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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第九届会议 

2010 年 4 月 19 日至 30 日，纽约 

临时议程 * 项目 3 和 4 

讨论年度特别专题：“土著人民：发展 

与文化和特性：《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 

宣言》第 3 条和第 32 条” 

人权：《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实施情况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资料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摘要 

 本报告介绍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政府根据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2009 年 4 月和 5

月的访问团的建议采取或计划采取的措施。 

 

 

 

  

 
 

 
*
 E/C.19/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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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2008 年 4 月 21 日至 5 月 2 日举行的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七届会议在报告第

156 段对查科情况建议如下： 

 常设论坛从土著人人权和基本自由状况特别报告员协助编写的土著人

民来文中获悉，在查科地区，有些瓜拉尼社区存在事实上的奴役现象。根据

《废止奴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以及《联合

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17、26 和 28 条，常设论坛大力支持玻利维亚现政

府的努力和巴拉圭即将继任的政府的承诺，停止这种奴役习俗，将土著人的

土地归还其合法的主人——即瓜拉尼人。
1
  

2. 在此背景下，常设论坛的一个专家代表团于 2009 年 5 月对玻利维亚查科地

区进行了实地访问，以获取相关信息。2009 年 5 月 18 日至 29 日举行的土著问题

常设论坛第八届会议决定公布查科访问团的报告，并建议有关各国政府向第九届

会议报告情况。
2
  

3. 在这方面，常设论坛于 2009 年 8 月底公布了访问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的代表

团的报告和建议。玻利维亚政府已于 2009 年 9 月初正式认可该报告。因此，多

民族玻利维亚国谨提交下列报告，介绍在实施常设论坛访问团的报告中建议方面

取得的进展和遇到的困难。 

 

 二. 报告 
 
 

 A. 事先、知情、自由同意 
 

4. 玻利维亚政府尊重各项国际文书的规定，将土著人民的权利提高到宪法权利

的地位，努力落实这些权利，现已开始实施常设论坛的各项建议。 

5. 胡安·埃沃·莫拉莱斯·艾玛总统的政府已确立并着手落实“土著人民事先、

知情、自由协商权”(在碳氢化合物方面)。在这方面，玻利维亚谨向论坛提供以

下进展情况列表。 

有关碳氢化合物的活动的协商和参与 

财政年度 企业 活动、工作或项目 现况 土著人民和农村社区 

2007 年 查科 为 Percheles 与 El Dorado

矿区筑路 

完结 Zonal 区瓜拉尼人民大会：Takovo 

Mora；瓜拉尼人民大会：新希望；San 

Isidro de Área、San Isidro 和 San 

__________________ 

 
1
 E/C.19/2008/13，第 156 段。 

 
2
 见 E/C.19/2009/14，第 9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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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碳氢化合物的活动的协商和参与 

财政年度 企业 活动、工作或项目 现况 土著人民和农村社区 

Isidro 社区 

 Transredes S.A. Margarita-Palos Blancos

横向管道 

完结 瓜拉尼人民大会：Itikaguasu 

 Total E&P Bolivie 三维地质勘探和大地电磁

重力测定勘探 

完结 土著民族瓜拉尼人民大会：Alto 

Parapetí、Iupaguasu和Karaoparienda

 Pluspetrol Tajibo-Bloque Sal Isidro

场地开发 

完结 瓜拉尼人民大会：Charagua Norte 

2008 年 Transredes S.A. Vuelta Grande 天然气管道

横向扩展 

完结 瓜拉尼人民大会：Machareti 区 

2009 年 Total E&P Bolivie 

(Sucursal 

Bolivia) 

Aquio X-1001 勘探钻井 完结 瓜拉尼人民大会：Alto Parapetí区和

Iupaguasu 区 

 Total E&P Bolivie 

(Sucursal 

Bolivia) 

Inchausti X–2 勘探钻井 完结 瓜拉尼人民大会：Alto Parapetí区和

Iupaguasu 区 

 Petrobrás Bloque San Antonio 三维

地质勘探 

进行中 原有社区土地 Itikaguasu 

 
 

 B. 内政部 
 

6. 关于论坛报告建议 15，内政部与玻利维亚警察协调，设立了查科警察指挥部，

因此，该地区的警察增多，以保护瓜拉尼居民的安全。 

7. 关于论坛报告建议 16，内政部通过玻利维亚警察保障人员自由往来，而不受

歧视，但 Santa Cruz,Tarija 和 Chuquisaca(Sucre)省各区的一些工作人员对此

不重视，在工作上不予合作，反而极力从事导致冲突的行动。 

 C. 总统事务部、劳工、就业和社会保障部、发展规划部、生产发展和多元

经济部、司法部、农村发展和土地部瓜拉尼事务部际过渡计划 
 

8. 根据第 29292 号 高法令，部际过渡计划(2007-2008 年瓜拉尼人民部际过渡

计划)付诸实施。与瓜拉尼部际过渡计划同时启动的进程在继续。关于论坛报告

建议 36、37 和 38，玻利维亚表示，部际过渡计划的订立已与瓜拉尼人民大会以

及 Tarija、Chuquisaca 和 Alto Parapetí区理事会协商，通过由瓜拉尼当局聘用

的合格的瓜拉尼技术人员小组开展活动。根据瓜拉尼人民大会的决定，部际计划

目前处于全面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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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必须指出，部际计划构成部分 3 包括瓜拉尼未成年人及其全家的粮食保障和

主权的内容。
3
 在这方面，希望论坛注意到部际计划。该计划的目标详述如下： 

10. 总体目标： 

 (a) 根据称为“玻利维亚尊严、主权、生产和民主以求美好生活”的全国发

展计划，并按照瓜拉尼人民的要求，为居住在玻利维亚查科的瓜拉尼家庭创造体

面的生活条件奠定基础。 

11. 部际计划的具体目标： 

 (a) 保障玻利维亚查科受奴役的瓜拉尼族人士、家庭和社区的个人和集体权

利； 

 (b) 推进公共卫生和土地财产重新安排进程，执行土地改革社区复兴法，促

进瓜拉尼人民领土重划进程； 

 (c) 确保社区安置过程中获得解放的家庭能享有体面的生活条件； 

 (d) 拟订和执行生产性及基础设施和环境方面的项目和方案； 

 (e) 执行贯穿整个过程的传播战略； 

 (f) 设立计划的执行、监测和评价机制。 

12. 以下概述根据部际过渡计划的目标与瓜拉尼各个组织协商的计划构成部分

内容： 

构成部分 主要活动 主管 

构成部分 1：保障和恢复

玻利维亚查科瓜拉尼人

的基本人权 

• 为在各个社区促进行使权利和充分落实公民地

位，开展各种教育活动 

• 在查科地区设立政府机构间跨学科小组，长期监

测情况，确保瓜拉尼族的个人和集体权利得到保

护 

• 设立六个分区劳工局(Caraparí,Yacuiba,Entre 

Ríos,Huacareta,Macharetí,Charagua)，负责调

节整个地区各行各业的劳工关系 

• 解决瓜拉尼婴儿出生方面的现有问题，由全国选

举法院流动服务队提供协助，并在瓜拉尼社区设

司法部-劳工部 

__________________ 

 
3
 见 www.planguarani.com，该网站已全面运作，定期更新关于部际过渡计划的信息，允许公众

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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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 主要活动 主管 

立民政登记处，免费办理身份证件和出生证 

 • 开展行动，从瓜拉尼角度在组织上加强瓜拉尼人

民大会所属各区，解放受奴役的社区 

• 为获得解放的瓜拉尼家庭提供协助，特别是为妇

女提供协助，开设生产方案和基本权利方案 

• 在第二阶段，以瓜拉尼人民战略计划为基础，拟

订瓜拉尼民族综合发展计划 

 

构成部分 2：推进公共卫

生和土地财产重新安排

进程，执行土地改革社区

复兴法，促进瓜拉尼人民

领土重划进程 

• 在瓜拉尼族有影响的地区，开展重新组合、调整、

办理土地证等工作，作出赔偿，以及将土地财产

转为原有社区土地(Chuquisaca 和 Santa Cruz) 

• 在 Tarija 省大查科地区，调整土地财产(转换)，

将土地划为原有社区土地 

农村发展和土地部土地

局(国家土地改革局) 

 • 签发族裔身份证和空间需求报告   

构成部分 3：执行应急方

案，确保获得解放的家庭

在此过程中以及在社区

安置时享有体面的生活

条件 

• 在解放期间，为所涉家庭提供紧急照顾(粮食、用

品、帐篷、工具、药品等) 

• 协助获得解放的家庭在政府分配的土地上安置

(提供住房、饮用水、基本卫生设施等) 

发展规划部-教育部 

 • 与乡镇和地区教育卫生局协调，为获得解放的家

庭拟订教育卫生方案 

 

构成部分4：与乡镇协调，

执行环境基础设施生产

方案和项目 

• 发展家庭粮食保障试点方案和项目，如农业、畜

牧业、林业以及补充活动(手工业、旅游业等) 

• 拟订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管理方案和项目 

环境和水资源部 

 • 建立社区微型企业，维修道路   

构成部分 5：执行贯穿整

个过程的传播战略 
• 拟订和执行对内和对外传播战略 领土事务政府协调和管

理局-劳工部 

构成部分6：计划的执行、

监测和评价机制：指导和

管理 

• 规划管理、协调和监测部际过渡计划的执行情况 

•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协调国际合作，并与非政府

组织及多民族国各区各市协调 

劳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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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瓜拉尼计划的执行战略如下： 

 (a) 由瓜拉尼人民大会全国大会和部际过渡计划管理局核可计划； 

 (b) 由政府核可计划，作为瓜拉尼民族综合发展计划； 

 (c) 在 Santa Cruz、Chuquisaca 和 Tarija 省瓜拉尼区设立计划实施部门，

将该计划列入体制工作； 

 (d) 将有关目标、战略、方案和项目纳入所有政府机构和组织及非政府组织

的短期、中期和长期计划； 

 (e) 所有公共和私营机构、组织和项目均参与支持计划的执行工作； 

 (f) 由国家计划执行管理局负责跟踪监测计划执行情况； 

 (g) 成立咨询委员会，开展咨询工作。 

14. Okita Reta 瓜拉尼计划将予执行，其支柱是： 

 (a) 土地：在领土问题上，归还土地，即“恢复瓜拉尼民族领土”； 

 (b) 生产性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通过管理、使用和利用瓜拉尼民族领土内

现有自然资源，以公平方式促进瓜拉尼社区经济社会发展； 

 (c) 人的发展、研究、教育、保健：提供住房、基本卫生服务，建立支持基

本服务和研究的基础设施； 

 (d) 瓜拉尼文化特性和人权：重申和重视这种特性，确保瓜拉尼民族特性的

实质加强组织结构； 

 (e) 土著人自治、组织和政治参与：在已确定和界定(已划分)的领土上实行

自治、实现土著人民的权利主张、重振瓜拉尼民族和进行全面政治参与。 

 D. 劳工监察员 
 

15. 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部任命了派驻卡拉帕里、亚奎瓦和恩特雷里奥斯(塔

里哈省)、瓦卡雷塔和马查雷蒂(邱基萨卡省)和查拉瓜(圣克鲁斯省)的劳工监察

员。他们获得必要设备和办公室，以便开展首要任务，确保尊重和恢复瓜拉尼人

的劳工权利，并在土著人民、尤其是瓜拉尼人的劳工权利持续受到侵犯的边远地

区维持政府的存在。他们致力于促进尊重和恢复这些权利，并计划为查科地区参

与起诉有关奴役和强迫劳动案例或针对土著成员的类似案例的所有工作人员提

供认识劳工权利和土著人各项权利的培训。 

 E. 能力建设 
 

16. 根据玻利维亚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反对种族主义和反对歧视办公室和非殖

民化副部长办公室下属的反对种族主义和反对歧视公共政策管理股发起了若干

倡议，其中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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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计划在玻利维亚多民族国进行种族主义和歧视评估，其主要目的是向农

村原住土著人和土著人民提供信息，使其认识种族主义和歧视，并主要根据变革

的主要推动者和男女人员提出的意见制定反对种族主义和歧视的公共政策。为此

走访了各社区，收集侵权者和受害者资料，并提出概念和汇集各项投入，以便制

定更好的公共政策和消除这一罪恶； 

 (b) 正在根据新的《国家政治宪法》提供技术工具，确保各族人民享有权利，

并加强国家各部门公务员的培训和学习，以认识土著人民的权利；  

 (c) 关于土著人常设论坛代表团的报告建议 27，劳动部通过省和地区总办公

室维持在卡米尼、玻利维亚圣克鲁斯查科地区、丘基萨卡省和塔里哈省(蒙特阿

古都、卡米尼、亚奎瓦和比亚蒙特斯)的存在。劳动部计划采纳联合国建议，向

其各办公室派送计算机设备和人员，以此加强能力建设； 

 (d) 2007 年 8 月，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部设立了人权股，负责在三个领域

开展工作： 

 一. 消除童工； 

 二. 消除强迫劳动； 

 三. 土著人民和两性平等； 

 每个领域都配备了人权股的官员，他们向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部负责，并

与下列各单位进行协作：主管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副部长办公室、劳动、卫生和

职业安全局、圣克鲁斯、丘基萨卡和塔里哈各省劳工事务总办公室、卡米尼、蒙

特阿古都和亚奎瓦地区劳工事务总办公室。上述官员中包括瓦卡雷塔和马查雷蒂

(丘基萨卡省)、亚奎瓦、恩特雷里奥斯和卡拉帕里(塔里哈省)及查拉瓜(圣克鲁

斯省)等地劳工监察员(其中一些是利用部际过渡计划预算雇用的)。还雇用了一

名管理人员、一名行政人员、秘书、门卫、清洁工以及由部际过渡计划出资的三

名规划人员和三名宣传工作者；  

 (e) 司法部所属主管农村原住土著人司法事务副部长办公室、外交部、主管

土地副部长办公室和总统府部正在推动和促进提高对土著人权利的认识、开展培

训及尊重土著人权利； 

 (f) 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部所属人权股在开展上述三个领域的工作时，与

各办公室和总办公室、省和地区总办公室以及劳工监察员就与土著人有关的共有

问题进行合作，其中特别重视 脆弱的玻利维亚查科地区，当地普遍存在土著人

和农民被强迫劳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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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国家机构中有关土著人权利的培训机会 
 

17. 土著人常设论坛代表团的报告建议 23 指出，已计划为查科地区参与起诉有

关奴役和强迫劳动案例或针对土著成员的类似案例的所有官员开展劳工权利和

土著人各项权利培训。 

 G. 立法 
 

18. 2009 年 2 月 17 日颁布的玻利维亚多民族国新《宪法》，在玻利维亚境内禁止

一切形式的奴役。 

19. 为了在玻利维亚消除奴役现象，玻利维亚政府颁布了废除第 25763 号 高法

令的第 29215 号 高法令第 157 条，其中明确指出，农村地区奴役制度、强迫劳

动、债务雇工和(或)奴役家庭或个人的存在危害社会，与集体利益背道而驰，从

而成为履行经济社会职能的障碍。 

20. 第 29802 号 高法令第 2 条指出，凡在农业活动中，庄园主或地主通过胁迫、

未经工人们完全同意、或未履行支付工资义务(以实物替代工资或支付的工资低

于国家 低工资标准)，从而以侵犯基本权利的形式利用社区、家庭或个人提供

劳力或服务的地方，便存在着奴役、强迫劳动、债务雇工和(或)奴役家庭或个人

的制度或类似做法。 

21. 第 29292 号 高法令设立了消除奴役、强迫劳动和类似做法部际委员会，组

成如下：总统府部、司法部、发展规划部、生产和微型企业部、农村发展和土地

部和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部。 

22. 第29354号 高法令使丘基萨卡省为公共用途征用土地以及为瓜拉尼人重组

和再分配土地成为合法。 

23. 通过第 2494 号法制定了“美好生活要靠一个安全的玻利维亚来建立”的国

家公共安全计划。该计划提供的预防方案和项目处理影响全体民众，尤其是包括

土著瓜拉尼人在内的 弱势群体的公共安全问题。 

 H. 通信战略 
 

24. 一项建立在丘基萨卡省、圣克鲁斯省和塔里哈省相互关系基础上的通信战略

已起草完毕，并正在实施。负责官员也是执行这项战略，以及特别是在地区一级

的传媒上宣传部际过渡计划的官员，其主要目标是提高人们对国家新《政治宪法》

下劳工权利和土著人各项权利的认识。 

 I. 卫生 
 

25. 卫生部已在实施多元文化共同体家庭医疗方案。该方案要求受过多元文化培

训的医生前往土著瓜拉尼人领地工作。然而玻利维亚查科地区的一些大庄园主仍

拒绝让这些医生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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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司法 
 

26. 政府已采取步骤加快起诉与瓜拉尼人有关的案例。令人遗憾的是，司法大权

仍由极右政党成员所掌控，如民族主义民主行动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新共和

力量党和左派革命运动。它们拥有大片土地，奴役我们的瓜拉尼兄弟。多数这些

土地产权都是通过欺诈手段获得的。 

27. 2008 年 2 月至 4 月， 知名地主，如 Larsen、Chavez 和 Malpartida 家族为

阻止出让上帕拉佩蒂原住民共有土地，在科迪耶拉省领头发起了一次地主暴乱。 

28. 地主 Mario Malpartida 被控未遂谋杀(第 8 条，与《刑法》第 252 条有关)；

非法结社(第 132 条)；对抗当局(第 159 条)；阻止或妨碍官员履行职责(第 161

条)；威胁(第 293 条)；武装抢劫(第 332 条)；攻击国家官员(第 128 条)；严重

伤害(第 258 条)；入室行窃(第 298 条)和煽动暴乱(第 123 条)。 

29. Ruben Costas 等后期抵达圣克鲁斯的人(克罗地亚和土耳其等族后裔)以及

圣克鲁斯查科地区的大庄园主们阻挠将地块分配给土著人。 

30. 地主 Herminia Fernández de Crcuy 和 Aniceto Corcuy Caba(第一批地主)

所拥有的土地面积达 19 384 717 公顷，并有 6 名奴役工和强迫劳动的农工。 

31. 地主 Elide Montes de Chávez 和 Babil Cháves Corcuy 拥有 37 909 321 公

顷的土地，并有 42 名充当奴役工和被强迫劳动的瓜拉尼人。 

32. 庄园主 Nelson Chávez Aguilera、Luz Virginia Chávez de Gutiérrez、

Julia Aguilera de Ch ávez、Roberto Ch ávez Aguilera、Juana Ch ávez 

Aguilera、Humberto Mario Chávez Aguilera、Rene Ernesto Chávez Aguilera 

Alicia Chávez Aguilera 和 Raquel Chávez Agulera de León 拥有 48 940 967

公顷土地，并有 33 名充当奴役工和被强迫劳动的瓜拉尼人。Roberto Chávez 说,

他的父母Julia和 Nolberto是 1940年从Seledonio Aguilera手中购得这一产权，

而转让产权，包括几户瓜拉尼人家庭的第一个地主是 Ernesto Chávez Corcuy。

工人 Jesus Jarillo Toledo 控告该地主威胁将其赶出庄园，并不支付其社会福

利。 

33. 在藤本植物(一种用作绳子的爬藤植物)种植地 Isiporenda，地主 Elvy Abett 

de Malpartida 和 Luis Eduardo Soriano Noriega 拥有 109 586 948 公顷土地，

并有 26 名充当奴役工和被强迫劳动的瓜拉尼人。Palpartida 家族从 Oscar Pena 

Sandoval 手中购得土地；转让地契中将瓜拉尼人列为牛马转卖。Malparida 家族

是当地 暴力和 无人性的雇主之一，被控在 4 月 13 日鞭打瓜拉尼雇工，携枪

威胁 Itakuatia 社区成员。他们经常鞭打雇农，并宰杀他们供家庭食用的山羊。

他们支付每日需工作 13 个小时的工资是 300 玻利维亚诺(42 美元)，通常以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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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材、衣服和食品等实物抵充工资。2008 年 4 月 13 日，Malpartida 在 Cuevo

鞭打律师 Ramiro Valle 和其他土著人达 15 分钟之久。 

34. 在瓦拉卡(“Guan”)和 Itacay(“界碑”)，地主 Duston Larsen Metenbrink

和他人共拥有 152 629 492 公顷土地，并有 29 名被奴役的瓜拉尼人。据《Escape》

杂志和《La Razon》报纸(2007 年 2 月)报道，Ronald Larsen 是 Duston 的父亲，

一位丹麦移民的后裔，1960 年代随和平队来到玻利维亚。1969 年从 Octavio 

Padilla 的后代 Donoso Trigo 家族购得 Caraparicito I 土地。Donoso Trigo 家

族拥有 32 个庄园。Donoso Trigo 是一名律师，也是 Juana Azurduy de Padilla

的妹夫。Larsen 家族购得这片土地以及为前主人做工的瓜拉尼人。Larsen 是美

国公民，在圣克鲁斯省拥有 57 145 公顷土地。 

 K. 土地改革 
 

35. 自第 3545 号法(基于社区的土地改革更新法)及其 2006年 11月 28日条例颁

布后，在将土地分配给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土著人、农村原住民、各族人民和社区

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36. 根据该法，国家土地改革研究所技术组于 2008 年 11 月 21 日恢复在圣克鲁

斯省科迪耶拉县重新分配土著社区、中小型地产和农业企业的土地。 

37. 重新分配的目标是： 

 (a) 应瓜拉尼社区的请求，授予上帕拉佩蒂原住民共有土地产权； 

 (b) 将土著人从奴役中解救出来； 

 (c) 为 500 公顷以下小块农耕地和牧地免费提供产权，这起到了社会作用。

国家土地改革研究所完成了第 3 和第 4 区的土地分配——共 88 000 公顷，划成

77 块土地。 

38. 重新分配政策规定，60 块中小型农耕地和牧地将赋予财产权以及土地所有

权。土地权还将给予七个已做过勘查，并且已成为上帕拉佩蒂原住民共有土地一

部分的土著人社区。有五块大型土地上居住了 50 多户奴役下的瓜拉尼人家庭，

这些没有经济和社会功能的土地将由国家收回。 

39. 以下是一些瓜拉尼土著人社区的名称： 

• Iviyeka：地块，分成两部分的土地 

• Tasete：无数工蚁(很多蚂蚁) 

• Yapumbia：生命终了之地 

• Yaiti：灌木丛生的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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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akuatia：刻有记号的石头或在石头上刻字(原来的界碑) 

• Huaraca：“Guan” 

• Carapari：生长在查科地区的一种仙人掌，瓜拉尼语的火龙果 

• Mandiyuti(也称“mandyjuti”)：白棉花 

• Karaguatarenda：karaguata(一种类似菠萝叶的野生植物)生长之地 

• El arenal：采砂场(Ivikuinti 即砂子) 

• Timboirenda：timboy(一种可用作木材的植物)生长之地 

• Capirenda：稻草遍野之地 

• Ivicuati：(也书写成 yvykuaty)：井眼。通常在写“Ti”时将分音符号

放在“i”上，是指白色，“yvycuaty”是指白井。 

• Cuevo：(Numbite 或 mbui’ te)：峡谷或两山之间的平地 

资料来源：负责土地事务副部长办公室土著人或原住民身份登记处。 

 

上帕拉佩蒂原住民共有土地上的瓜拉尼社区 

40. 上帕拉佩蒂原住民共有土地位于圣克鲁斯省科迪耶拉县境内，占地面积157 094

公顷。 

原住民共有土地地界 

41. 北边有 Iguasurenda、Itaimi、tenta Piau-Lagunillas、Curupaiti 和

Kuruyuqui 社区；南边是 Rio cuevo 社区、El Piritial、Parapeti 和 Yaguagua

地产及 Santa Rosa de Cuevo 社区；东边是 Kaami 原住民共有土地，西边是 Santa 

Rosa de Cuevo 社区、公有土地、Quebrada Itacua、Itacua、Rio Carapari 和

Santa Barbara 地产。 

 L. 公共政策 
 

42.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政府颁布了各项 高法令，将各种经济利益给予本国普通

民众，包括瓜拉尼族成员。Juancito Pinto 补助金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向

学龄儿童提供的一种福利，金额与他们的教育程度成正比。 

43. 60 岁以上男女按月获得维护尊严补助金；Juana Azurduy 补助金则发给孕妇

和儿童到 2岁为止。 

 M. 高等教育 
 

44. 2008年8月2日第29664号 高法令利用拨给土著人基金的碳氢化合物直接

税收部分的资源新设了玻利维亚土著人大学。该项法令在玻利维亚多个生态区建

立了土著人大学，其中一所是建在瓜拉尼族领地Kuruyuqui的 Apaihuayqui Tu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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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该所大学于 2009 年 4 月 11 日开办，得到社区组织和玻利维亚土著人和原

住民积极和全身心的参与，以便进行科学研究和解决与生产基地和社会环境有关

的问题。 

 N. 政治参与 
 

45. 2009 年 12 月 6 日多民族议会的选举是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

事件。议会由各土著人、农村原住民和多元文化民族、各族人民和社区代表组成。 

46. 根据土著人直接代表制原则，瓜拉尼人民议会的 Wilson Changarai 获选在

多民族议会代表土著人特别选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