一直延续到今天。然而，国家应

对这些骚乱，给予了更多的社会包容，稳步保障最热门和最脆弱部门的人权。然

后在 2007 年，通过大赦，政变者获得原谅，以寻求更大的社会安宁。然而直到

目前，这都没有让该国脱离反民主和破坏行动。 

11.  面对恶劣的国际经济危机和原材料价格波动，持续对各种推进经济革命的

建议予以支持。石油价格的暴跌，加上国内国际的持续破坏策略，使得实现所有

人权举步维艰。 

12.  在 2012 年中期，查韦斯在竞选中向委内瑞拉人民提出，《2013-2019 年国

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二个社会主义计划》(《国家计划》)，得到大多数人的支

持，并赢得了那一年的总统竞选。查韦斯总统 2013 年 3 月去世之后，新的总统

选举于 2013 年 4 月 14 日举行，尼古拉斯·马杜罗赢得竞选，继续实施国家计

划，后经国民议会批准成为法律。1 然而，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反对派不容忍部

门，受益于 2007 年大赦――现在归属于民主革命党，在与国内外媒体以及外国势

力的联合之下，选择不承认选举结果，使得局势重回暴力和紧张。 

13.  从 2013 年起，反对派破坏部门持续推动社会经济抵制活动，特征为国内和

国际私有部门系统性、计划性的破坏，体现在扰乱药品和食品分配和购买、投

机、囤货、蓄意停工或重要消费品减产，向邻国走私，哄抬物价，对本国货币严

重的投机操控。 

14.  2014 年 1 月，新的反对派极端部门为了推翻马杜罗总统，诉诸暴力，造成

了 54 人死亡上百人受伤，其中有儿童、青年、老年人、检察机关公务员和警

察。同时，他们还袭击和破坏了学校、大学、保健中心和公共交通等等，造成的

物质损失超过 10.000.000.0000 美元。 

15.  直指委内瑞拉模式和政府的反对因素，体现为国内和国外的破坏行动、失

信和政治、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到 2015 年，通过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委

内瑞拉被自诩为经济、商业、金融和军事强国宣布为“对安全国家和对外政治不

寻常和特别的威胁”。在 2016 年批准了这项命令执行。 

16.  多年来，厄尔尼诺现象在 2012 年和 2016 年期间，引起了严重干旱，影响

了国家水电系统，因其有 70%依赖水力发电。 

17.  2016 年，面对经济困境，已通过两个单独的法令“经济紧急状态”2 和

“经济异常和紧急状态”3 部署政策来保障社会经济权利。这些法律已实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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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保障工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投资，药品、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

减少偷税漏税的措施，以加强社会政策的延续性。 

18.  自 2016 年起，2013 年开始尖锐的多重破坏稳定的行动，在民主团结圆桌会

议中形成了反对党构成的议会多数派，他们从中探寻达到自己目的的方法，企图

离开政府，使困难更加尖锐和社会收益倒退，增加对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囤积，

通过破坏稳定的策略加剧社会动荡和操纵媒体，也利用委内瑞拉主要的外汇来源

石油的价格下降。 

19.  面对这种情况，委内瑞拉政府重申其决心，即为了遵守其宪法秩序而订立

的、通过国家计划的公共政策和国际人权条约而具体化了的目标，并表示承诺保

持整体社会投资水平――该国几年来最大的，作为普遍保护所有公民最高福祉的

机制，是玻利瓦尔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目标。 

 三. 承诺 

20.  自 2011 年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结束之后，委内瑞拉一直在坚定不移地执行

其所接受的建议，包括做出的十项自愿承诺。 

21.  由于所有国家机关的不懈努力，委内瑞拉为条约机构下设立的委员会编制

和提交的定期报告已进行更新。2013 年，关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

约》的第十九次、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合并定期报告完成。2014 年，提交了

关于《儿童权利公约》的第三、第四和第五次合并报告；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歧视公约》的第七和第八次报告；以及关于《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第四次报告。 

22.  2015 年，委内瑞拉提交了关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第三

次报告和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四次报告。此外，在 2015
年底，提交了关于《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初次报告。2016 年 7 月，在开始履行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框架下，委内瑞拉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

上进行了国家自愿陈述。 

23.  向其他联合国机构提交的报告包括针对 2001 年《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

的承诺宣言》以及 2011 年联合国通过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

言》的国家监测报告。 

24.  委内瑞拉在人权方面的出色记录得到了联合国会员国的认可。委内瑞拉当

选为 2013-2015 年期间人权理事会成员，并连任到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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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国际合作 

  建议 94.71、94.74、94.73、94.75 

25.  委内瑞拉将继续在符合《宪法》与玻利瓦尔和平外交规定的前提下，捍卫

人民享有的和平权、团结、发展权、社会平等，国际秩序民主化，充分尊重国际

法，联合国的民主化，巴勒斯坦国的防御，取消对古巴的封锁与单方面强制性措

施，并会继续支持哥伦比亚和平谈判。此外，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其主权，及其

道义上应得的解放的权利，并要求霸权中心尊重国际法的规则。 

26.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提倡在尊重、团结、合作和互补的基础上推行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和次区域一体化的方案，保障人民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

等领域，平衡、公平和平等发展，以其深厚人文主义为重点，在南南合作的概念

下，夯实国家之间的直接和横向关系，以坚定团结地支持发展，以期通过以最大

社会包容、商业公平交流为目标的具有成功经验的计划来面对共同的挑战。值得

一提的是 2005 年签署的加勒比地区国家能源合作协议，11 年以来，已经强化成

为世界范围内唯一整合机制，联合了 18 个国家，推动大加勒比地区的社会经济

发展，通过在有利的条件下，以充足的资金，对能源的安全供应，使加勒比地区

不同国家人民享受更好的生活条件。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的建立推动了一些旨

在减少区域贫困、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的计划，例如，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食品

基金，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食品跨国公司；奇迹使命，国家大型药品制造和销

售公司，残疾人心理遗传临床研究方案，国家大型水泥公司，美洲人民玻利瓦尔

联盟矿产调查、探索与分析研究所，两国媒体观察站项目以及南方电台项目。 

27.  在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合作之下，委内瑞拉加入了南美基础设施和规划理事

会的地理信息系统，该系统旨在建立一个信息平台，以便国家远程登录，从土地

的角度识别、设计和规划基础设施项目，确保成员国之间的连通性。 

28.  国家内部，为了加强委内瑞拉人权国际承诺的高效反馈和跟踪系统的建

设，该国推进了一项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的项目，名为“批准的国际人权文

书全国跟踪系统”。该项目将有助于应用概念、方法和技术模型监测立足人权的

公共政策。 

29.  在国际移民组织的合作之下，2013 年至 2016 年期间，通过多项有关移民人

权方面的课程，培训了 150 名公务员。 

 五. 体制强化 

  建议 93.16、93.17、94.1、94.2、94.6、94.36 

30.  委内瑞拉已经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法律框架，以促进和保护人权，加强现有

的法律，如：《促进和保护艾滋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平等权利法》

(2014 年)，《关于部分修订<少年儿童保护法>的法律》(2014 年)，《关于部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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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保护妇女免遭暴力生活法>的法律》(2014 年)，《预防和惩治酷刑和其他残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对待特别法》(2013 年)，《文化组织法》(2013 年)，《打

击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融资组织法》(2012 年)，《裁军和武器和弹药军备控制

法》(2013 年)，《反种族歧视法组织法》(2012 年)，《公社和平法官特别管辖权

法》(2012 年)，《惩治 1958 年至 1998 年出于政治原因的犯罪、强迫失踪、酷刑

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法》(2011 年)，《人体器官和解剖学材料移植法改革法》

(2011 年)，《任务、大任务和微任务组织法》(2014 年)，《国家级、州级和市级

公务员退休和养老金制度法》(2014 年)，《价格公平组织法》(2015 年)，《警察

系统和公民安全机构审查、修正、振兴和重组制度法》(2014 年)，《劳动和劳动

者组织法》(2012 年)，《劳工食品法修订案》(2014 年)，《劳动解聘法》(2015
年)，《社会主义食品券法》(2015 年)，《全国农产品系统法》(2014 年)，《国

家生产合伙人发展综合区域化法》(2014 年)，《委内瑞拉农业伟大使命法》

(2014 年)，《身份组织法》(2014 年)，《警察职能规约法》(2015 年)，《社区服

务及其他功能管理组织法》(2014 年)，《委内瑞拉的孩子伟大使命法》(2011
年)，《知识与工作伟大使命法》(2012 年)，《住房和住区制度受益制度法》

(2012 年)，《确定住房和房地产公道价格法》(2011 年)。 

31.  针对第一轮审议建议，我们要突出的是人权国家委员会的建立，该机构的

职能是制定和跟踪与人权相关的政策。该委员会由共和国常务副主席主持，其中

有 3 所民间组织参与，形成了与最高层协调的机构，以重申国家对于人权保护给

予的高度重视。2015 年期间，在经过广泛的公众咨询后，批准了《2015 至 2019
年国家人权计划法令》，规划方案，人权政策和重大决策的协调和监测 4。 

32.  该计划反映了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所接受的建议。258,096 人和 153 个人

权组织参加计划验证，其中包括受到特别保护的人群，例如土著人民、囚犯、妇

女、儿童、残疾人、非洲裔、年轻人、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

双性人群体。整个过程都有联合国系统的支持。 

33.  该计划的贡献包含五个战略领域：(1) 人权解放文化建设；(2) 保障每一个

权利体制的加强；(3) 人们对充分享有人权的积极参与；(4) 与转换角度保护人权

系统和组织的关系；(5) 人权作为国家立法、政策和行动重点的深化。 

34.  2013 年，更新了由各种国家机构和联邦政府委员会指定的全国人民政权代

表组成的防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全国委员会。在 2014 年

10 月，提出了防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国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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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保障、落实、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成就和最佳实践 

  经批准的国际准则 

  建议和自愿承诺 93.1、93.2、93.3、93.4、93.6、93.8、95.1、95.2、98-a、98-b 

35.  委内瑞拉批准了《残疾人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于 2013 年 9 月

24 日交存批准书。5 

 七.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减少贫困 

  建议 94.1、94.6、94.4、94.6、94.7、94.8、94.9、94.10、94.15、94.18、
94.26、94.37、94.39、94.40、94.41、94.42、94.44、94.45、94.75 

36.  委内瑞拉自 12 年前开始已设计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结构性方案，

以实现社区委员会和公社组成的社区基层人权。全国已经组成了 46,249 家社区

委员会和 1,581 家公社，是实现社会平等的民主机制。建立了“社会使命”，以

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包容，提高他们获得和享有权利的途径，大幅度减少贫

困。这体现在 2010、2012 和 2014 年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报告之中。6 

37.  为了巩固社会方案，加强对这些方案的监督和协调，2014 年通过了《使

命、大型使命和微型使命组织法》，7 规定了委内瑞拉政府与有组织的社会可通

过何种机制联合和协调促进所有人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以确保人权的普遍行使。 

38.  社会方案全面关注了处于弱势的群体和个人；优先包含公共卫生体系；社

会权利，如教育、体育、食品、文化、娱乐和特殊保护，同时考虑有条件的资金

转移；非缴费型养老金的发放；残疾人的补贴和技术援助等等。 

39.  对方案的不断审查表明，有必要建立社会主义使命基地作为物流和运营中

心，由国家直接在确定为极端贫困的 1,500 个社区中进行建设。此外，在 2014
年制定了国家伟大住房使命，汇集了针对最受排斥人群的各种方案，以保护委内

瑞拉的家庭和提供全面的儿童早期阶段照顾，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针对父母、兄

弟姐妹、祖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照，以便通过建立人口发展的最佳条件以消

除贫困。2015 年共有 593,499 个受益家庭，并向最弱势的家庭发放了 75,000 张

社会主义使命卡，，每月为其提供现金转账，但只能用于购买食品和药品。 

40.  极端贫困得以大大减少，2015 年降至 4.7%。不平等显著下降，2014 年基尼

系数 0.38, 是拉美最低的。2014 年，出生时预期寿命提高到 75 岁。 

41.  2014 年，最贫穷的 10%的在各级学前教育中的入学率提升，为 65.6%；小

学教育入学率为 97.3%。有关收入分配平等方面的进步也得出了令人鼓舞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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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2014 年最富裕家庭占总收入的比例降低了 9.4 个点(-17.6%)。同年，最富有

的 20%的收入与最贫穷的 20%的收入比为 7.3 倍。 

42.  公共服务，如交通、电力、电话、燃料和水等等，都由国家补贴，而公共

医疗和教育完全免费。 

43.  保护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实现得益于社会公共投资逐步全面增加。2013
年对教育的社会投资增长了 39 倍；健康，59 倍；住房，43 倍；安全，99 倍；

发展及社会参与，70 倍；文化和社会交流，78 倍；科学技术，38 倍。8 

  反对种族歧视 

  建议 94.1、94.6、94.26 

44.  在 2011 年，颁布了《反种族歧视组织法》，以建立适当的机制来预防、处

理、消除和惩治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 

45.  非裔包含在所有的社会使命中，在 2011 年的人口普查中，通过包含自我识

别的问题，他们有了更大的可见度。通过《反种族歧视组织法》，创建了国家反

歧视研究所，目前隶属于人民政权内政和司法部，还建立了委内瑞拉非裔社区发

展全国委员会。 

  健康权 

  建议 93.20、94.1、94.6、94.9、94.11、94.48、94.49、94.50、94.51 

46.  健康投资显著增长。自 1999 年以来，添加了 17,800 家新医疗中心，使得医

疗中心总数达 23,146 家。2015 年增加了卫生预算，投资总额为 232,508,675.00
美元。 

47.  医疗覆盖面增加。到 2013 年，由区域内部网络覆盖了 6,712 家初级和直接

社区诊所，覆盖 1,678 万名居民。2015 年，诊所达 12,094 家，覆盖了 24,802,527
名居民，也就是全国人口的 81%。 

48.  全面照顾孕妇已成为国家的优先事项，但有必要进行的产前、产中和产后

护理计划的评估，以调整重要的临界点。国内孕产妇死亡率一直在波动，但呈上

升趋势，这意味着一种挑战，需要继续找出原因并进行纠正。2015 年的孕产妇

死亡率为每 10 万名居民 78.06 人。 

49.  源于围产期感染某些疾病的死亡率降至每十万居民 859.83 人。另一个能表

示委内瑞拉卫生水平加强的相关数据是，2015 年针对 18 种疾病的疫苗有 12
种。 

50.  婴儿死亡率已经显著下降，是健康决定因素改善的结果，这尤其体现在婴

儿产后死亡率上，新生儿护理的改善，是推进新生儿死亡率降低的一个挑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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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婴儿的死亡率的百分比出现 31.90%的降幅。到 2015 年，婴儿死亡率为

14.79%。 

51.  关于青少年意外怀孕问题，从 2015 年就开始实施“马特亚·玻利瓦尔”部

门间战略计划，以保证一个舒适、安全、愉悦孕产期，2015 年至 2019 年，旨在

实施责任心的孕期和人性化的分娩。此外，还将土著人民纳入该计划，确保及时

照顾，特别是紧急产科护理。 

52.  关于疫苗问题，2007 年到 2015 年之间，接种疫苗已应用剂量 142,616,362
剂，2015 年美洲预防接种周覆盖率达 96.83%；在旨在防止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

的保护孕产路线框架下，促进人性化分娩。已对 26,995 例新生儿和 52,500 例孕

妇进行了评估；其中 27,426 例为高危产科，14,223 例登记在“孕产妇和儿童监

测采集系统”。62,225 例艾滋病毒携带者/艾滋病患者以及 155,000 位性病患者接

受治疗，全国范围内发放了 5,472,000 支男用避孕套。心理健康方面，为登记在

药品综合获取系统的 120,907 人发放了 4,262,162 单位的精神药物。 

53.  2014 年，在当年的国家以预防麻疹和风疹等疾病免疫接种运动达到 98%以

上的覆盖率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委内瑞拉为无麻疹和风疹的国家。三价疫苗

(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覆盖率超过 98%，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覆盖率也超出

了全国目标。在那次运动中，小儿麻痹症接种疫苗 2,917,582 剂，麻疹和风疹疫

苗接种达 2,443,622 剂。 

54.  2015 年泛美卫生组织授予委内瑞拉消除风疹和先天性风疹综合症认证，这

是自 1999 年以来实施三价病毒疫苗免疫接种政策的成果。 

55.  今年该国面临了慢性和地方性疾病治疗药品短缺的时期。面对困难，国家

审核了药品购买和分配流程，与私营部门签署两国间协议和区域协议，确保药品

稳定和安全的投放。建立了委内瑞拉国家卫生保健产品公司，进口、出口、储

存、推广和销售医疗产品，还建立了委内瑞拉国家医疗设备技术服务公司，生

产、分配和销售医疗设备、器械和材料。 

56.  尽管有严重的经济危机，委内瑞拉保证向全国超过 30,000 名癌症患者免费

供应抗肿瘤药物。 

  环境权 

  建议 94.1、94.6、94.48、94.70 

57.  到 2014 年，饮用水的获取率达到 96%，生活废水处理设施的获取率达

84%。水供应网提供给用户的饮用水供应水平，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最低要

求。在 2015 年全国平均水平达到人均约 396 升。 

58.  饮用水和卫生服务的价格受到国家监管，以确保获得足够水平的饮用水，

在家庭经济中所占消费比例，远低于最低工资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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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为有效利用水资源，国家和社区在全国各地联合设立了 7,400 个供水问题技

术委员会。与社区水资源管理委员会相结合，可以更好地协调各方的参与，以便

更有效地管理饮用水分配和污水收集网络。 

60.  委内瑞拉拥有 43 个国家公园和 21 处自然遗迹，这些是拥有珍贵的生物多

样性生态系统、优美的风景和流域保护的地方。这些合计占国土面积的

16%(20,328,000 公顷)。特殊管理制度下的区域对于国家来说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自然区域，因对它的保护能够带来社会效益，有助于打造社会的最高幸福感。

2015 年，该国国土的 69.5%属于特殊管理制度下的区域。 

  充足食物权 

  建议 94.1、94.6、94.9、94.40、94.41、94.42、94.45、94.47 

61.  为了应对经济战争，自 2013 年起加强了伟大食品使命，便于全部人口获得

基本必需的物品，并加强公共食品分配网络的建设。到 2014 年，95.4%的委内瑞

拉人可以每天吃饭 3 次以上；超过 400 万的孩子在玻利瓦尔学校可以吃到 2 餐和

下午加餐。 

62.  2013 年，儿童营养不良率为 3.4%。到 2014 年，营养不良率低于 5%。委内

瑞拉是儿童营养不良最低国家的第四名。目前，委内瑞拉儿童平均身高相比于上

世纪九十年代增高近 2 厘米。9 

63.  委内瑞拉是世界上有效满足消除饥饿目标的 38 个国家之一。卡路里的可用

性增加了 36%(3,087 卡路里)，超过了粮农组织推荐的 2,720 卡路里的水平。2013
年，经粮农组织确认的全国饥饿人口率从 13.5%减少至 5%，此外，消除饥饿问

题的努力，提前实现了有关食品供应的千年发展目标。2015 年，委内瑞拉在减

少营养不良的进展情况上，第二次得到粮农组织的认可，是达成世界粮食首脑会

议制定目标的 30 个国家之一。 

64.  创造了加强和鼓励母乳喂养的新空间，已获得 490%的增长。虽然母乳喂养

进展已从 7%提升至 40%，国家计划中设定的目标是要达到 70%，这仍然是一个

挑战。 

  住房权 

  建议 94.1、94.6、94.52、94.53、94.54、94.55、94.56 

65.  2011 年以来，体面住房的权利是由委内瑞拉伟大住房使命来兑现的，作为

改善最贫困家庭的大规模和加速的社会包容战略。项目初期，诊断出的住房需为

3,742,224 户，其中 2,753,157 户需要购房，643,596 户需要改善住房。 

66.  到 2016 年 6 月，建设了 1,030,000 座房屋，2011 年至 2015 年，总投资达

73,312,166,833 美元。组织居民参与建设的超过 30 万住房。提供给 3,485 位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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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共有 56,748 人受益。总体而言，受益约 5,500,000 人，目标是到 2019 年

增建 2,000,000 个体面住房。 

67.  另一个重大的住宅恢复项目，名为新区三色区伟大使命，2013 年至 2015 年

修复住房 104,467 家；建设 1,040 栋住宅楼和 175 处儿童公园；2,876,447 个家庭

受益。 

  教育权 

  建议和自愿承诺 94.1、94.6、94.9、94.51、94.46、94.51、94.57、94.59、
94.60、94.61、94.62、94.63、94.64、98-g 

68.  在委内瑞拉，82%是公立学校，免费且高质，有中央、州和市政府的参与。

对于 2014-2015 学年，委内瑞拉各级各类教育对 3-16 岁学生的普及率达到

89.3%；在小学教育阶段达到 93%；各级教育中有性别平等指数。 

69.  从 2013 年向基础教育入子系统投入的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在 4%以上(2013
年：4.14%；2014 年：4.39%；2015 年：4.03%)。这个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超

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的投入教育的国内生产总值的 6%。 

70.  到 2015 年，罗宾逊一和二的教育计划，已帮助 2,838,079 人扫盲，平均年

龄 55 岁，其中大部分是妇女(58%)；里巴斯使命 10 已经培训了 1,000,766 人；苏

克雷使命 11 已经毕业的学生 417,796 名。 

71.  已向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免费发放了 10 万册课本。12 这些书适应土著社区的

语言和文化。到 2016 年第一季度，已派发了超过 450 万台的笔记本电脑

“Canaimitas”13，投资约为 1,500,000.00 美元。 

72.  数字鸿沟的显著下降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建立了 2,704 家玻利瓦尔信息

和通信技术中心，旨在进行计算机的修复和软件更新，覆盖弱势教区。在 2014
年年末，已经接收技术培训超过 180 万人，确保 1,000 名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

能够接入信息和通信技术。也保证了在全国大部分中心广场可以获得免费的 Wi-
Fi 连接。 

73.  在 2014-2015 学年，接受早期教育的人口为 1,597,521 名儿童；入学率为

79%；小学教育，在校学生是 3,449,592 名；入学率为 93%；和中学教育(普通和

技术)净入学率为 73%，注册学生为 2,301,822 名处于这一教育时期青少年。 

74.  已经部署的幼儿非正规教育战略(西蒙西托社区和西蒙西托家庭)，每年(按
学年)照料 100,353 名 0 岁至 6 岁的儿童，共有 23,224 名母亲参与教育的同时也

加入了劳动市场。同样，已经向 7,947 名家庭成员提供了性和生殖健康、家庭教

育和个人发展方面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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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在此期间，针对教育质量广泛地征求了意见，居民表达了他们想要的教育

观点。7,233,489 人参加，占 6 岁以上人口的 27%，这意味着每 10 个委内瑞拉人

就有 3 人表示了意见。 

76.  至于大学教育，创建了一个新的国家入学系统，从而保证在公正和公平的

标准下入学，其中，1%配额为残疾人。2015 年高等教育招生 2,622,013 名学生，

17 岁至 22 岁青年入学率达 83.25%。 

77.  至于学生的利益，到 2014 年共发放了 252,178 笔奖学金给本科生和研究

生，加强国家战略发展领域的培训。这些措施包括完全免费医疗，并已经建立并

启用了学生宿舍。 

  科学技术权 

  建议 94.1、94.6、94.72 

78.  到 2016 年，固定电话用户达到 6,960,423 名，其中 5,977,471 名是住宅用

户，相当于 85.87%。此外，总移动电话用户的 97.44%，即 14,887,857 名，是自

然人。 

79.  通过《互联网配备计划》2016 年已经分发一共有 1,181,733 台计算机，

31,162 户新房有直接到户电视的解码器。全国人口的 88.65%可访问互联网和

63.28%拥有手机。在高中和大学中，5,473 个空间已覆盖 Wi-Fi 接入。超过

935,402 位用户拥有开放数字电视。 

80.  西蒙·玻利瓦尔卫星的发射是促进电信业务重大的一步，涉及到教育、卫

生、食品、国防、能源和石油、媒体、公众安全和经济发展等项目，同时使得电

视信号可以通过国家公共传媒系统实时传输。此外，米兰达卫星的发射提供了更

高分辨率的数据和卫星图像，以支持政府在战略领域的决策，如城市规划，粮食

安全和农业规划，自然资源管理，边境监视，自然灾害管理，等等。 

81.  现有 314 家获得授权的社区公共服务运营商(270 家电台和 44 家电视台)，
显示了替代性和社区媒体的大规模创建和推广，也是通信民主化普及的证据。 

82.  有 934 家授权广播运营商(FM/AM)，其中 635 家是私人公司和 29 家属于公

共部门，国家 FM 广播电台授权同比增长 10%。 

83.  在国家和地区电视广播领域中，有牌照的运营商有 117 家，其中 63 家为私

营媒体，对公共公司的授权从 8 到 10 年延长至 15 年。私营部门控制了委内瑞拉

开放电视台频道的 54%，电台频道的 68%。在所有的电台和电视台中，私营部

门控制现有 1,051 家中的 698 家，分别占国家无线电频率的 66%，另外 34%属于

公共部门和社会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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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权 

  建议 94.1、94、6、94.6、94.46、94.58 

84.  为了确保各界能够获得文化资源，创建了人民政权文化部，其所推出的政

策和方案取得的成果有：使得委内瑞拉西蒙·玻利瓦尔青年儿童交响乐团体系得

以推广；建立了艺术实验大学；电影城；狗和青蛙出版社向著名作者和新人才开

放著作的出版；国家和国际经典的大众阅读方案；工艺品集市推广；拯救国家的

音乐传统的节日。 

 八.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人权的刑事保护 

  建议 94.6、94.27、94.33 

85.  按《宪法》规定，刑事立法的发展遵循渐进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这一原

则已被纳入刑事法律，如《刑法改革法》(其中加入了强迫失踪)和《禁止酷刑和

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法》。《刑法改革法》草案中还纳入了其他

侵犯人权罪行。 

  公民安全权 

  建议和自愿承诺 93.9、94.1、94.3、94.6、94.12、94.13、94.14、94.28、
94.29、94.30、98-e、98-i 

86.  在公共安全政策方面 2012 年推行了“全委内瑞拉”伟大使命作为全面的公

共政策，以通过预防和多机构的办法来控制犯罪，加强团结共处和人与社会的整

体发展。为了减少有罪不罚现象，在公共安全部建立了刑事调查局，在公安部，

也成立了特别调查单位加强刑事调查和减少有罪不罚。在司法系统的另一个领

域，加强公设辩护人制度，以保证免费获得司法援助。 

87.  在 2013 年上半年，通过监测、巡逻和通讯系统，开展了祖国安全专项计

划。为了打击犯罪，呼吁民间社会参与打击犯罪的斗争，构成“和平与生活运

动”，以加强会议和讨论空间的思路，通过文化、体育、促进社区组织作为巩固

和平文化的战略。 

88.  通过在全国安装 30,000 台摄像头，设置与各安全机构(消防队、公民保护和

国家警察组织)以协调的方式连接的监控室，启动了综合监控系统。14 投资是

1,060,000 美元。 

89.  枪支管制问题上，自 2011 年起实施了已呈现积极发展的系统政策。第一项

行动是，设立了枪支、弹药和裁军控制总统委员会，旨在开展科学研究，国家磋

商，并开展加强这方面公众意识运动。其结果是，通过了《裁军、军备和弹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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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法》，目标包括，限制平民持枪许可，禁止公共和私营公司向自然人销售军

火。15 

90.  对公安机关证据室保存报废枪支的管理进行规范，16 实施了公民自愿解除

武装计划，到 2016 年 5 月已收到 3,659 支枪支，报废 44,450 支。成立了全国裁

军服务处，定期对武器进行报废和销毁。 

91.  在过去的四年里已经在社区里实施了 4,784 项犯罪预防活动，惠及 680,816
人。2014 年到 2015 年，对安全部队的 94,141 名官员进行了培训。教育培训中心

平均培训了 128,000 名儿童和青少年。在同一时期，为了协助防止对妇女犯罪的

发生，促进和平共处，开展了不同的培训策略，2014 年，平均覆盖了社区的

13.3 万名成员。 

92.  体育训练也作为实现预防年轻人犯罪的一个工具，2014 年至 2015 年，开展

了 11,980 次体育活动课程，710,674 人参与，以年轻人为主。 

93.  通过社会关怀和预防制度的重新组织，2014 年“和平与生活指示盘”，17 

对降低犯罪水平产生了影响。在这些空间中，已经制定 3,632 项培训计划，惠及

124,291 名社区成员。 

94.  关于对警察职能的监控，安装了战略信息和警务透明系统，对警察部队的

信息进行及时和实时的反馈。设置了市级和国家级 542 家社区警察核心和 16 家

性别平等和公平秘书处。自 2010 年被列入警察机构的组织结构，“受害者援助

办公室”，能够向犯罪和/或警察虐待受害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医疗、心理

和社会的援助。目前该国警察部队 80%有这样的办事处。18 

95.  至于公安机关的培训，截止到 2015 年，国家公安实验大学的警务基础课程

综合培训了 8,254 名公务人员；5,841 名大学技术人员和 1,165 名警察管理毕业

生。此外，392 人从警察研究生、专业和硕士专业课程毕业。目前，警察构架率

为每 1,000 名居民 4 名警察，符合联合国标准。 

96.  身份、移民和外国人行政服务，从 2013 年起通过一项国家培训计划来实

现，有组织和机构的参与，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支持，以

进行适用于委内瑞拉难民的制度的培训，提高相关方面公务人员的专业水平。 

97.  至于打击贩卖人口斗争，委内瑞拉签署了关于此问题的主要国际公约和宣

言，并制定了适应这些的国内立法。19 已经制定了计划和项目，以从不同的角度

打击贩卖人口：重点针对妇女、儿童和青少年的全面部署。20 2014 年与联合国难

民事务高级专员一起执行了一项工作计划，对边境的犯罪情况进行诊断。 

98.  预防活动主要针对的是培养和培训会议、推广、传播、信息和广告活动等

领域；使得公职人员熟悉并认识贩卖的最常见形式，不同形式的做法，提高机构

对这些问题的处理。2014 年，委内瑞拉推动建立了打击贩运和贩卖妇女、儿童

和青少年委员会，作为机构连接空间，以打击这种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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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关爱人口贩运受害者是通过向其提供基本需求品、心理和医疗保健、职业

培训、娱乐和法律援助来实现的。涉及外国人口的情况下，提供给他们的支持

有，遣返原籍国、办理护照、签证、庇护所，或重新安置在第三国。也有对妇女

庇护所，涉及儿童或青少年时，在医疗机构也有“外衣计划”。2012 年至 2015
年，151 位受害者进行了登记，向其中 21 位给予了保护措施，其中 19 位是女

性，一个男性少年和一个女孩。 

  被剥夺自由者的权利 

  建议和自愿承诺 93.5、93.7、93.10、93.11、93.12、93.13、93.14、93.15、
94.1、94.5、94.6、94.31、94.32、94.33、94.35 

100.  为了加强对被剥夺自由者的权利的保障政策，在 2011 年建立人民政权监

狱服务部，代替以前的监狱最高委员会。建立了一种新的监狱管理制度，规范了

被剥夺自由者在拘留中心的日常活动，促进工作、学习、娱乐空间，并制定了

《2013-2019 年国家监狱战略计划》。所有这些措施都是符合《联合国囚犯最低

待遇规则》的。与司法系统机构签署了多项协议(最高法院、公安部和监狱制度

部)，以减少程序延时，以加强防御工事，以提高防范质量，实施有效的法律保

护。 

101.  国家建筑基金成立，作为人满为患的根除措施，开展了 26 项工程，惠及

大约 37,286 名被剥夺自由的成人和青少年。目前有 39 个男性监狱，18 个女性监

狱和 32 个少管所。 

102.  这改善了现在的拘留条件，并对监狱内的共处产生了积极影响，目前，所

有的监狱，有 90%的男性和 100%的女性处于这个新监狱系统，少管所也已经加

入进来，减少了暴力指数。为了改善监狱里的监控，采用了高性能的技术机制，

投资 164,000,000 美元。 

103.  工作培训是通过《路易莎·卡塞雷斯·德·阿里斯门迪计划》开展的，覆

盖了 18 个女子监狱的 43 个社会主义生产单位，那里有面包店、纺织、农业、陶

器、锻造、木工、一般服务、维护、手工香皂、幼儿园、丝网印刷和美容业。 

104.  目前，狱警的培训主要在国家公安实验大学开展，确保监狱工作的专业

性，大幅度改善他们的培训和对被剥夺自由者的待遇。全国所有监狱中目前有超

过 2,500 名狱警。 

  性别平等和公平权利 

  建议 94.1、94.6、94.11、94.16、94.17、94.21、94.22、94.23、94.24、
94.25、94.28、94.51 

105.  保障妇女权益公共政策的理事机构，是 2009 年创建的人民政权女性和性

别平等部。也有针对特定主题的机构，如性别统计小组委员会；非洲裔妇女的协

18 GE.16-14525 (EXT) 



A/HRC/WG.6/26/VEN/1 

调处；部内土著妇女的协调处；最高法院的性别公正全国委员会；警察部队性别

平等和公平委员会。 

106.  至于综合方案，设计了两个计划：《2009-2013 年“先驱胡安娜·拉米雷

斯”计划》和《2013-2019 年“罗莎妈妈”性别平等和公平计划》，涉及不同的

方面来实现男女之间的平等和公平。具体的计划有《社区捍卫者国家计划》，其

目的是将有组织的人民权力转移到性别平等和公平委员会、防止针对妇女暴力活

动，以及暴力行为的受害者接待和支持活动，承诺在 2016 年有超过 23,000 名妇

女作为社区的捍卫者。 

107.  在反对性别暴力的保护框架下，国家开通免费通话服务来提供指导，并帮

助其与国家机构取得联系；2016 年接待了 24,133 人。还向面临危险的妇女及其

子女提供庇护所，心理和社会援助。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的有效途径是通过妇女

申诉专员开展的，截至目前，给予 183,124 位妇女法律援助和指导。 

108.  建立了 78 家保护妇女与性别平等的专门法院和 69 个妇女保护特别检察机

关，由全国 192 位检察官组成。2011 年，成立女性保护局，并在 2013 年成立了

受害者、证人和其他诉讼当事人保护国家协调处，以保障和保护受害者和犯罪行

为证人的权利。 

109.  委内瑞拉国家已承诺加强媒体对于性别问题的敏感程度，以及确保电视节

目尊重女性的权利。为此，国家电信委员会已针对违反《广播电视社会责任法》

的规则的行为发出建议。 

110.  已采取行动，以消除媒体上对妇女形象的刻板印象。作为一项具体措施，

最高法院的宪法法庭已下令删除所有含有显性或隐性的性图像或内容，或能够刺

激性活动的，在儿童和青少年可及的平面媒体印刷广告中的联系到性剥削商业服

务广告。21 通过玻利瓦尔通信和信息系统，促进妇女在内容传播和制作的各个领

域的参与，以确保信息的传递来对抗性别歧视的图像，并创造了娱乐空间，这有

助于女性对自我角色的认同和社会普遍意识的提高。22 

111.  作为赋权和妇女组织，至 2014 年，它促进建立了 2,033 个社区委员会性别

平等和公平委员会；12,652 个社区母亲委员会；841 个妇女经济防御委员会；

12,000 名妇女报名参加妇女争取和平与生活的运动；13,000 名社区捍卫者。人民

政府妇女总统委员会，由全国 24 家机构的代表组成，作为一个大众的、协商和

咨询机构。 

112.  自 2013 年底起，已形成 841 个妇女经济防御委员会，促进社会监察官制

度，并确保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商品和服务，性别平等和公平委员会作为国家机

构，旨在将性别观点纳入国家机构的公共政策中。值得一提的是全国妇女联

盟――UNAMUJER 的建立，作为各种女性运动和领导的联络机构。迄今为止，

已经有超过 180 万名女性加入了统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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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著居民权利 

  建议和自愿承诺 94.1、94.6、94.11、94.15、94.65、94、66、94.67、94、68
和 98-h 

113.  随着人民政府土著人民和社区总统委员会的建立，有了土著事务公共政策

制定和实施的组织。选拔 1,569 名发言人，他们再从中选择该机构代表。23 此

外，从 2007 年到 2015 年，土著社区委员会通过对 1,469 个社会项目的融资包括

电气化、饮水、基础设施和社会生产，惠及土著人民 307,168 人和 57,956 户家

庭。 

114.  至于健康权，值得一提的是 2012 年到 2014 年期间开展的亚诺玛米健康计

划，治疗了 6,174 名患有各种疾病的土著患者。2012 年到 2014 年期间的阿普雷

健康计划，治疗了 8,311 例不同土著民族的患者。还有通过设置在各州的医疗网

络为土著居民开展医疗服务。此外，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保证，土著人民的文化得

到尊重，重申其在诸如民族身份、自有文化、语言和传统知识领域的集体权利。 

115.  为了改善诉诸法律的权利，公设辩护制度设有土著事务的刑事和非刑事职

能的公设辩护人。 

116.  2014 年，在《土著语言法》的框架下，成立了土著语言研究所，旨在拯救

和振兴所有的土著语言。2009 至 2014 年期间，在土著居民领地有 1,785 个机构

提供跨文化双语教育，其中有幼儿教育、小学、媒体和媒体技术授课，2014 学

年招收了 68,580 名土著学生。Wuayuunaiki、Pemon 和 Yekuana 语教科书也得到

了补充。跨文化和双语教师培训项目及保护和抢救土著语言的课外教育项目得以

加强。 

117.  2012 年至 2015 年建立了 1,704 个体面住所，符合土著人民独有的文化，

惠及 9,031 人。 

118.  自 2001 年建立了土著人民和社区栖息地和土地划分全国委员会以来，它

一直在制定符合土著人民集体财产所有权的土地划分和交付政策。迄今为止已交

付 102 项集体土地所有权，共计 3,280,298.72 公顷，其中居住人口约为 101,498
人，组成了 25,600 个家庭，分布在 683 个土著社区。 

119.  最后，在 2011 年国家统计研究所进行的全国人口和住房普查中包含了土

著人口。土著人口为 724,592 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2.8%。据记载，474,219 名土

著人可以读书识字。 

  寻求庇护者和难民保护 

  建议 94.69 

120.  《男性和女性难民以及寻求庇护者组织法》(2001 年)规定给予这些人保护

地位的标准和条件，以及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全国难民委员会之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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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和条件。委内瑞拉历来是数百万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哥伦比亚人的接待国。

据“联合国难民署 2014 年被迫流离失所全球趋势”，委内瑞拉是美洲第二大接

纳国，同时还认识到，在美洲难民减少的 5%主要是由于委内瑞拉授予成千上万

流离失所哥伦比亚人公民权的政策。 

 九. 挑战 

121.  通过制定人权指标完成国家监测和跟踪系统的建设，从而落实并评估所有

公共政策，是一项紧迫的挑战。委内瑞拉一直在努力，并希望能在 2017 年建立

起一个平台。此外，还需要将人权纳入整个国家公共政策的主流。 

122.  另一项当务之急是巩固国家设立的各种机构和机制，以更好地实施和监测

以人权为重点的公共政策，特别是要加强最高层的协调机制，这是改善公共政策

和指标问题方面的能力的途径。目前人民政权规划部、社会问题副总统办公室、

国家统计研究所和人民政权外交部开展的跨机构合作，即是继续向前推进所需开

展的协调工作的范例。 

123.  鉴于该国目前正经历经济危机和紧急状况，必须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技

术创新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改变我们过去 100 年间的食利者经济模式是一大挑

战。 

124.  另一个重大挑战是采取行动保护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多样化人士并保障其权

利；虽然已采取行动，但必须进一步推进才能实现预期成果。 

125.  早孕的问题仍然是该国的一大挑战。尽管在一些计划、方案和措施上，已

经取得了进展，但有必要继续增加行动力度以期该问题得到完全解决。 

126.  需提高和加强我们的能力，以保护环境和土著民族占有的祖传领土；应对

气候变化；并深化可持续行动，以应对可能对地球母亲带来不利影响的全球性挑

战。 

127.  继续巩固各人权组织和社会运动在更多国家公权力领域的政治参与并增强

其权能，进一步加强各个人民政权总统委员会，这是一个持久的挑战。 

128.  加强各级公共安全仍然是一个挑战。有必要与整个社会共同巩固已经建立

的体制框架，，以便确保我国人民能够过上尽可能高质量的生活。 

129.  最后，通过全社会广泛的建设性参与实施《2016-2019 年国家人权计

划》，是委内瑞拉政府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已处于全面落实过程中。 

 十. 结论 

130.  委内瑞拉面临了各种非常规战争方法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各类外国势

力的干涉，目的是摧毁该国的经济，使得近几十年来在权利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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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退。但是，委内瑞拉人民和国家致力于弘扬尊严和社会正义的价值观和最高原

则，这些价值观和原则由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播下种子，并由最高统帅乌

戈·查韦斯予以推进。尼古拉斯·马杜罗·莫罗斯总统领导的玻利瓦尔查维斯主

义政府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捍卫其遗产。 

131.  委内瑞拉在落实人权实现小康生活方面正取得进展，并正采用参与式方法

与所有运动、社会组织和整个民间社会合作，从而确认了国家始终保持开放态

度，并愿意进行有关人权的对话和听取批评，但任何时候都需要无条件和建设性

的合作，并在尊重主权和人民自决权的框架内进行。委内瑞拉面临的经济挑战是

推进建设经济模式的基础，以取代过去一百年的食利者模式，这是个不小的挑

战；然而，我们人口的增长，以及人力、政治、社会和经济能力表明，玻利瓦尔

社会主义建设正向新的更一致和更具有建设性的阶段迈进，能够继续保证全体人

民的人权。 

  资料来源 

  在编写本报告时，获得了委内瑞拉以下国家机构的支持： 

人民政权卫生部；教育部；监狱服务、社区和社会运动部；妇女与性别平等部；

生态社会主义和水利部；土著人民部；内部事务、正义与和平部；高等教育、科

学和技术部；通信与信息部；规划部；公安部和公设辩护人部。 

 

注 

 1. Gaceta Oficial de la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núm. ext. 6.119, de fecha 4 de diciembre de 
2013. 

 2. Publicado en Gaceta Oficial de la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Nº 6.214. Fecha 14 de enero 
2016. 

 3. Publicado en Gaceta Oficial de la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Nº 6.277. Fecha 13 de mayo 
de 2016. 

 4. Publicado en Gaceta Oficial N°6.218 del 2 de marzo de 2016. 
 5. Publicada en Gaceta Oficial Nº 39.236 del 6 de agosto de 2009. 
 6. Misión es una política pública que de forma masiva, acelerada y progresiva, materializa las 

condiciones para el disfrute de uno o más derechos sociales de personas o grupos, con la participación 
directa del pueblo. Gran Misión es conjunto concentrado de políticas públicas y recursos para el 
mismo fin y Micro Misión es una expresión temporal de política pública destinada a atender y 
resolver un problema particular. Ley Orgánica del Sistema Nacional de Misiones, Grandes Misiones y 
Micro Misiones (Gaceta Oficial de la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Nº 5.154 del 19/11/ 2014). 

 7. Decreto N°1.394 publicado en la Gaceta Extraordinaria N° 6.154, del 19 de noviembre de 2014. 
 8. Estos resultados los podemos observar en los gráficos relativos a los indicadores: Inversión Pública en 

Educación (1999-2013), Inversión Pública en Salud (1999-2013), Inversión Pública en Vivienda 
(1999-2013), Inversión Pública en Seguridad Social (1999-2013), Inversión Pública en Desarrollo 
Social y Participación (1999-2013), Inversión Pública en Cultura y Comunicación Social (1999-2013) 
e Inversión Social en Ciencia y Tecnología (1999-2013), ver anexo estadístico Venezuela en Cifras. 

 9. Ver en anexo estadístico Venezuela en cifras: Proporción de Niños y Niñas menores de 5 años con 
Peso Inferior al Normal (1990-2012), Comparación de la sub-alimentación en la población de 
América Latina (2011-2013) y Porcentaje de Crecimiento de Niños y Niñas a los 7 años (1990-2010). 

 10. Programa dirigido a reinsertar dentro de un sistema educativo y productivo a personas qu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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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minaron sus estudios de la tercera etapa de educación media y diversificada, para que obtengan su 
título de bachiller integral. 

 11. La Misión Sucre es un plan nacional de acceso a la educación universitaria que surge como iniciativa 
de carácter estratégico. 

 12. La Colección Bicentenario es el nombre que recibe el conjunto de libros escolares editados por el 
Estado para distribuirlos gratuitamente en las escuelas. 

 13. El Proyecto Canaima Educativo, que consiste en la entrega de computadoras portátiles a las niñas y 
niños del Subsistema de Educación Básica. 

 14. El sistema contempla tres fases. La primera (fase de inicio), durante el último trimestre del 2013, la 
segunda fase (de despliegue) en 2014, y una tercera fase (de integración) durante 2015 y 2016. 

 15. Publicada en Gaceta Oficial N° 40.190 del 18 de junio de 2013. 
 16. Decreto N° 9.194 publicado en Gaceta Oficial N° 40.027 del 11 de octubre de 2012. 
 17. Los Cuadrantes de Paz son una división territorial por un (1) kilómetro cuadrado, a fin de ubicar 

estratégicamente a nivel geográfico a los integrantes de los organismos de seguridad del Estado, 
quienes interactúan con la comunidad. 

 18. De conformidad con la resolución N° 86 de fecha 19 de marzo de 2010 del Ministerio del Poder 
Popular para Relaciones Interiores, Justicia y Paz. 

 19. Ley Orgánica Contra la Delincuencia Organizada y Financiamiento al Terrorismo ;Ley Orgánica 
sobre el Derecho de las Mujeres a una Vida Libre de Violencia, Ley Orgánica de Protección de los 
Niños, Niñas y Adolescentes, Código Penal y la Ley de Migración y Extranjería. 

 20. En 2007 se dictó el Plan de Acción Nacional contra el Abuso Sexual y la Explotación Sexual 
Comercial y se elabora el Plan Piloto para la Lucha contra la Pornografía de Niños, Niñas y 
Adolescentes en las Instituciones Educativas del Distrito Metropolitano de Caracas. Posteriormente, 
se diseñó un Plan de Trabajo entre el Servicio Administrativo de Identificación, Migración y 
Extranjería, el Instituto Nacional de Aeronáutica Civil y las líneas aéreas de Venezuela. En 2014 se 
suscribió un Plan de Trabajo con el Alto Comisionado de la Naciones Unidas para los Refugiados 
(ACNUR). 

 21. Sentencia Nº 359 del 6 de mayo de 2014. 
 22. Se pueden mencionar los siguientes programas: Programa Maternidad segura, deseada y feliz en el 

marco de la Protección de los Derechos Sexuales y Derechos Reproductivos; el Programa Flora 
Tristán creado para promover la transformación de los patrones de crianza y cuidado que le han sido 
impuesto a las mujeres e impulsando la corresponsabilidad de hombres, mujeres, comunidad y 
Estado; el Programa Luisa Cáceres de Arismendi con el objetivo de contribuir a la protección y 
defensa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de las mujeres privadas de libertad y sus familiares a través del 
desarrollo de acciones de formación, capacitación, asistencia social. 

 23. Sesiones 24ª y 25ª, celebradas los días 2 y 3 de junio de 2015 en el Comité de Derechos Económicos, 
Sociales y Culturales del OACNUDH, Gine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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