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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权文化：2020/21 年度

报告和 2021/22 至 2023/24 年

度服务计划 —— 执行摘要 
于 2020/21 年度，卑诗省人权专员办公室（人权办）专注于建构我们的组织——扩充规模、改善

结构和扩大范围。我们专注于在我们的战略优先领域创造有意义的影响力，同时继续制定政策、

执行实践和塑造文化，把我们建设成为卑诗省一个创新和充满活力的新人权组织。 

战略重点之要点 
我们的 2020/21-2024/25 年度战略计划概述了五个与计划相关的优先事项：卑诗省《人权法》下

存在的歧视、去殖民化、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兴起、因不公正和不平等而产生的贫困，以及对

被国家拘留的人提供人权保护。以下是我们在 2020/21 年度为支持这些优先事项而采取的举措的

重点： 

• 人权办的一个基本优先事项是重塑那些持续造成歧视的法律、政策和做法。例如，在 

2020/21 年度，我们与全省的人权法庭和人权服务所合作，制定了“无错门”方法，让省

民更易向人权系统求助（见第 44 页）。我们还管理了 83 个特别计划，允许责任承担者优

先考虑就业、租赁住房和其他法律保护领域下的历史边缘群体（见第 65 页）。 

 

• 另一个关键优先事项是去殖民化：支持原住民的权利和民族自决权，并努力拆除殖民主义

结构。我们 2020/21 年度的工作重点是提高原住民人权系统的可及性和相关性（见第 45 

页），支持实施和监督《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DRIPA），并提高人们的认识，加深了

解原住民被歧视的体验，及了解更广泛的原住民权利（见第 21 页）。 

 

• 我们的办公室还致力于减少我们社会中仇恨的存在。 我们专注于改进关于仇恨表现根源的

研究和数据；减少那些助长成见、恐惧和暴力的错误信息； 并有效提高法律对仇恨的反

应。例如，于 2020/21 年度，我们在全省 77 个社区发起了反种族主义运动（详情见下

文）。 
 

• 贫困是卑诗省的一个关键人权问题，我们正努力在内部提供有效且有意义的经济权利保

护，并消除对贫困人口的歧视（见第 25 页）。于 2020/21 年度，人权办发布了一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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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其中建议将“社会条件”添加到卑诗省《人权法》，成为受保护的特征（见第 64 

页）。 
 

• 我们都有权免受任意拘留、滥用权力和被合法拘留时遭到其他不公平待遇。于 2020/21 年

度，人权办专注于减少过度使用非自愿精神健康拘留，并减少警务做法中的歧视（见第 27 

页）。我们还针对保护在 COVID-19 疫情期间被拘留者的人权提出了建议（见第 70 页）。 

2020/21 年我们的影响之重点 
随着我们建立、发展、维持、完善和更新我们的组织和工作（有关我们评估计划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第 82 页），监察、评估和持续改进嵌入到我们发展的每个阶段。于 2021/22 年度，我们建立

了评估框架和一套指标草案，以衡量我们逐年取得的进展。我们的评估活动将展示我们在以下这

些方面取得的成功程度：与全部利益相关者保持相互尊重的关系和问责机制、整合可公开访问的

教育和指导资源和论坛、揭示关键人权问题以展示我们向卑诗省政府和其他责任承担者提供的建

议、制定法律论据以影响判例法，以及在内部建立基于人权的政策、实践和组织文化等。我们的

年度报告围绕这些关键的评估领域展开。 

与全部利益相关者保持相互尊重的关系和问责机制 
建立关系是所有人权工作的基础。于 2020/21 年度，人权办通过一系列共八次的区域活动（见第 

38 页）联系公众，与原住民政府和社区领袖广泛接触（见第 42 页），向与我们联系的 2,600 多人

提供信息和转介（见第 35 页）并建立了一个无障碍的多语言网站，还招揽了社交媒体的参与（见

第 46 页）。我们还进行了全省范围的民意调查，以确保我们的优先事项与卑诗省的需求和利益保

持一致（见第 33 页）。 

整合可公开访问的教育和指导资源和论坛 
近年来呈报的仇恨犯罪（见第 23 页）出现惊人增长，并因疫情而加剧，人权办在 2020/21 年度发

起了第一次公共教育活动。“我是种族主义者吗？”活动要求卑诗省民通过在 24 个社区的大型广

告牌和公交车广告上提出的两组问题，以及通过包含时间线、活动和资源的互动网络体验来检视

他们的内部偏见（见第 51 页）。2020/21 年度还推出了我们的人权 101 动画视频短片和有关卑诗

省人权保护的配套学习资源，旨在为公众简化人权概念（见第 54 页）。 

提供改善系统性人权问题的建议 
2020/21 年，在认识到某些群体受到 COVID-19 疫情的打击比其他群体更严重后，我们办公室加入

了一项全国性呼吁，要求制定一项协作性公共部门战略来收集基于种族和其他分类的人口统计数

据，以揭示医疗保健的不平等（见第 69 页）。我们后来制作了一份报告（随后是网络研讨会和其

他资源），建议在卑诗省进行更广泛的分类数据收集，其中提倡使用“祖母的观点”来防止对边

缘化社区的伤害（见第 57 页）。 

新兴问题：COVID-19 疫情 

2020/21 年串联人们的一个主要共同点是 COVID-19 疫情，它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并暴露了关

键的人权问题。 这场全球紧急状况对我们每个战略重点领域都产生了影响，使我省对人权

监督的迫切性得到了明显缓解。 为应对大疫情，人权办向雇主、房东、服务提供商和个人

发布了广泛的政策指南，内容涉及如何确保与紧急公共卫生优先事项相关的人权得到保护

（见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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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解决系统性人权问题的另一种方式是进行调查，这使我们能够向卑诗省政府和其他责任承担

者报告和/或提供建议。 在 2020/21 年度，我们还开始准备我们的第一次公开调查 ——“疫情中

的仇恨”，包括可行性研究、制定指南和授权范围，以及开发调查网站（见第 66 页）。 

制定法律论据以影响判例法 
人权办旨在改善卑诗省的人权法律和制度。一种方法是利用该办公室的权力干预可能影响卑诗省

人权保护的法庭案件。 在 2020/21 年度，我们的办公室就卑诗省最高法院的一个案件提交了首次

干预，该案涉及基于家庭状况歧视的法律测试（见第 73 页）。 

建立基于人权的政策、实践和文化 
人权办的运营战略重点是创建一个强大且可持续的组织，能够对卑诗省的人权产生渐进的影响。 

在 2020/21 年度，我们在制订评估和报告实践过程中使用了基于权利的方法（见第 75 页）； 以

公平和无障碍的招聘方法来建立一个充满活力、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团队（见第 75 页）； 建立了

与我们的目标和指导原则相一致的运营系统和流程（见第 77 页），并实施了一个独特的品牌形

象，使专员成为促进卑诗省人权的可信声音。（见第 75 页）。 

展望未来：2021/22 至 2023/24 年度服务计划 
我们的服务计划（2021/22-2023/24）源于上述战略重点和评估计划的可交付成果。 它概述了目

标、关键绩效指标，以及我们设想在三年期间开展的活动的其中一个样本，这些活动是为了完成

本办公室的任务及为设定未来目标而建立基线。 

我们服务计划中的一些活动包括启动“疫情中的仇恨调查”（正如我们在 2021 年 8 月所做的那

样）、发布我们建设同理心的 “我爱我的人权”系列的第二个视频、主办《人权法》教育研讨会

和为疫情当前阶段下那些制定疫苗接种证明政策的人提供指导材料。 我们未来的工作还包括第二

次主要的公众参与造势活动，继续开展警务工作中的人权工作（包括向特别委员会提交《改革警

察法》）等等（见第 81 页）。 在我们开展这项工作及其他更多的工作时，我们还将评估卑诗省

的人权状况和人权体系。 （见第 82 页）。 

2020/21 年度预算和开支 
在 2020/21 年度，人权办开销了 550 万美元运营预算中的 470 万元，并用完了我们 120 万元的资

本预算（见 94 页）。展望未来，在我们的服务计划涵盖周期中，我们已获批的运营预算 2021/22 

年度为 680 万元，2022/23 年度为 670 万元，2023/24 年度为 670 万元，资本预算为每年 3.5 万

元。 

** 
有关我们如何在 2020/21 年度建立组织并产生影响的更多信息，以及我们在未来几年随着办公室

的发展、完善和维持而计划推进的内容，请在此参阅我们的完整年度报告——《构建人权文

化》：bchumanrights.ca/annualrepor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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