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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1. 此份报告基于可取得证据的广泛审查以及国际法对于事实证据的适用，认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国）以其违反 1948 年《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灭绝种族

罪公约》）对维吾尔人犯下灭绝种族罪而负有国家责任。

2. 本审查是由受承认的国际法、种族灭绝、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UAR）方面的独立专家所进行。

3. 蓄意消灭。 根据《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实施灭绝种族罪需要蓄意全部或部

分消灭[受保护的群体]。 所谓“蓄意消灭”并不要求消灭该团体的意图，也不要求明

确声明。 蓄意可以由一系列可归因于国家的客观事实所推断，这些事实包含官方

声明、总体计划、国家政策和法律、行为模式和反复的破坏性行为，这些行为具有

逻辑顺序和结果──对该群体全部或部份的消灭。

4. 高级别的意向声明与总体计划。  2014 年，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在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发动了“人民反恐战争”，使该维吾尔族人口组成近 90%的地区成为前线。 高级

官员依循命令“围捕每一个应该被围捕的人”、“彻底消灭他们...... 摧毁他们的根源和

分支”，以及“断绝他们的血缘，断绝他们的根，断绝他们彼此间的连系，并且断绝

他们的起源”。 官员们曾使用去人性化的语言来描述维吾尔人，过去并一再将维吾

尔人的大规模拘留与“消灭肿瘤”做链接。  

5. 全面的国家政策、行为模式和反复的破坏行为。

a. 政府授权的寄宿家庭。 自 2014 年以来，中国政府（政府）已部署汉族干部以

监察者的身份入住维吾尔族家庭，导致维吾尔族女性受到普遍的和性虐待并导

致家庭关系破裂。 各县政府进一步胁迫、鼓励并且积极推动汉族与维吾尔族联

姻。

b. 大规模拘留。  2017 年，XUAR 立法机构根据“去极端化”法规正式将大规模拘留

维吾尔人合法化。 最高安全官员和机构向整个地区发放一份附随命令的手册与



一系列文件用以监控维吾尔人，“加速建设”以及扩增大规模拘留营、在拘留营

内“加强纪律和惩罚”并且对所有情资保持“严格保密”，亦即“不被传播”，也“不

对大众公开”。 该手册概述了监管整个行动在官员、机构以及集中数字监控系

统之庞杂层级。  

c. 大规模绝育策略。 同时，中国已实施一套双重系统策略，用以强制对值生育年

龄的维吾尔族女性进行绝育，并拘留值生育年龄的维吾尔族男性，阻绝了该群

体的繁衍能力，亦明证其于生物意义上摧毁该群体的意图。 根据政府的统计和

指示，包括“实施计划绝育”、 “降低生育能力”并且“不留下任何盲点”， 中国正

在实施一项记载缜密、由国家出资的绝育行动，针对维吾尔族群聚地区值生育

年龄之女性，实行大规模强制绝育、强制堕胎以及子宫内避孕器材之强制植入。

中国明确承认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为确保维吾尔族女性“不再是婴儿制造机”。

d. 维吾尔族儿童受强制转移到国营设施。 根据 2017 年政府的新政策，中国开始

建设庞大的国营、受高度监控的寄宿学校与孤儿院网络以对维吾尔族儿童，包

括婴儿进行全时管制。  XUAR 县府受上级机关要求达成明确数额以将这类“孤儿”

制度化，他们往往因双亲遭拘留或强迫劳动而成为“孤儿”。

e. 维吾尔族认同、社群和家庭生活之根除。 根据政府所采行的行动，地方当局已

消灭维吾尔族教育，摧毁了维吾尔族建筑和家庭特色，并且毁坏、改变或完全

拆除该区域内多数的清真寺和圣址，同时关闭了其他剩余的位址或将其改建为

商业空间。

f. 选择性地瞄准知识分子和社区领袖。 政府蓄意将维吾尔族认同的守护者和发动

者列为长期拘留或死刑的目标，包括户长、知识分子和文化领袖，而不论其党

派或教育状况，进一步体现其消灭维吾尔人群体的意图。

蓄意以维吾尔族领导人和圣址为目标，证明其摧毁维吾尔族认同和共同体纽带

此必要元素之意图，而此正是定义维吾尔人作为一群体的关键。



6. 必须从整体上检视中国针对该地区维吾尔族的政策和实践，这相当于蓄意全部或于

实质部分消灭维吾尔人群体。

7. 种族灭绝行为。 《灭绝种族罪公约》 列举的任一具必要意图的行为都构成灭绝种

族罪的成立，而本报告所提及证据显示对于维吾尔人的行为违反第二条（a）项至

（e）项所禁止的每一项行为而可成立种族灭绝罪。

8. “（a）杀害该团体的成员。”多项报导指出大量维吾尔族人死亡以及著名领导人的

死亡导因于选择性判处死刑，或者特别针对年长者实施之长期监禁。

9. “（b）致使该团体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维吾尔人正因系统性的

酷刑和残酷待遇遭受着严重的生理与心理伤害，包括由拘留营官员以及政府授权计

划下所指配到维吾尔族家庭的汉族干部所施行的、性虐待、剥削和公开羞辱。 拘

留营设有"审讯室"，维吾尔族被拘留者在那里遭受持续且残酷的酷刑手段，包括用

带刺金属棒殴打、电击和鞭打。 大规模拘留以及相关的政府方案是设计用来灌输

和”洗净”大脑，迫使维吾尔人因拘留的威胁或拘留营内每天极端形式的身体及精神

折磨而自杀或企图自杀，包括模拟处决、公开”自我批判”和单独监禁。

10. “（c）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 当局有

系统地针对值生育年龄的维吾尔人、户长和社区领袖，使其在无法生存的条件下被

拘留、对维吾尔族女性实施绝育措施、将维吾尔族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分开，并以与

大规模拘留类似的方式将维吾尔族大规模转移到强迫艰苦劳动计划中。 总结而言，

中国刻意使维吾尔族集体处于特定处境，旨在终止维吾尔族作为一个群体的存续。

11. “（d）强制施行办法，旨在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对于维吾尔族聚居地区的系统

性绝育行动更因大规模拘留而受进一步强化。 在拘留营中，维吾尔族女性被迫置

入子宫内避孕器、受强制堕胎，以及强制注射或强制施用药物从而停止她们的月经

周期，而值生育年龄的维吾尔族男性则成为拘留的目标，此皆剥夺了维吾尔人的生

育能力。 由于这些相互联系的政策，维吾尔族聚居地区的人口成长率正趋近于零



12. “（e）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拘留和强迫劳动计划迫使维吾尔族儿

童处于失去双亲的状态，更因此被送入国营孤儿院，在汉语环境以及标准的汉族育

儿方法中长大。

13. 根据《灭绝种族罪公约》，中国对种族灭绝负有责任。 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

家，对于其领土和人口进行高度控制，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为《灭绝种族罪

公约》的缔约国。 犯下上述灭绝种族行为的个人和机构全为国家政府人员或机关，

在国家的有效控制下行事，明示了《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所指消灭维吾尔人的

意图。 因此，本报告认定，中国对维吾尔人发动进行中的种族灭绝违反了《灭绝

种族罪公约》，负有国家责任。


	Foreword
	Executive Summary
	I. Introduction
	II. Applicable Law
	1.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Genocide Convention)
	2. The Vienna Conven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Genocide Convention
	3. State Responsibility

	III. Protected Group: national, ethnical, racial, or religious group
	History of Persecution
	1. Dehumanization
	2. Advanced System of Mass Surveillance
	a) Video Surveillance
	b) Party Cadre “Work Teams”

	c) Expansion of Police State Under Party Secretary Chen Quanguo
	d) Collection of Biometric Data and Digitized Policing
	3. Persecution and Mass Extrajudicial Internment Enshrined in Law
	4. Forced Uyghur Labor

	IV. Underlying Acts
	a) Killing Members of the Group
	b) Causing serious bodily or mental harm to members of the group142F
	i) Physical Torture
	ii) Sexual Violence
	iii) Psychological Torture

	c) Deliberately inflicting on the group conditions of life calculated to bring about its physical destr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166F
	d) Imposing measures intended to prevent births within the group177F
	i) Forced Sterilization
	ii) Intrauterine Device Placements
	iii) Birth Prevention Measures in Detention
	iv) Mass Internment Intended to Halt Uyghur Births
	v) Impact of Birth Prevention Measures

	e) Forcibly transferring children of the group to another group

	V. Intent to destroy, in whole or in part, a national, ethnical, racial or religious group, as such
	1. Intent to Destroy
	Destruction of the Group

	A) High-Level Statements of Intent
	President Xi’s Offensive in XUAR
	Explicit Statements of Intent to Destroy
	“Round Up Everyone”
	“Eradicate Tumors”
	B)  Campaigns of Destruction
	Mass Internment Campaign (“Strike Hard Campaign”)
	The Blueprint for Mass Internment (“Telegram”)

	“Special Campaign to Control Birth Control Violations”
	Destruction of Uyghur Families and Communal Bonds, Sacred Sites, and Identity


	2. In whole or in part as such

	VI. State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of Acts
	VII. Conclusion
	ADPA1C4.tmp
	Resumen ejecutivo

	ADP2FE1.tmp
	執行摘要

	ADPAF34.tmp
	执行摘要

	ADPA0AD.tmp
	执行摘要

	ADP7814.tmp
	Sommai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