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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和语境

近年来，尽管有各种区域和国际倡议，非法或缺乏控制的
小型武器和弹药在许多非洲国家的贸易和转用仍然处于令人震
惊的水平。小型武器和弹药持续助长内战，暴力团体得以对政
府、社区、人道主义援助人员和联合国维和人员发动袭击。一
些国家的安全部队对平民实施的无差别武装袭击和其他虐待行
径也在社区中造成恐惧和怨恨。这些袭击助长了严重的暴力犯
罪，也削弱了可持续和平的前景。南非就是这样一个暴力犯罪
非常严重的国家。这其中，非法小武器（或枪支）和弹药的扩
散和易于获得起到了关键作用。

我们因此亟需新的区域和国际间合作方式，通过更加合
作和有效的方式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根据欧盟理事会第
（CFSP）2019/1298号决定，2019年11月，更安全世界与非
洲和中国伙伴合作，启动了一个为期三年的项目，支持“非
洲—中国—欧洲防止武器和弹药在非洲转用的对话与合作”。
该项目旨在提高非洲、中国和欧洲国家对于以下问题的认识，
既非法流向未获授权行为者的武器，尤其是轻小武器及其弹
药，是如何加剧整个非洲的不安全和暴力，从而破坏社会凝聚
力、公共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此外，该项目亦期通过展示
有效的武器出口管制和武器国内管制可以减少武器转用至非法
市场的风险，从而促进合法武器贸易中的问责制和责任感。

该项目的核心基础是一个非官方性质的非洲—中国—欧洲
专家工作组。这个专家工作组由九名成员组成：非洲、中国和
欧洲各三名成员。专家工作组的任务是明确欧盟、中国和非洲
各国政府如何在打击非洲非法武器弹药方面进行最好的协助和
合作，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为此，专家工作组参与政
策对话、与官员和民间团体进行协商、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工
作。

二. 目标

这份关于南非小型武器（枪支）和弹药的研究报告将讨论
和分析以下内容：

● 现行关于枪支和弹药生产、转让和贸易以及民用许可管理
的国家规则和条例

● 非法枪支和弹药的来源

● 来自境外的枪支和弹药在非法市场流通的证据

● 向南非非法市场供应枪支和弹药的主要媒介

● 南非政府为应对枪支和弹药的非法贸易和扩散而采取的对
策和干预措施

● 包括国际转让管制机制在内的其他一些制止枪支和弹药转
用的必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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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本报告的数据通过文献分析和与具有轻小武器管制经验和
相关犯罪专业知识的利益攸关方的访谈采集而成。

用于文献分析的文件涵盖以下类型：

● 官方报告、战略计划、专题讲座、演讲以及相关的官方和
公众会议记录

● 相关立法和政策文件

● 研究报告和其他相关学术出版刊物

● 就《枪支管制法》（Firearms Control Act）修订案提交的
公开意见书

● 媒体报道、观点文章和博客帖子   

四. 术语

“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small arms and light weapons, 
SALW）一词在南非使用并不广泛。“枪支”（firearm）一词
的使用更为普遍，因为它是南非枪支管制立法和政策文件中使
用的术语。因此，本报告将大量使用“枪支”一词。

在南非德班的一个枪击案现场，一名警察提着一把装在证据袋里的枪，2019年2月25日。© 路透社/Rogan 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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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南非的枪支/小型武器、弹药生产和
合法转让

南非的防务工业为非洲规模之最，其中包含一个规模不大
的轻小武器和弹药产业。小型武器和小型武器弹药由私营公司
和国有企业——基本是专注于防务相关设备和技术制造和开发
的国有企业丹尼尔（Denel）集团旗下公司——生产。这方面
的主要公司罗列在表1。

南非生产的大部分轻小武器和弹药或者供应出口市场，或
者供本国政府使用。2020年和2021年，弹药出口到澳大利亚、
法国、德国、约旦、肯尼亚、马拉维、马来西亚、荷兰、巴基
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泰国、土耳其、阿联酋和美国等国
家。同一时期，少量轻型武器出口到巴西、巴基斯坦、瑞士、
阿联酋、英国和美国。国家常规武器控制委员会发布的2020年
和2021年报告也显示，南非的轻小武器出口量较小。1

民用枪支和弹药通常由军火中介商和枪支商店/批发商从各
国进口。南非从中国、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土耳其、英国
和美国等国家进口枪支和弹药。按照《国家常规武器管制法》
和南非警察署（South African Police Service, SAPS）的规
定，公司和个人要进口枪支/小型武器和有关弹药，必须向南非
警察署申请进口许可。

近年来，由于受到严重的腐败、管理不善、出口减少和新
冠疫情的影响，国有企业丹尼尔集团旗下公司的武器和弹药生
产（及其出口）每况愈下。本文撰写之时，丹尼尔集团实际上
已经资不抵债。2

表1：主要的轻小武器生产公司

莱茵金属丹尼
尔弹药（私
人）有限公司
（Rheinmetall 
Denel Munition 
(Pty) Ltd）

该公司由莱茵金属股份有限公
司（51%的股份）和丹尼尔共同拥
有。它生产各种口径的军用弹药。
南非国防军的一些武器和弹药来自
该公司。

米尔科私人有
限公司（Milkor 
Pty Ltd）

米 尔 科 公 司 的 主 要 产 品 是
MGL–MK1肩射型榴弹发射器。

维克多公司
（Vektor）

维克多公司为军事部门设计、
开发和制造突击步枪、速射加农炮
和迫击炮。

比勒陀利亚金
属压制公司
（Pretoria Metal 
Pressings）

比勒陀利亚金属压制公司成立
于1931年，是半国营企业丹尼尔公
司的子公司，主要开发和生产军用
和民用（体育）小型至中型口径的
弹药。

特鲁维罗制造
商（Truvelo 
Manufacturers）

特鲁维罗制造集团的军械库部
门成立于1970年。它生产军用武
器，尤其是狙击步枪。

涟漪效应公
司（Ripple 
Effect）

该 公 司 生 产 手 持 式 榴 弹 发 射
器。

六. 南非的枪支暴力事件

南非暴力程度尤其严重。它是世界上凶杀率最高的国家之
一，仅次于牙买加、洪都拉斯、委内瑞拉和波多黎各。3其他各
种形式的暴力在南非也很普遍，包括抢劫、袭击以及对妇女和
儿童的暴力，发生率都很高。4这种暴力的基础是南非殖民主义
和种族隔离的历史，这些历史使极端不平等、贫穷、高失业率
和结构性暴力根深蒂固。当代暴力的关键促因包括社会规范和
信条普遍认可通过暴力来管理人际和群体间冲突的方式。除了
武器——特别是枪支——极易获取以外，酒精和毒品滥用也进
一步加剧了暴力程度。5

枪支是最常用于谋杀、谋杀未遂、还有恶性抢劫的武器。
在2000–2001年度，使用枪支谋杀占所有谋杀案件的52%；在
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一数字持续下降，直至2011–2012年度的
30%。6而在此之后，较之于锐器，枪支在谋杀案件中的使用稳
步增长。在2015–2016年度至2020–2021年度期间，枪支谋杀
案件的数量增加了55%。此外，在2020–2021年度，枪支谋杀
案件占南非所有谋杀案件的42%（见图1）。72019年，南非与
枪支有关的死亡人数在204个国家中排名第三十一，枪杀死亡
率在非洲排名第二，仅次于莱索托。

近期南非枪支犯罪的上升似乎与非法枪支供应的增加有
关。这些非法枪支主要从警察系统以及民用枪支的合法持有
者手中流出。8在2011–2012年度至2018–2019年度间，约有
78,547件获得许可的民用枪支登记挂失或失窃。有许多报告称
这类武器被用于犯罪活动。

枪支也是凶犯针对儿童实施犯罪时使用的第二大类常见凶
器，在近年来所有儿童谋杀案件中约占百分之十八。在15至17
岁的青少年受害者中，枪伤占谋杀总数的一半以上，在男性青
少年中这一比例明显更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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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11日，南非索韦托的一家酒吧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6人死亡。警察在巡逻搜查非法枪支时询问一名男子。 
© 美联社/舒特斯托克公司/Shiraaz Moha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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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arms are the most common weapon used to commit murder, attempted murder, 
and robberies with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s. In 2000/2001, firearms accounted for 
52 per cent of all murders; this figure consistently declined over the next decade to 
30 per cent in 2011/2012.6 However, the use of firearms – as compared to sharp 
instruments – in murder incidents then increased steadily, with the number of firearm 
murders increasing by 55 per cent between 2015/2016 and 2020/2021. Furthermore, 
firearms accounted for 42 per cent of all murders in South Africa in 2020/2021 (see 
Figure 1). In 2019 South Africa was ranked 31 out of 204 countries in terms of 
firearm-related deaths, and had the second-highest recorded firearm death rate in 
Africa (after Lesotho).7  
 
The recent upturn in firearm crime in South Africa appears to be linked to a rise in 
the availability of firearms in the illegal sector, which have mainly been sourced via 
the police as well as by licensed civilian firearm owners. Some 78,547 licensed 
civilian firearms were reported lost or stolen between 2011/2012 and 2018/2019, and 
there are numerous reports of such weapons being used in the commission of 
crime.8 
 
Figure 1: Use of firearms, knives and sharp instruments in murder incidents 

 
Source: SAPS data 
 
Firearms are the second-most common instrument used in the commission of crime 
by perpetrators where the victim is a child, accounting for around 18 per cent of all 
child murder cases in recent years. Gunshot injuries comprise more than 50 per cent 
of total murders for child victims between the ages of 15 and 17, with the percentage 
considerably higher for male adolescents.9  

                                                       
6 Civilian Secretariat for Police Service (2015),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the Firearms Control Act on Crime 
2000 – 2014’. 
7 Roy TJ (2021), ‘No, South Africa doesn’t have world’s 2nd-highest rate of firearm-related deaths’, Africa 
Check, 17 August (https://africacheck.org/fact-checks/reports/no-south-africa-doesnt-have-worlds-2nd-highest-
rate-firearm-related-deaths) 
8 Lamb G (2020), ‘Getting away with murder’, Africa in Fact 52, pp 84–87. 
9 Mathews S et al. (2013), ‘The epidemiology of child homicides in South Africa’,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91, pp 562–568; Prinsloo M et al. (2012), ‘Fatal violence among children under 15 years in four 
cities of South Africa, 2001–200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jury Control and Safety Promotion 19 (2), pp 
181–184; Swart LA, Seedat M, Nel J (2018), ‘The situational context of adolescent homicide victimization i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3 (4), pp 637–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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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Use of firearms, knives and sharp instruments in child murder 
incidents 

 
Source: SAPS data 
 

7. Firearm controls in South Africa 
 
7.1 Firearms Control Act 
 
Between the late 1980s and the late 1990s, there were substantial increases in 
interpersonal firearm crime. For instance, between 1989 and 1992, the armed 
robbery rate rose by 40 per cent (from 252 to 375 per 100,000), and the reported 
firearm homicide rate – which had averaged four homicides per 100,000 for much of 
the 1980s – increased to ten per 100,000.10 Consequently, the SAPS began to 
implement more rigorous firearm control measures from the late 1990s, which 
gained momentum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CA in 2000. These controls 
entailed stricter firearm licensing procedures, such as improved background checks, 
safe storage requirements, an increase in the minimum age for firearm possession, 
and a limit on the number of licensed firearms and rounds of ammunition a person 
may possess. The FCA also makes provision for controls over the manufacture and 
trading in firearms and ammunition. The SAPS prioritised the seizure of illegal 
firearms both within South Africa and in neighbouring Mozambique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Mozambican police).  
 
The more thorough vetting of firearm licence applicants by the SAPS during the 
period 2000 to 2010 resulted in a considerable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approved 
firearm licence applications, compared to the pre-2000 period.11 Between 1994 and 
1999 an annual average of 194,000 licence applications were approved by the 
SAPS’ Central Firearm Registry (CFR). For the years 2000 and 2001, the annual 
average of licence approvals decreased by 24 per cent to 146,500, with an annual 
average of 107,203 licences approved by the CFR for the period 2000/2001 to 
2003/2004. By 2003 the number of total licensed firearms recorded on the SAPS  
 
 
 
 
                                                       
10 Lamb G (2017), ‘Jagged Blue Frontiers: The Police and the Policing of Boundaries in South Africa’. 
11 Potgieter D (2011), ‘Gun Licences Jammed Up’, 3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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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南非的枪支管制

7.1《枪支管制法》
从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末期，人际间枪支犯罪大幅

增加。例如，1989年至1992年期间，持枪抢劫的比率上升了
40%（从每10万人中252起上升到375起），而有记录的枪支谋
杀率也从80年代大部分时间的每10万人4起左右上升到了每10
万人10起。10因此，自90年代末期，南非警察署开始实施更严
格的枪支管制措施，并于2000年通过了《枪支管制法》。这些
管制措施规定了更严格的枪支许可发放程序，例如改进背景调
查、提高安全储存要求、提高持有枪支的最低年龄限度，以及
限制个人可持有枪支和弹药的数量。《枪支管制法》亦对枪支
和弹药的制造和交易作出管制规定。南非警察署的工作重点则
是在南非和邻国莫桑比克（与莫桑比克警察合作）查获非法枪
支。

2000年至2010年期间，南非警察署对枪支许可申请人进
行了更彻底的审查。与2000年以前相比，这段时期内获得批
准的枪支许可申请数量大幅减少。11在1994年至1999年间，
南非警察署中央枪支登记处每年平均批准194,000份枪支许
可申请。在2000年及2001年，每年平均发放许可证的数目为
146,500宗，降低了24%。在2000–2001年度至2003–2004年
度期间，中央枪支登记处发放的枪支许可证的数目则为平均每
年107,203宗。截至2003年，在南非警察署枪支登记系统记录
在案的获得许可的枪支总数已由1999年的450万支下降到370
万支。122004–2005年度至2009–2010年度，经中央枪支登记
处批准的枪支许可证的数目锐减至平均每年9,886宗。13此后，
从2009年到2016年，获批枪支许可证的数量大幅增加(见下图
3)。南非警察署通常不会定期公布获得批准的枪支许可申请的
数据，而在其年度报告中会指出当年审理完成的许可申请数
量。而从2017年开始不再公布每年的枪支许可批准数据，是
因为枪支利益团体一直在就枪支许可申请遭拒一事提出法律挑
战。

2021年6月，警察部部长报告指出在南非有1,614,291个人
获得许可证，拥有总共2,718,300支枪支。又据报告，官方机构
（例如南非警察署和南非国防军）拥有3,467,398支枪支，其
他政府机构拥有164,249支枪支。142019年，南非警察署报告
称，2,677家私人安保公司注册了102,943支枪支。15

7.2 跨境控制
莫桑比克内战遗留下来的轻小武器助长了1990年代南非严

重的枪支暴力。因此，南非警察署与莫桑比克警察进行了收集
和销毁武器的联合行动（“雷切尔行动”），这些行动似乎也
减缓了境外非法枪支输入南非的程度（见右边表2）。

自2000年代初期以来，非法小型武器的跨境转让一直呈
下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由南非警察署边防警察缴获的枪支
数量可以印证这一趋势。自2002–2003年度以来，南非各入境
点没收枪支的情况总体呈下降趋势（见图4）。南非警察署在
2005年报告称，出现这一下降趋势的原因是南非警察署根据警
署的枪支战略，“加强了边境管理”，并“在大多数主要出入
境点改进了其他安全措施”。16随后的南非警察署关于缴获非
法枪支的年度报告中也不时提到这些观点。自从2008–2009年
度以来，在南非边境口岸没收的枪支数量持续大幅减少，其中
2019–2020年度最为明显，这很可能是由新冠疫情期间的旅行
限制规定所致（如图4所示）。此外，在过去的15年中，南部
非洲地区的跨境枪支走私也不是南部非洲区域警察局长合作组
织的主要关注领域。

表2：1995—2008年的雷切尔行动

年份 销毁的枪支 销毁的弹药（发）

1995 1,127 23,153

1996 488 136,639

1997 5,683 3,000,000

1998 4,693 155,314

1999 12,036 3,315,106

2000 2,415 83,276

2001 3,930 486,000

2002 4,930 11,004,018

2003 1,637 2,200,001

2004 2,453 2,100,038

2005 3,189 1,666,808

2006 3,170 300,000

2007 0 0

2008 6,124 7,000,000

总计 51,875 31,470,353

来源：小约翰和米勒德（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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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arms Registry had dropped to 3.7 million, compared to 4.5 million in 1999.12 For 
the period 2004/2005 to 2009/2010, the annual average of firearm licences approved 
by the CFR had drastically shrunk to 9,886.13 Thereafter, between 2009 and 2016, 
the number of firearm licence approvals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see Figure 3 
below). The SAPS does not typically publish regular data on firearm licence 
application approvals, but rather indicates in its annual report the number of licence 
applications that were finalised that year – which is why there was no published data 
on annual firearm licence approvals from 2017 onwards, as there have been ongoing 
legal challenges by firearm interest groups with respect to rejections of firearm 
licence applications. 
 
In June 2021 the Minister of Police reported that there were 1,614,291 private 
individuals that were licensed to own a total of 2,718,300 firearms within South 
Africa. It was also reported that offici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SAPS and the South 
African National Defence Force) possessed 3,467,398 firearms, and that other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were in possession of 164,249 firearms.14 In 2019 the SAPS 
reported that there were 102,943 firearms registered to 2,677 private security 
companies.15 
 
Figure 3: Number of owners of private licensed firearms: 2004–2016 

 
Source: SAPS annual reports 
 
7.2 Cross-border controls 
 
SALW remaining from the Mozambican civil war contributed to high levels of firearm 
violence in South Africa in the 1990s. As a result, the SAPS engaged in joint arms  

                                                       
12 Mthembu-Salter G, Lamb G (2008), ‘The Meaning of Loss. Firearms Diversion in South Africa’, in EG 
Berman, K Krause, E LeBrun, G McDonald (eds.), Small Arms Survey 2008. Risk and Resil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Safety (2015), ‘The Effect of Firearm Legislation on Crime: Western Cape’, 
Western Cape Provincial Government. 
14 Parliament of South Africa Research Unit (2021), ‘Firearm-related Concerns: Central Firearms Register 
(CFR) Veritas Building, Applications, Backlogs and Modernisation, Firearm Amenesties and Lost/Stolen SAPS 
Firearms’, 23 August. 
15 South African Police Service (2019), ‘Reply to Parliamentary Question 653’, Parliamentary Monitoring 
Group (https://pmg.org.za/committee-question/1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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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拥有非法枪支的南非人被邻国警察逮捕时有发生。
例如，2021年11月，两名持有一把军用突击步枪和一把手枪
的南非公民在哈博罗内被博茨瓦纳警方逮捕。17津巴布韦警方
称，在2020年10月津巴布韦的系列犯罪中，有来自南非的武装
罪犯参与其中。182022年，据南非《星期日时报》报道，2014
年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担任总统期间，南非备受争
议的国家安全局特工涉嫌通过总统专机向莱索托走私突击步
枪。19

在次区域层面，2004年通过了《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枪支
议定书》。南非在编制执行本协议的标准操作程序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这有助于南部非洲区域各国小型武器立法的日益统一。

7.3 特赦
为了降低民用枪支进入非法市场的可能性，南非警察署的

历任部长们于2005年、2010年和2019–2020年度宣布了三次
全国范围的枪支特赦。特赦旨在鼓励民用枪支持有者向南非警

察署交出那些他们不想继续持有、或者非法持有的枪支，20而
不必担心受到起诉。21前两次特赦总共收缴近105,000支枪支和
170万发弹药。22第三次、也是最近的一次特赦发生在2019年
12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之间，随后延长至2021年1月31日。
根据南非警察署的统计，在第三次特赦期间收缴165,715支枪
支和超过723,000多发弹药。23

7.4 高密度行动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南非警察署展开了一系列大规模、

高密度的行动（“饱和警力”），试图减少犯罪高发地区过高
的犯罪率。采取这种方式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将警力资源集中在
这类犯罪热点地区，政府“希望能降低全国范围内的严重犯
罪”。24这类行动的一个关键目标是查缴非法小武器弹药并逮
捕拥有这类违禁品的人员。研究证明，这些行动对减少犯罪高
发地区的枪支谋杀案件起到了很大作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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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Agency had allegedly smuggled assault rifles into Lesotho in 2014 on board 
the presidential plane during the time of the Jacob Zuma presidency.19 
 
Figure 4: Border police (SAPS) firearm seizures, 1997/1998 to 2020/2021 

 
Source: SAPS annual reports 
 
At the sub-regional level, 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 
Firearms Protocol was adopted in 2004. South Africa was instrumental in compiling 
th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rotocol, which has 
contributed to the increased harmonisation of small arms legislation in Southern 
Africa. 
 
7.3 Firearm amnesties 
 
In an effort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civilian-held firearms that could potentially enter 
the illegal market,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the SAPS declared three national firearm 
amnesties, in 2005, 2010 and 2019/2020. The aim of these amnesties was to 
encourage civilian firearm owners to surrender to the SAPS firearms that they either 
no longer wished to possess or that were in their possession unlawfully,20 without 
fear of prosecution.21 Together, the first two amnesties resulted in the surrender of 
close to 105,000 firearms and 1.7 million rounds of ammunition.22 The third and most 
recent amnesty took place from 1 December 2019 to 31 May 2020, and was then 
extended to 31 January 2021. According to the SAPS, 165,715 firearms and more 
than 723,000 rounds of ammunition were surrendered during the third amnesty.23 
 
                                                       
19 Jika T (2022), ‘Weapons allegedly smuggled into Lesotho on Zuma’s presidential jet after coup attempt’, 
Sunday Times, 20 March (https://www.timeslive.co.za/sunday-times/news/politics/2022-03-20-weapons-
allegedly-smuggled-into-lesotho-on-zumas-presidential-jet-after-coup-attempt/) 
20 These firearms typically included those that had not been relicensed either as a result of being inherited or could 
not be licensed due to the more rigorous restrictions of the FCA. 
21 All surrendered firearms would undergo ballistics testing. Amnesty from prosecution would not be granted in 
cases where firearms had been used to commit crime. 
22 Kirsten A (2007), ‘Simpler, Better, Faster. Review of the 2005 Firearms Amnesty’, ISS Paper 134. 
23 Parliament of South Africa Research Unit (2021), ‘Firearm-related Concerns: Central Firearms Register 
(CFR) Veritas Building, Applications, Backlogs and Modernisation, Firearm Amenesties and Lost/Stolen SAPS 
Firearms’, 23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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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枪支和弹药的转用

南非最严重的枪支犯罪都与非法枪支和弹药有关。以下
涉及枪支使用的犯罪中，90%以上和手枪有关：谋杀、谋杀未
遂、恶性抢劫、住宅抢劫、商业抢劫和劫车。26许多非法枪支
会流通很长一段时间，并经常反复被用来实施犯罪。例如，南
非情报局的脸书动态以及南非警察署#让枪支远离街头#的话题
标签（上面有许多由南非警察署和其他执法机构查缴或没收的
非法武器的图片）都显示，尽管查获枪支中也有外观较新的枪
支，许多被没收的非法枪支是经过频繁使用的。大部分被没收
的枪支是手枪，偶尔也会出现霰弹枪和猎枪。27

南非的案例研究和民族志研究表明，使用非法枪支实施
暴力犯罪的人，要么直接通过盗窃或抢劫的方式从合法持有这
种武器的人那里获得枪支，要么通过黑市中介间接获得枪支。
偷盗枪支供自己使用的人绝大多数是小型犯罪集团的成员，他
们从事街头、入室和商业抢劫，除其他贵重物品外，还偷窃枪
支。28非法枪支中介往往与有组织犯罪集团（包括街头帮派）
有联系。这些集团偷窃或者购买被盗或遗失的许可枪支、或是
政府持有枪支；或者贿赂那些能够接触枪支和弹药的、腐败的
政府官员。盗窃来的枪支随后经常被转卖。例如，著名的南非
艺术家埃斯特尔·马兰古（Ester Mahlangu）的许可手枪在
2022年3月的一次入室抢劫中被盗。警察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找
到了那支枪，并报告说，这把枪自最初被盗以来已经被转卖了
四次。29

枪支转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大量获得许可的枪支遭到遗失
或被盗，而这些丢失和失窃却没有报警备案。例如，2022年2
月，南非警察署官员拘捕了四名与非法持有枪支有关的男子。
涉案枪支登记在一名死于2019年的比勒陀利亚男子名下，但没
有向警方报告枪支丢失或被盗的记录。30

涉嫌枪支和弹药转用的还有私人保安公司。卡琳·多利
（Caryn Dolley）在对开普敦黑社会犯罪的调查报告中披露，
为了获取枪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成立了私人保安公司。
这意味着团伙头目指示没有犯罪记录的团伙成员向私人安保
行业监管局（Private Security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 
PSIRA）申请公司认证。一旦获得认证，这些公司就可以申

请枪支许可。31已经停止运营（或被私人安保行业监管局注销
登记）的私人保安公司所持有的枪支也很容易被转用，32因此
南非警察署定期对这类公司进行检查。例如，在2020–2021
年度，南非警察署中央枪支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对165家被私人
安保行业监管局注销登记的保安公司进行了检查，并没收了
3,058支枪和6,823发弹药。33

近年来，每年有9,000至10,000支获得许可的民用枪支被
盗或遗失。2000年至2014年期间，据报道有20多万支合法枪
支丢失或被盗。在此期间，所有丢失或失窃的获得许可的枪支
中，只有30%被警察追回。34这些枪支大部分之前都是由私人
（民用）持有者经许可持有。2003–2004年度至2015–2016年
度期间，枪支遗失和失窃的程度显著下降（见图6）；这要归
因于《枪支管制法》更严格的许可要求。

南非警察署也对枪支遗失和失窃负有责任。平均而言，
他们丢失或被盗的枪支数量大约相当于每年民用枪支丢失或被
盗数量的十分之一（见图7）。虽然警察因为拥有枪支而成为
犯罪分子的目标，但也有一些警察因为疏忽而遗失枪支。南非
警察署内部枪支管控措施的薄弱环节也导致了这类转用的发生
（包括腐败）。如果警察局内部枪支管控得以改善，这种损失
和盗窃是可以减少的。南非国防军报告的枪支遗失和失窃水平
要低得多（尽管他们的数据不如南非警察署的数据可靠）。例
如，在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有80支枪和近
8000发弹药遭窃。

虽然缺乏弹药转用方面的数据，但在2013–2014年度至
2018–2019年度期间，南非警察署报告称，属于南非警察署的
960万发弹药下落不明。有观点认为，弹药的记录保存不当，
但极有可能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落入了犯罪分子的手中。“打
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倡议”最近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根据
小道消息，一些与黑社会有联系的枪支许可持有人一直在利
用他们的许可获取大量弹药，而这些弹药之后被用于犯罪活
动。35

参与枪支和弹药转用调查的警方官员表示，有组织的犯罪
集团能够获得手枪子弹反映出对合法源头的控制不力。36由于
缺乏有效的监测系统，《枪支管制法》中规定的弹药限制并没
有得到执行，民用弹药库存有可能被用于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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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key problem with firearm diversion is the significant number of licensed firearms 
that are lost and stolen, with the loss and theft not reported to the police. For 
example, in February 2022, SAPS officials apprehended four men in relation to the 
possession of an illegal firearm. The gun was registered to a Pretoria man who had 
died in 2019, but the firearm had not been reported to the police as having been lost 
or stolen.30 
 
Private security companies have also been implicated in firearms and ammunition 
diversion. Caryn Dolley’s investigative account of Cape Town’s criminal underworld 
revealed that an organised criminal network had established private security 
companies in order to acquire firearms. This entailed gang leaders instructing gang 
members without criminal records to apply for company accreditation with the Private 
Security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 (PSIRA). Once accredited, these companies 
could then apply for firearm licences.31 The firearms holdings of private security 
companies that have gone out of business (or been de-registered by the PSIRA) are 
also vulnerable to diversion,32 and as a result the SAPS regularly undertakes 
inspections of such companies. For example, in 2020/2021 SAPS CFR staff 
undertook inspections of 165 security businesses that had been de-registered by the 
PSIRA, and they confiscated 3,058 firearms and 6,823 rounds of ammunition.33 
 
Figure 5: Illegal possession of firearms and ammunition (total) 1994/1995–
2020/2021 

 
Source: SAPS annual reports 
 
In recent years, between 9,000 and 10,000 firearms have been lost by or stolen from 
licensed civilian firearm owners annually, and between the years 2000 and 2014, 
more than 200,000 legal firearms were reportedly lost or stolen. Only 30 per cent of 
all lost or stolen licensed firearms were recovered by the police during this period.34 
Most of these firearms had previously been licensed to private (civilian) owners. The 
extent of loss and theft of firearms declin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2003/2004 and  
                                                       
30 Solomons L (2022), ‘Former Parliament cop, gang member among 4 arrested in possession of dead man’s 
gun’, News24, 30 January (https://www.news24.com/news24/southafrica/news/former-parliament-cop-gang-
member-among-4-arrested-in-possession-of-dead-mans-gun-20220130) 
31 Dolley C (2019), The Enforcers: Inside Cape Town’s Deadly Nightclub Battles (Jeppestown: Jonathan Ball). 
32 Lamb G (2008), ‘Under the Gun’: An Assessment of Firearm Crime and Violence in South Africa’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4886962_'Under_the_gun'_An_assessment_of_firearm_crime_and
_violence_in_South_Africa_Report_compiled_for_the_Office_of_the_President_Pretoria_South_Africa_2008)  
33 South African Police Service (2022), ‘South African Police Service Annual Report 2020/21’.  
34 Ministry of Police (2016),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Firearms Control and Management in South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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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see Figure 6); this has been attributed to the more rigorous licensing 
requirements of the FCA.  
 
The SAPS has also been responsible for firearm loss and theft – roughly equating to, 
on average, a tenth of the number of civilian firearms that are lost or stolen each 
year (see Figure 7). While police officials have been targeted by criminals for their 
firearms, some police have lost their firearms due to negligence. Weaknesses in the 
SAPS’ internal firearms control measures have also contributed to this diversion 
(including corruption), and such loss and theft could be reduced if firearm controls 
within the police service were improved. The South African National Defence Force 
has reported much lower levels of loss and theft (although its data is less reliable 
than SAPS data); for example, 80 firearms and close to 8,000 rounds of ammunition 
were stolen between 1 April 2017 and 31 December 2019. 
 
Figure 6: Reported civilian firearm losses/thefts: 1995/1996–2020/2021 

 
Source: SAPS annual reports 
 
Figure 7: Loss/theft of SAPS firearms vs. recoveries of SAPS firearms: 
2004/2005–2020/2021 
 

 
Source: SAPS annual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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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翰内斯堡南部的弗里尼欣，非法的、丢失的和不再需要的枪支将被警察销毁，2015年1月16日。© 路透社/Siphiwe Sibe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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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南非警察署遗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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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的对比图：2004–2005
年度到2020–2021年度 
来源：南非警察署历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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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警察腐败与枪支

9.1 枪支许可和腐败
自2010年以来，负责南非枪支许可管理、并对警方持有枪

支实行管制的某些警务人员之中一直存在着集中形式的腐败行
为。这些腐败行为导致了数千支枪支流入犯罪集团手中，以及
向不合适持枪的人群发放枪支许可的欺诈行为。这一直是公众
和政府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因为枪支历来是南非谋杀和
抢劫中最常用的武器。

十多年以来，在南非警察署中央枪支登记处内部，警察腐
败的风险一直在增加，尤其是在批准枪支许可方面。风险因素
包括：机构功能失调；对中央枪支登记处工作人员施加政治压
力，要求他们在90个工作日内处理许可申请，还要解决大量
积压的许可问题；对处理许可申请的人员缺乏足够的监督；复
杂的枪支许可申请程序滋生了各种腐败的可能性；反腐措施不
力。因此，一些腐败丑闻被曝光也就不足为奇了。下面将讨论
其中三项腐败丑闻。

2012年，针对中央枪支登记处的各种腐败指控，其负责人
马塔佩洛·曼格瓦尼准将（Brigadier Mathapelo Mangwani）
公开回应表示，当局正在调查有关中央枪支登记处腐败的举
报，并称“我希望扭转这种局面。那些提供和接受贿赂者都
应该承担相应后果”。37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13年，曼格
瓦尼涉嫌收受约翰内斯堡一家大型枪支经销商戴夫·希尔枪
械（Dave Sheer Guns）公司管理层的贿赂，从而快速办理
该枪支经销商的许可申请。38据称，米奇·舒尔茨（Mikey 
Schultz），这位自首承认杀害了知名矿业巨头布雷特·基布尔
（Brett Kebble）的凶手，就是通过这个腐败的方案获得了枪支
许可证。这是一桩严重的腐败丑闻：除曼格瓦尼外，另有20名
南非警察署警员牵涉其中，包括中央枪支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和
派出所一级的指定枪械官员。39随后，这些南非警员被停职，
曼格瓦尼被判犯有贪污罪，并于次年被南非警察署解雇。40

2014年，调查人员发现，中央枪支登记处的官员在西开普
省欺诈性地向拉尔夫·斯坦斯菲尔德（Ralph Stansfield，开普
敦最大的帮派之一，28帮的头目）及其大约20名同伙（包括他
的妻子、姐妹和其他亲属）发放了大量枪支许可证，据称是作
为收受贿赂的交换。据说参与了这些贪污活动的南非警察署官
员也涉嫌参与了销毁用于相关许可证申请的伪造文件。警方调
查人员断言，在西开普省，这些枪支被用于一些最暴力社区的
犯罪活动。在2000年至2006年期间，斯坦斯菲尔德曾四次试图
获得枪支许可证，但均以失败告终。本文撰写之时，涉及斯坦
斯菲尔德、他的同伙和中央枪支登记处的审判正在进行。41   

2017年，西开普省和豪登省的夜总会安保行业发生了包
括谋杀和谋杀未遂在内的一系列暴力事件，原因是一个新兴团
伙试图从现有的财团手中夺取该行业的控制权。 本报告撰写之
时，这个新兴团伙的关键人物正在开普敦裁判法庭受审，罪名
是敲诈勒索。这个团伙利用在私人安保行业监管局注册的私人
保安公司，特别是保安集团，以欺诈手段取得枪支许可。42南
非警察署随后进行了10次逮捕行动，本文撰写之时，该案正在
法庭审理中。43虽然尚不清楚南非警察署在发放相关枪支许可
证方面是否存在腐败现象，但警察部门显然没有就必要的背景
进行尽职调查。2020年，经验丰富的南非警察署探员查尔·金
尼尔（Charl Kinnear）在开普敦自家门前遇刺身亡，他当时正
在调查高级警官涉嫌参与有组织犯罪集团与枪支相关的敲诈勒
索案。本文撰写之时，纳菲兹·莫达克（Nafiz Modack，一个
与南非黑社会有关联的知名人物）正因谋杀金尼尔而受审。

在过去的20年里，还发生了一些案例，称派出所一级的指
定枪械官员收受贿赂，非法为《枪支控制法》认定的不适合持
有枪支许可的人提供许可申请的便利。最近的一起案例发生在
2018年的伦特谢尔（Lentegeur）派出所，两名指定枪械官员
因收受贿赂，为一名已被认定不适合持有枪支许可的人办理许
可证而被捕。44在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Natal），有
外国国民涉嫌向警察行贿以获得枪支许可证；而只有南非公民
或永久居民才能申请枪支许可。45 2002年在菲利比（开普敦）
也发生了指定枪械官员协助已知的黑帮分子获取枪支许可的案
件。46

中央枪支登记处的电子许可系统阻碍了对民用持枪许可施
行管制的有效力度。南非国家警察署长对此表示，该系统的效
用有限，而且“基于老旧技术”，大部分仍然仰赖纸质文件。
该系统的开发陷入了腐败的争议。2000年至2021年期间，南非
警察署在该系统开发和维护上的花费超过1.03亿兰特。47

9.2 南非警察署所属枪支和腐败
南非警察署在全国大多数派出所（大约1,100个）都存有

枪支。这些枪支通常是指定给南非警察署警员使用的武器；以
及在行动中缴获的非法枪支；或者是民众上交给警方的枪支。
这些枪支通常储存在警察局的安全区域，称为第13科仓库。关
于这类第13科仓库的最近的一次数据来自于2011年1月。当时
的记录显示，这些仓库中存有188,848支枪支。48南非警察署
还将指定销毁的武器转送到南非各地的集中储藏点，以减少被
转用的危险。

据悉，派出所对这些第13科仓库的安保、管理和行政措
施并不一致。49陈旧的记录保存系统则妨碍了实时监督和风险
规避的实施。例如，警察部长在回答议会关于警方保管的枪支
遗失的问题时说：“中央电子数据库中没有收录这类一信息。
每个派出所都必须手动检查其第13科仓库的登记册来获取相关
信息，还需要验证这些信息的正确性和完整性。这个过程将是
一个巨大的行政负担，可能会影响到南非警察署的警务服务。
如果第13科仓库报告枪支遗失或失窃，（相关部门）就会刑事
立案并展开调查。不过，犯罪管理系统所收集的资料只会反映 
“枪支失窃”，因为在犯罪管理系统中，没有专门的犯罪代码
用来指明发生在第13科仓库的盗窃行为。”50

存放在派出所的警局枪支的安保最终取决于派出所指挥官
以及省一级中央枪支登记处官员的责任心，是否确保有足够的
安保措施，并对枪支进行定期检查和审计。因此，鉴于南非全
国各地的派出所数量众多，南非警察署持有的枪支存在着相当
大的转用风险。犯罪团伙近年来以乡村派出所为目标，盗窃警
察的枪支。而警察的腐败行为导致了更大程度的枪支转用。下
面介绍的是四个受人关注的腐败案例，它们显示了许多共同的
风险因素。

案 例 一 ： 2 0 1 0 年 有 报 道 称 夸 祖 鲁 — 纳 塔 尔 省 伊 南 达
（Inanda）派出所的一名证物管理人员参与了从第13科仓库偷
走98支枪支的案件。他随后被判处20年监禁。51 2010年6月，
议会警察事务委员会的现场勘察表明，伊南达派出所行政管理
糟糕，加上夸祖鲁—纳塔尔省警察局枪支管制机构监督匮乏，
这些都助长了枪支盗窃情况的发生。52据报道，内尔斯普鲁特
（Nelspruit）、53桑顿（Sandton）54和爱丽丝（Alice）地方55

的派出所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件。
案例二：2014年，警方突袭了约翰内斯堡诺伍德一个据称

是犯罪团伙头目的家，发现了300多支无证枪支，以及弹药和
炸药。在随后的法律程序中，发现其中一些枪支是警用枪支，
而另一些枪支则在之前全国性的枪支特赦活动中曾被上交到林
登（Linden）派出所进行销毁。56 2022年1月，诺伍德派出所
第13科仓库又有175支枪支被盗。57在另外三起引人注目的案
件中，有警局人员参与从警局第13科仓库向犯罪集团非法转让
枪支。2017年9月，有报道称贝尔维尔南部（Bellville South）
和米切尔平原（Mitchells Plain）警察局的枪支被警察卖给了黑
帮成员。58同年12月，一名初级警员因涉嫌向在夸祖鲁—纳塔
尔省乌姆拉齐（Umlazi）臭名昭著的格列贝兰兹招待所活动的
杀手提供枪支而被捕。59

案 例 三 ， 2 0 1 5 年 1 月 ， 负 责 看 管 豪 登 省 弗 里 尼 欣
（Vereeniging）派出所缴获枪支的警员克里斯蒂安·普林斯罗
上校（Col Christiaan Prinsloo）被捕。他被指控自2007年以来
通过枪支经销商和中介商向开普敦两个最大的帮派——28帮和
杂种帮（Mongrels）的成员提供了大约2,400支枪支。60由于
不受关注并且缺乏监管，普林斯罗得以与其他警员勾结，从待
销毁的警局武器库存中获得了这些枪支。南非警察署的电子枪
械数据库中的信息则被造假，显示这些武器早在2007年就已被
销毁。警方调查也显示，在2010年至2016年期间，约有1,066
起谋杀案（其中231起受害者是儿童）是使用这些特定的枪支
犯下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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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南非前总统雅各布·祖玛被捕后，在2021年7
月夸祖鲁—纳塔尔省和豪登省发生了骚乱和大规模抢劫。在
此期间，约150万发从巴西进口的小武器弹药从特克维尼市
（eThekwini）附近的一个集装箱港口被盗。有人怀疑这宗案
件涉及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因为在盗窃案件发生时，集装箱没
有得到妥善看管，而如此大量的弹药重量超过14吨，62要盗窃
这些弹药需要相当多的后勤支援。一些弹药随后在靠近特克维
尼的拉芒特维尔（Lamontville）63被犯罪分子用于与警方的枪
战中。

与枪支和弹药有关的腐败也影响到一些大城市的警察机
构，如约翰内斯堡大都会警察局。2022年的警方调查显示，该
部门的两名官员涉嫌非法销售数千发官方警用弹药。64

9.3 开普敦地区的警察腐败、枪支和上
升的谋杀率

现有数据显示，大多数与枪支转用给犯罪团伙有关的警察
腐败都发生在西开普省，特别是在南非的第二大城市开普敦。
根据官方犯罪数据，开普敦的谋杀率从2009–2010年度的每 
10万人43起上升到2020–2021年度的每10万人69起（增长了
60%）。平均来看，在同一时期，南非大多数其他主要城市的
谋杀率要么下降，要么保持相对稳定——所有其他主要城市的
平均谋杀率在每10万人36起到41起之间变化。65

一项关于开普敦枪支和非枪支谋杀案件的研究表明，2010
年至2013年间，开普敦的谋杀案件增加了14%，主要原因是枪
支伤害。66西开普省政府进行的研究亦证实了这一点。67更新

一些的南非警察署报告指出，枪支伤害仍然是西开普省谋杀案
的主要原因。68南非警察署的数据也显示，在2010–2011年度
至2017–2018年度期间，每10万人中发生的“恶性抢劫”（一
种经常涉及使用枪支的抢劫类型）的比例增加了73%，从280
起增加到484起。69

在开普敦的谋杀率和恶性抢劫率系统性地上升同时，非法
持有枪支和弹药的比例也普遍上升，从2009–2010年度的每10
万人中51起增加到了2020–2021年度的每10万人中67起（增
加了31%）。同样的，在同一时期内，平均而言南非大多数其
他主要城市非法拥有枪支和弹药的比例或下降、或保持相对稳
定，所有其他主要城市的平均非法持有枪支和弹药率在每10万
人中33起至36起之间变化。

这一数据表明，自2009—2010年度以来，非法枪支可能
在开普敦的大多数枪支谋杀案中都有使用。这一结论得到了南
非警察署调查的支持。通过弹道证据，南非警察局将2010年至
2014年间发生的1,066起谋杀案与普林斯洛上校向开普敦黑帮
提供的888支枪支联系了起来。70据称，犯罪团伙从警方那里
获得的许多枪支加剧了整个城市暴力团伙之间火拼的程度。71

西开普省政府又报告，2019年6月至2021年12月期间，西开普
省（其中大多数在开普敦）发生了442起涉及3人或3人以上同
时被枪击的事件，其中563人死亡，另有1,000多人受伤。72

在2020年3月至5月的封锁期间，开普敦的枪支伤害有适度
下降。这得益于显著可见的警察执法和禁止酒精饮料销售的禁
令。73但在2020年6月封锁规定放松后，此类伤害大幅增加。74 
2022年1月至3月期间，西开普省的谋杀案件的数量比2021年
同期增长了12%以上。

在南非德班的东海岸枪支店和培训中心，武器教官里德瓦恩∙赛义德（Ridwaan Syed）在三位公民办理新的枪支许可证时，对他们进行了枪支所有权的指
导，2021年9月3日。© 欧新社—埃菲社/舒特斯托克公司/Kim Ludbr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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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南非警察署内部的枪支管制
2022年2月，警察部长报告称，南非警察署积极寻求可以

改善其所属枪支的管制方法。南非警察署的枪支使用一种独特
的点阵式打码（条形码）方法，警用弹药盒则使用“P”进行
标记。南非警察署枪支的弹道“指纹”被采集到南非警察署综
合弹道信息系统中。需要配枪的警员要接受特定的审查，之后
配发枪支挂绳和枪支保险柜（用于在住所时存放武器）。南非
警察署报告称，在枪支训练和射击实践中，教练人员经常强调
枪支的安全操作和保护。77不过仍需大量的干预措施来改进对
警署所属枪支的管制。

10.4 私人安保行业的枪支管制
为了加强私人安保行业枪支管制工作，私人安保行业监管

局下设了一个枪支管理小组委员会。相应措施包括对安全服务
供应商数据库的改进，该数据库现在纳入了获得许可并登记使
用枪支的私人安全组织的详细信息。小组委员会定期向中央枪
支登记处提交有关此类业务的报告。私人安保行业监管局还设
立了一个由监管局和中央枪支登记处的官员共同组成的常务委
员会。该常委会旨在：协调监管局和中央枪支登记处的决策、
行动和操作；规范私人安保行业对枪支的管制；制订签发枪支
许可的最低要求、以及撤销许可的指南；共享信息；并为私人
安保行业培训枪械督察。78

10.5 其他枪支管制措施
南非警察署在其2022–2023年度业绩计划中强调，非法枪

支是一项优先事项，警署将会针对枪支犯罪率高的地区有策略
地进行警力部署，并开展情报主导的高密度行动。79 2022年，
西开普省政府推出了一项匿名举报非法枪支的奖励制度，向警
方提供非法枪支信息的公众——如果这些信息有助于执法人员
没收枪支——将获得奖金。80同样在2022年，西开普省政府采
用了根据数据确定暴力热点地区，从而进行省内警察资源部署
的方式，之后省政府称因此收缴到了更多的非法枪支。81

十. 枪械管制改善措施

针对改善枪支和弹药管制，从而减少枪支和弹药落入罪犯
之手这一议题，南非政府近年来在立法、政策和实践方面都取
得了一定进展。这其中包括：拟议的《枪支管制法》修正案；
为中央枪支登记处制定新的“转型”战略；加强看护警用枪支
的措施；并且加强对私人安保行业获取和使用枪支的规范管
理。

10.1 《枪支管制法》修正案
南非警察署于2021年发布了对《枪支管制法》的拟议修正

案。一项关键的提议是删除关于允许21岁及以上的个人出于自
我防卫目的申请枪支许可的规定。南非警察署称，这项提议的
主要原因是，以自卫目的获得许可的枪支属于最容易被盗或遗
失的合法枪支类别。各种拥护枪支的团体对修正案提出了相当
大的反对意见，警务民用秘书处在同年收到了超过10万份书面
反馈。本文撰写之时，最终敲定修正案的时间表尚未决定。

10.2 中央枪支登记处的“转型”战略
南非警察署2020–2021年度报告指出，警方正在整合中

央枪支登记处的“转型”战略，其目标不仅是改善中央枪支登
记处的功能（包括开发更强大的电子许可和记录保存系统），
还包括改善中央枪支登记处工作人员的工作条件。然而，议会
警察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在2022年4月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改革
和构建中央枪支登记处能力的进展相对缓慢。不过，在同次会
议上，新任命的国家警察署长范尼·马瑟莫拉将军（General 
Fannie Masemola）表示，他将优先处理中央枪支登记处的功
能失调问题。75 2022–2023年度南非警察署业绩计划还表明，
警方已经完成了一份关于如何更好地装备中央枪支登记处的报
告。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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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政策建议

完成《枪支管制法》修正案 2021年拟议的《枪支管制法》修正案在减少南非境内枪支和弹药转用方面具有相
当大的潜力。因此，警务民用秘书处和议会警察事务委员会尽快完成法案的修订工作、
并且基于可靠的科学研究完成最终修订尤为重要。

加强及改善中央枪支登记处 南非警察署已经表示，建设和提高中央枪支登记处能力是优先事项之一。中央枪
支登记处在枪支管制和防止武器转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南非警察署应加快进
程，大幅改善中央枪支登记处的运作（尤其是有效推行功能完备的电子许可系统）。

枪支计划的汇编 南非警察署在本世纪初制定了一项全面的枪支计划，通过由警署领导、多部门协
同的方法来打击枪支犯罪和转用。2000年至2008年间枪支犯罪降低，这一计划功不可
没。82鉴于目前南非严重的枪支犯罪，警署应考虑制定和实施一项新的枪支计划，并与
受犯罪活动影响的社区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协商，共同起草这项计划。

针对枪支的警方行动 针对非法枪支的警方行动曾是上述枪支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这类行动（例如
2004年的赛图尼亚行动（Operation Sethunya））有助于减少非法枪支的数量，尤其
是在犯罪率高的地区。83在未来执行类似的行动亦会有很大价值。

加强对警方武器库的控制 
（警方第13科仓库）

南非警察署枪支管制制度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是警署缺乏一套针对其所属枪支
和弹药（如警署设在派出所一级的第13科仓库）的中央电子管理系统。私营部门有相
当多的库存/资产管理专门知识。南非警察署如果能与声誉良好的私营企业实体建立伙
伴关系，制定出既易于管理又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案，则将获益良多。

改进合法弹药贸易 向持有枪支许可的人合法出售弹药在实践中存在漏洞，造成了大量弹药的转用 
（特别是在犯罪分子中）。中央枪支登记处、私人安保行业监管局和枪支经销商应该寻
找减少滥用此类漏洞的措施。《枪支管制法》修正案或许可以解决这一难点。

实施《预防犯罪和暴力综合战略》
（Integrated Crime and Violence 
Prevention Strategy）

南非内阁于2022年3月批准了《预防犯罪和暴力综合战略》。该战略为预防暴力犯
罪、促进社区安全、打造警力职业化并改善警务工作提供了全面和综合的方法。一个更
安全的南非则可能会降低人们对于获取合法和非法枪支用于自卫的需求。因此，政府应
抓紧执行《预防犯罪和暴力综合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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