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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74(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 

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纪念和悼念恐怖主义受害者国际日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大会第 72/165号决议宣布 8月 21日为纪念和悼念恐怖主义受害者国际日，

以表达对恐怖主义受害者和幸存者的敬重和支持，并促进和保护他们充分享受人

权和基本自由。第 72/165号决议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

说明该决议的执行情况。本报告据此提交。 

 

 

  

 * 本报告迟交是因为技术方面出现困难。 

https://undocs.org/ch/A/RES/72/165
https://undocs.org/ch/A/RES/7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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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2017年 12月 19日，会员国经由大会通过第 72/165号决议，指定 8月 21日为纪

念和悼念恐怖主义受害者国际日。在同一决议中，大会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三届会

议提交一份关于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并邀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其

他国际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实体，包括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以适当方式纪念国际日。 

2. 为支持第一个纪念和悼念恐怖主义受害者国际日，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反恐怖

主义委员会执行局以及阿富汗、比利时、伊拉克、尼日利亚和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团共同组织了一次题为“恐怖主义的幸存者：受害者之声”的活动，让受害

者有机会分享他们受恐怖主义影响的经历。反恐怖主义办公室还在整个 8 月期间

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包括 8月 1日在纽约启动了一个多媒体展览，让受害者发出心

声，并协调在世界各地发起其他展览；以及开展讨论和其他活动。该办公室还动员

联合国各新闻中心、民间社会行为体和社交媒体平台，以提高人们对国际日的认识。 

 二. 背景 

3. 2006 年，大会一致通过了第 60/288 号决议，其中载有《联合国全球反恐战

略》。《战略》指出，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受到的非人性化对待帮

助形成了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并强调有效的反恐措施必须确保尊重所有

人的人权和实行法治作为反恐斗争的根基。 

4. 自 2006 年以来，恐怖主义的威胁已经蔓延到越来越多的地区，并向袭击软

目标转变。虽然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受到恐怖主义行为影响，但受害者大多集中

在少数会员国。根据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 2017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自 2013

年以来所有死于恐怖主义行为的人中，有四分之三来自阿富汗、伊拉克、尼日利

亚、巴基斯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恐怖主义分子在冲突地区和无人管治的领

土浑水摸鱼，试图对已经缺乏稳定、没有法治的地区施加控制，因此，满足受害

者需求以及保护和促进他们的权利的工作，就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5. 恐怖主义造成的影响在个人层面感受得最为深切：恐怖袭击通过使用简易爆

炸装置、自杀式袭击以及使用车辆、枪支和刀剑类武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造成

人员伤亡。许多袭击发生在平民人口密集的地方，造成最大的伤亡，并引起广泛

的恐惧。这些行为还会产生连锁反应，影响受害者和幸存者家庭的经济和社会权

利，导致弱势群体被进一步边缘化，并在社区之间造成隔阂。 

6. 恐怖主义受害者仍难以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并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

他们的权利很少得到维护，在有以下情形的国家内尤其如此：恐怖主义对国家机

构产生不利影响，基本社会服务和刑事司法机构薄弱或受到破坏，国家领导人和

主要行为体忙于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而不是关注受害者。 

7. 会员国负有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和维护其权利的首要责任。联合国可发挥重

要作用，支持会员国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第一和第四支柱，声援恐怖主

义受害者并向其提供支持，并在一切反恐工作中维护人权和法治。联合国各实体

https://undocs.org/ch/A/RES/72/165
https://undocs.org/ch/A/RES/6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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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下方式履行协助会员国的任务：提供能力建设和其他形式的技术援助，鼓

励会员国努力促进、保护和尊重受害者权利，建立恐怖主义受害者协会和网络，

并与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实地行为体进行协调以提供支持。 

 三. 联合国重点关注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活动 

8. 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在工作中重点支持会员国设计和实施维护恐怖主义受害

者权利和满足其需求的活动。近年来，联合国努力调动国际社会的资源和注意力，

以应对恐怖主义受害者的需求。 

9. 在过去五年间，反恐执行工作队支助和关注恐怖主义受害者工作组制定并实

施了若干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活动。例如，2016年，工作组组织了联合国恐怖

主义受害者人权会议，并随后编制了准则、手册和其他资源，以便加强处理恐怖

主义受害者问题的民间社会行为体的能力。 

10. 工作组由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主持工作，确保联合国各实体以协调一致的办法

开展关于恐怖主义受害者权利的工作。几年来，工作组制定了最佳做法并实施了

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的能力建设项目，为在 2017 年宣布该国际日铺垫了基础。

工作组根据秘书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独立专家的建议，制定了工作组

工作方案并开展活动。这些活动概述如下： 

 (a) 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分别在提交大会和人权理事会的报

告中倡导受害者的权利，并建议通过国家立法、赔偿和恢复正常生活等措施确保

尊重恐怖主义受害者的人权；1 

 (b) 多年来，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一直致力于支

持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受害者和幸存者并增强其权能，包括努力消除歧视、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增强政治权能和增进诉诸法律的机会； 

 (c) 司法快速响应倡议名册上的专家包括受过专门培训的调查人员，以帮助

国家当局起诉性犯罪和基于性别的犯罪。此类调查人员已部署到 2009 年以来设

立的每个调查委员会； 

 (d) 2012 年，前任反恐中注意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

在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详细阐述了指导国家尽义务实现恐怖主义受害者人

权的原则框架；2 

 (e) 在联合国反恐怖主义中心的支持下，2014 年 6 月启动了支持恐怖主义

受害者网站(www.un.org/victimsofterrorism)，这一平台使受害者及其家庭和社区相

互联系起来，并与提供资源、服务和其他形式支持的各方建立联系——自推出以

来，已有超过 350 000名用户访问了该网站：该门户网站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在

反恐怖主义中心的支持下，与新闻部合作制作“来宾访谈”系列。该系列采访关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 A/72/316、A/HRC/34/30、A/HRC/8/13、A/HRC/19/38和 A/HRC/22/26。 

 2 A/HRC/20/14。 

https://undocs.org/ch/A/72/316
https://undocs.org/ch/A/HRC/34/30
https://undocs.org/ch/A/HRC/8/13
https://undocs.org/ch/A/HRC/19/38
https://undocs.org/ch/A/HRC/22/26
https://undocs.org/ch/A/HRC/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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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对话者和合作伙伴，包括受害者、受害者协会、民间社会组织、独立专家以及

区域和国际组织——自 2016 年以来，以英语、法语、阿拉伯语和普什图语进行

了 20多次采访，并上传到门户网站； 

 (f)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重点关注恐怖主义受害者在刑事法律诉

讼之前、期间和之后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及他们对援助和支持的需求：该办公室

通过专门工具，向寻求制定和实施法律的政策制定者、执法人员和刑事司法从业

人员提供专门资源；此类工具包括该办公室的两份出版物，题为“关于支助恐怖

主义行为受害者的刑事司法对策”和“在刑事司法框架内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的

良好做法”； 

 (g) 自安全理事会通过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 2242(2015)号决议以来，

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一直倡导维护恐怖主义受害者的

权利，并加强关注把性暴力用作恐怖主义策略的做法：该特别代表已进行若干访

问，会见恐怖主义团体实施的性暴力行为受害者，以确保他们的声音能反映在应

对这些挑战的努力中，特别是在司法和问责制方面； 

 (h) 根据人权理事会前任反恐中注意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

报告员制定的原则框架，3 在工作组的主持下，2016 年 2 月举行了一次国际会

议，审查各国如何能加强其本国立法、程序和做法，以更好地尊重恐怖主义受害

者的人权，包括为此提供服务、满足他们的物质和心理社会需求； 

 (i) 在 2015-2016 两年期，工作组为来自非洲和中东的 14 名受害者和受害

者代表组织并实施了培训，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工具和技能，以更有效地结成联盟，

宣导自己的权利和需求，并制定个人信息共享和支持战略；由此，参与者更多地

使用了社交媒体，建立了 Facebook页面和网站，制作了戏剧和讲故事剧，并建立

了泛阿拉伯和非洲恐怖主义受害者网络； 

 (j) 2015年至 2017年，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区域

两级提供技术援助，以加强保护和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国家法律框架：2017年

5月 9日至 11日，该办公室还就有效起诉恐怖团体实施的性暴力行为以及向尼日

利亚和乍得湖流域其他国家受害者提供支持事宜开展了培训活动； 

 (k) 安全理事会第 2395(2017)号决议延长了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的任

期，并声援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安理会还鼓励反恐执行局与反恐怖主义办

公室密切合作，考虑到受害者及其网络、特别是其声音所具有的公信力在打击恐

怖主义方面可发挥的重要作用：反恐执行局在关于对会员国进行评估访问的报告

中，讨论了相关问题，包括采取措施赔偿受害者、提供支助服务以及在受害者作

为证人时提供保护；反恐执行局还与各国讨论了如何在反恐宣传方案中纳入受害

者的声音； 

 (l) 2017 年 12 月，工作组和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

与恐怖主义受害者召开了一次会议，作为关于反恐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背景下的

__________________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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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问题的系列活动的一部分；会议主题是“性暴力作为恐怖主义策略：支持幸存

者”。受害者指出了在支持民间社会组织项目和服务提供方面、包括心理社会支持

以及妇女和儿童(包括性暴力致孕生育的儿童)恢复正常生活方面所存在的差距； 

 (m) 最近，现任反恐中注意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评估

了各国在反恐法律、政策和措施方面的做法，包括针对恐怖主义受害者和受反恐

措施影响者的权利和需求的做法，并提出了一些建议。4 

 四. 支持纪念和悼念恐怖主义受害者国际日的活动 

11. 为迎接纪念和悼念恐怖主义受害者国际日，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和联合国反恐

怖主义中心协调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包括以下关键进展。 

 A. 《良好做法手册》 

12. 2018年 6月 26日，在联合国反恐怖主义中心的支持下，反恐怖主义办公室

与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新闻部合作，组织了一次题为“声援恐怖主义受害者

权利”的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反恐办公室还发布了《支持非洲和中东受害者协

会的良好做法手册》。与来自法国、伊拉克、马里和美国的受害者和受害者协会代

表举行了互动圆桌讨论。所有与会者都指出了拥有此种实用指南的重要性，以及

手册将如何确保受害者协会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办法和方法保持一致。该活动

通过联合国网络电视直播，可在联合国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网站查看。新闻部还

通过其社交媒体账户和多媒体服务，包括 Facebook、Twitter 和联合国电视与录

像、联合国网络电视和联合国新闻报道中心，促进媒体对此活动的报道。 

 B. 恐怖主义受害者纪录片系列 

13. 反恐怖主义办公室认识到电影作为教育和提高认识工具的力量，在联合国反

恐怖主义中心的支持下，推出了与恐怖主义受害者有关的多语种纪录片系列。该

纪录片系列是与新闻部携手制作的，提高了人们对恐怖主义对人类影响的认识，

声援恐怖主义受害者，并为受害者提供平台，抨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分子的阴

险煽动，从而努力削弱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吸引力。这些纪录片可在联合

国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网站观看，包括： 

 (a) 2017年 11月 9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放映的《恐怖主义的幸存者：来自

挪威的受害者之声》，该片叙述了 2011年安德斯·布雷维克在挪威发动的恐怖袭

击的两名幸存者的故事，这次袭击造成乌托亚岛工人青年联盟 69 名成员和奥斯

陆中部 9人死亡。两名幸存者，卡穆齐·古纳拉特纳姆和维尔加尔·汉森，回答

了观众的提问，并参加了互动圆桌讨论，来自意大利、黎巴嫩、乌干达和美国的

受害者也参加了讨论。该活动通过联合国网络电视进行了实况网播，并可在联合

国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网站观看； 

 (b) 《面对马里境内的恐怖主义寻求正义》讲述了 2012年和 2013年西非统

一和圣战运动占领加奥期间马里两名被截肢者和一名性暴力幸存者的故事。该片
__________________ 

 4 A/72/495。 

https://undocs.org/ch/A/72/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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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介绍了受害者面对恐怖主义寻求正义和与有罪不罚现象抗争的情况，于 2018

年 6月 26日在总部“声援恐怖主义受害者权利”活动期间放映——放映结束后，

一个马里人权组织的一名代表回答了观众的提问。 

 C. 恐怖主义受害者支助方案 

14. 2018 年 7 月，工作组在联合国反恐怖主义中心的支持下启动了恐怖主义受

害者支助方案。支助方案旨在加强受害者的话语权及其在防止助长恐怖主义的暴

力极端主义方面的作用，向受害者提供资源，并提高会员国和民间社会组织援助

受害者的能力。 

15. 支助方案的另一个目的是使工作组迄今开展的多项活动合理化，同时也力求

将对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支助纳入国家和区域反恐战略。纪念和悼念恐怖主义受害

者国际日及下文所述的国际日相关活动通过该方案进行协调。 

 D. 展览 

16. 恐怖主义受害者支助方案制作了题为“恐怖袭击受害幸存者之声”的展览，

该展览于 2018年 8月 1日至 9月 4日在总部游客大厅展出。展览展示了 16名受

害者和受害者协会代表的亲身经历以及上文提到的关于马里和挪威恐怖袭击受

害者的两部纪录片。这些访谈以阿拉伯语、英语、法语和普什图语制作，让观众

有机会了解受害者的顽强精神和力量，并了解倾听他们的声音的重要意义。这次

展览可在联合国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网站和联合国新闻中心全球网络上观看。 

 E. 纪念和悼念恐怖主义受害者国际日纪念大会：喀布尔 

17. 2018年 8月 15日，在由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组织、在喀布尔举办的纪念

和悼念恐怖主义受害者国际日纪念大会上，主管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副秘书长弗拉

基米尔·沃龙科夫强调，需要向受害者提供财政、法律、医疗和心理社会支助等

方面的长期实际援助。 

 F. 纪念和悼念恐怖主义受害者国际日 

18. 2018年 8月 17日在联合国总部举办了首个纪念和悼念恐怖主义受害者国际

日的纪念活动。这次活动由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以及阿

富汗、比利时、伊拉克、尼日利亚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共同举办。声援受害

者和受害者权利等主题颂扬了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力量，他们得以讲述自己的经历，

使恐怖主义的影响变得有血有肉，凸显了尊重他们的权利和需求包括得到聆听的

需求的重要意义。活动中为纪念全世界的恐怖主义受害者默哀一分钟。 

19. 在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和秘书长分别作了主旨发言后，活动的主要部分包

括四名恐怖主义受害者和来自阿富汗、比利时、伊拉克、尼日利亚和美国的五个

受害者协会各一名代表所作的报告。这次活动在联合国网络电视上现场直播，并

通过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渠道进行宣传。此外，新闻部以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为

国际日创建了微型官方网站，5 2018年 8月期间页面访问量达 10 830次。该网
__________________ 

 5 见 www.un.org/en/events/victimsofterrorism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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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还包括“博科圣地”袭击事件中一名尼日利亚幸存者和 2003 年 8 月联合国伊

拉克援助团遇袭中 1名受害者的儿子的视频致辞。国际日前夕和当天活动的标签

是#SurvivingTerrorism。 

20. 在 2018年 8月 20日举行的关于“恐怖袭击受害幸存者之声——分享恐怖主

义经历”这一主题的讨论会中，阿富汗受害者 Sayed Mushtaq Hussaini、伊拉克受

害者 Hasan Wahhab Al Araji、尼日利亚受害者 Imrana Alhaji Buba和一个美国受害

者协会的代表 Liz Zirkle 讨论了恐怖主义的影响和受害者经历，探讨了联合国和

会员国可以如何向受害者提供支持，包括通过纪念国际日来提高民众对受害者所

面临问题的认识。来自希腊、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

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国等会员国代表以及来自欧洲联盟和

《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下的几个实体包括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联合

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裁军事务厅和维持和平行动部的代表出席了讨论会。 

21. 2018年 8月 21日，秘书长在国际日的致辞中提醒人们聆听恐怖主义受害者

和幸存者的经历，帮助提高他们的话语权，并认识到恐怖主义对其生活造成的影

响。 

 五. 联合国其他办事处和实体的活动 

22. 鼓励反恐执行工作队支助和关注恐怖主义受害者工作组中的联合国办事处

和实体成员举办纪念国际日的活动。 

 A.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23. 2018年 8月 16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办了一次活动，联合纪念 8月 19

日世界人道主义日、2003年 8月 19 日联合国驻伊拉克特派团遇袭十五周年和 8

月 21 日恐怖主义受害者国际日。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米凯尔·默勒在活

动中致辞，随后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扎伊德·侯赛因一

道参加了敬献花圈仪式。活动中默哀一分钟，随后，3名 2003年巴格达袭击遇难

者家属和 1名幸存者以及 1名 2007年联合国驻阿尔及尔特派团遇袭遇难者家属

分别发表了讲话。 

 B.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维也纳及其外地办事处举办了多项纪念国

际日的活动，其中包括： 

 (a) 预防恐怖主义处于 2018年 8月 21日在维也纳放映了两部分别关于马里

和挪威恐怖袭击受害者的纪录片，并默哀一分钟。预防恐怖主义处还分发了该处

出版物《在刑事司法框架内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的良好做法》和《关于支助恐怖

主义行为受害者的刑事司法对策》； 

 (b) 8 月 21 日在维也纳国际中心圆形大厅展出了“恐怖袭击受害幸存者之

声”展览中的访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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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同样在 8月 21日，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印度尼西亚方案办事处与印

度尼西亚打击恐怖主义局以及证人和受害者保护局协作举办了一次纪念国际日

的活动，期间放映了来自挪威的纪录片，有 8名印度尼西亚境内恐怖袭击幸存者

参与了这次活动，其中 2 人就自身经历和袭击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作了发言。

参与者还包括来自国家发展规划部、印度尼西亚打击恐怖主义局和证人和受害者

保护局等多个政府当局的官员，以及位于雅加达的澳大利亚、白俄罗斯、法国、

德国、荷兰、挪威、新西兰、秘鲁、泰国、突尼斯和美国等国大使馆和常驻代表

团的代表。全国性报纸和新闻稿报道了这次活动，荷兰和新西兰大使馆以及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维也纳总部多个推特账户也以此为主题发了推文； 

 (d)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预防恐怖主义处开罗区域办事处摄制了一部关

于伊拉克、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恐怖主义受害者的电影，受害者讲述了

恐怖主义对其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这部电影于 8月 2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e)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于 8月 21 日发布了办公室执行主任尤里·费多

托夫的致辞。他在致辞中强调，国际日是聆听恐怖主义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声音、

重申办公室为提供他们所需支助所作承诺的契机。 

 C.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 

2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区域局在网上分享了其题为“预防和应对非洲暴力极

端主义：发展办法”的项目，该项目展示了布基纳法索、喀麦隆、科特迪瓦、尼

日利亚、索马里和乌干达境内极端主义幸存者的照片和故事。 

 D. 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 

26. 2018年 8月 20日，负责伊拉克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扬·库比什在纪念宰牲

节致辞时提到了国际日。特别代表指出，“虽然宰牲节是欢乐的时刻，但缅怀伊拉

克众多恐怖主义受害者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联伊援助团)新闻办

公室还制作了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负责政治事务和选举援助副特别代表爱丽

丝·沃尔波尔的纪念国际日视频致辞。她着重提到了联伊援助团总部遇袭十五周

年，强调了恐怖主义受害者为使自己的声音得到倾听、使权利得以维护而进行的

斗争。视频在 8 月 21 日通过社交媒体和联伊援助团网站分享并通过新闻部阿拉

伯文新闻分部分发。与恐怖主义受害者访谈的视频也张贴在联合国当地数字平台

上。 

 E. 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 

27. 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于 2018年 8月 21日举办了一次纪念国际日

的活动，期间默哀一分钟。特派团代理团长在讲话中强调，必须给予恐怖主义受

害者表达关切的机会，同时强调维护其人权的重要意义。 

 六. 联合国新闻中心的活动 

28. 8月 21日，联合国共有 14个新闻中心根据恐怖主义受害者问题工作组提供

的产品和支助开展了展览和多媒体外联等多姿多彩的外联活动，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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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联合国开罗新闻中心以阿拉伯文和英文分发了一份新闻稿，其中载有秘

书长的致辞。该中心还在其网站上并通过社交媒体账户向 4 400多名浏览者突出

介绍了国际日； 

 (b) 联合国雅加达新闻中心传播了秘书长的致辞，并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方案办事处为纪念国际日而举行的活动提供支持； 

 (e) 联合国利马新闻中心在其社交媒体账户上传播了秘书长的致辞； 

 (d) 联合国莫斯科新闻中心通过其社交媒体账户包括脸书、推特和俄罗斯在

线社交媒体与社交网络服务网站“VK”等发布了一系列材料，纪念在巴格达针对

联伊援助团总部的袭击中的遇难者。该中心的外联活动吸引了超过 2 000名关注

者； 

 (e) 联合国德黑兰新闻中心将秘书长致辞翻译成波斯文，并通过新闻稿发布

及张贴在其网站和社交媒体账户上。8月 26日，联合国德黑兰新闻中心主任在戈

勒斯坦省 Gorgan 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并宣读了秘书长致辞。有 500 多人

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政府当局、恐怖主义受害者家属、青年、民间社会和媒体； 

 (f) 联合国东京新闻中心将秘书长致辞翻译成日文并张贴在新闻中心网站

及其脸书账户； 

 (g) 联合国华沙新闻中心将秘书长致辞翻译成波兰文并张贴在其网站、脸书

和推特账户。该中心还在其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了 5段关于恐怖主义受害者的视

频； 

 (h) 联合国维也纳新闻中心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宣传国际日时组织的

活动提供了传播支助。维也纳新闻中心还通过其网站、推特和脸书账户发布了秘

书长的致辞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的致辞； 

 (i) 联合国日内瓦新闻中心通过其推特、Instagram和脸书账户宣传国际日，

其中包括巴格达运河饭店袭击中 1名受害者的访谈视频。日内瓦联合国网络电视

“证人”系列节目还推出了一部关于 1名恐怖主义受害者的短片，并在其推特和

脸书账户上加以宣传。 

 七. 民间社会的活动 

29. 为纪念国际日，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与其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民间社会组织

网络就多项活动进行了协调并提供了支持及合作，包括通过共享官方推文和帖子、

使用标签#SurvivingTerrorism 以及分发联合国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网站与相关展

览所载访谈和记录片开展社交媒体联合活动。8月 21日，该网络中的多个组织将

自身简介图片换成国际日标识，以示声援恐怖主义受害者。 

30. 许多民间社会组织也分别安排活动纪念国际日，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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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法国恐怖主义受害者协会在其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了该协会“反对激进

化：幸存者之声”项目的视频，其中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21 名恐怖主义受害

者和幸存者的证言； 

 (b) 比利时 V-Europe 恐怖主义受害者协会向布鲁塞尔恐怖主义受害者国家

纪念碑敬献花圈，并接受国内媒体采访，分享国际日的信息； 

 (c) 来自约旦的 1名恐怖主义受害者就国际日接受了 Al-Mamlaka电视台一

档新闻节目的采访； 

 (d) 8月 17日至 21日，欧洲援助受害人组织掀起了一场运动，利用 2016年

3 月布鲁塞尔恐怖袭击中一名受害者创作的视频诗歌《光明与黑暗》提高人们对

国 际 日 的 认 识 。 这 场 运 动 使 用 了 下 列 标 签 ： #SurvivingTerrorism、

#Inthelightandthedark 、 #counterterrorrism 、 #fightterrrorsim 、 #antiterrorism 、

#stopterrorism、#WeAreNotAfraid以及#VictimsOfTerrorism； 

 (e) 位于美国的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民间社会组织“周二儿童”通过引用社

交媒体上发布的恐怖主义受害者的讲话发起了一场社交媒体运动，并分享了在联

合国总部举办的关于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展览揭幕时的嘉宾访谈以及现场网络直

播的链接。该组织使用了以下标签：#survivingterrorism、#commonbond 和

#lifetimeofhealing。 

 八. 意见 

31. 8 月 21 日是纪念和悼念恐怖主义受害者国际日，这是国际社会表达对恐怖

主义受害者的声援、承认其权利、促进会员国采取行动支持受害者的恰当方式。

为了从赔偿和补救中受益，也为了确保受害者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心理健康和

心理社会支持以及谋生机会，必须首先承认受害者的权利。这包括伊拉克和黎凡

特伊斯兰国、“博科圣地”和其他团体实施的性暴力受害者的权利。国际日为重新

调整针对恐怖主义受害者权利的做法提供了契机，并为维护受害者权利、营造有

利环境实施可支持其需求的长期解决办法创造了有利条件。 

32. 国际日让国际社会能够继续侧重于为恐怖主义受害者开展协调行动并为协

调行动提出愿景，也为今后促进受害者权利的行动、活动和机遇铺平道路。在国

际日之前全年举办的各项活动中，许多发言者和与会者强调，必须为受害者加强

特别是国际社会内和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协作和领导。不妨考虑在恐怖主义受

害者问题上借鉴在联合国围绕其他专题问题形成的志同道合国家组合(如之友小

组)的例子，建立非正式组合或行动联盟。 

33. 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将在 2016 年恐怖主义受害者人权问题会议取得成功的基

础上再接再厉，进一步探讨如何改善这一领域的国际协调、协作和领导，包括为

此召开一次后续会议，以促进会员国和相关利益攸关方交流支持受害者的良好做

法、方案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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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各实体需要通过确保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社会经济包

容、加强社区复原力和实现包容各方的社会融合，确保恐怖主义受害者的人权得

到尊重、保护和促进。这也将取决于确保为这些工作提供长期可持续财政支助。

需要着眼于在联合国内部建立长期筹资机制提供此类资源，特别是为反恐怖主义

办公室恐怖主义受害者支助方案和其他有关举措提供支持。除了加强这些目标外，

这一机制还可以使侧重于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需求和维护其权利的工作更加协

调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