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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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常设论坛今后的工作，包括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的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 

 
  关于土著人民与公司的研究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七届会议任命三名成员为研究土著人民与公司

问题特别报告员，审查有关公司和土著人民的现行机制和政策，并审查良好做法。

第八届会议延长了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常设论坛并请他们向其 2010 年第九届会

议提交一份书面报告。秘书处谨此转递被任命研究土著人民与公司问题特别报告

员的说明。 

 

 

 

 
*
 E/C.19/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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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年来，促进和保护土著人民人权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全世界土著人

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仍然经常遭到侵犯。矿物、石油和天然气等采掘工业的情况

尤为严重，对土著人民造成了特别重大的影响。今天，从事采掘工业的公司也常

常侵犯土著人民的土地、领土和资源权利，侵犯他们的公民政治权利和发展权利。

这种侵犯行为在世界各个地区都有发生，而且大多得到各国的许可和容忍。 

2. 土著人民在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始终强调，必须迫切地解决与采掘工业

有关的人权问题。为此，常设论坛第七届会议任命三名成员埃莉萨·康吉·莫约、

卡洛斯·玛玛尼·坎多里和帕维尔·苏利扬兹加为研究土著人民与公司问题特别

报告员。研究将审查有关公司和土著人民的现行机制和政策，并将审查良好做法。

第八届会议延长了三位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常设论坛并请他们向其 2010 年第九

届会议提交一份书面报告。 

3. 特别报告员商定了研究大纲，并各自提交了投入作为会议室文件。在论坛第

八届会议上，康吉·莫约女士提交了一份关于公司对土著人民生活和领土影响的

文件，
1
 玛玛尼·坎多里先生提交了一份关于土著人民与公司：殖民权利和关系

的文件。
2
 在第九届会议上，苏利扬兹加先生提交了一份关于土著人民与工业公

司：问题、机会与前景的文件。
3
 

4. 常设论坛第七届会议任命了三名报告员，还通过了举办一次采掘工业专家研

讨会的建议。特波提巴基金会和常设论坛秘书处合办的国际专家组研讨会，于

2009 年 3 月 27 日至 29 日在马尼拉举行。研讨会的报告
4
 已作为会议室文件提

交常设论坛第八届会议。 

5. 2007 年，常设论坛还在俄罗斯联邦萨列哈尔德举办了土著人民和工业公司关

系展望研讨会。研讨会由俄罗斯联邦亚马洛-涅涅茨自治区政府、西伯利亚及远

东北方土著人协会和常设论坛秘书处合办，并得到了俄罗斯联邦公众院的支持

(见 E/C.19/2008/5/Add.6)。 

6. 鉴于研究的复杂性和规模，特别报告员商定分别向常设论坛提供投入，同时

提交研究大纲草稿(见附件一)。特别报告员还提交了一份有关私营部门与土著人

民权利的联合国部分主要文件清单(见附件二)。最后，特别报告员建议常设论坛

考虑在 2011 年第十届会议上任命一名报告员，以继续履行研究任务。 

__________________ 

 
1
 E/C.19/2009/CRP.11(仅有西文本)，见 www.un.org/esa/socdev/unpfii/documents。 

 
2
 E/C.19/2009/CRP.14(仅有西文本)，同上。 

 
3
 E/C.19/2010/CRP.1(仅有俄文本)，同上。 

 
4
 E/C.19/2009/CRP.8，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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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土著人民与公司研究大纲 
 
 

一. 导言 

A. 土著人民与土地(环境、水、森林、山脉)的关系； 

B. 公司、国家和土著人民之间的关系概述。公司活动对土著人民的一般影

响。 

二. 在土著土地和领土上开展业务的私营部门行业；以下各领域具体冲突的说明

和举例： 

A. 采掘工业(矿物、石油、林业等)； 

B. 农业/乙醇工业； 

C. 制药业和化妆品工业； 

D. 水力发电和其他超大项目。 

三. 国际法和国际机构的政策 

A. 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协商义务和自由、事先、

知情同意： 

联合国条约机构、美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委员会和其他国际机构的有

关决定。特别报告员的有关工作，包括其关于超大项目和访问巴拿马的

报告； 

B. 国际机构 

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其他

银行)。 

四. 国内法——执行相关国际法的立法举例。 

五. 土著人民的方法、组织和战略 

虽然国际法不断发展，但是国家和公司在土著领土上的作为变化甚小。土著

人民就这一问题如何进行组织，正在采取何种战略？ 

六. 有希望的做法(将对记录案例进行分析。这些案件将为决策、方案和项目的

规划执行提出准则。本节旨在介绍和宣传以创新方式成功和可持续地处理土

著人民与公司关系的办法。) 

A. 最好每个区域两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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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案例将列入报告，案例应涉及协商进程；包括有关环境和社会补偿的做

法；并取得了对土著人民有利的结果。 

七. 结论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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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联合国有关私营部门与土著人民权利的部分主要文件清单 
 
 

 1. 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主要报告* 

• “土著人民与工业公司：问题、机会与前景”(E/C.19/2010/CRP.1)，

仅有俄文本 

• “公司对土著人民生活和领土的影响”(E/C.19/2009/CRP.11)，仅有西

文本 

• “土著人民与私营公司：殖民权利和关系”(E/C.19/2009/CRP.14)，仅

有西文本 

• 采掘工业、土著人民权利和公司社会责任国际专家组会议的报告

(E/C.19/2009/CRP.8)，仅有英文本 

•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资料：俄罗斯联邦：土著人民与工业公司关系展望国

际研讨会的报告，俄罗斯联邦亚马洛-涅涅茨自治区萨列哈尔德

(E/C.19/2008/5/Add.6)。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a) 主要报告 

•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自然资源公司、土著人民与人

权国际研讨会：建立协商、利益分享和争端解决框架(A/HRC/EMRIP/ 

2009/5) 

•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第二届年度公司主管和专家部门协商的

报告(A/HRC/4/99) 

•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部门协商的报告“人权与采掘工业”

(E/CN.4/2006/92) 

•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跨国公司和有关商业企业的人权责任的

报告(E/CN.4/2005/91) 

• 土著人民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特别报告员埃里卡-艾琳·泽斯的最

后报告(E/CN.4/Sub.2/2004/30) 

 
 

 
*
 所列文件见 www.un.org/esa/socdev/unpf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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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著人民、私营部门自然资源、能源和矿业公司与人权问题研讨会的报

告(2001 年 12 月 5 日至 7 日，日内瓦)(E/CN.4/Sub.2/AC.4/2002/3) 

(b) 条约机构的主要建议 

•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关于土著人民的第 XXIII(51)号一般性建议

(CERD/C/51/Misc.13/Rev.4)，1997年8月18日，见http://www2.ohchr. 

org/english/bodies/cerd/comments.htm 

(c) 有关出版物 

• 《将人权纳入商业惯例》，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出版物(2004 年)。出版物从联合国、企业、学术界和

民间社会角度对人权原则进行了分析。出版物重点阐述了原则对公司的

实际意义，并详细介绍了四个案例研究和一份不同行业中商业惯例的政

策报告；见 www2.ohchr.org/english/issues/globalization/business/ 

list.htm 

• “全球契约与人权：对影响范围和复杂性的认识——人权高专办情况介

绍文件”(2004 年)。文件广泛概述目前对全球契约中人权原则“影响范

围”和“复杂性”含义的认识，见 http://www2.ohchr.org/english/ 

issues/globalization/business/list.htm 

 2.1 土著人人权和基本自由状况特别报告员 

主要报告 

• 土著人人权和基本自由状况特别报告员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

(A/HRC/12/34)。报告中有一个关于协商义务和私营公司责任的章节。 

• “关于遭受 Chan 75 水电项目影响的 Charco La Pava 社区和其他社区

现状的意见”(A/HRC/12/34/Add.5) 

• 土著人人权和基本自由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E/CN.4/2003/90)。报告

重点阐述了大型和主要发展项目对土著人民人权和社区的影响。 

 2.2 商业与人权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 

主要报告 

• 截至 2009 年 11 月 23 日商业与人权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编写和收到的

所有文件的清单(附带链接)，见 www.reports-and-materials.org/ 

Ruggie-docs-list.pdf 

• 秘书长特别代表提交人权理事会关于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商业企业

的报告(A/HRC/11/13) 

http://www2.ohchr.org/english/
http://www.reports-and-materia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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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全球契约 

主要报告 

• 《将人权纳入商业惯例二》(联合国全球契约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

员办事处联合出版物，载有关于澳大利亚银行与土著人民开展工作的案

例研究)，英文本见 www.unglobalcompact.org/newsandevents/news_ 

archives/2008_03_27.html 

 4. 联合国机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为人人创造价值：与贫困人口做生意的战略》(2008 年 7 月)，英法西

文本见 www.undp.org/gimlaunch/download.shtml 

• 《法律为人人服务》：第一卷，促进穷人法律权益委员会的报告(2008

年6月)，见www.undp.org/legalempowerment/reports/concept2action. 

html 

• 《尼日尔三角洲人类发展报告》(2009 年 7 月)，英文本见 http://hdr. 

undp.org/en/reports/nationalreports/africa 

• 《枪声停止以后》(2004 年)(开发署协助特波提巴基金会编写)，英文本

见 www.tebtebba.org 

国际劳工组织 

 (a) 《土著和部落人民打击童工方针》(预发草稿，英法西文本)，见

www.ilo.org/Indigenous/Resources/Gvidelinesandmanuals/lang-en/docName

-WCMS-091360/index.htm. 

 (b) 《消除土著和部落人民就业和职业歧视》，劳工组织第 111 号公约指南，

英法西文本见 www.ilo.org/Indigenous/Resources/Gvidelinesandmanuals/ 

lang-en/docName-WCMS-100510/index.htm.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 《土著妇女参与可持续发展》(2004 年)，英文本见 www.ifad.org/ 

english/indigenous/index.htm。 

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 

• 1990 年代早期，前跨国公司中心为土著人口工作组印发了以下报告系

列：E/CN.4/Sub.2/AC/4/1990/6(拟议方法和分发土著人民的问卷草

http://www.unglobalcompact.org/newsandevents/
http://www.undp.org/legalempowerment/reports/concept2action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egalite/itpp/
http://www.ilo.org/Indigenous/Resources/Gvidelinesandmanuals/
http://www.ifa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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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E/CN.4/Sub.2/1991/49(初步报告)；E/CN.4/Sub.2/1992/54(美洲

报告)； E/CN.4/Sub.2/1994/40(亚洲和非洲报告)。 

世界卫生组织 

 下列文书不专门针对土著人民，但也因提供了联合国机构谋求处理公司行为

和行动的例子而列入： 

 (a)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3 年)，联合国正式语文本见 www.who.int/ 

fctc/en/； 

 (b) 《母乳代用品国际销售守则》，世界卫生大会第34.22(1981)号决议，联合

国正式语文本见www.who.int/child_adolescent_health/documents/9241594292/ 

en/index.html。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工业的环境和社会责任成绩报告单》(2006年)，英文本见http://www.unep.fr/ 

scp/publications/details.asp?id=DTI/0827/PA 

 5. 世界银行集团 

世界银行 

 (a) 《土著人民业务政策订正版和土著人民银行程序订正版》(2005 年)，见

http://web.worldbank.org； 

 (b) “更好地平衡兼顾：世界银行集团和采掘工业：采掘工业审查最后报

告”，英西俄文本见 http://web.worldbank.org； 

 (c) “关于土著人民的第 4.20 号业务指示的执行情况：成果评价”：业务评

议局第 25754 号报告(2003 年)，见 http://web.worldbank.org。 

国际金融公司 

 (a) 鉴定标准 7：土著人民(2006 年)，联合国正式语文本见 www.ifc.org/ 

ifcext/sustainability.nsf/Content/PerformanceStandards； 

 (b) 劳工组织第 169 号公约与私营部门：国际金融公司客户问答(2001 年)，

见 www-wds.worldbank.org。 

 6. 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部分有关报告、文章和工具 

• ISO 2600：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化组织)决定启动制订提供社会责任准

则的国际标准。自愿指导标准将于 2010 年作为 ISO 26000 公布。详见

http://isotc.iso.org/ 

http://www.who.int/
http://www.who.int/child_adolescent_health/documents/9241594292/ en/
http://www.who.int/child_adolescent_health/documents/9241594292/ en/
http://www.unep.fr/
http://www.if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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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民族方案和特波提巴基金会，“土著人民的权利、采掘工业及跨国

公司和其他商业企业”(2006 年)，见 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 

Links/Repository/970228 

• 特波提巴基金会和森林民族方案，《采掘承诺：土著人民、采掘工业和

世界银行》(2003 年)。其他有关出版物见 www.forestpeoples.org/ 

templates/publications_and_reports.shtml#private_sector 

• 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网络，《商业与人权集体报告》(2008 年)，

见 www.escr-net.org/actions_more/actions_more_show.htm?doc_id= 

693486 

• 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网络，“人权与采掘部门案例研究，2005 年”

(案例研究，附带采掘工业与人权链接，提交商业与人权问题秘书长特

别代表和商业与人权专家会议，2005 年 11 月 10 日至 11 日，日内瓦)；

案例研究汇编包括涉及土著人民的案例，见 www.escr-net.org/ 

actions_more/actions_more_show.htm?doc_id=431017&parent_id=

431015 

• 人权观察，《利润边际：遭遇全球经济风险的权利》(2008 年)，见

www.hrw.org/doc/?t=corporations_pub 

• 《西亚马逊流域的油气项目：对野生动植物、生物多样性和土著人民的

威胁》，2008 年 8 月，见 www.amazonwatch.org/newsroom/view_news. 

php?id=1632 

• James Anaya，“土著人民参与自然资源开发决策的权利：土著人民在土

地和资源方面拥有何种权利这一更为基本的问题”，《亚利桑那国际法和

比较法学刊》，第 22 卷，第 1 号(2005 年)，见 www.law.arizona.edu/ 

journals/ajicl/AJICL2005/vol221/Anaya%20Formatted%20Galleyproofed.

pdf 

• 权利与民主(国际人权和民主发展中心)，《外国投资项目人权影响评估：

菲律宾、中国西藏、刚果民主共和国、阿根廷和秘鲁社区的经验》(2007

年)，英文和西文本见 www.dd-rd.ca/site/publications/index.php? 

lang=en 

• 国际警觉组织，《对冲突敏感的商业惯例：采掘工业指南》(2005 年)，

见 www.iisd.org/security/business/conflict.asp 

• 国际人权政策理事会，《超越自愿：人权与公司国际法律义务的发展》

(2002 年)，见 www.ichrp.org/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
http://www.forestpeoples.org/
http://www.escr-net.org/actions_more/actions_more_show.htm?doc_id
http://www.escr-net.org/
http://www.amazonwatch.org/newsroom/view_news
http://www.law.arizona.edu/
http://www.dd-rd.ca/site/publications/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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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美洲基金会，《企业社会责任的土著管理指数：最后报告》(2008

年)，见 focal.ca/pdf/Indigenous%20Governance%20CSR%20May%202008. 

pdf 

• 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国际矿物金属理事会，《采矿与土著人民圆

桌会议报告》(2005年)，见cmsdata.iucn.org/downloads/roundtable_ 

20report_20eng_20final_20feb_2006.pdf 

• “Small indigenous minorities of the North: lessons in self-organization and 
social partnership”, Akcenova, O. V., Ph.D. (Sociol.), 2004, 115 pages, 
www.csipn.ru 

• “Taking the interests of small indigenous minorities into account in 
decision-making regarding exploitation of minerals”, Kryukov, V. A., Ph.D. 
(Econ.), Tokarev, A. N., Ph.D. (Econ.), 2005, 172 pages, www.csipn.ru 

•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to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 
effective utilization and joint management”, Maksimov, A. A., Ph.D. (Econ.), 
2005, 84 pages, www.csipn.ru 

•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ocio-economic agreements with extraction companies: from conflict to 
partnership, from philanthropy to development programmes”, Sulyandziga, 
R. V., Ph.D. (Econ.) 

• Maksimov, A. A., Ph.D. (Econ.), Krupko, L. O., Borsuk, E. I., 2008, 342 
pages, www.csipn.ru 

• “Locations of potential conflicts between industrial companies and small 
indigenous minorities of the North, 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Krasnopeev, S. M., Ph.D. (Med.), www.csipn.ru 

•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Natural Resource Companie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Human Rights, OHCHR (Geneva, Moscow), Russian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RAIPON), csipn.ru 

• Round table on problems of the Evenk hydroelectric station, Final 
Document, Assistance Centre for Small Indigenous Minority Peoples of the 
North, Russian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Public 
Chamber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www.csipn.ru 

• Publications 

o “Ethnological report: Russian legislati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the opportunities of small indigenous minorities of the North, 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Moscow, 2006 



 E/C.19/2010/9

 

1110-22100 (C) 

 

o “Status of small indigenous minorities of Russia. Legislative 
instruments”, Moscow, 2007 

o “Determination of the extent of losses by users of land and other 
natural resources in loc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residence and traditional 
economic activity of small indigenous minorities of the North, 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ethodological 
recommendations”, Moscow, 2007 

o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peoples, handbook on the compilation, documen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for organizing indigenous peoples”, 
Moscow, 2007 

o “Participation of small indigenous minorities of Russia in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legislative basis and experience”, Moscow, 
2008 

o “Co-management organs in the Arctic: the examples of Canada, Alaska 
and the Scandinavian countries”, Moscow, 2008 

o “The public ethnoecological council as a model for ecological co- 
management in regions inhabited by small indigenous minorities of the 
North, 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of Russia”, Moscow, 2008 

o “Formation of territories for traditional natural resource utilization: a 
practical handbook on legal issues”, Moscow, 2008 

o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lands which the traditional habitat of 
small indigenous minorities of the North, 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oscow, 2008 

• “Batani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und for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raining 
programme on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the prospec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Kautokeino, Norway, September-October 2006; 
Salekhard, Yamal-Nenets Autonomous Okrug; Second phase of the training 
programme, Kautokeino, Norway, January-February 2007 

• 2007-2008, “Batani” Fund, “Ecological co-management of resource 
extracting companies, local authorities and small indigenous minorities of 
the North” 

• 2009, Demonstration project on ecological co-management by resource 
extracting companies, local authorities and small indigenous minorities of 
the North, Moscow, 2009, www.batanifund.org 

• Library of Indigenous Peoples. List of publication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Training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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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foundations of the activity of 
organizations. A handbook for small indigenous minority peoples of the 
North communities 

o 2.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to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 Effective utilization and joint management 

o 3. Small indigenous minorities of the North: lessons of 
self-organization and social partnership. Role of small indigenous 
minority peoples of the North in forming civil society 

o 15. Indigenous peoples and industrial activity. An analysis of 
agreements 

• “The World of Indigenous Peoples — The Living Arctic” 

o No. 17, 2004, O. Murashko, “Programm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ast 
Siberian mineral deposit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o No. 18, 2005, Y. Yakel, E. Khmeleva, “The right of citizens of Sakhalin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 turns out to depend on how the Sakhalin 
Energy Company read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 No. 19, 2006, P. Sulyandziga, “Will the peoples of the North survive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continental pipelines?” 

o No. 20, 2007, editorials “Yakutia demands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ast Siberia-Pacific Ocean Pipeline System 
Project in its territory”; “Ukok Plateau: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Altai 
and the backers of the Altai gas pipeline need to find a common 
language” 

o No. 21, 2008, S. Kharyuchi, “Basic challenges facing indigenous 
peoples in today’s Russia”: O. Timofeeva-Tereshkina, I. Kurilova,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mall indigenous minority peopl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eg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oblems and 
ways of solving them. The experience of Russ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O. Murashko, “Lessons of the public ecological study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Sahelian’s indigenous peoples” 

o No. 22, 2009, S. N. Kharyuchi,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harmonizing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mall indigenous minorities”, N. Y. Dordina, O. 
Murashko, “Ethno-ecological co-management must become a reality in 
the North of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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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其他资源 

 (a) 一般 

 商业与人权资源中心数据库每日更新商业与人权方面的消息。网站提供公司

与土著人民方面的信息，包括具体案例。网站设有一个门户，专门介绍商业与人

权问题秘书长特别报告员的工作(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 

 (b) 自然资源与冲突 

 安全理事会通过数项决议，要求对自然资源与冲突问题进行研究。这方面的

主要文件清单见 www.globalpolicy.org/security/natres/docs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