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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12-2015》中针对执法
人员进行培训的内容

   1. 200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第四部分人权
教育内容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布：1 

    2009-2010年期间，国家将结合普法活动，积极依托现有的义务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
育体系和国家机关内的培训机构以及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多种媒体，有计划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人
权教育，普及和传播法律知识和人权知识。 

 (1).在中小学教育中逐步增加法律和人权方面的教学内容。充分利用思想品德课等课程，培养学生的公
民意识和权利意识，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形成健康的人际观念、集体观念以及国
家和社会观念。 

 (2).中小学人权教育根据中小学生的年龄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生动有趣的方式进行。通过丰富多彩的
课外实践活动，使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接受人权教育，养成健全人格。在教学以及学校管理方面，积极
推动教学与学校管理方式的改革，倡导教师与学生的民主平等、积极互动关系，鼓励学生参与班级与学
校的民主管理，让学生在一种平等、民主关系的体验和实践中，增强民主、法治、人权意识。 

 (3).在高级中学，除了进行一般性的人权观念培育外，要在有关课程中，系统开展有关中国宪法“公民
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教育和国际人权知识的教育。 

 (4).继续鼓励高等院校开展人权理论研究与教育。选取若干高等院校进行人权教育的调研，鼓励高校学
者开展人权研究，推动制定高等院校人权教育规划。鼓励高等院校面向本科生开设人权公共选修课，面
向法学专业本科生开设人权法课程。推进人权法教材的编写以及教学课件的开发。选取若干开展人权教
育较早的高等院校作为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 

 (5).有重点地开展针对公职人员的人权教育培训，特别是针对公安、检察院、法院、监狱、城管、
行政执法机构等特定执法机构和人员的人权教育培训。各执法部门根据自己的工作特点制定人权教育
培训计划，加大对人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推动人权知识教育常态化、经常化、制度化。
组织专家编写人权培训专门教材。选取一些有条件的国家机关和城市作为人权教育培训的示范单位，
进行跟踪监测。 

(6).有计划地开展面向大众的人权教育活动，普及人权知识，提高全民的人权意识。支持中国人权研究
会在全社会组织人权理论研究和实地调查研究，举办人权知识培训班和讲座等形式多样的人权知识教育
和普及活动。鼓励开发民众喜闻乐见的人权教育产品，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寓教于乐，建立起人权教
育的长效机制。 

 (7).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体对公众进行人权知识的普及。鼓励中央新闻媒体
和地方新闻媒体开设人权专栏、专题。支持《人权》杂志、“中国人权网”和其他民间人权网站的发展，
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开展人权知识普及教育。 

 (8).开展人权教育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鼓励、支持中国人权研究会、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院所
的人权研究机构，充分利用教学、科研平台，多渠道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努力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人
权领域高级专门人才。建联防队伍加强农村及城乡结合部学校的护校工作。

 2.2012 年 6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对外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12-2015》第四部
分人权教育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2 

    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权教育和培训，在全社会传播人权理念，普及人权知识。 

(1).将人权教育纳入公务员培训计划。强化对公务人员的人权教育培训。支持人权研究机构编写人

1.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jrzg/2009-
04/13/content_1283983_5.htm 
2.《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jrzg/2012-
06/11/content_2158166.htm 

http://www.gov.cn/jrzg/2012-06/11/content_2158166.htm
http://www.gov.cn/jrzg/2012-06/11/content_2158166.htm
http://www.gov.cn/jrzg/2009-04/13/content_1283983_5.htm
http://www.gov.cn/jrzg/2009-04/13/content_1283983_5.htm


权培训教材，参与人权培训工作。 

(2).加强中小学人权教育。将人权知识融入相关课程，纳入学校法制教育。开展适合青少年特点的人权
教育活动，推动中小学依法治校和民主管理，营造尊重人权的教育环境。 

(3).励高等院校开设人权公选课程和专业课程。支持人权相关学科和专业建设，鼓励开展人权理论研究。
 
(4).鼓励并推动企事业单位普及人权知识，形成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企业文化。 

(5).鼓励新闻媒体传播人权知识。提高全民人权意识，形成全社会重视人权的舆论氛围。 

(6).发挥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的作用。到 2015年，至少新增5个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

3.《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12-2015》评估报告中有关执法人员接
受人权培训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2011年 7月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评估报告中称：“有重
点地开展针对公职人员的人权教育培训。两年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四期人权知识培训班，对
各级党政干部和司法系统干部等进行人权知识培训。中央党校和各级党校普遍把人权纳入教学内容，
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人权知识教育。公安机关开展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培养民警的法治意
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和人权意识。两年来，全国县级公安局长、监狱长、司法局长分别接受集中
培训，强化人权法治意识。”

　 中国政府还称“面向大众的人权教育广泛开展。两年来，中国人权研究会等人权研究机构编写出版了
《中国人权在行动》、《中国人权建设 60年》等书籍。《人权》杂志、中国人权网等媒体积极促进人权
知识的普及。”3

    2014年 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中期评估报告中就人权教育
部门内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广泛开展人权知识教育，在全社会传播人权理念。将人权知识融
入相关中小学课程，开展适合青少年特点的人权教育活动，推动中小学依法治校和民主管理，营造尊重
人权的教育环境。支持高校加强人权相关专业建设，特别是在法学等相关专业加快人权方面的特色人才
培养。”4

　　2016年 6月 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国务院新闻办在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评
估报告中就针对公职人员的人权教育培训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8家人权教育和培训基地共举办了 144
期人权知识培训班，对各级党政干部、司法系统干警和媒体从业人员进行人权知识培训；各级行政学院
普遍把人权纳入教学内容，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人权知识教育。”。5

二、中国政府在 2015 年就禁止酷刑委员会问题清单中针对公职人员人权教育与培训的答
复6

第10条

13.  请针对缔约国报告第49至 55段，并根据委员会上次结论性意见(第 36段)和缔约国对该意见作出的
评论，提供资料说明对以下人员的培训情况，包括目标人群总人数和受培训者所占比例：

(a)各级执法人员、国家安全机关和羁押场所工作人员，内容为《公约》各项规定，尤其是被羁押人的待
遇、第3条不推回义务以及禁止酷刑的绝对性。请提供资料，说明在非胁迫性调查技能、武力作为最后

3. 中国政府网:《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评估报告,http://www.gov.cn/jrzg/2011-
07/14/content_1906151.htm  
4.《光明日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中期评估,http://news.gmw.cn/2014-
12/25/content_14286711_5.htm 
5. 国务院新闻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评估报告,
http://www.scio.gov.cn/zxbd/wz/Document/1480082/1480082_2.htm 　　
6.OHCHR:中国关于禁止酷刑委员会问题单的答复材料，http://tbinternet.ohchr.org/Treaties/CAT/Shared
%20Documents/CHN/INT_CAT_RLI_CHN_21841_C.doc　　 

http://tbinternet.ohchr.org/Treaties/CAT/Shared%20Documents/CHN/INT_CAT_RLI_CHN_21841_C.doc
http://tbinternet.ohchr.org/Treaties/CAT/Shared%20Documents/CHN/INT_CAT_RLI_CHN_21841_C.doc
http://www.scio.gov.cn/zxbd/wz/Document/1480082/1480082_2.htm
http://news.gmw.cn/2014-12/25/content_14286711_5.htm
http://news.gmw.cn/2014-12/25/content_14286711_5.htm
http://www.gov.cn/jrzg/2011-07/14/content_1906151.htm
http://www.gov.cn/jrzg/2011-07/14/content_1906151.htm


手段原则以及暴力侵害妇女、家庭暴力和贩运人口问题等方面的培训情况。

(b)法官和检察官，内容为《公约》规定的具体义务。

(c)与被羁押人打交道的医务人员和法医，内容为根据国际标准辨识酷刑和虐待迹象的工作准则，例如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有效调查和文件记录手册》(《伊斯坦布尔议定
书》)包含的准则。

(d)负责移民事务的官员，内容为不推回义务、《伊斯坦布尔议定书》以及如何辨识人口贩运或性侵受害
者。

中国政府的答复如下：

（1）针对执法人员的培训。根据2014年新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训练条令》的规定，各级公安机
关普遍在入警、晋升、专业和发展训练中，把法律法规知识和执法技能培训作为重要内容之一，有针对
性地开设包括禁止酷刑和人权教育在内的法治教育课程。在培训内容方面，以相关法律法规为重点，结
合国际公约，经常性地对公安民警开展法律知识、专业知识和执法技能培训，切实增强民警法治意识、
程序意识、证据意识和人权意识，从源头上减少和杜绝酷刑等问题的发生。

关于对负责羁押人员（看守所）的培训。公安部设有培训基地，每年对全国公安监管部门人员进行培训。
内容包括国际人权公约、相关法律要求、业务规范等。例如，2015 年 1月，公安部对全国省级公安监
管总队长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培训。2015 年 4月，公安部依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承办了全国公安监
管系统人权知识培训班，重点培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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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囚犯待遇基本原则》、《人权与监狱》（监狱工作人员国际人权
标准袖珍手册）等内容。公安部先后与澳大利亚、瑞士、加拿大等国以及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进行合作与
交流，采取了召开研讨会、组织互访等形式加强对公安监管人员反酷刑道德、业务培训。各省级公安监
管部门负责对所辖看守所的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地市以上公安监管业务指导部门依托看守所建立监管民
警业务培训基地，有计划地对所辖监管民警进行脱产集中培训。每个看守所都要根据民警队伍的状况和
上一年度工作存在的问题制定和落实民警教育的年度计划，并根据上级业务指导部门在检查工作时发现
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专题教育。目前，全国公安机关看守所工作人员均接受过看守所执法管理业务工作
包括反酷刑的培训。

关于羁押场所（监狱）工作人员的培训。对监狱警察实行了岗前教育培训和在职教育培训，对新录用的
监狱警察在上岗前，集中进行法律、执法知识、监狱规章等方面的专业教育培训，并定期对在职在岗的
监狱警察进行教育培训。以《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各种刑罚执行程序规定为重点，结合《禁止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经常性地开展法制教育，加强专业知识教育和执法技能培训，树立警察依法保障罪犯权利的执法理念，
提高警察执法能力，增强警察的法治意识、程序意识和人权意识。依法保障罪犯权利、禁止刑讯逼供、
体罚虐待罪犯是培训中的一项重点内容。目前，所有监狱警察均须接受培训。 

关于反对暴力侵害妇女、家庭暴力和拐卖人口方面的培训。公安部每年举办两次打拐反拐工作培训班，
对各省级公安机关打拐工作负责人、国务院反拐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联络员进行培训。各地公安机关
也按照公安部的要求，分批次对全国打拐基层民警进行业务培训。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还积极参与国际
会议和培训，积极推动打拐国际合作，与其他国家交流反拐先进经验。在湖南宁乡、甘肃靖远和四川仪
陇三个地方试点开展“促进反家庭暴力立法，推广多部门合作模式”项目，对警察、民政和家庭暴力庇
护机构工作人员、妇联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和法律工作者进行培训，共计培训1000余人次。全国妇联为
培训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业务指导，开发反家暴工作手册作为培训基础教材，培训前后的评估问卷结果显
示，参训人员反家暴意识和能力得到提高。   

（2）中国法院和检察院系统一直重视加强对法官、检察官的法治和保护人权方面的教育培训。例如，
2012至 2014 年，最高人民法院举办多期培训班，培训超过 10000 人次刑事法官，内容包括新修正的
《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尊重与保障人权”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等人权保护规则等，占培训人数的
23.1%，提高了法官对“尊重与保障人权”重要性的认识和刑事审判业务能力。全国检察机关组织检
察人员深入学习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教育引导检察人



员树立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司法理念，依法收集证据，规范办案行为，严禁刑讯逼供。2012
至今，共有各级检察人员 24039 人参加过该领域的正规化检察业务培训，受训比例为 9.4%；共有
23.3万人接受过相关领域的电视电话网络培训，受训比例约为 91%。

（3）结合工作实际，中国公安机关开展了经常性、多层次、多种形式的监管业务工作培训，这些培训包
括针对监所医务人员及相关人员反酷刑的培训。近年来，公安部会同国家卫生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切
实加强和改进公安监管场所医疗卫生工作的通知》、《关于印发〈看守所医疗机构设置基本标准〉的通
知》和《关于印发〈公安监管场所医疗卫生专业化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在不断加强公安监管场所
医疗机构和医务力量的建设的同时，通过集中培训、印发执法细则和工作手册等形式不断加强对医务
人员的相关业务培训，不断加强符合国际标准的业务指导。公安部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
处先后在深圳、上海、天津、北京、银川等地联合举办监测与改善公安监管场所卫生状况研讨会，促
进了监所建立健全监所疾病预防和救治工作机制，有利于转变监管医疗工作理念，为进一步促进监所
生活卫生工作不断走向规范化和科学化发挥积极作用。目前，看守所医务人员共 1万余名，均接受过
专业医疗及反酷刑的培训。

（4）全国公安机关各级出入境管理人员均须接受关于不推回义务以及辨识人口贩运或性侵受害者的培训。

14. 请说明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制定和实施一套培训效果监测和评价方法，用于监测评估面向执法和司法
人员以及基层干部举办的、有关辨识酷刑或虐待迹象以及预防和禁止酷刑或虐待的培训。请说明独立的
非政府组织在这些工作中发挥的作用(如有)。

为检测培训效果，近年来，公安部在全国公安机关坚持推行执法资格等级考试制度，规定未取得基本级
执法资格的民警不得办案，派出所长、刑警队长等县级、地（市）级公安机关执法勤务类机构主要负责
人必须取得中级执法资格。在这项全警考试中，公安部始终将禁止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虐待被监管人
员等作为考试的重要内容，以此提升和保障民警人权意识和规范执法理念的提升。另外，公安机关还加
大了对禁止酷刑的执法监督力度，强化责任追究，并将禁止酷刑作为公安机关执法质量考评的一项重要
内容，在日常执法考评和检查活动中，严格进行考核，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纠正。

检察机关建立了教育培训质量评估制度。在培训班结束前，组织学员对培训项目、课程设置、师资水平、
教学管理等进行综合评估和满意度测评，全面了解和掌握学员参加培训的实际效果，并根据反馈情况改
进培训组织管理工作，优化培训方案设计，切实提高培训水平和培训效益。

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欢迎并认真听取社会团体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监督。

三、中国政府在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中提供的有关针对执法人员人权培训的其它信息

1.  中国代表团团长吴海龙大使在禁止酷刑委员会审议中国履约报告对话会上的开场发言中有关人权教
育部分的内容（2015年 11月 17日上午，万国宫）第五部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着力提升执法司
法人员素质各级司法机关将《禁止酷刑公约》在内的联合国人权保护文书作为培训的重要内容，目前
覆盖面达 90%以上。看守所和监狱要求全员必须接受包括禁止酷刑在内的执法培训。公安部坚持推行执
法资格等级考试制度，将禁止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虐待被监管人员等作为考试重要内容，规定考试不
合格的民警不得办案。7

2. 中国人民共和国根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第19条提交的报告缔约国应于2004年提交的第四次定
期报告中有关人权教育与培训部分的内容中指出（CAT/C/CHN/4，2006年 2月 14日 ）：（78）. 公安部
自1998年以来，在公安民警保护人权培训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79）. 以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开
展教育培训工作，结合国际人权标准，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
的专题培训，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和依法管理的能力。公安部于2003年印发了《关于在县级公安部
门和所队领导班子成员中开展端正执法思想轮训工作的通知》，开展端正执法思想的集中教育活动，结
合具体工作和典型案例，大规模培训基层领导干部，教育领导干部了解国际司法最低公正标准体系，深
入学习人权保障的有关内容，树立牢固的人权意识。2003年 11月 20日至 22日召开的第二十次全国公安
会议提出，要重点解决包括刑讯逼供等执法突出问题，依法保障国家、集体、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
益。 （80）. 将国际人权标准与执法实践相结合，组织开展全体公安民警，特别是基层和一线民警，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中国代表团团长吴海龙大使在禁止酷刑委员会审议中国履约报告对话会上的
开场发言，http://www.fmprc.gov.cn/ce/cegv/chn/hyyfy/t13165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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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训练工作，提高民警依法办案水平。建立了民警上岗和任职、晋升、实战必训制度，2003 年组
织培训民警 113万余人次。在各类训练中，把法制教育作为必训内容，要求法律课时必须达到总课时
的 30%以上。（81）. 重视国际人权培训与合作，以保护人权为主题，与有关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警
察部门开展合作与交流。如 2001年 7月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联合举办了“人权与警察”国
际研讨会；于2003年 11月至 12月联合举办了以保护人权为主题的高级警官培训班。此外还派出多个培
训团赴加拿大、法国等国家考察学习。 （82）. 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加强对检察官的培训，专门制定了
《检察人员岗位职务培训实施纲要》，《检察官培训暂行规定》，对检察官培训的内容、方式进行了规
划，如任职培训、晋升培训、专项培训和其他业务培训。 （83）. 中国国家检察官学院和各省级检察官
分院是检察官的专门培训机构，每年聘请人权问题专家，就人权保护专题给检察官授课。担负查处酷刑
犯罪的渎职侵权检察部门，每年进行专项培训，以适应办案的需要。 

3. 中国人民共和国根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第19条提交的报告缔约国应于2004年提交的第四次定
期报告中有关人权教育与培训部分的内容中指出（CAT/C/CHN/4，2006年 2月 14日 ）：（87）. 2001年
10月 1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要求法官做到保障司法公
正，提高司法效率，保持清正廉洁，遵守司法礼仪，加强自身修养，约束业外活动。 （88）. 中国司法
部要求监狱系统对全体监狱警官进行文明执法的教育，杜绝打骂体罚等虐待罪犯的现象。各省按照司法
部要求，利用举办培训班和组织学习班相结合的办法，对绝大多数警官进行了监狱法和人权公约知识的
培训。司法部已将《禁止酷刑公约》的规定及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汇编成册，发给每个警官，要求他
们认真学习掌握，严格依法办事。 （89）. 1999年，司法部下发《关于在全国监狱人民警察中开展基本
素质教育的通知》，经过三年努力，完成对全国监狱人民警察的培训。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监狱
业务和国际人权标准等国际人权公约的有关内容。 （90）. 2000年 2月，司法部编印《严格执法热情服
务书》，下发全国司法行政系统，要求全体执法人员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 （91）. 为适应监狱执法
活动的要求，司法部从 2002 年开始，先后培训了全国近 700 个监狱的监狱长近 2000 人。培训班聘请
的授课人员包括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及有关部门的领导，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惩教署官员。通
过培训，监狱长接受了法制教育、廉政教育、形势教育，提高了监狱领导层对监狱工作改革发展的重
要性、紧迫性的认识，端正了业务指导思想，增强了执法执纪观念。 （92）.  2002年司法部监狱局
和劳动部培训就业司、中国职业鉴定中心联合下发文件，培训监狱系统国家职业资格心理咨询师。监狱
系统心理咨询师的职责是防止和杜绝对监狱服刑人员实施酷刑，以及从监禁条件下对服刑人员心理健康
教育、心理障碍咨询、心理疾病矫治等深层次问题提供救助。到目前为止，已培训监狱系统心理咨询师
近 1000人，为更好地开展罪犯的心理矫治工作准备了人力资源。全国近 90%的监狱开展了这项工作。 
（93）.  2004年，司法部组织纪念《监狱法》颁布10周年座谈会，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不懈、认真贯
彻执行《监狱法》，要使公正执法、文明管理、从严治警、保障罪犯合法权益等观念和意识深入人心，
成为全体人民警察的准则。自 2005 年 5月，司法部在监狱系统开展了为期半年的“规范执法行为、促
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这次活动主要围绕规范执法行为、落实“三个坚决杜绝”(即坚决杜绝
打骂、体罚、污辱、虐待罪犯的现象，坚决杜绝罪犯超时超强度劳动现象，坚决杜绝监狱乱收费现
象)、加强监所管理、推行狱务公开 4个重点展开。在活动开展过程中，全国监狱系统共举办不同层
次的培训班 2826 期，对与本职工作相关、必须应知应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了学习培训，包括司
法部监狱局工作人员在内的全国近 28万名监狱人民警察参加了统一考试。 8

4.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19条提交的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对禁止酷刑委员会
的结论和建议 (CAT/C/CHN/CO/4)的评论中有关人权教育与培训部分的内容（文件名称：
CAT/C/CHN/CO/4/Add.2 ，2009年 12月 9日）指出：十九. 关于禁止酷刑委员会在《结论》第36段
(“缔约国为执法人员提供的有关防止酷刑的实际培训不够”、“没有为拘留设施内的医务人员提供关于
侦辨酷刑和虐待迹象的具体培训”的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评论和回复中称：中国十分重视对执法人
员开展反酷刑领域的培训，中国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均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中国公安机关将
民警人权教育贯穿于教育培训的全过程。2003 年公安机关开始实行“三个必训”制度，即任职必训、
职务和警衔晋升必训、基层和一线民警实战必训。至今，中国全国累计培训各级领导干部 34.5万人
次，培训晋升警衔民警 71.5万人次，基层一线民警每年接受不少于 15天的集中培训。在培训中，有
针对性地开展了《禁止酷刑公约》等相关内容培训，重点加强刑事、行政等法律法规中与国际人权标准
有关的法律培训，做到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公权法与私权法协调。通过上述培训，广大民警的执法素
质不断提高，执法质量大幅提升，保护人权的能力和水平得以加强。今后，中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加大
培训力度，大力提高执法人员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能力和水平。 中国看守所注重加强对医务人员进行培
训，每年均开展专业培训。公安部正研究在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如何发现酷刑和虐待的内容。 中国检
察机关一直重视对派驻监管场所检察人员的培训工作。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编写了用于培训监所
检察人员的业务丛书。2008年 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下发《人民检察院监狱检察办法》、《人民检

8.OHCHR: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禁止酷刑委员会递交的第四次国家报告中针对执法人员人权教育与培训部分内
容， CAT/C/CHN/4，　http://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
%2fPPRiCAqhKb7yhslEE2YuVt8GA5WKG3GEX%2bZHaZq9lgItVF%2bqGh8nVA%2bBLBUHHpTb0dnNDZsIgAE
%2fewBnCB8gUlaijMMwRFZqro5azeQtkFNPK2yq2R%2fCdWk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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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办法》、《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后，又组织
各地监所检察人员开展学习培训。2009年 3到 4月，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又组织了三期全国检察机关派
驻监管场所检察室主任培训班，培训内容包括如何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调查和处理包括酷刑和虐待
在内的职务犯罪案件等。通过这些针对性较强的培训，进一步规范和促进了检察机关对监管场所的检察
监督工作。 为了提高检察人员侦辨酷刑和虐待迹象的能力，考虑到这一问题往往涉及医学等专业知识，
检察机关还会通过设立在检察机关内部的检察技术部门或委托其他医疗鉴定机构，对被怀疑遭受酷刑或
虐待的被拘留者进行医学鉴定，切实保障被拘留者的合法权益。 

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缔约国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19条提交的报告缔约国应于2012提交的第五
次定期报告中有关人权教育的内容的答复（文件名称：CAT/C/CHN/5，2013年 6月 20日）称：（53）.  
2007 年，公安部在全国公安机关组织开展基本法律知识考试，对随机抽取的 64个县级公安机关和
100 个全国县级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近 8,000名领导和民警统一进行了基本法律知识考试。2011 年，
公安部在全国公安机关推行执法资格等级考试制度，规定凡未取得基本级执法资格的民警不得办案，
促使广大民警自觉学习法律，提高依法办案的能力和水平。目前，各地公安机关均已组织完成了基本
级执法资格考试，170余万民警参加了考试。2012 年，全国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了中级执法资格考试，
74万名民警参加了考试。2013 年，公安部将直接组织各级执法资格考试。 （54）.  关于修改《刑事
诉讼法》的决定通过后，公安部即下发贯彻实施通知，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在办案中均应当立即贯彻执行
其中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等原则性规定。公安部举办了面向全
国公安机关的专题电视电话讲座，以及两期专题培训班，对各级公安机关承担刑事执法和培训任务的
600余名业务骨干强化了《刑事诉讼法》培训，促使民警既要准确及时打击犯罪，有效维护社会秩序，
又要牢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自觉遵守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摒弃妨害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
各种行为，实现依法文明办案。 （55）.  中国加强对监狱人民警察进行禁止酷刑的教育培训。在
2006 年至 2010 年间，监狱警察人均接受累计 3个月以上的脱产培训，新录用的警察上岗前接受不少
于 1个月的岗前培训。培训重点内容是监狱管理、警务管理等知识和技能。2009 年举办了“全国监
狱长培训班”，共分三期对全国监狱长进行了全员教育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人权保护、刑事法律等相
关知识。2010 年举行了监狱人民警察“执法大培训、岗位大练兵”活动，全国共举办培训班 17,826
次，举行各类演练 923次，对全国约 30万监狱警察进行了教育培训。2011 年开展了“监狱规范化管
理年”活动，监狱系统共编印辅导材料 30 多万册，举办各类培训班 5,300 多次，监狱人民警察全员
参训，参训时间人均 10天以上。此外，全国所有监狱开展了罪犯的心理矫治工作，取得国家心理咨
询师资格证书的监狱警察目前近 3万人。 9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13年接受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中递交的国家报告中指出（人权理事会普遍定
期审议工作组第十七届会议2013年 10月 21日至 11月 1日，日内瓦，A/HRC/WG.6/17/CHN/1）： 
（14）. 中国政府将“人权教育”作为两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国家作为人
权教育义务主体的地位。目前，正在实施的全国第六个五年普法规划将人权教育作为全民法制教育的重
要内容，并重点对各级领导干部、公职人员和青少年开展法制和人权教育。（15）.   2009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2 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举办 6期针对各级党政干部和司法系统干部的人权知识培训
班。中央党校和各级党校普遍把人权纳入教学内容，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人权知识教育。司法部开展
了全国监狱长培训、全国司法行政系统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培养执法人员的法治和人权意
识。公安部组织编写《警察执法与人权保障》教材并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对干警轮训时开设该课程，在
公安教育培训网络学院开设人权知识与教育专题，使人权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通
过组织对律师的专题培训和研讨活动更好发挥律师在人权保障中的作用。（16）.   2011年，中国教
育部将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和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与教育中心纳入教育部人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并予以专项经费支持。新一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建设已进入实质性论
证评估阶段。（17）. 中国政府鼓励中央和地方新闻媒体开设人权专栏、专题，继续支持《人权》杂志、
“中国人权网”和其他民间人权网站的发展。截至 2012年 12月，中国人权研究会先后4次主办全国人权
研究机构工作经验交流会，有关大学举办4届“中国高校人权教育年会”。10

四、中国政府在 2013 年接受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后就人权教育作出的承诺

在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日内瓦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过程中，中国政府接收到至

9.OHCHR: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禁止酷刑委员会递交的第五次国家报告针对执法人员人权教育与培训部分内容，
CAT /C/CHN/5,http://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
%2fPPRiCAqhKb7yhslEE2YuVt8GA5WKG3GEX%2bZH
%2fgntH6R54gTE05xyU2ofs9H3ybAYyd3gYKfHBevbBMb7ny4AXQcKv7wKjsdghHkgVBf%2fD81RPjk1AuK275Czx 
10. OHCHR: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13年接受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中递交的国家报
告,A/HRC/WG.6/17/CHN/1 , https://documents-dds-
ny.un.org/doc/UNDOC/GEN/G13/160/80/PDF/G1316080.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3/160/80/PDF/G1316080.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3/160/80/PDF/G1316080.pdf?OpenElement
http://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lEE2YuVt8GA5WKG3GEX%2BZH%2FgntH6R54gTE05xyU2ofs9H3ybAYyd3gYKfHBevbBMb7ny4AXQcKv7wKjsdghHkgVBf%2FD81RPjk1AuK275Czx
http://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lEE2YuVt8GA5WKG3GEX%2BZH%2FgntH6R54gTE05xyU2ofs9H3ybAYyd3gYKfHBevbBMb7ny4AXQcKv7wKjsdghHkgVBf%2FD81RPjk1AuK275Czx
http://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lEE2YuVt8GA5WKG3GEX%2BZH%2FgntH6R54gTE05xyU2ofs9H3ybAYyd3gYKfHBevbBMb7ny4AXQcKv7wKjsdghHkgVBf%2FD81RPjk1AuK275Czx


少 10个国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加强人权教育的建议，其中包括11：

186.39    坚持将人权教育作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基本组成部分，包括对执法人员、公职人员和
青少年的相关培训(塞浦路斯)；

186.40    大力加强在人权教育这一领域采取的诸多措施(布隆迪)；

186.41    继续对地方干部、公安局长、监狱长和司法局长进行人权培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86.42    开展人权教育，包括面向公职人员的培训方案，以宣传人权政策，并将其纳入各领域的主流
(巴林)；

186.43    与有需要的国家分享人权教育方面的经验(刚果民主共和国)；

186.44    强化人权教育，以期加强人权意识(塞舌尔)；

186.45    将人权知识纳入相关课程和法律教育课程(巴勒斯坦国)；

186.46    坚持努力，提高全国执法官员和安全人员的人权意识(泰国)；

186.47    继续开展全民人权意识宣传和培训(多哥)；

186.48    将人权教育纳入面向政府官员的培训方案(乌兹别克斯坦)；

针对上面10个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加强对包括地方干部、公安局长、监狱张、司法局长、
等执法人员与安全人员展开的人权教育与培训的建议中，中国政府称认真研究了各国在人权理事会国别
人权审查工作组第十七届会议期间提出的252条建议。中国政府接受204条建议，包括已经执行或正在执
行的建议；不接受48条建议，主要因为它们不符合中国基本国情，或与中国宪法原则和国内法律精神相
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2014年 2月 7日递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6普遍定期审议 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报告中国增编受审议国对结论和/或建议提出的意见、作
出的自愿承诺和答复，A/HRC/25/5/Add.1）中，中国政府对以上 10个国家就加强人权教育的建议均做出
接受建议并已经执行的回复12，即以上 10个国家向中国政府提出有关人权教育的建议被完全接受，中国
政府称：
　
186.39
接受并已经执行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权教育并在各个层面大力推进，已在公务员培训班次中纳入人权教育的有关内容。
186.40
接受并已经执行
同 186.39
186.41
接受并已经执行
同 186.39
186.42
接受并已经执行
同 186.39
186.43
接受并已经执行
同 186.39
186.44
接受并已经执行
同 186.39

11. OHCHR:普遍定期审议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报告∗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 A/HRC/25/5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3/188/54/PDF/G1318854.pdf?OpenElement 
12. OHCHR: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议程项目6普遍定期审议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报告中国增编受审议国对
结论和/或建议提出的意见、作出的自愿承诺和答复, A/HRC/25/5/Add.1, 
http://lib.ohchr.org/HRBodies/UPR/Documents/Session17/CN/A_HRC_25_5_Add-1_China_C.doc　 

http://lib.ohchr.org/HRBodies/UPR/Documents/Session17/CN/A_HRC_25_5_Add-1_China_C.doc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3/188/54/PDF/G1318854.pdf?OpenElement


186.45
接受并已经执行
同 186.39
186.46
接受并已经执行
同 186.39
186.47
接受并已经执行
同 186.39
186.48
接受并已经执行

五、本报告的研究目的、方法、信度说明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中都已
经明确将针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教育与培训纳入实施计划框架。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2013年、2014
年接受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禁止酷刑委员会对中国国家报告进行审议中都多强强调了政府已经在司法
部门、公安部门针对执法人员展开了多次培训。但是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依然没有按照《巴黎原
则》设立独立的国家级人权机构，因此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履行公约中的义务，以及执行和落实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中缺乏独立的监测体系。

同时，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国务院新闻办分别在2011年 7月、2014年 12月、2016年 6月发布了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评估报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中期评估报告、《国家人
权行动计划2012-2015》评估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既作为两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发布单
位，也作为执行监测报告的发布者，我们认为在中国目前缺乏独立的国家级人权机构可以对政府的履约
行为进行监督的情况下，我们作为民间机构可以尝试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撰写一份独立的监测和评估报
告，并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接下来针对政府执法人员的开展过程中提出建议。

本报告的分析数据主要依赖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已经主动公开的在人权教育方面的信息，包括《国家人
权行动计划2009-2010》、《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评估报
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中期评估、《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评估报告、《2014年
中国人权白皮书》、《201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递交
的国家报告（2013）、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别在2008、2015年接受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审议间递交的国
家报告。

此外，我们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司法部、公安部以及31个省/直辖市/自治
区司法厅和公安厅申请羁押场所执法人员人权教育培训情况。需要指出的是，本报告中递交信息公开的
申请单位达到 64个。但在申请信息公开的过程中，部分司法厅或公安厅在收到我们寄出的快递后并没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期限内给予答复（15日内），甚至在3月底递交的信息公
开函到 6月 1日都没有答复。另外部分单位拒收我们邮寄出的快件，同时在回复的部门中，不少部门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条款驳回申请，以不予公开的名义进行答复。司法部门和公安部门
的消极应付甚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做法导致我们收集到有效的信息有限。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国际上提供的大量数据相比，国内省级司法部门和公安部门对执法人员开展人
权培训上难以提供有效数据，都让我们对政府承诺对执法人员展开人权教育培训后，地方不能却不能提
供详细数据，甚至称没有保留相关信息的回复，让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承诺和回应遭受质疑。除了政府
已经通过有限渠道披露的数据外，各省级司法部门和公安部门的消极回应，甚至以涉及警务内部工作为
名不予公开，这些情况都影响了我们准确、客观地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针对羁押场所执法人员展开
的人权教育与培训。

六、向 31省/直辖市/自治区司法厅和公安厅申请羁押场所执法人员人权教育培训情况

　　除了向司法部、公安部递交针对羁押场所执法人员的人权教育与培训信息外，我们也针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司法部门、公安部门递交了针对羁押场所执法人员的人权教育与培训
政府信息公开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为例，我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递交的信息公开信息如
下：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国务院办公室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第四部分人权



教育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调，政府将有重点地开展针对公职人员的人权教育培训，尤其是针对公
安、检察院、法院、监狱、行政执法机构等特定执法机构和人员的人权教育培训。各执法部门根据自己
的工作特点制定人权教育培训计划，加大对人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推动人权知识教育常态
化、经常化、制度化。组织专家编写人权培训专门教材。选取一些有条件的国家机关和城市作为人权教
育示范单位，进行跟踪调查。

　　201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第四部分人
权教育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强调“将人权教育纳入公务员培训计划。强化对公务人员的人权教育培
训。支持人权研究机构编写人权培训教材，参与人权培训工作”。

　　2013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递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的国家报告
（A/HRC/WG.6/17/CHN/1）显示，2009年 10月至 2012年 12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8期针对各级
党政干部和司法系统干部的人权知识培训班。中央党校和各级党校普遍把人权纳入教学内容，对各级领
导干部进行人权知识教育。司法部开展了全国监狱长培训、全国司法行政系统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
活动，培养执法人员的法治和人权意识。公安部组织编写的《警察执法与人权保障》教材并在全国各级
公安机关对干警轮训时开设该课程，在公安培训网络学院开设人权知识与教育专题，使人权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

根据以上背景，我们在此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申请以下相关信息：

1. 自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发布以来，司法部部在全国针对监狱、戒毒所等羁押场所执法
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的情况？请提供这些针对执法人员人权教育培训的次数、接受培训的总人次、培
训时的主要参考教材、培训的师资来源？

2. 司法部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制订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12-2015》中，请提供司法部是否对被羁押场所的医务人员提供人权培训？

3.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签署和加入包括《禁止酷刑公约》在内多个国际人权公约，请问公安部
在对羁押场所执法人员进行人权培训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即在培训中是否将《禁止酷刑公约》、
《伊斯坦布尔议定书》、《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联合国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联合国
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刑事司法系统中儿童问题
行动指南》、《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囚犯待遇基本
原则》等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或文书作为培训的参考教材？

4.司法部是否独立编写了针对公职人员进行人权培训的教材，如果有，请提供编写教材的名称、编写作
者以及推广情况。

关于向各省公安厅递交的政府信息公开函，以上海市为例：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国务院办公室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第四部分人权
教育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调，政府将有重点地开展针对公职人员的人权教育培训，尤其是针对公
安、检察院、法院、监狱、行政执法机构等特定执法机构和人员的人权教育培训。各执法部门根据自己
的工作特点制定人权教育培训计划，加大对人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推动人权知识教育常态
化、经常化、制度化。组织专家编写人权培训专门教材。选取一些有条件的国家机关和城市作为人权教
育示范单位，进行跟踪调查。

　　201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第四部分人
权教育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强调“将人权教育纳入公务员培训计划。强化对公务人员的人权教育培
训。支持人权研究机构编写人权培训教材，参与人权培训工作”。

　　2013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递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的国家报告
（A/HRC/WG.6/17/CHN/1）显示，2009年 10月至 2012年 12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8期针对各级
党政干部和司法系统干部的人权知识培训班。中央党校和各级党校普遍把人权纳入教学内容，对各级领
导干部进行人权知识教育。司法部开展了全国监狱长培训、全国司法行政系统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
活动，培养执法人员的法治和人权意识。公安部组织编写的《警察执法与人权保障》教材并在全国各级
公安机关对干警轮训时开设该课程，在公安培训网络学院开设人权知识与教育专题，使人权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

根据以上背景，我们在此向上海市公安局申请以下相关信息：

1. 自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发布以来，上海市公安局在上海市针对拘留所、看守所等羁押
场所执法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的情况？请提供这些针对执法人员人权教育培训的次数、接受培训的总
人次、培训时主要参考教材、培训的师资来源？

2.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制订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
2015》有关针对公职人员进行人权教育与培训中，上海市公安局是否对拘留中心、看守所等被羁押场所
的医务人员（包括法医）提供人权培训？

3.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签署和加入了包括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在内的多个国际人权公约，
请问上海市公安局在对警察进行人权培训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即在培训中是否将联合国《禁止酷刑
公约》、《伊斯坦布尔议定书》、《执法人员行为守则》、《人权与执法：警察人权培训参考教材》、
《警察人权标准与实践：警察袖珍手册增订本》、《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国际人
权标准与执法：警察使用的人权袖珍手册》等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或文书作为培训的参考教材？”

七、向司法部门、公安部门邮寄的具体快件函信息

　　申请单位 邮寄单号(圆
通快递)

邮寄地址以及联系电话 签收时间 答复时
间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司法部

560245036785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6
号　010-65153508

3月 21日 未回复 3月18日邮寄，
未任何答复

吉林省司法厅 500294137326 吉林省长春市新发路 992号
0431-82750317 0431-82752761

3月 25日 3月 25
日回复

3月22日邮寄，
王立签收

宁夏回族自治
区司法厅

500294137301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长城东
路 339号 0951-4113470

3月 24日 未回复 3月18日发出，
施建宁签收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司法厅

560245036783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泉街
26号　0991-2356118

3月 20日 5月 29
日回复

3月18日邮寄

天津市司法局 560245036782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北道 52号
022-23082541

3月 21日 4月 7日、
28日回
复

3月18日邮寄

河南省司法厅 560245036784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经四路 8
号　0371-65909600

3月 21日 未回复 3月18日邮寄

北京市司法局 560245036781 北京市西城区后广平大胡同 39
号　010-58575684

3月 21日 未回复 3月18日邮寄

辽宁省司法厅 500294137302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
38号甲 024-31966029

3月 20日 未回复 3月18日邮寄，
袁忠国签收

河北省司法厅 500294137332 湖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城角街
611号　0311-83034886

3月 25日 4月 7日
回复

3月22日邮寄

福建省司法厅 500294137327 福建省福州鼓楼区西门井边亭
11号 0591-87716791

3月 25日 未回复 3月22日邮寄

江西省司法厅 500294137307 江西省南昌市省政府大院南一
路 8号 0791-86269923

3月 24日 未回复 3月22日邮寄

山东省司法厅 500294137333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5743号
0531-82923119

3月 24日 未回复 3月22日邮寄

广东省司法厅 500294137314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政民路 5
号 020-86350257

3月 24日 4月 12
日、26
日回复

3月22日邮寄

陕西省司法厅 500294137330 陕西省西安市青年路 111号上
园饭店 2楼　029-8729056

3月 24日 未回复 3月22日邮寄



西藏自治区司
法厅

500294137312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慈松塘中路 8
号 0891-6285739 0891-6285394

3月 26日 未回复 3月22日邮寄

云南省司法厅 500294137311 云南省昆明市西昌路 26号　
0871-64189083

邮件被退
回

4月19
日回复

3月22日邮寄,
同时我们通过网
络向云南省司法
厅递交申请被受
理

山西省司法厅 500294137328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狄村北街
11号 0351-2681018 0351-
2681187

3月 24日 4月 14
日回复

3月22日邮寄

湖北省司法厅 500294137308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侧路 22号
027-87238535

3月 24日 4月 8日
回复

3月22日邮寄

湖南省司法厅 500294137309 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北路 5号
0731-84586412

3月 25日 4月 14
日回复

3月22日邮寄

海南省司法厅 500294137313 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9号
0898-65203043 65203044

3月 25日 未回复 3月22日邮寄

上海市司法厅 500294137304 上海市小木桥路 470号 021-
53899700

3月 24日 4月 12
日

3月 22日邮寄

贵州省司法厅 500294137310 贵州省贵阳市都司路 188号　
0851-85831008-7061

3月 24日 未回复 3月22日邮寄

广西壮族自治
区司法厅

500294137331 广西省南宁市星湖路北二里 1
号 0771-5849138

3月 24日 未回复 3月22日邮寄

江苏省司法厅 500294137305 江苏省南京市北京西路 28号
025-83591055

3月 25日 4月 12
日回复

3月22日邮寄

浙江省司法厅 500294137306 浙江省杭州市省府路 11号 
0576-80756491

3月 28日 4月 14
日回复

3月22日邮寄

重庆市司法局 500294137334 重庆市渝北区龙踏街道黄龙路 4
号 023-67086186

3月 24日 4月 15
日回复

3月22日邮寄

四川省司法厅 500294137329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上翔街 24
号　028-86747732

3月 25日 4月 6日
回复

3月22日邮寄

黑龙江司法厅 网络申请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大
街 433号，传真：0451-
82297080

3月 31日 4月 21
日回复

3月31日通过黑
龙江政府信息公
开目录管理系统
申请　
http://www.hlj
.gov.cn/gkml/y
sq.html　

内蒙古自治区
司法厅

网络申请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南路 15
号　

未回复 http://www.nmg
sft.gov.cn/web
app/ysqgk/appl
yOpen.html

甘肃省司法厅 网络申请 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统办1
号楼 12楼，联系电话：0931-
8844062

未回复 http://www.gss
f.gov.cn/zwgk/

安徽省司法厅 网络申请 安徽省合肥市清溪路 100号, 
联系电话：0551-
65982318、0551-65982270

未回复 http://36.7.10
9.3:8080/web/a
pplyml.aspx?
t=1　

青海省司法厅 不能申请 http://www.qhsf.gov.cn/ 未回复 青海省司法厅网
站上在信息公开
栏目中没有依申



请公开信息，故
无法通过书面或
者网络递交申请

  

申请单位 邮寄单号（圆
通快递）

邮寄地址以及联系电话 签收时间 答复时
间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安部

500294137303 北京市东长安街 14号　010-
66262550

3月 22日 未回复 3月18日邮寄

海南省公安厅 500294137762 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9号　
0898-65203008

4月 1日 未回复 3月30日邮寄

辽宁省公安厅 500294137319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北陵路 45-
9号　024-86893881

拒收 未回复 3月30日邮寄，
4月7日被退回

广东省公安厅 500294137763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黄华路 97
号　020-83111873

4月 1日 4月 6日、
21日、5
月5日回
复

3月30日邮寄

湖南省公安厅 500294137759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 110
号 0731-84597746 84590600

拒收 未回复 3月30日邮寄，
4月7日被退回

上海市公安局 500294137316 上海市建国中路 30号 021-
22023049

4月 1日 3月 29
日回复

3月30日邮寄，
同时我们在3月
29日也通过网络
递交申请

内蒙古自治区
公安厅

500294137767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
尔大街 15号 0471-6557869

4月 1日 4月 25
日回复

3月30日邮寄

青海省公安厅 500294137755 青海省西宁市八一中路 50号 
0971-8293290

4月 5日 未回复 3月30日邮寄

河北省公安厅 500294137320 河北省石家庄市槐安西路 276
号　0311-66990399

4月 6日 未回复 3月30日邮寄

广西壮族自治
区公安厅

500294137757
500294137756

广西省南宁市新民路 34号　
0771-2892602 广西南宁市怡宾
路 6号　0771-5595382

拒收
4月 1日

4月 21
日回复

3月30日邮寄，
4月5日被退回,
另外一份已经被
签收

安徽省公安厅 500294137321 安徽省合肥市安庆路 282号　
0551-62801827 62999770

4月 1日 4月 20
日回复

3月30日邮寄

甘肃省公安厅 500294137758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 98
号 0931-8535107

拒收 4月 29
日回复

3月30日邮寄，
4月12日被退回，
同时我们通过网
络向甘肃省公安
厅同时递交申请

天津市公安局 500294137315 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 26号 
022-27205307

拒收 未回复 3月30日邮寄，
4月5日被退回

河南省公安厅 500294137324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 9号 0371-
65881020

拒收 未回复 3月30日邮寄，
4月6日被退回

福建省公安厅 500294137754 福建省福州市华林路 12号 
0591-87094067

4月 5日 5月 11
日回复

3月30日邮寄

江苏省公安厅 500294137751 江苏省南京市扬州路 1号 025-
83524017

4月 1日 4月 20
日、5月
3日回复

3月30日邮寄

北京市公安局 500294137325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西河沿 162 4月 1日 未回复 3月30日邮寄



号　010-65246271

贵州省公安厅 500294137761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宝山北路
82号　0851-85904000

拒收 未回复 3月30日邮寄，
4月11日退回，
随后我们通过网
络向贵州省人民
政府信息公开平
台提出申请

江西省公安厅 500294137764 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 133号 
0791-87288821

拒收 未回复 3月30日邮寄，
4月10日退回

新疆维吾尔族
自治区公安厅

50029413776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黄河路 58号 0991-5587131-4

拒收 未回复 3月30日邮寄，
4月13日退回

山东省公安厅 500294137322 山东省济南市经二路 185号　
0531-85123069

4月 2日 4月 22
日回复

3月30日邮寄

重庆市公安厅 500294137317 重庆市渝北区黄泥旁黄龙路 555
号 023-63960281

4月 10日 4月 20
日回复

3月30日邮寄

浙江省公安厅 500294137323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民生路 66
号　0571-87286927

4月 1日 4月 19
日回复

3月30日邮寄

湖北省公安厅 500294137752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洪山区雄楚
大街 181号 027-67122038

拒收 4月 12
日回复

3月30日邮寄，
4月6日被退回，
同时我们在3月
29日通过网络递
交的申请被受理

吉林省公安厅 500294137318 吉林省长春市新发路 801号 
0431-82098251 82752761

4月 5日 5月 3日
回复

3月30日邮寄

西藏自治区公
安厅

500294137765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林廓
东路 26号　0891-6311048 
6311049

4月 1日 4月 15
日回复

3月30日邮寄

云南省公安厅 500294137760 云南省昆明市广福路 656号 
0871-63052693

4月 1日 4月 27
日回复

3月30日邮寄

四川省公安厅 500294137753 四川省成都市金盾路 9号　
028-86301176

3月 31日 未回复 3月30日邮寄

宁夏回族自治
区公安厅

网络申请 http://www.nx.gov.cn/ysqgkf
orm.htm 

4月 20
日回复

3月29日

黑龙江省公安
厅

网络申请 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 145号，
0451-82690102

4月 13
日回复

http://www.hlj
.gov.cn/gkml/y
sq.html　

陕西省公安厅 网络申请 西安市凤城二路 19号，联系电
话：029-86165826 

未回复 http://124.115
.170.167/gips/
ysqgk.jsp　

山西省公安厅 无法邮寄 http://www.shanxiga.gov.cn/
site/public/showinfo.aspx?
id=79　

未回复 山西省公安厅在
信息公开栏目中
没有给出邮寄地
址，故无法邮寄

                

八、有关 31省/直辖市/自治区羁押场所执法人员人权教育培训情况分析

省份\直辖市\自治区 司法厅／司法局 公安厅／公安局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司法部未回复 公安部未回复

http://www.nx.gov.cn/ysqgkform.htm
http://www.nx.gov.cn/ysqgkform.htm


北京市 未回复 未回复

上海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
项的规定，答复如下：经审查，
您要求获取的信息因本机关未制
作，该信息不存在

经审查，您提出的申请内容不明
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
（四）项、《上海市政府信息公
开规定》第二十三条第（八）项
的规定，请您在2016年 4月 8
日前补正申请，明确您所需要政
府的内容，包括能够据以指向特
定政府信息的文件名称、文号或
者其他特征描述，邮寄至上海市
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地
址：建国中路 30号；邮编：
200025）.逾期未补正的，视为
放弃申请

重庆市 你申请公开的监狱戒毒场所执法
人员人权教育培训情况、监狱、
戒毒场所医务人员人权教育培训
情况以及监狱戒毒场所执法人员
人权教育培训是否符合国际人权
标准三方面内容，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九条、第十条的规定，不属于我
局应主动公开的范围。同时，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开条
例》第十三条规定，依公民申请
公开的政府信息应与申请人生产、
生活、科研有直接利害关系。而
根据你提出的个人信息，你所申
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与你生产、生
活、科研无直接利害关系。因此，
你申请公开的信息内容不属于我
局政府信息公开范畴

 我局于 2016 年 4 月 12日受理
你申请公开“有关执法人员的教
育与培训情况”的政府信息申请。
现告知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
“政府信息是指政府机关在履行
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
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以
及《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做好政府
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10】5号）第二条
“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
获取的内部信息以及处于讨论、
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
一般不属于《条例》所指应公开
的政府信息”之规定，你申请的
信息作为内部管理信息，不属于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指应公
开的政府信息

天津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经
本单位审查，你所提出的申请不
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不予
公开

未回复

黑龙江省 你通过“黑龙江省政府信息公开
目录管理系统”向本机关提交的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本机关于2016
年 3月 31日收悉。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机
关于2016年 4月 21日向你邮寄
送达了《延期答复通知书》。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有关规定，
答复如下：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
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
号）第二条规定，你所申请公开
的3项信息属于本机关的内部管
理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指应公
开的政府信息

您好！你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我
办已经收到。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
你所申请公开的内容并不属于
“政府信息”，应当不予公开。
但是，我办考虑到服务你的科研
用途，特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对你
提出的三个问题进行了答复，具
体内容如下：一、我厅未在海南
设立看守所、拘留所。二、我厅
正在按照公安部和国家卫计委统
一部署，扎实推进公安监管场所
医疗卫生专业化，实行医疗机构
进驻监管场所监管医院、医疗监
区，或在当地医院设置具有安全
防护措施的监管病房。针对公安
监管场所医护人员的培训均有当
地卫生部门统一组织。三、公安

申请者在
向黑龙江
申请拘留
所内的执
法人员接
受人权培
训情况是
误写成
“黑龙江
省公安厅
在海南省
全省的拘
留所内针
对执法干
警进行人
权教育与
培训的情
况”，因



机关人民警察，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公 安
机关人民警察训练条令》和《公
安民警训练大纲（试行）》开展
训练工作。上述法律法规均对人
民警察的职权、义务、纪律和法
律责任做了明确规定。在公安部
制 定的《公安民警训练大纲
（试行）》中的“形势任务和公
安工作”板块中，明确规定了
“宪法和依法治国”、“法律法
规基础知识”的学习内容，我们
在各级各类培 训中均开展了维
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
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
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等
法律法规和执法理念培训工作

此黑龙江
省公安厅
在回复中
第一点回
复到“我
厅未在海
南设立看
守所、拘
留所”，
在此致歉

吉林省  我厅于2016年 3月 25日收到您
关于公开吉林省司法厅在落实国
家人权行动计划中针对公职人员
进行人权教育与培训的具体措施
的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
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
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您
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用途不符合
上述规定

您提出的第一项属于需要加工、
整理、汇总的信息，第2、3项
申请属于情况咨询，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
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有
关规定，这 3项申请均不属于政
府信息范围

辽宁省 未回复 未回复

河北省 你的信件，我厅已于2016年 3
月 25日收悉。经研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第二条、《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工作意
见》（国办发[2010]5号）第一
条及有关规定，你所申请的信息
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未回复

内蒙古自治区 未回复 我厅于 2016 年 4 月 1日收到您
关于公开“内蒙古公安厅针对拘
留所、看守所等羁押场所有关人
权教育培训的相关情况”的申请。
近年来，按照自治区副主席、公
安厅长马明对公安机关民警培训
工作的总要求，在公安厅组织的
全局性、专项性培训中，始终将
“执法规范化建设”、“和谐警
民关系建设”、“依法规范使用
武器警械训练”等作为人权保障
的重要内容渗透到相关教学体系
中。对全区看守所、拘留所进行
了多次培训，培训科目是指看守
所、拘留所，依法管理、文明管
理、人性化管理和切实依法保障
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等，但培训内



容涉及警务秘密，根据《内蒙古
公安机关警务公开工作暂行规
范》第二章第九条规定，作出对
您申请的信息不予公开的决定

山西省 我厅于2016年 3月 24日收到你
通过快递方式发来的信息公开申
请，经我厅研究，你所申请的信
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我
厅决定不予公开

未回复

山东省 未回复 山东省公安机关高度重视人权保
护工作，在执法过程和内部教育
培训中，我们既注重保护人权的
实体性权利，又注重保护人权的
程序性权利；既注重保护被害人
和其他相关人的权利，又注重保
护违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
利。对执法执勤民警的教育培训，
属于公安机关实施内部管理的重
要措施，您申请公开的 3项内容，
均不属于《中华人民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第 2条和《山东省政府
信息公开办法》第 2条所指应公
开的政府信息。您如对本告知书
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
起 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河南省 未回复

安徽省 未回复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发布以来，
我省公安机关将人权知识相关内
容纳入各类培训，对看守所、拘
留所的执法人员进行培训，增强
执法人员的法治和人权意识。同
时，持续加强对民警的执法规范
化教育，《刑法》、《诉讼法》、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
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
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都是必训内容，也都相应体
现了保护人权的精神和要求。再
次，通过举办安徽公安大讲堂等
形式，邀请相关专家、学者授课，
将我国加入的有关人权保护国际
条约精神结合当前公安执法实际，
进行培训解读。 您提出的信息
公开申请有关对执法人员教育培
训的次数、接受培训的总人次等
具体内容，本行政机关需要汇总，
现告知该信息尚不存在

江苏省 你于3月25日向我厅提出的信
息公开申请收悉，现就你提出的
信息公开事项答复如下：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
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
见》的有关规定，依申请公开信
息“不承担为申请人汇总、加工
或重新制作政府信息，以及向其

您向江苏省公安厅申请公开“针
对拘留所、看守所等羁押场所执
法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情况等
3条信息”收悉，现答复如下：
关于您第 1条的申请内容，属于
需要加工、整理、汇总的信息，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
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



他行政机关和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搜集信息的义务”。你所
提出的我系统羁押场所执法人员
有关人权教育培训次数、总人次、
教材、师资等事项的申请，不属
于依申请公开事项。我厅高度重
视对执法人员的人权教育培训工
作，每年开展多种形式的公正文
明执法宣传教育，其中公正文明
执法、人权保护等有关法律法规
是监狱戒毒人民警察培训的总要
内容。通过职业轮训、任职培训、
新录用人民警察岗前培训、警衔
晋升培训等常态性载体，不断增
强广大民警严格执法的意识和能
力，切实维护被监管人的合法权
益。针对医务人员，除专门业务
知识外，也包含公正文明执法、
人权保护等有关法律法规的培训

（国办发[2010]5 号）中“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精神，行政机关一般不承
担为申请人汇总、加工或重新制
作政府信息，以及向其他行政机
关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搜
集信息的义务”的规定，本机关
无义务提供上述信息内容。关于
您第2条、第3条的申请内容，
经审查，您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
一般咨询，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
范围

浙江省  你申请公开有关人权教育培训
的次数、接受培训的总人次、培
训时的主要参考教材、培训的师
资来源等信息，不属于主动公开
的范围；相关统计数据属于需要
收集、加工的信息，其中对羁押
场所执法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
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等内容，
是需要分析评价的内容，且你的
信息公开申请不能证明以上事项
与你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
要有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规
定、《浙江省政府信息公开暂行
办法》第二十条第五项和第二十
一条第二款等规定，我厅不予提
供相关信息

我厅历来十分重视全省看守所、
拘留所等羁押场所被羁押人员的
人权保障，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
施，指导督促各地羁押场所做好
相关工作。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全
省羁押场所执法人员展开包括被
羁押人权人权保障为主要内容之
一的业务教育培训。自2009年
以来，我厅依托浙江警察学院和
各地市公安局警校建立了较为完
善的分层教育培训体系，每年对
新调入执法人员和羁押场所领导
进行一次培训，每年组织执法人
员参加公安部举办的执法管理及
医疗培训班，还不定期组织业务
骨干培训班等。此外，还承办了
由公安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办事处联合主办的刑事羁押
人员人权保护和培训国际研讨会，
接受国际红十字会官员赴我省羁
押场所参观考察，与美国多个大
学法学教授座谈讨论羁押人员人
权保障等。据初步统计，接受培
训的总人次达 6000人左右。培
训时主要参考教材除公安部编印
的监所业务用书外，还包括国内
一些法学专家编著的司法人权保
障教材以及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
办事处编印的专业培训丛书《人
权与执法》、《人权与监狱》等，
培训师资除公安部监所管理局、
浙江省厅监管总队和浙江省检察
院监所检察处的官员外，还邀请
了多名国内知名法学专家如中国
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和陈卫教授、
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中国政法
大学顾永忠教授、浙江大学高艳
东副教授以及浙江职业学院郭明
教授等参与授课



福建省 未回复 对于你提出关于“福建省公安厅
关于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针
对公职人员进行人权教育的具体
措施”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我
厅经过认真审核，现予以答复如
下：经审查，你申请公开的内容
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其中
你申请的“自从《国家人权行动
计划2009-2010》发布以来，福
建省公安厅在福建省针对拘留所、
看守所等羁押场所执法人员进行
人权教育培训的情况？请提供这
些针对执法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
训的次数、接受培训的总人次、
培训时的主要参考教材、培训的
师资来源？”属于需要加工、整
理、汇总的信息。你所申请的
“2. 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所制订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国家人权行动
计划2012-2015》有关针对公职
人员进行人权教育与培训中，福
建省公安厅是否对拘留中心、看
守所等被羁押场所的医务人员
（包括法医）提供人权培训？3.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签
署和加入包括联合国《禁止酷刑
公约》在内多个国际人权公约。
请问福建省公安厅在对警察进行
人权培训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即在培训中是否将联合国《禁止
酷刑公约》、《伊斯坦布尔协定
书》、《执法人员行为守则》、
《联合国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
准规则》、《人权与执法：警察
人权培训参考材料》、《警察人
权标准与实践：警察袖珍手册增
订本》、《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
火器的基本原则》、《国际人权
标准与执法：警察使用的人权袖
珍手册》、《联合国保护被剥夺
自由少年规则》、《囚犯待遇最
低限度标准规则》等联合国国际
人权公约或文书作为培训的参考
教材？””属于情况咨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
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
见》有关规定，上述三项申请事
项均不属于政府信息范围

湖南省 我厅于2016年 3月 28日收到你
邮寄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现回
复如下：湖南省司法厅贯彻落实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
2010》、《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12-2015》,将国际人权公约等
人权理念和原则要求融入先后组
织编写的《监所民警工作实务》、
《民警岗位资格认证资料汇编》、

未回复



《湖南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民警
应知应会学习读本》  等培训教
材，分级实施全员岗位培训。在
依托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等培
训机构开展的警察培训中，各个
培训班次均安排“人权理念与监
所警察执法”、“监狱法”等相
关课程，对包括监所医务人员在
内的执法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
形成了常态。你所申请的具体信
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我厅决定不予公开

湖北省  我厅与3月23日收到你提出的
关于“湖北省司法厅在湖北省针
对监狱、戒毒所等羁押场所执法
人员、医务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
训的情况”信息公开申请。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第二条、第二十一条第
（三）项规定及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
工作的意见》，现回复如下：我
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未制作、
保存监狱、戒毒场所执法人员、
医务人员人权教育培训情况，你
所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

经审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意
见》（国办发【2010】5 号）第
二条的规定，你申请公开的信息
是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的内部
管理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指应
公开的政府信息。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二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本
机关决定不予公开。如对本答复
有异议，可依法在收到本答复书
之日起，60日内向湖北省人民
政府或公安部申请行政复议，或
爱 6个月内向武汉市洪山区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 未回复 本机关于2016年 4月 13日受理
了你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2016年第3号）。经查，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你申请
获取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范
围

广西壮族自治区 未回复 经审查，你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
不属于公开的范畴，理由是：一、
你提出的第 1项申请属于需要加
工、汇总的信息，依据《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
公开工作意见》（国办发[2010]
５号）的有关规定，行政机关一
般不承担为申请人汇总、加工或
重新制作政府信息，以及向其他
行政机关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搜集信息的义务。二、你提
出的第2、3项申请属于咨询，
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
信息范围

广东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第二条、第十三条等
相关规定，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中，行政机关依法公开本机关在
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
以一定形式记录或者保存、现实
存在的正式信息，不承担为申请

我办于2016年 4月 1日收到您
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2016018号）。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我办应当
在2016年 4月 21日前作出答复，
现因故无法按期答复，经我办负



人另行汇总、加工或者重新制作
政府信息以及向其他行政机关和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搜集信
息义务；同时，不通过政府信息
公开渠道，受理不属于政府信息
公开业务的咨询答疑、投诉、信
访等事项，以及作出不属于政府
信息公开业务范围的其他行政行
为。另外，申请人向行政机关申
请获取政府信息的，需要提供系
根据申请人自身生产、生活、科
研等特殊需要的合理说明

责人同意，将延期至 2016年 5
月 12日前作出答复。5月5日回
复：我办于2016年 4月 1日收
到您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2016018号）。经审核，您申
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
条所指的政府信息

海南省 未回复 你向我厅申请公开我省执法民警
人权培训等事宜，经审核符合依
申请公开的基本条件，我厅现回
复如下：我省公安机关开展公安
民警教育训练工作主要依据为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训练条令》
（以下简称《条令》）。《条
令》第三章明确规定公安民警训
练任务主要有入警训练、晋升训
练、专业训练、发展训练。其中，
入警训练是对新录用、调入的人
员进行的训练，其内容主要包括
理想信念教育、警察职业养成教
育、基础公安理论、基础法律法
规、基础公安业务和基础警务实
战技能等，重点培育人民警察核
心价值观和基本职业素养，提高
适应公安工作能力。经对申请公
开的信息进行内容审核，你提出
的第1项申请属于需要加工、整
理、汇总的信息，提出的第
2、3项申请属于情况咨询，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
意见》的有关规定，上述三项申
请事项均不属于政府信息范围

贵州省 未回复 你通过贵州省人民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提出“向贵州省公安厅申请
公开有关人权教育纳入公务员培
训相关信息”的申请收悉。根据
申请描述，请向贵州省公安厅申
请或咨询。贵州省公安厅网址：
http://www.gzga.gov.cn ,电话：
（0851）85904562, 地址：贵州
省贵阳市云区宝山北路 82号，
邮政编号：550001

云南省 我厅于3月31日收到你通过电
子邮件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经我厅研究，你所申请的信息不
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我厅
决定不予公开

公安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执法权，
其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公民人身安
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不受侵
犯，公安机关行使执法权越有效，
对人权保障就越充分。为了通过
依法履行职责达到有效保障人权，
近年来，我省公安机关不断完善
执法制度建设，先后制定《云南
省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工作规

http://www.gzga.gov.cn/


范》、《云南省公安机关办理刑
事案件证据标准》、《云南省公
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工作规范》、
《云南省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
证据标准》等执法制定；大力提
升执法主体素质，将宪法等法律
列入党委中心组学习内容，建立
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组织执
法资格等级考试，建立执法岗位
资格准入制度；通过以案释法、
旁听庭审、出庭作证等多种形式
开展执法培训，强化民警规范执
法意识，加强执法监督管理，强
力推行执法公开，全面开展执法
办案场所改造建设和同步录音录
像工作， 依法保障公民权益。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
2010》发布后，我省按照公安部
要求，将保障被监管人员的基本
人权纳入重点工作，加强监所基
础建设、被监管人员给养与医疗
卫生保障、被监管人员心理健康
辅导与法律援助、执法管理人员
教育培训等工作，并积极开展
“阳光监所”建设，全面实行监
所向社会开放。2009至 2015年，
仅省公安厅就组织监管民警培训
班 25期 612人次。为了给被监
管人员提供及时、全面的医疗保
障，我省公安局场所采取了在所
设立医疗机构、引进社会医疗机
构在所设立门诊部、卫生所等多
种方式，由具备执业资质的医务
人员提供医疗保障。同时，与医
院建立被监管人员医疗“绿色通
道”，让突发疾病的被监管人员
等够得到紧急救治。这些医务人
员均参加过医院组织的业务培训，
其中人权教育也必不可少

四川省 我厅于2016年 3月 25日收到你
通过快递方式发来的信息公开申
请，经我厅研究，你所申请的信
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我厅决定不予公开

未回复

西藏自治区 未回复 经审查，您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属
不予公开的范围，我们无权向您
提供相关信息，敬请谅解

宁夏回族自治区 未回复 我国新刑诉法确立了刑事侦查领
域人权保护的基本原则，公安机
关是侦查机关，刑事侦查过程中
必然要通过一些限制、剥夺侦查
对象部分权利的方法，以查明犯
罪事 实。由于刑事侦查的特殊
性，刑事侦查活动和刑事强制措
施密不可分，刑事侦查必然会约
束和限制侦查对象一定的人权，
从某种程度上讲刑事侦查与人权



保护的冲突 是客观存在的。新
法实施的环境下如何落实人权保
护司法原则就成为了刑事侦查部
门面临的重要课题。宁夏公安厅
警察训练总队是对全区公安民警
进行法制教育，培 养民警法律
意识的主阵地。随着我国法治建
设和各项事业的不断深入，特别
《刑事诉讼法》修订实施后，警
察训练总队根据公安部政治部
《公安民警训练大纲》规定 的
训练内容，依托法律课程教学，
对公安民警进行人权教育。先后
在警衔晋升培训班、能 力素质
提升班开设《新刑事诉讼法的理
论与实践问题》、《律师介入刑
事诉讼的相关问题》、《人民警
察使用武器警械条例的解读与应
用》《刑事证据若干问题》、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
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
程序规定》等专题，由总队教官
韩佐安主讲。邀请同时，将上述
专题名录在公安网公布，根据基
层公 安机关需求，安排教官下
基层授课。专题授课，未使用教
材。邀请知名律师在警衔班讲授
《律师看公安工作》、《律师看
侦查证据》、在新警班开设《刑
事诉讼法》 课程，由总队教官
钱晓红主讲，使用公安部统编教
材。邀请检察院反渎干警讲授
《常见公安民警被追究刑事责任
的几种渎职侵权案件》专题，从
源头上最大限度地预 防刑讯逼
供现象

甘肃省 未回复 您好！您于2016年 4月 12日通
过网络向我厅提交的《关于落实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针对执法人
员的人权培训与教育情况信息公
开申请》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提出的事项第1项属于需加
工、整理、汇总的信息，第
2、3项属于情况咨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492号）及《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
作的意见》( 国办发[2010]5
号）的有关规定，上述事项均不
属于政府信息范围

青海省 未回复 未回复

陕西省 未回复 未回复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2009年 4月《国家人权行动计
划2009-2010》和2012年 6月

未回复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
2015》发布以来，新疆司法厅和
新疆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高
度重视，认真组织全体干部、民
警学习传达落实，并针对监狱、
戒毒场所执法民警举办专题教育
培训，效果良好。近年来，全区
监狱、戒毒场所未发声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及国际公约的执法事
件（详细内容件附件一）

九、有关 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公安厅对我们信息公开申请回复的比较分析

１.在向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司法厅递交的关于针对羁押场所执法人员人权教育与培训情况的回复情
况中，1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司法厅未就我们递交的有关人权教育与培训的申请情况作出答复，这些省
份包括：陕西省司法厅、青海省司法厅、安徽省司法厅、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西藏自治区司法厅、
湖北省司法厅、贵州省司法厅、海南省司法厅、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江西省司法厅、福建省司法厅、
河南省司法厅、山东省司法厅、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辽宁省司法厅、北京市司法局，未回复率占
51.61%。另外青海省司法厅因为官方网站未能提供依申请公开的联系方式，公开信暂时没有成功送达。

2.在 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司法厅的回复中，除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在回复中详细公开了针对羁
押场所执法人员培训的情况，包括培执法人员培训的次数、培训内容、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培训的
师资来源等信息外。江苏省司法厅在回复中称其高度重视对执法人员的人权教育培训工作，每年开展多
种形式的公正文明执法宣传教育，其中公正文明执法、人权保护等有关法律法规是监狱戒毒人民警察培
训的总要内容。其它13个省市/司法厅在回复的信息中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的某些
条款给予回绝，理由包括：申请人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的，需要提供系根据申请人自身生产、
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的合理说明（广东、浙江）； 不承担为申请人另行汇总、加工或者重新制作政府
信息以及向其他行政机关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搜集信息义务（广东、江苏）； 不通过政府信息公
开渠道，受理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业务的咨询答疑、投诉、信访等事项，以及作出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
业务范围的其他行政行为（广东）；申请公开的信息未制作、包括或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存在（湖北、上
海）；所申请的具体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四川、云南、湖南、山西、河北、黑龙江、天津、
重庆）；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用途不符合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吉林），即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
公开条例》中条款对我们的信息公开申请进行驳回的比例占 41.93%。

3.在向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公安厅递交的关于羁押场所执法人员接受人权教育与培训情况的信息公开
回复中，1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公安厅未能就我们递交的有关人权教育与培训的信息公开作出答复，这
些省份包括：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公安厅、陕西省公安厅、青海省公安厅、四川省公安厅、湖南省公安
厅、山西省公安厅、河北省公安厅、辽宁省公安厅、天津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未回复率占
32.25%。另外山西省公安厅因为官方网站未能提供有关依公开申请的联系方式，公开信暂时没有成功送
达。

4. 在 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公安厅的回复中，有20个公安厅/公安局对我们的信息公开进行了回复，回
复比率占 64.51%。除了浙江省公安厅、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云南省公安厅3省公安厅对我们的信息
公开申请提供相对详细的信息外，其它1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公安厅在回复中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
息公开条例》的某些条款给予回绝，理由包括：属于需加工、整理、汇总的信息，不予公开（甘肃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苏省、福建省、吉林省）；属于情况咨询，不属于公开范围（甘肃省、海南省、广
西壮族自治区、江苏省、福建省、吉林省）；不属于公开范围，但是没有解释原因（广东省、江西省、
西藏自治区、山东省）；申请公开的信息是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的内部管理信息（或涉及警务秘密），
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湖北省、内蒙古自治区、重庆
市）；申请信息不存在（安徽省）；申请内容不明确，需要补正申请，明确所需要政府的内容，包括能
够据以指向特定政府信息的文件名称、文号或者其他特征描述（上海市），即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
息公开条例》中条款对我们的信息公开申请进行驳回的比例占 54.83%。安徽省公安厅、黑龙江省公安厅、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海南省公安厅这 4个省的公安厅虽然强调申请内容“不属于公开范围”，但在回
复中还是简单涉及了有关针对执法人员人权教育与培训情况。

十、部分省司法厅及公安厅根据信息公开提供的针对执法人员人权培训的具体信息

1.在司法厅、公安厅针对羁押场所（包括拘留所、戒毒所、监狱）执法人员的人权教育与培训中，湖南
省司法厅称贯彻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将国际人权



公约等人权理念和原则要求融入先后组织编写的《监所民警工作实务》、《民警岗位资格认证资料汇
编》、《湖南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民警应知应会学习读本》  等培训教材，分级实施全员岗位培训。在
依托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等培训机构开展的警察培训中，各个培训班次均安排“人权理念与监所警察
执法”、“监狱法”等相关课程，对包括监所医务人员在内的执法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形成了常态。
但是湖南省司法厅未能提供接受培训执法人员的受众人数、培训次数；培训中的内容是否符合国际人权
标准中对执法人员的要求；羁押场所的医务人员是否被纳入培训的范畴等内容。

2.在司法厅、公安厅针对羁押场所（包括拘留所、戒毒所、监狱）执法人员的人权教育与培训中，江苏
司法厅称高度重视对执法人员的人权教育培训工作，每年开展多种形式的公正文明执法宣传教育，其中
公正文明执法、人权保护等有关法律法规是监狱戒毒人民警察培训的总要内容。通过职业轮训、任职培
训、新录用人民警察岗前培训、警衔晋升培训等常态性载体，不断增强广大民警严格执法的意识和能力，
切实维护被监管人的合法权益。针对医务人员，除专门业务知识外，也包含公正文明执法、人权保护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培训。但是江苏省司法厅未能提供接受培训执法人员的受众人数、培训次数、培训的主
要师资和参考教材；培训中的内容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中对执法人员的要求；羁押场所的医务人员是
否被纳入培训的范畴等内容。

3. 在司法厅、公安厅针对羁押场所（包括拘留所、戒毒所、监狱）执法人员的人权教育与培训中，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称 2009年 4月《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和2012年 6月《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12-2015》发布以来，新疆司法厅和新疆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全体干部、民警
学习传达落实，并针对监狱、戒毒场所执法民警举办专题教育培训，效果良好。近年来，全区监狱、戒
毒场所未发声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国际公约的执法事件。一是注重学习培训方式。紧密结合实际，采
取党委中心组织学习、支部学习、视频讲座及专题培训学习等方式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据统计，累计开
展涉及人权教育培训 26 期，受训民警（含监所医务人员）达 10000余人次。二是注重学习培训内容。
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导言部分、第一、二、三、四部分进行了重点学习。同时，把《国
际人权公约》、《禁止酷刑公约》、《中国人权事业进展》（人民出版社）系列白皮书、《监狱法》、
《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纳入各项
执法业务培训课程中。三是注重利用社会师资力量。为增强培训效果，主动邀请新疆社会科学院、自
治区党校、新疆大学教授、专家学者，为民警讲授有关人权方面的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四是注重
《计划》的落实。为使《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切实落实到工作实践中，依据《禁止酷刑公约》、《执法
人员行为守则》等国际人权公约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印发了《监狱（戒
毒）民警执法几率要求》、《监狱工作标准化导则》、《新疆监狱管理局推进依法治监实施意见》等十
几个涉及保障被羁押人员人权的规章制度。

4.在司法厅、公安厅针对羁押场所（包括拘留所、戒毒所、监狱）执法人员的人权教育与培训中，安徽
省公安厅称自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发布以来，安徽省公安机关将人权知识相关内容纳入各类培训，
对看守所、拘留所的执法人员进行培训，增强执法人员的法治和人权意识。同时，持续加强对民警的执
法规范化教育，《刑法》、《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
件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都是必训内容，也都相应体现了保护人权的精神和要求。再次，
安徽省公安厅通过举办安徽公安大讲堂等形式，邀请相关专家、学者授课，将我国加入的有关人权保护
国际条约精神结合当前公安执法实际，进行培训解读。但是安徽省公安厅未能提供接受培训执法人员的
受众人数、培训次数、培训的主要师资；培训中的内容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中对执法人员的要求；羁
押场所的医务人员是否被纳入培训的范畴等内容。

5.在司法厅、公安厅针对羁押场所（包括拘留所、戒毒所、监狱）执法人员的人权教育与培训中，浙江
省公安厅称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发布以来，浙江省公安厅在省内针对拘留所、看守所等羁
押场所执法人员进行的人权教育培训等情况：浙江省公安厅历来十分重视全省看守所、拘留所等羁押场
所被羁押人员的人权保障，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指导督促各地羁押场所做好相关工作。同时也十分
重视对全省羁押场所执法人员展开包括被羁押人权人权保障为主要内容之一的业务教育培训。自2009年
以来，浙江省公安厅依托浙江警察学院和各地市公安局警校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分层教育培训体系，每年
对新调入执法人员和羁押场所领导进行一次培训，每年组织执法人员参加公安部举办的执法管理及医疗
培训班，还不定期组织业务骨干培训班等。此外，还承办了由公安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联合主办的刑事羁押人员人权保护和培训国际研讨会，接受国际红十字会官员赴我省羁押场所参观考察，
与美国多个大学法学教授座谈讨论羁押人员人权保障等。据初步统计，接受培训的总人次达 6000 人左
右。培训时主要参考教材除公安部编印的监所业务用书外，还包括国内一些法学专家编著的司法人权保
障教材以及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编印的专业培训丛书《人权与执法》、《人权与监狱》等，培训
师资除公安部监所管理局、浙江省厅监管总队和浙江省检察院监所检察处的官员外，还邀请了多名国
内知名法学专家如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和陈卫教授、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顾永忠
教授、浙江大学高艳东副教授以及浙江职业学院郭明教授等参与授课。

6.在司法厅、公安厅针对羁押场所（包括拘留所、戒毒所、监狱）执法人员的人权教育与培训中，浙江



省公安厅称十分重视全省看守所、拘留所等监管场所被监管人员的医务工作人员提供培训情况：浙江省
公安厅十分重视全省看守所、拘留所等监管场所被监管人员的医疗卫生权利保障，下大力气改善监管场
所的医疗条件，2015年初开始推行医疗专业化，与当地主要医院建立合作机制，有医院在监管场所设门
诊部或卫生所，派驻医务人员开展医疗工作，切实保障被监管人员的生命健康权。对监管场所的医务人
员普遍进行教育培训，内容包括监管人员的基本人权保障等内容。浙江省公安厅称在对警察进行人权培
训符合国际人权标准。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及基本精神，我国政府已签署或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
一经生效后，必须被遵守和适用。因此《禁止酷刑公约》、《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我国政府
确认接受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或文书在培训中我们作为参考教材。

7.在司法厅、公安厅针对羁押场所（包括拘留所、戒毒所、监狱）执法人员的人权教育与培训中，内蒙
古公安厅称按照自治区副主席、公安厅长马明对公安机关民警培训工作的总要求，在公安厅组织的全局
性、专项性培训中，始终将“执法规范化建设”、“和谐警民关系建设”、“依法规范使用武器警械训
练”等作为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渗透到相关教学体系中。对全区看守所、拘留所进行了多次培训，培训
科目是指看守所、拘留所，依法管理、文明管理、人性化管理和切实依法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等，但
培训内容涉及警务秘密，根据《内蒙古公安机关警务公开工作暂行规范》第二章第九条规定，对信息公
开作出不予公开的决定。

8. 在司法厅、公安厅针对羁押场所（包括拘留所、戒毒所、监狱）执法人员的人权教育与培训中，山东
省公安厅称山东公安机关高度重视人权保护工作，在执法过程和内部教育培训中，山东省公安厅既注重
保护人权的实体性权利，又注重保护人权的程序性权利；既注重保护被害人和其他相关人的权利，又注
重保护违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对执法执勤民警的教育培训，属于公安机关实施内部管理的重
要措施，申请所提出公开的3项内容，均不属于《中华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条和《山东省政府信
息公开办法》第2条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因此不予公开。

9. 在司法厅、公安厅针对羁押场所（包括拘留所、戒毒所、监狱）执法人员的人权教育与培训中，宁夏
回族自治区公安厅称“我国新刑诉法确立了刑事侦查领域人权保护的基本原则，公安机关是侦查机关，
刑事侦查过程中必然要通过一些限制、剥夺侦查对象部分权利的方法，以查明犯罪事实。由于刑事侦查
的特殊性，刑事侦查活动和刑事强制措施密不可分，刑事侦查必然会约束和限制侦查对象一定的人权，
从某种程度上讲刑事侦查与人权保护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新法实施的环境下如何落实人权保护司法原
则就成为了刑事侦查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宁夏公安厅警察训练总队是对全区公安民警进行法制教育，
培 养民警法律意识的主阵地。随着我国法治建设和各项事业的不断深入，特别《刑事诉讼法》修订实施
后，警察训练总队根据公安部政治部《公安民警训练大纲》规定 的训练内容，依托法律课程教学，对公
安民警进行人权教育。先后在警衔晋升培训班、能力素质提升班开设《新刑事诉讼法的理论与实践问
题》、《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相关问题》、《人民警察使用武器警械条例的解读与应用》《刑事证据若
干问题》、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等专题，由总队
教官韩佐安主讲。邀请同时，将上述专题名录在公安网公布，根据基层公 安机关需求，安排教官下基层
授课。专题授课，未使用教材。邀请知名律师在警衔班讲授《律师看公安工作》、《律师看侦查证据》、
在新警班开设《刑事诉讼法》 课程，由总队教官钱晓红主讲，使用公安部统编教材。邀请检察院反渎干
警讲授《常见公安民警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几种渎职侵权案件》专题，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地预防刑讯逼供
现象。 ”但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未能提供接受培训执法人员的受众人数、培训次数、培训的主要师
资；培训中的内容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中对执法人员的要求；羁押场所的医务人员是否被纳入培训的
范畴等内容。

10.在司法厅、公安厅针对羁押场所（包括拘留所、戒毒所、监狱）执法人员的人权教育与培训中，黑龙
江省公安厅称正在按照公安部和国家卫计委统一部署，扎实推进公安监管场所医疗卫生专业化，实行医
疗机构进驻监管场所监管医院、医疗监区，或在当地医院设置具有安全防护措施的监管病房。针对公安
监管场所医护人员的培训均有当地卫生部门统一组织。黑龙江省公安厅还称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训练条令》和《公安民警训练大纲（试行）》开
展训练工作。上述法律法规均对人民警察的职权、义务、纪律和法律责任做了明确规定。在公安部制 定
的《公安民警训练大纲（试行）》中的“形势任务和公安工作”板块中，明确规定了“宪法和依法治
国”、“法律法规基础知识”的学习内容，黑龙江省公安厅称在各级各类培 训中均开展了维护国家安全，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
法犯罪活动等法律法规和执法理念培训工作。但是黑龙江公安厅在回复中也没有从培训的次数、受众人
数、 培训中的内容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中对执法人员的要求进行答复。

11.在司法厅、公安厅针对羁押场所（包括拘留所、戒毒所、监狱）执法人员的人权教育与培训中，云南
省公安厅称公安机关不断完善执法制度建设，先后制定《云南省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工作规范》、
《云南省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证据标准》、《云南省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工作规范》、《云南省公
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证据标准》等执法制定；大力提升执法主体素质，将宪法等法律列入党委中心组学
习内容，建立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组织执法资格等级考试，建立执法岗位资格准入制度；通过以案



释法、旁听庭审、出庭作证等多种形式开展执法培训，强化民警规范执法意识，加强执法监督管理，强
力推行执法公开，全面开展执法办案场所改造建设和同步录音录像工作， 依法保障公民权益。云南省公
安厅还称《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发布后，云南省公安厅按照公安部要求，将保障被监管人员
的基本人权纳入重点工作，加强监所基础建设、被监管人员给养与医疗卫生保障、被监管人员心理健
康辅导与法律援助、执法管理人员教育培训等工作，并积极开展“阳光监所”建设，全面实行监所向
社会开放。2009至 2015 年，仅云南省公安厅就组织监管民警培训班 25 期 612 人次。为了给被监管人
员提供及时、全面的医疗保障，云南省公安厅称在云南公安局场所采取了在所设立医疗机构、引进社会
医疗机构在所设立门诊部、卫生所等多种方式，由具备执业资质的医务人员提供医疗保障。同时，与医
院建立被监管人员医疗“绿色通道”，让突发疾病的被监管人员等够得到紧急救治。这些医务人员均参
加过医院组织的业务培训，其中人权教育也必不可少。

12.在司法厅、公安厅针对羁押场所（包括拘留所、戒毒所、监狱）执法人员的人权教育与培训中，海南
省公安厅称海南省公安机关开展公安民警教育训练工作主要依据为《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训练条令》（以
下简称《条令》）。《条令》第三章明确规定公安民警训练任务主要有入警训练、晋升训练、专业训练、
发展训练。其中，入警训练是对新录用、调入的人员进行的训练，其内容主要包括理想信念教育、警察
职业养成教育、基础公安理论、基础法律法规、基础公安业务和基础警务实战技能等，重点培育人民警
察核心价值观和基本职业素养，提高适应公安工作能力。但是海南省公安厅在回复中也没有从培训的次
数、受众人数、 培训中的内容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中对执法人员的要求进行答复。

十一、各个司法/公安部门针对羁押场所执法人员接受人权教育与培训信息公开的申请答
复所反映的问题

1.我们申请对象包括司法部、公安部、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司法厅（局）、31个省、直辖市、自治
区公安厅（局），总共向64个执法部门申请了有关在羁押场所针对执法人员的人权教育与培训情况，司
法部、公安部作为撰写中国政府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进行普遍定期审议国家报告的单位，同时也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禁止酷刑委员会递交履约报告的撰写单位之一。司法部、公安部对我们的信息
公开不予回复，省、直辖市、自治区司法厅中有16个省厅没有回复，省、直辖市、自治区公安厅中有12
个省厅没有回复，加上司法部、公安部不回复的总共数据是 30个单位，即未回复的单位达到 46.87%。

2.正如上面的内容比较，在回复的答复函中，除了浙江省公安厅、云南省公安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
法厅在回复中态度认真，提供较为详细的信息外。其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的某些条
款给予回绝的司法厅达 13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的某些条款给予回绝的公安厅达 15
个，即在总的申请和答复中，应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条款进行驳回的单位达到 28个，在
64个被申请单位中占据43.75%。

3.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国
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评估报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中期评估报告、《国家人权行
动计划2012-2015》评估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递交的国家报告（2013）、中华人民
共和国分别在2008、2015年接受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审议间递交的国家报告等提供的对执法人员进行
人权教育与培训的数据比较，各个省司法厅、公安厅所提供的数据和内容难以证实和支持中国人民共和
国发布的国家人权报告中有关推广人权教育的内容，同时也会让人对中国政府在履行国际人权公约中对
执法人员进行人权教育与培训的信息产生质疑。

4.以上反映的信息在去年禁止酷刑委员会对中国政府进行审议中已经出现，我们通过与2015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在接受禁止酷刑委员会审议中国际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信息比较，2015年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
院在递交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平行报告中称，中国政府递交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国家报告内容中，中
国政府列举了在禁止酷刑培训方面开展的实质性方案。遗憾的是中国政府未能提供关于反酷刑的相关
实践行动，尤其针对对待被监禁者、非强制性技术、不驱回义务等信息没有被提及。同时，中国政府
也未能提供为囚犯提供医疗服务的医务人员、法医提供有关酷刑和虐待的培训信息。这显示了相关部
门仍需为潜在酷刑领域的工作人员提供实质性的反酷刑培训与教育。13人权观察组织（HRW）中国政府在
回答禁止酷刑委员会的问题清单中有关“所有拘留所的医务人员已经得到反酷刑的培训”。但是政府
并没有就诸类培训提供更加详细的信息，包括此类培训是否覆盖收集酷刑和被虐待的证据，并符合国
际标准和《伊斯坦布尔议定书》范畴。14

十二、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针对执法人员开展人权教育与培训的建议

13.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向禁止酷刑委员会递交平行报告第3页第2条。
14. HRW, Human Rights Watch Sub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During its
Consideration of the Fifth Periodic Report of the PRC, November, 2015, Page 6-7, Medical 
personnel lack independence(Convention article2,10)



1.我们注意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社会提供中国政府针对羁押场所执法人员提供的信息相比较，
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司法厅/公安厅面对公民或者社会组织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不予回答，或者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的条款进行驳回，甚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中规定被申请部门需要在15日内对申请者给予答复（告知）的规定，我们在此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法部、公安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司法厅和公安厅主动对社会公布针对执法人员的人权培训信息，
同时诸如针对“执法人员开展人权教育与培训的信息”不应该以“内部工作”不予公开，以保障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2.我们注意到，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国家人权行动
计划2012-2015》评估报告中，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牵头，国家立法和司法机关、国务院相关职
能部门以及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组成“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联席会议既作为国家人权
行动计划的发布者，也作为行动计划的执行、监督和评估者，因此我们认为该评估报告缺乏独立的监测
与评估的第三方机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2013年接受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中，尽管中国政府称接
受10个向中国政府就人权教育提出建议国家的建议，但是在履行普遍定期审议的承诺中，我国也缺乏独
立的监测与评估机制。我们在此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考虑泰国、卡塔尔、新西兰、突尼斯在2013年
对中国接受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中关于设立国家级独立的人权机构的建议，即按照《巴黎原则》设立独
立的国家级人权机构，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部门在执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和履行国际公约中进行全面
的监测与评估。15

3.我们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国务院新闻办在2016年 6月 14日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
2015》评估报告16。报告中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8家人权教育和培训基地共举办了 144期人权知识培
训班，对各级党政干部、司法系统干警和媒体从业人员进行人权知识培训；各级行政学院普遍把人权纳
入教学内容，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人权知识教育。我们认为该报告未能向社会公布培训接受培训的受众
群体、总数量、培训的内容是否与国际人权机制相接轨、培训的师资来源等。我们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在未来公布有关针对公职人员展开人权培训的具体信息，包括每年接受培训人数受众群体、总人数、
培训的师资、尤其是否将联合国人权公约纳入培训的内容，包括已经将哪些国际人权公约纳入针对政府
公职人员的培训内容。

4. 我们注意到，在2015年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对中国政府进行审议过程中，部分非政府组织向禁止
酷刑委员会递交的平行报告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最近一期接受酷刑委员会审议的国家报告中，
有关针对执法人员的人权教育情况的回复过于笼统而不具体。我们在此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未来
的递交联合国的履约报告中能够详细阐释以下情况，即每年接受人权教育与培训的公职人员的总人数、
培训的内容是否与联合国人权公约中规定的人权标准符合，如是否在国内针对羁押场所的的执法人员培
训中提供《伊斯坦布尔议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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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联合国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国际人权文书纳入培训的范畴。

5.　我们注意到，2016年 4月 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开展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17，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
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的内容中明确指出，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
干部）、青少年都属于“七五普法”中的重要对象18，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目前签署国际人权公约已
经达到 26个19。我们在此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和地方各级部门在2016-2020年期间的“七五普法”中
针对政府公职人员、青少年也全面推广和培训中国政府目前已经签署并批准的国际人权公约内容，包括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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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权利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核心国
际人权公约。

6. 我们注意到，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评估报告发布后，中央政府将制订第3个国家人权
行动计划《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20。作为一个关注人权教育的非政府组织，我们在此呼吁中华

15. OHCHR:普遍定期审议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报告∗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 A/HRC/25/5,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3/188/54/PDF/G1318854.pdf?OpenElement 
16.　人民网：《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评估报告,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614/c1001-28443785.html 　　
17. 中国普法网: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 
http://www.legalinfo.gov.cn/index/content/2016-04/18/content_6590404.htm?node=74759 
18. 中国普法网：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
划(2016-2020年)》, http://www.legalinfo.gov.cn/index/content/2016-04/18/content_6590404_2.htm 
19.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2013年递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的国家报告附录3
20. 新华网：中国将制定新一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6/14/c_1119040596.htm
http://www.legalinfo.gov.cn/index/content/2016-04/18/content_6590404_2.htm
http://www.legalinfo.gov.cn/index/content/2016-04/18/content_6590404.htm?node=74759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614/c1001-28443785.html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3/188/54/PDF/G1318854.pdf?OpenElement


人民共和国政府能够在接下来第三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将人权教育作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
2020》重要内容，包括继续在中小学、高校推广和开展人权教育；扩大对公职人员的人权教育；提高社
会大众整体的人权意识，建立良好的人权文化环境；对签署和批准的26个国际公约在国内进行推广，并
使国内法律的修订符合这些国际人权公约的标准；落实联合国《世界人权教育方案第三阶段 2015-2019》
中有关人权教育部分，即在《世界人权教育方案第一阶段 2005-2009》推广中小学人权教育，《世界人权
教育方案第二阶段 2010-2014》开展对公职人员进行人权教育与培训的基础上，开展对媒体工作人员的人
权教育培训。

7. 我们注意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最近 3年发布的《2012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
《201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均没有对中国政府在人
权教育的实施进展进行说明21。因此，我们在此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未来发布的人权事业进展白皮
书中对社会披露其在人权教育领域的进展，尤其在针对中小学、高校学生、政府公职人员的人权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鼓励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体对公众进行人权知识的普及情
况。

附件一：司法厅关于羁押场所执法人员信息公开的回复内容原文

天津市司法厅

不予公开告知书（编号：2016-005）

XX同志：

本厅于2016年 3月 21日收到你提出的申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经本单位审查，你所提出的申请不属于政
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不予公开。

特此告知。

                                                   天津市司法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专用章）

                                                                   2016年 4月 28日

重庆市司法局

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

XX：

    你申请公开的监狱戒毒场所执法人员人权教育培训情况、监狱、戒毒场所医务人员人权教育培训情
况以及监狱戒毒场所执法人员人权教育培训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三方面内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不属于我局应主动公开的范围。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依公民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应与申请人生产、生活、科研有直接利
害关系。而根据你提出的个人信息，你所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与你生产、生活、科研无直接利害关系。
因此，你申请公开的信息内容不属于我局政府信息公开范畴。

特此告知

06/14/c_1119040596.htm 　　　　
2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2、2013、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进展白皮书网站地址，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3/Document/1322525/1322525.htm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4/Document/1373162/1373162_2.htm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5/Document/1437147/1437147.htm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5/Document/1437147/1437147.htm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4/Document/1373162/1373162_2.htm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3/Document/1322525/1322525.htm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6/14/c_1119040596.htm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6/14/c_1119040596.htm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6/14/c_1119040596.htm


                                                   重庆市司法局（公章）
                                                       
                                                            2016年 4月 15日

河北省司法厅

关于 XX申请公开有关事项的复函

XX：

    你的信件，我厅已于2016年 3月 25日收悉。经研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二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工作意见》（国办发[2010]5号）第一条及有关规定，你
所申请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特此函告。

                                                     河北省司法厅（公章）
         
                                                       2016年 4月 7日

广东省司法厅 （粤司信息公开[2016]21号）

 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延期答复告知书

XX：

    我厅于2016年 3月 23日收到您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内容如下：“或者其他特征描述：我
们在此向广东省司法厅申请以下相关信息：1.自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发布以来，广东省司
法厅在广东省监狱、戒毒所等羁押场所执法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的情况？请提供这些针对执法人员人
权教育培训的次数、接受培训的总人次、培训时的主要参考教材、培训的师资来源？”2.广东省司法厅
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制订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
2015》中，广东省司法厅是否对被羁押场所的医务人员（包括法医）提供人权培训，如果有，请提供相
关信息？3.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签署和加入包括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在内的多个国际人权
公约，请问广东省司法厅在对羁押场所执法人员进行人权培训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即在培训中是否
将《禁止酷刑公约》、《伊斯坦布尔议定书》、《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联合国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
标准规则》、《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刑事司法系统中儿童问题行动指南》、《联
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囚犯待遇基本原则》等联合国国
际人权公约或文书作为培训的参考教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我厅应当在2016年 4月 14日前
作出答复。根据工作办理情况，我厅需延长答复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滴二
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经我厅政府信息公开机构负责人同意，将延期至 2016年 5月 5日前作出答复。

特此告知

                                                       广东省司法厅（政府信息公开专用章）

                                                               2016年 4月 12日

广东省司法厅（粤司信息公开【2016】31号）

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

XX：



    我厅于2016年 3月 23日收到您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内容如下：“或者其他特征描述：我
们在此向广东省司法厅申请以下相关信息：1.自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发布以来，广东省司
法厅在广东省监狱、戒毒所等羁押场所执法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的情况？请提供这些针对执法人员人
权教育培训的次数、接受培训的总人次、培训时的主要参考教材、培训的师资来源？”2.广东省司法厅
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制订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
2015》中，广东省司法厅是否对被羁押场所的医务人员（包括法医）提供人权培训，如果有，请提供相
关信息？3.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签署和加入包括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在内的多个国际人权
公约，请问广东省司法厅在对羁押场所执法人员进行人权培训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即在培训中是否
将《禁止酷刑公约》、《伊斯坦布尔议定书》、《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联合国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
标准规则》、《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刑事司法系统中儿童问题行动指南》、《联
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囚犯待遇基本原则》等联合国国
际人权公约或文书作为培训的参考教材？”。

    对于您的申请，我厅应当于2016年 4月 14日前作出答复。根据工作办理情况，我厅需延长答复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经我厅政府信息公开机构负责人同
意，已将答复期限延长至 2016年 5月 5日，并已通过《关于信息公开申请延期答复告知书》 粤司信息公
开[2016]21号向您告知。

    经审核，现就您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如下：

    您申请获取的信息事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指的政府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十三条等相关规定，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
行政机关依法公开本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以一定形式记录或者保存、现实存在的正式
信息，不承担为申请人另行汇总、加工或者重新制作政府信息以及向其他行政机关和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搜集信息义务；同时，不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渠道，受理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业务的咨询答疑、投
诉、信访等事项，以及作出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业务范围的其他行政行为。另外，申请人向行政机关申
请获取政府信息的，需要提供系根据申请人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的合理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如果您认为本答复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可以在收
到本答复之内起六十日内向广东省人民政府或司法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答复之内起六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告知。

                                        广东省司法厅（广东省司法厅政府信息公开信息专用章）

                                                           2016年 4月 26日
    
山西省司法厅 

XX： 

    我厅于2016年 3月 24日收到你通过快递方式发来的信息公开申请，经我厅研究，你所申请的信息不
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我厅决定不予公开。   

                                                 
                                                                山西省司法厅（公章）     

                                                                   2016年 4月 14日         
                                                                                           

浙江省司法厅 浙司信[2016]11号 

关于 XX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意见 



XX： 

    你要求公开我厅对监狱、戒毒所等羁押场所执法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等有关情况的申请，我厅已
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浙江省政府信息公开暂行办法》的规定，现答复
如下： 

    你申请公开有关人权教育培训的次数、接受培训的总人次、培训时的主要参考教材、培训的师资来
源等信息，不属于主动公开的范围；相关统计数据属于需要收集、加工的信息，其中对羁押场所执法人
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等内容，是需要分析评价的内容，且你的信息公开申请不能
证明以上事项与你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有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
三条规定、《浙江省政府信息公开暂行办法》第二十条第五项和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等规定，我厅不予提
供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浙江省司法厅（公章）

                                                                   2016年 4月 14日

                                                                                           

上海市司法局

告知书（沪司信公复【2016】27）

XX：

    本机关本机关于2016年 3月 24日收到您提出的申请，要求获取自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
2010》发布以来，上海市司法局在上海市针对监狱、戒毒所等羁押场所执法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的情
况？请提供这些针对执法人员人权教育培训的次数、接受培训的总人次、培训时的主要参考教材、培训
的师资来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答复如下：

    经审查，您要求获取的信息因本机关未制作，该信息不存在。
   
    如对本机关的答复不服，可以在收到本答复之日起 60日内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或者司法部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在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告知

                                                         上海市司法局（政府信息公开专用章）

                                                                  2016年 4月 12日

上海市司法局

告知书（沪司信公复【2016】28）

XX：

    本机关于2016年 3月 24日收到您提出的申请，要求获取上海市司法局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
制订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中，请提供上海市司法局是
否对被羁押场所的医务人员（包括法医）提供人权培训？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答复如下：



    经审查，您要求获取的信息因本机关未制作，该信息不存在。
   
    如对本机关的答复不服，可以在收到本答复之日起 60日内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或者司法部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在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告知

                                                         上海市司法局（政府信息公开专用章）

                                                                  2016年 4月 12日

上海市司法局

告知书（沪司信公复【2016】29号）

XX：

    本机关于2016年 3月 24日收到您提出的申请，要求获取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签署和加入包
括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在内的多个国际人权公约，请问上海市司法局在针对羁押场所执法人员济宁
人权培训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即在培训中是否将《禁止酷刑公约》、《伊斯坦布尔议定书》、《执
法人员行为守则》、《联合国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
则》、《刑事司法系统中儿童问题行动指南》、《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囚犯待遇最低
限度标准规则》、《囚犯待遇基本原则》等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或文书作为培训的参考教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答复如下：

    经审查，您要求获取的信息因本机关未制作，该信息不存在。
   
    如对本机关的答复不服，可以在收到本答复之日起 60日内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或者司法部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在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告知

                                                         上海市司法局（政府信息公开专用章）

                                                                  2016年 4月 12日

黑龙江省司法厅

延期答复通知书

XX：

    你通过“黑龙江省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管理系统”向本机关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本机关于2016年
3月 31日收悉。因情况复杂，不能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哦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经本机关负责人同意，本机关决定延期至 2016年 5月 12
日前予以答复。

    特此通知。

                                                         黑龙江省司法厅（公章）
     
                                                                    2016年 4月 21日

黑龙江省司法厅



关于对 XX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

XX：

    你通过“黑龙江省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管理系统”向本机关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本机关于2016年
3月 31日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机关于2016年
4月 21日向你邮寄送达了《延期答复通知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
条有关规定，答复如下：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第二条规定，
你所申请公开的3项信息属于本机关的内部管理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
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

    此复。

                                                           黑龙江省司法厅

                                                                 2016年 5月 5日

湖南省司法厅

关于 XX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回复

XX：

    我厅于2016年 3月 28日收到你邮寄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现回复如下：

    湖南省司法厅贯彻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将国
际人权公约等人权理念和原则要求融入先后组织编写的《监所民警工作实务》、《民警岗位资格认证资
料汇编》、《湖南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民警应知应会学习读本》  等培训教材，分级实施全员岗位培训。
在依托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等培训机构开展的警察培训中，各个培训班次均安排“人权理念与监所警
察执法”、“监狱法”等相关课程，对包括监所医务人员在内的执法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形成了常态。

   你所申请的具体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我厅决定不予公开。

   专此回复。

                                                       湖南省司法厅政府信息公开专用章

                                                                 2016年 4月 14日

江苏省司法厅

XX：

    你于3月25日向我厅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收悉，现就你提出的信息公开事项答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
意见》的有关规定，依申请公开信息“不承担为申请人汇总、加工或重新制作政府信息，以及向其他行
政机关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搜集信息的义务”。你所提出的我系统羁押场所执法人员有关人权教
育培训次数、总人次、教材、师资等事项的申请，不属于依申请公开事项。

    我厅高度重视对执法人员的人权教育培训工作，每年开展多种形式的公正文明执法宣传教育，其中
公正文明执法、人权保护等有关法律法规是监狱戒毒人民警察培训的总要内容。通过职业轮训、任职培
训、新录用人民警察岗前培训、警衔晋升培训等常态性载体，不断增强广大民警严格执法的意识和能力，
切实维护被监管人的合法权益。针对医务人员，除专门业务知识外，也包含公正文明执法、人权保护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培训。



                                                       江苏省司法厅（公章）

                                                         2016年 4月 12日

吉林省司法厅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编号：【2016】第1号）

XX：

    我厅于2016年 3月 25日收到您关于公开吉林省司法厅在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针对公职人员进行
人权教育与培训的具体措施的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用途不符合上述规定。

    （特）此答复

                                                         吉林省司法厅（公章）

                                                              2016年 3月 25日

湖北省司法厅

关于回复信息公开申请的意见

XX：

    我厅与3月23日收到你提出的关于“湖北省司法厅在湖北省针对监狱、戒毒所等羁押场所执法人员、
医务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的情况”信息公开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
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现回复如下：

    我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未制作、保存监狱、戒毒场所执法人员、医务人员人权教育培训情况，你
所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

                                         

                                                            湖北省司法厅（公章）

                                                             2016年 4月 8日
云南省司法厅关于信息公开申请回复

XX：

    你好！

    我厅于3月31日收到你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经我厅研究，你所申请的信息不属
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我厅决定不予公开。

                                                                   云南省司法厅

                                                                           2016年 4月 19日

四川省司法厅

四川省司法厅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XX：



    我厅于2016年 3月 25日收到你通过快递方式发来的信息公开申请，经我厅研究，你所申请的信息不
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我厅决定不予公开。

                                                                四川省司法厅

                                                                    2015年 4月 6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

关于 XX申请新疆司法厅在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针对公职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信息的答复

XX：

　　　　您好，本机关于2016年 5月 23日收到您提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针对公职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的信息申请，经审核，现答复如下。

　　　　2009年 4月《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和2012年 6月《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发
布以来，新疆司法厅和新疆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全体干部、民警学习传达落实，
并针对监狱、戒毒场所执法民警举办专题教育培训，效果良好。近年来，全区监狱、戒毒场所未发声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国际公约的执法事件。

　　　　一是注重学习培训方式。紧密结合实际，采取党委中心组织学习、支部学习、视频讲座及专题
培训学习等方式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据统计，累计开展涉及人权教育培训26期，受训民警（含监所医务
人员）达 10000余人次。

　　　　二是注重学习培训内容。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导言部分、第一、二、三、四部分
进行了重点学习。同时，把《国际人权公约》、《禁止酷刑公约》、《中国人权事业进展》（人民出版
社）系列白皮书、《监狱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
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纳入各项执法业务培训课程中。

　　　　三是注重利用社会师资力量。为增强培训效果，主动邀请新疆社会科学院、自治区党校、新疆
大学教授、专家学者，为民警讲授有关人权方面的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

　　　　四是注重《计划》的落实。为使《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切实落实到工作实践中，依据《禁止酷
刑公约》、《执法人员行为守则》等国际人权公约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印
发了《监狱（戒毒）民警执法几率要求》、《监狱工作标准化导则》、《新疆监狱管理局推进依法治监
实施意见》等十几个涉及保障被羁押人员人权的规章制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公章）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6年 5月 31日

附件二：公安厅关于羁押场所执法人员信息公开的回复内容原文

西藏自治区公安厅

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

XX 申请书：



    您好！

    您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我们已经收到。

    经审查，您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属不予公开的范围，我们无权向您
提供相关信息，敬请谅解。

    感谢您对我区公安工作的关心和关注。

    祝您工作顺利，扎西德勒！

                                                           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办公室

                                                                 2016 年 4 月 15日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黔府办公开复函【2016】19号）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XX同志：

    你通过贵州省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提出“向贵州省公安厅申请公开有关人权教育纳入公务员培训
相关信息”的申请收悉。

    根据申请描述，请向贵州省公安厅申请或咨询。贵州省公安厅网址： http://www.gzga.gov.cn ,电话：
（0851）85904562,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区宝山北路 82 号，邮政编号：550001。

    如对本答复书不服，可在答复书送达之日起 60日内向贵州省人民政府法制办提起行政复议，或在答
复书送达之日内起六个月内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告知。

                                                         贵州省政府信息公开办公专用章

                                                                2016 年 4 月 25日

安徽省公安厅（皖公信告【2016】11号）

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

XX：

    本机关于 2016 年 4 月 1日收到您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根据您所提出的：“1. 自从《国家人权
行动计划 2009-2010》发布以来，安徽省公安厅在安徽省针对拘留所、看守所等羁押场所执法人员进行人
权教育培训的情况？请提供这些针对执法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的次数、接受培训的总人次、培训时的
主要参考教材、培训的师资来源？2. 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制订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
2010》、《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12-2015》有关针对公职人员进行人权教育与培训中，安徽省公安厅是否
对拘留中心、看守所等被羁押场所的医务人员（包括法医）提供人权培训？3.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已经签署和加入包括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在内多个国际人权公约。请问安徽省公安厅在对警察进行
人权培训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即在培训中是否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伊斯坦布尔协定书》、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联合国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人权与执法：警察人权培训参考
材料》、《警察人权标准与实践：警察袖珍手册增订本》、《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
《国际人权标准与执法：警察使用的人权袖珍手册》、《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囚犯待
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或文书作为培训的参考教材？”的申请，现告知如下：

    自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发布以来，我省公安机关将人权知识相关内容纳入各类培训，对看守所、
拘留所的执法人员进行培训，增强执法人员的法治和人权意识。同时，持续加强对民警的执法规范化教

http://www.gzga.gov.cn/


育，《刑法》、《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都是必训内容，也都相应体现了保护人权的精神和要求。再次，通过举办
安徽公安大讲堂等形式，邀请相关专家、学者授课，将我国加入的有关人权保护国际条约精神结合当前
公安执法实际，进行培训解读。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
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和《安徽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
（安徽省人民政府令第 256 号）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需要行政机关汇总、加工、重新制作，
或者向其他行政机关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搜集的，告知申请人该信息尚不存在”之规定，您提出
的信息公开申请有关对执法人员教育培训的次数、接受培训的总人次等具体内容，本行政机关需要汇总，
现告知该信息尚不存在。

    如对本答复有异议，可依法在收到本答复书之日起 60日内向安徽省人民政府或公安部申请行政复议，
或在 6 个月内向合肥市芦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安徽省公安厅信息公开专用章

                                                              2016 年 4 月 20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延长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答复期限通知书

XX：

    你于 2016 年 3 月 30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本机关已经于 2016 年 4 月 1日依
法受理。经审查，因工作需要，根据《中华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决定延长答复
期限 15 个工作日，答复期限截止至 2016 年 5 月 18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公章）

                                                           2016 年 4 月 21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公安厅依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

ＸＸ：

　　经审查，你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属于公开的范畴，理由是：

一、你提出的第 1项申请属于需要加工、汇总的信息，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
开工作意见》（国办发[2010]５号）的有关规定，行政机关一般不承担为申请人汇总、加工或重新制作政
府信息，以及向其他行政机关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搜集信息的义务。

二、你提出的第 2、3项申请属于咨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
信息范围。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公章）

抄送：本厅领导，厅办公室，政治部，监所总队，法制总队

湖北省公安厅

湖北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2016年（答）第 8号）



XX：

    本机关于 2016 年 3 月 29日受理了你（单位）提出获取“《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发布以来，
组织针对拘留所、看守所等羁押场所执法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的相关情况”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经审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0】5 号）第二条
的规定，你申请公开的信息是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的内部管理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机关决定不予公开。

    如对本答复有异议，可依法在收到本答复书之日起，60日内向湖北省人民政府或公安部申请行政复
议，或爱 6 个月内向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告知。

                                                  湖北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公章)

                                                        2016 年 4 月 12日

广东省公安厅政务公开办公室 （粤公政务公开【2016】60号）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收件回执

XX：

    我办于 2016 年 4 月 1日收到您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16018 号）。

    特此告知。

                              广东省公安厅政府公开办公室（广东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专用章）

                                                        2016 年 4 月 6日

广东省公安厅政务公开办公室（粤公政务公开【2016】71号）

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延期答复告知书

XX：

    我办于 2016 年 4 月 1日收到您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16018 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我办应当在 2016 年 4 月 21日前作出答复，现因故无法按期答
复，经我办负责人同意，将延期至 2016 年 5 月 12日前作出答复。

    特此公告。

                                          广东省公安厅政务公开办公室（政府信息公开专用章）

                                                           2016 年 4 月 21日
广东省公安厅政务公开办公室（粤公政府公开[2016]77号）

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

XX：

    我办于 2016 年 4 月 1日收到您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16018 号）。经审核，您申请公开的信
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指的政府信息。



    特此告知。

                                         广东省公安厅政务公开办公室（政府信息公开专用章）

                                                             2016 年 5 月 5日

浙江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回执

XX：

    经审查，本机关受理你的申请，并将以如下形式答复：

    于 2016 年 4 月 22日前以你选定的方式（邮寄）作出答复。

    联系人：刘忠民          联系电话：0571-87287053

                                           浙江省公安厅信息公开专用章

                                                          2016 年 4 月 1日

注： 本申请表一式两份，复印件为受理回执。

浙江省公安厅

浙江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浙公信告字【2016】10号）

XX：

    本机关于 2016 年 4 月 1日收到你提出的要求获取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发布以来，浙江
省公安厅在省内针对拘留所、看守所等羁押场所执法人员进行的人权教育培训等三方面的政府信息公开
申请（受理编号：【2016】第 10 号）。经审查，现答复如下：

    一、您要获取的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发布以来，浙江省公安厅在省内针对拘留所、看
守所等羁押场所执法人员进行的人权教育培训等情况：我厅历来十分重视全省看守所、拘留所等羁押场
所被羁押人员的人权保障，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指导督促各地羁押场所做好相关工作。同时也十分
重视对全省羁押场所执法人员展开包括被羁押人权人权保障为主要内容之一的业务教育培训。自 2009 年
以来，我厅依托浙江警察学院和各地市公安局警校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分层教育培训体系，每年对新调入
执法人员和羁押场所领导进行一次培训，每年组织执法人员参加公安部举办的执法管理及医疗培训班，
还不定期组织业务骨干培训班等。此外，还承办了由公安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主办
的刑事羁押人员人权保护和培训国际研讨会，接受国际红十字会官员赴我省羁押场所参观考察，与美国
多个大学法学教授座谈讨论羁押人员人权保障等。据初步统计，接受培训的总人次达 6000 人左右。培训
时主要参考教材除公安部编印的监所业务用书外，还包括国内一些法学专家编著的司法人权保障教材以
及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编印的专业培训丛书《人权与执法》、《人权与监狱》等，培训师资除公
安部监所管理局、浙江省厅监管总队和浙江省检察院监所检察处的官员外，还邀请了多名国内知名法学
专家如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和陈卫教授、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顾永忠教授、浙江大
学高艳东副教授以及浙江职业学院郭明教授等参与授课。

    二、您要获取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制定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国家人权行
动计划 2012-2015》有关针对公职人员进行人权教育与培训中，浙江省公安厅是否对拘留所、看守所等羁
押场所的医务人员提供培训情况：我厅十分重视全省看守所、拘留所等监管场所被监管人员的医务工作
人员提供培训情况：我厅十分重视全省看守所、拘留所等监管场所被监管人员的医疗卫生权利保障，下
大力气改善监管场所的医疗条件，2015 年初开始推行医疗专业化，与当地主要医院建立合作机制，有医
院在监管场所设门诊部或卫生所，派驻医务人员开展医疗工作，切实保障被监管人员的生命健康权。对



监管场所的医务人员普遍进行教育培训，内容包括监管人员的基本人权保障等内容。

    三、您要求获取浙江省公安厅在对警察进行人权培训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等情况是：我厅在对警
察进行人权培训符合国际人权标准。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及基本精神，我国政府已签署或加入的国
际人权公约，一经生效后，必须被遵守和适用。因此《禁止酷刑公约》、《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
则》等我国政府确认接受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或文书在培训中我们作为参考教材。

    如对本告知有异议，可依法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60日内向浙江省人民政府或公安部申请行政复议，
或在 6 个月内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浙江省公安厅信息公开专用章

                                                            2016 年 4 月 19日

本告知书一式二份，一份交申请人，一份由信息公开办存档。

上海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收件回执

编号：SQ002420447020160329001

XX：

    本机关于 2016 年 3 月 29日收到您提出要求获取“我们在此向上海市公安局申请以下信息：1. 自从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发布以来，上海市公安局在上海市针对拘留所、看守所等羁押场所执法
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的情况？请提供这些针对执法人员人权教育培训的次数、接受培训的总人次、培
训时主要参考教材、培训的师资来源？2.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制订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
2010》、《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12-2015》有关针对公职人员进行人权教育与培训中，上海市公安局是否
对拘留中心、看守所等被羁押场所的医务人员（包括法医）提供人权培训？3.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已经签署和加入了包括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在内的多个国际人权公约，请问上海市公安局在对警察
进行人权培训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即在培训中是否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伊斯坦布尔议定
书》、《执法人员行为守则》、《人权与执法：警察人权培训参考教材》、《警察人权标准与实践：警
察袖珍手册增订本》、《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国际人权标准与执法：警察使用的
人权袖珍手册》等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或文书作为培训的参考教材？”的申请。

    特此告知。

                                                     上海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专用章）

                                                               2016 年 3 月 29日

上海市公安局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

XX：

     本机关于 2016 年 3 月 29日收到您提出的申请，要求获取“我们在此向上海市公安局申请以下信息：
1. 自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发布以来，上海市公安局在上海市针对拘留所、看守所等羁押场
所执法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的情况？请提供这些针对执法人员人权教育培训的次数、接受培训的总人
次、培训时主要参考教材、培训的师资来源？2.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制订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12-2015》有关针对公职人员进行人权教育与培训中，上海市公安局
是否对拘留中心、看守所等被羁押场所的医务人员（包括法医）提供人权培训？3.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已经签署和加入了包括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在内的多个国际人权公约，请问上海市公安局在对



警察进行人权培训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即在培训中是否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伊斯坦布尔
议定书》、《执法人员行为守则》、《人权与执法：警察人权培训参考教材》、《警察人权标准与实践：
警察袖珍手册增订本》、《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国际人权标准与执法：警察使用
的人权袖珍手册》等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或文书作为培训的参考教材？”

    经审查，您提出的申请内容不明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
（四）项、《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三条第（八）项的规定，请您在 2016 年 4 月 8日前补正
申请，明确您所需要政府的内容，包括能够据以指向特定政府信息的文件名称、文号或者其他特征描述，
邮寄至上海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地址：建国中路 30 号；邮编：200025）.逾期未补正的，视为
放弃申请。

    自本机关发出本告知书之日起至收到补正申请之日止的期间，不计入本机关作出答复的期限。

    特此告知。

                                                  上海市公安局（信息公开专用章）

                                                            2016 年 3 月 29日

江苏省公安厅

政府信息公开延期答复告知书

XX：

    您向江苏省公安厅申请公开“针对拘留所、看守所等羁押场所执法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情况等相
关信息”已收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第二款的规定，经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
构负责人同意，现将您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答复期限延长 10 个工作日（最长不得超过 15 个）。

    特此告知。

                                                        江苏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专用章）

                                                                  2016 年 4 月 20日
江苏省公安厅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编号：2016年（告）26号）

XX：

    您向江苏省公安厅申请公开“针对拘留所、看守所等羁押场所执法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情况等 3
条信息”收悉，现答复如下：

    关于您第 1条的申请内容，属于需要加工、整理、汇总的信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
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 号）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精神，
行政机关一般不承担为申请人汇总、加工或重新制作政府信息，以及向其他行政机关和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搜集信息的义务”的规定，本机关无义务提供上述信息内容。

    关于您第 2条、第 3条的申请内容，经审查，您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一般咨询，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
范围。

    特此告知。

                                                        江苏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专用章）



                                                                2016 年 5 月 3日

                                
重庆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

重庆市公安局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2016】1号）

XX：

    我局于 2016 年 4 月 12日受理你申请公开“有关执法人员的教育与培训情况”的政府信息申请。现告
知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政府信息是指政府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
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以及《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
意见》（国办发【2010】5 号）第二条“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获取的内部信息以及处于讨论、研
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一般不属于《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之规定，你申请的信息作为
内部管理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

                                               重庆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公章）

                                                        2016 年 4 月 20日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2016】不告第 003号）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

XX：

    我厅于 2016 年 4 月 1日收到您关于公开“内蒙古公安厅针对拘留所、看守所等羁押场所有关人权教
育培训的相关情况”的申请。

    近年来，按照自治区副主席、公安厅长马明对公安机关民警培训工作的总要求，在公安厅组织的全
局性、专项性培训中，始终将“执法规范化建设”、“和谐警民关系建设”、“依法规范使用武器警械
训练”等作为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渗透到相关教学体系中。对全区看守所、拘留所进行了多次培训，培
训科目是指看守所、拘留所，依法管理、文明管理、人性化管理和切实依法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等，
但培训内容涉及警务秘密，根据《内蒙古公安机关警务公开工作暂行规范》第二章第九条规定，作出对
您申请的信息不予公开的决定。

    特此告知。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政府公开领导小组（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公章）

                                                          2016 年 4 月 25日

山东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告知书 （2016年第 19号）

XX：

    您向我厅寄送的“自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发布以来，山东省公安厅在山东省针对拘留
所、看守所等羁押场所执法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的情况？请提供这些针对执法人员人权教育培训的次
数、接受培训的总人次、培训时主要参考材料、培训的师资来源”等 3项内容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收悉，
现答复如下：

    山东省公安机关高度重视人权保护工作，在执法过程和内部教育培训中，我们既注重保护人权的实
体性权利，又注重保护人权的程序性权利；既注重保护被害人和其他相关人的权利，又注重保护违法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对执法执勤民警的教育培训，属于公安机关实施内部管理的重要措施，您申
请公开的 3项内容，均不属于《中华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2条和《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第 2



条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

    您如对本告知书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
出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山东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公章）

                                                      2016 年 4 月 22日

江西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

编号：2016 年（答）3号

xx：

本机关于2016年 4月 13日受理了你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16年第3号）。

经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你申请获取的信息：

√不属于政府信息范围

□不存在

□不属于本机关掌握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

定，建议你（单位）向   咨询。

江西省公安厅办公室   

2016年 4月 29日        

备注：此答复书一式两份，一份交申请人，一份由江西省公安厅办公室存档。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答复

XX：



    您好，我是宁夏公安厅的民警，我单位收到你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经汇总相关信息现答复

如下： 

    我 国新刑诉法确立了刑事侦查领域人权保护的基本原则，公安机关是侦查机关，刑事侦查过程中必
然要通过一些限制、剥夺侦查对象部分权利的方法，以查明犯罪事 实。由于刑事侦查的特殊性，刑事侦
查活动和刑事强制措施密不可分，刑事侦查必然会约束和限制侦查对象一定的人权，从某种程度上讲刑
事侦查与人权保护的冲突 是客观存在的。新法实施的环境下如何落实人权保护司法原则就成为了刑事侦
查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宁夏公安厅警察训练总队是对全区公安民警进行法制教育，培 养民警法律意识
的主阵地。随着我国法治建设和各项事业的不断深入，特别《刑事诉讼法》修订实施后，警察训练总队
根据公安部政治部《公安民警训练大纲》规定 的训练内容，依托法律课程教学，对公安民警进行人权教
育。

    先后在警衔晋升培训班、能 力素质提升班开设《新刑事诉讼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律师介入刑
事诉讼的相关问题》、《人民警察使用武器警械条例的解读与应用》《刑事证据若干问题》、 《公安机
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等专题，由总队教官韩佐安主讲。邀
请同时，将上述专题名录在公安网公布，根据基层公 安机关需求，安排教官下基层授课。专题授课，未
使用教材。邀请知名律师在警衔班讲授《律师看公安工作》、《律师看侦查证据》、在新警班开设《刑
事诉讼法》 课程，由总队教官钱晓红主讲，使用公安部统编教材。邀请检察院反渎干警讲授《常见公安
民警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几种渎职侵权案件》专题，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地预 防刑讯逼供现象。 

    我区公安机关监管场所未对执法、医务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 

    特此告知。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办公室

黑龙江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回复

XX：

    您好！你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我办已经收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
你所申请公开的内容并不属于“政府信息”，应当不予公开。但是，我办考虑到服务你的科研用途，特
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对你提出的三个问题进行了答复，具体内容如下：

    一、我厅未在海南设立看守所、拘留所。

    二、我厅正在按照公安部和国家卫计委统一部署，扎实推进公安监管场所医疗卫生专业化，实行医
疗机构进驻监管场所监管医院、医疗监区，或在当地医院设置具有安全防护措施的监管病房。针对公安
监管场所医护人员的培训均有当地卫生部门统一组织。

    三、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公 安机关人民警察训练条令》和
《公安民警训练大纲（试行）》开展训练工作。上述法律法规均对人民警察的职权、义务、纪律和法律
责任做了明确规定。在公安部制 定的《公安民警训练大纲（试行）》中的“形势任务和公安工作”板块
中，明确规定了“宪法和依法治国”、“法律法规基础知识”的学习内容，我们在各级各类培 训中均开
展了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



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等法律法规和执法理 念培训工作。

    上述三点答复内容谨供参考。谢谢！

                                                         黑龙江省公安厅政务公开办

                                                              2016年 4月 13日

甘肃省公安厅关于对 XX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

                                甘公政治[2016]193号

XX： 

    您好！您于2016年 4月 12日通过网络向我厅提交的《关于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针对执法人员的
人权培训与教育情况信息公开申请》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提出的事项第1项属于需加工、整理、汇总的信息，第2、3项属于情况咨询，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2号）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
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10]5号）的有关规定，上述事项均不属于政府信息范围。

    特此告知。

                                                                     甘肃省公安厅

                                                                   2016年 4月 29日

云南省公安厅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回复函

XX先生：

     您向云南省公安厅提交的公开政府信息申请收悉，感您对我厅有关人权教育和培训工作的关心，现
就您要求公开的内容回复如下：

    公安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执法权，其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不受侵犯，
公安机关行使执法权越有效，对人权保障就越充分。为了通过依法履行职责达到有效保障人权，近年来，
我省公安机关不断完善执法制度建设，先后制定《云南省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工作规范》、《云南省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证据标准》、《云南省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工作规范》、《云南省公安机关办
理行政案件证据标准》等执法制定；大力提升执法主体素质，将宪法等法律列入党委中心组学习内容，
建立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组织执法资格等级考试，建立执法岗位资格准入制度；通过以案释法、旁
听庭审、出庭作证等多种形式开展执法培训，强化民警规范执法意识，加强执法监督管理，强力推行执
法公开，全面开展执法办案场所改造建设和同步录音录像工作， 依法保障公民权益。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发布后，我省按照公安部要求，将保障被监管人员的基本人权纳入
重点工作，加强监所基础建设、被监管人员给养与医疗卫生保障、被监管人员心理健康辅导与法律援助、
执法管理人员教育培训等工作，并积极开展“阳光监所”建设，全面实行监所向社会开放。



    2009至 2015年，仅省公安厅就组织监管民警培训班 25期 612人次。为了给被监管人员提供及时、
全面的医疗保障，我省公安局场所采取了在所设立医疗机构、引进社会医疗机构在所设立门诊部、卫生
所等多种方式，由具备执业资质的医务人员提供医疗保障。同时，与医院建立被监管人员医疗“绿色通
道”，让突发疾病的被监管人员等够得到紧急救治。这些医务人员均参加过医院组织的业务培训，其中
人权教育也必不可少。

                                                          云南省公安厅政治部教育训练处

                                                                    2016年 4月 17日  

海南省公安厅

关于对公开我省执法民警人权培训等事项的回复意见

 
XX先生：

你向我厅申请公开我省执法民警人权培训等事宜，经审核符合依申请公开的基本条件，我厅现回复如下：

我省公安机关开展公安民警教育训练工作主要依据为《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训练条令》（以下简称《条
令》）。《条令》第三章明确规定公安民警训练任务主要有入警训练、晋升训练、专业训练、发展训练。
其中，入警训练是对新录用、调入的人员进行的训练，其内容主要包括理想信念教育、警察职业养成教
育、基础公安理论、基础法律法规、基础公安业务和基础警务实战技能等，重点培育人民警察核心价值
观和基本职业素养，提高适应公安工作能力。

经对申请公开的信息进行内容审核，你提出的第1项申请属于需要加工、整理、汇总的信息，提出的第
2、3项申请属于情况咨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
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的有关规定，上述三项申请事项均不属于政府信息范围。

特此函告。

  

　　　　　　　　　　　　　　　　　　　　　　　　　　　　　　海南省公安厅“公开办”

                                            　　　　　　　　　　　2016年 5月 6日
 
吉林省公安厅关于对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回复

XX先生：

　　您通过书面方式向本机关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

1. 自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发布以来，吉林省公安厅在吉林省内针对拘留所、看守所等羁
押场所执法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的情况？

2.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制订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
2015》有关针对公职人员进行人权教育与培训中，吉林省公安厅是否对拘留中心、看守所等被羁押场所
已医务人员（包括法医）提供人权培训？

3.吉林省公安厅在对警察进行人权培训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即在培训中是否将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
或文书作为培训的参考教材？



现就你提出的申请事项答复如下：

　　您提出的第一项属于需要加工、整理、汇总的信息，第2、3项申请属于情况咨询，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有关规定，这 3
项申请均不属于政府信息范围。

　　　　　　　　　　　　　　　　　　　　　　　　　　吉林省公安厅办公室（公章）

　　　　　　　　　　　　　　　　　　　　　　　　　　　　　　　　2016年 5月 3日

福建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16）第 12号

XX:

　　我厅于2016年 3月 29日受理了你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于2016年 4月 19日向你邮寄出政府
信息公开申请延期答复告知书。
 
　　对于你提出关于“福建省公安厅关于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针对公职人员进行人权教育的具体措
施”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我厅经过认真审核，现予以答复如下：经审查，你申请公开的内容不属于政
府信息公开范围。其中你申请的“自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发布以来，福建省公安厅在福建
省针对拘留所、看守所等羁押场所执法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培训的情况？请提供这些针对执法人员进行人
权教育培训的次数、接受培训的总人次、培训时的主要参考教材、培训的师资来源？”属于需要加工、
整理、汇总的信息。你所申请的“2. 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制订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
2010》、《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有关针对公职人员进行人权教育与培训中，福建省公安厅是否
对拘留中心、看守所等被羁押场所的医务人员（包括法医）提供人权培训？3.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已经签署和加入包括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在内多个国际人权公约。请问福建省公安厅在对警察进行
人权培训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即在培训中是否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伊斯坦布尔协定书》、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联合国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人权与执法：警察人权培训参考
材料》、《警察人权标准与实践：警察袖珍手册增订本》、《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
《国际人权标准与执法：警察使用的人权袖珍手册》、《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囚犯待
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或文书作为培训的参考教材？””属于情况咨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有
关规定，上述三项申请事项均不属于政府信息范围。

特此告知。

　　　　　　　　　　　　　　　　　　　　　　　　　　　　福建省公安厅办公室（公章）

　　　　　　　　　　　　　　　　　　　　　　　　　　　　　　　2016年 5月 1日

备注：此告知书一式两份，一份交给申请人，一份由厅公开办归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