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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武器贸易条约仅一步之遥，
却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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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在 联 合 国 举 行 的 武 器 贸 易 条 约
（ ATT） 谈 判 标 志 着 多 国 政 府 与 公 民 社
会——尤其是武器控制联盟（the Control
Arms coalition）——多年努力的高峰。尽
管最终大会未能达成条约，但此次谈判所
取得的进展却超乎人们的预期，这使我们相
信，一项合理并有效的条约将在明年年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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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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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式的战役
2003年 ， 国 际 特 赦 组 织 （ Amnesty
International）、乐施会（Oxfam）、小
型武器国际行动网络（the
International
Action Network on Small Arms）、更安全
世界（Saferworld）以及其他一些组织在70
个国家联合发起了“武器控制运动”，以推
动各方支持签署ATT。三年后，“武器控制
运动”将一份由全球百万张照片组成的请愿
书递交给了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正式
提交起草ATT的决议。
2007年，100个国家向联合国秘书长递
交了各自关于ATT的观点，其中大部分国家
都支持签署该条约。次年，在联合国专家组
对该条约进行了“可行性、范围及参数”研
究后，成员国以压倒性比例投票赞成该条约
进入下一阶段。
2009年 ， 联 合 国 以 153票 赞 成 ， 1票
反对的投票比例正式开启谈判，并于2010
年至2012年间召开了四次筹备委员会议。
最终谈判于2012年7月2日至27日在纽约举
行。

谈判最终未能达成共识
为期一个月的谈判可以说是异常艰
苦，与会代表经常连续工作18个小时，并
在最后一周经历了如过山车般急上急下的状
况。7月24日上午递交的草案几乎在所有环
节都非常薄弱。两天后公布的新草案，尽管
仍旧缺陷重重，却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也使
得大家普遍认为基本不会有成员国将反对这
份草案，而条约亦将在周五正式达成。

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ATT）大会主席罗伯托·加西亚·莫里坦先生（右二）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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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最后一天，美国提出该草案中仍
有许多环节需要仔细斟酌，因此无法同意条
约立即通过。俄罗斯与朝鲜也随之提出了类
似申明。
美国最后的逆转令人非常失望。为了获
得美国的支持，草案已经在一些条款上精心
修饰，并且刻意在一些细节上弱化其效力。
很明显，在美国大选年，总统巴拉克·奥巴
马是不会愿意用连任前景来冒险的，毕竟该
条约很可能不会被其选民所支持。

失望但不气馁
虽然最后有一些国家站到了美国一边，
但是许多观察者都认为，如果不是美国站出
来反对的话，别的国家也不会提出反对。事
实上，各成员国已经准备同意通过草案了。
美国的举动立刻引发了极大的愤怒，并
激发了更大的决心。不到半小时，90个“
失望但并不气馁”的成员国签署了一份声
明，要求联合国尽快重启推动条约签署的流
程。

只要我们能够保持这个势头，就有理由
对最终签署一项有意义的条约持乐观态度。
美国也将承受多方压力，迫使其履行大国
的领导责任，以解决那些逍遥法外且不负责
任的武器交易为重，而非仅仅关注其国内大
选。
这一期ATT通讯的三篇文章反映了作者
作为大会观察员参加联合国ATT谈判大会的
个人感受与观点。第一篇文章中，夏立平教
授将本次大会视为继续努力的新基石。他认
为美国对于条约无法成功签署负有责任，并
谈到了中国的积极角色与非政府机构的重要
性。第二篇文章中，冷新宇教授指出了现实
主义与自由价值间的冲突，并解释该种冲突
导致了脆弱国家至今仍深陷于自身的安全问
题而苦苦挣扎。最后一篇文章中，戴颖博士
着重论述了谈判中关于弹药的争论。她相信
将弹药归入条约中对建立一项有效的ATT是
至关重要的。
请点击以下链接阅读条约草案的全文:
www.saferworld.org.uk/ATT-draft-text

2

| ATT 通讯 第 3 期

2012 年 9 月

联合国武器贸易条
约会议：是失败，还
是努力达成强有力
条约的新基石？
夏立平
2012年7月27日，来自全球170多个
国家的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经过长
达四周的谈判之后，终究未能达成武器
贸易条约（ATT），以便管制交易额超
过600亿美元的全球武器贸易。

我接受“更安全世界”组织的邀请，在
联合国ATT会议中担任了一周的观察员。根
据这段时间的亲身经历，我总结如下：
美国始终是——并将继续是——签订
ATT的主要障碍之一。这主要归因于其国内
的政治状况。在ATT谈判期间，美国不仅没
有发挥世人所期待的领导角色，更是对谈判
会议未能在7月27日达成决议负有责任：在
谈判的最后一天，美国表示（俄罗斯随后也
表示），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澄清和解决
他们对条约草案的争论点。这实际上是在阻
止与会各国达成条约。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武
器交易商，其常规武器交易额超过全球总交
易额的40%。尽管奥巴马总统上台以后，
美国政策发生逆转，并在2009年决定支持
ATT计划，但2012年正值大选，无论是共
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完全无意触及枪支管制
的话题。
盖洛普（Gallup）和其他民意调查机构
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二十年里，美国人
对强化国内枪支管制的支持度逐渐下跌。例
如，盖洛普在1990年进行调查后发现，78
％的美国人赞成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法，而
19％的人赞成放松枪支管制或维持现状。
到2011年，只有44％美国人赞成加强枪支
管制，54％则赞成放松管制。即使在7月20
日，在科罗拉多州的电影院发生大规模枪击
惨案并导致12人死亡、58人受伤之后，总
统奥巴马和共和党领导人罗姆尼在面对枪击
案的直接后果时，都拒绝讨论强化枪支管制
的问题。枪支管制倡导人士认为，科罗拉多
州枪击案理当成为警钟，但许多美国人对枪
支问题的看法，似乎并没有受到这种个别
惨案的影响。2012年7月初，“全国步枪协
会”（NRA）声称，如果ATT草案威胁到第
二修正案的最高权力，它将竭力反对该条约
到底。枪支拥有权利的支持者们则呼吁无数
的枪支持有者联络参议员，反对签署这个条
约。即便ATT不会冲击到美国国内的枪支所
有权，很明显，美国之所以在最后时刻阻挠
ATT通过，与美国的国内政治不无关系。

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都同意达成一个强
有力的条约。继美国在7月27日的意外之举
之后，在极短的时间内，90个其他会员国
签署了共同声明，表示国际社会强烈支持主
席的最终草案，并呼吁将这个进程继续推动
下去，以此表明：他们坚定地支持签署强有
力的ATT。
在ATT会议上，中国发挥了积极而尽职
的作用。中国代表团积极参与谈判，在坚持
本国原则的同时，出于对国家利益和人类共
同利益的考虑，采取灵活而开明的方式，在
某些议题上与其他大多数国家保持一致。中
国支持将各种武器——包括小武器——纳入
ATT之中，也无意阻止条约涉及国际人权法
和国际人道法的话题。此外，中国和部分其
他代表团一起，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有些媒体指责说，正是中国（和美国及俄罗
斯一起）阻止了最终协议的达成。这种言论
应该予以纠正：中国并没有阻止草案通过。
事实上，中国在谈判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理应受到称赞。
非政府机构（NGO）成为了推动ATT
的一股重要力量。七月份，更安全世界
（Saferworld）、乐施会（Oxfam）和致力
于管制武器交易的其他非政府机构的代表们
在纽约表现得非常活跃。条约的拥护者们和
专家们做了很多工作，为各国代表团就如何
控制武器的流通提供了自己的见解。他们的
热情和坚持不懈的努力，鼓舞了各国代表团
的许多成员。
虽然很多人对ATT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共
识感到非常失望，甚至将其视为失败，我却
宁愿将它视为继续努力的新基石。各国已拥
有大量的共同立场，并就条约的轮廓和许
多内容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在经过四周
讨论达成的最终草案的基础上，各国会将该
议案提交给联合国大会。国际社会应尽力争
取，使联大在今年内就ATT进行多数决定原
则的投票。

作者简介
夏立平，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院长、教授，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
会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研究方向：国际战略、美国国家安全战
略、国际军备控制、亚太安全、中国对
外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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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通讯》半年刊由“更安全世界”
组织和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合
作出版。本刊旨在研究常规武器所涉及
的问题，观察并报道在联合国武器贸易
条约进程下，国际社会为管制全球常规
武器流通所做出的努力。《ATT通讯》
是中国专家、学者和学生交流的平台。
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与我们
联系。
本期《ATT通讯》中文版由黄一婷、聂
传炎翻译。
免责声明：《ATT通讯》中收录的文章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更安全世界立
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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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贸易条约谈判
会议失败，国际社
会该如何面对？
冷新宇
人道主义危机在世界范围内仍在
持续。这背后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没
有一项国际性的法律制度来管制武器销
售。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人们可能认
为国际武器销售量也会随着2008年的金
融危机而下降。然而事实却与这一设想
完全相反，数据显示，武器贸易额——
尤其是在那些传统的武器出口国与购买
国之间——呈现了大幅度的增长。7月
在联合国总部纽约召开的会议旨在就
国际武器贸易条约（ATT）的出台取得
共识。会议伊始之时，好莱坞电影《战
争之王》中令人沮丧的画面可能反复出
现在参加会议的各国外交家、联合国和
非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脑海中。正如几
年前这部电影所预见的，联合国安理会
的常任理事国却是武器的几个最大出口
国，这非常具有讽刺意义。

“我对本月底ATT谈判达成共识不抱乐
观态度。”“但是我们需要一项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ATT。”这是笔者在观察了谈判会议
一个星期后准备离开纽约时与一位同事之间
的对话。这一悲观看法不幸成为了现实。会
议一开始，关于巴勒斯坦是否作为一个主权
国家参加会议的问题便成为了第一个障碍，
这也显示了即使要取得达成ATT所需的基本
共识也很难。
尽管巴勒斯坦的与会资格只是一个单纯
的流程问题，但是大会花了两天的时间和努
力来解决这一问题。激烈的辩论由与会各国
在第一轮一般性辩论中陈述各自政府立场展
开。任何人只要亲临现场并聆听各个国家的
不同立场，就会意识到要缓解这其中不计其
数的矛盾会有多么的困难。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
人们对于汉斯·摩根索与伍德罗·威尔
逊这两者的不同观点总是争论不休。ATT大
会或许不是最合适的，但却是展示现实主义
与自由主义之间冲突的很形象的一个例子。
比方说，弹药是否该由ATT来管制成为了大
会的一个争论议题。然而正如一位非洲外交
官所指出的，这个问题实在很荒谬。武器若
没有弹药如何开火？他的提问简明扼要，却
不无逻辑。

很明显，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利益分化非
常严重。自由主义总是非常有说服力，即使
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也无法否认其背后的道
德价值。然而，中国有句成语叫事与愿违。
经过了几乎一个月的谈判，美国的一位代表
在最后一天上午宣布美国无法接受目前的条
约草案。华盛顿对这一立场的解释是最终的
草案用词模糊并且无法保护主权国家对国内
枪支管制的权利。华盛顿的无情说辞令会场
中所有的外交官们意识到之前一个月的谈判
只不过是一场游戏。美国的立场得到了俄罗
斯的响应，而这一响应也标志着本次谈判的
彻底失败。尽管一些主要国家做出了最后的
努力，却也无力逆转该条约的悲惨命运。对
此，一位非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评论道，既
然从一开始美国国务卿克林顿的团队就坚持
此次的ATT必须基于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
才可以签署，那么华盛顿方在最后阶段用这
一技术策略来作为最后的借口也就显得合情
合理了。

我们仍然需要ATT
国际社会为促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全球性的ATT所付出的努力付诸东流。
这也留下一个简单却发人深思的问题：究竟
是谁在破坏与摧毁国际和平与安全？人道主
义危机在中东与非洲某些地区愈演愈烈，但
是对武器买卖具有约束力的法规却迟迟未浮
出水面。
评论家们或许会辩解道：《国际人道
法》（IHL）——起源于150多年前亨利·
杜南爵士用以缓解战争受害者的痛苦遭遇的
个人努力——在今天仍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武
器冲突中，无论是国际性还是非国际性的。
法律学者们可能会进一步阐述这种观点，认
为国际法发展至今，所有违反国际法核心条
例的罪犯们都应该被起诉并被追究他们各
自的罪责。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以及
1979年的《附加议定书》提出了“或引渡
或起诉”的义务，从而避免对战争罪犯们提
供庇护。然而《国际人道法》只是一套针对
违法滥用武器的法律制裁体系，只是一系列
防止重大犯罪的法律规定。一个悬而未决的
问题是，是谁提供给了那些罪犯们用以破坏
基本法律的工具呢？毋庸置疑，是未被管制
的武器贸易体系。

作者简介
冷新宇，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法学硕士。研究方
向：国际刑法、高政治风险和受冲突影
响地区投资保护制度、国际人道法。

道德价值以及智慧力量
我们的世界在黑暗中摸索，寻求可行
的解决方案。不过国际社会很高兴地看到中
国在ATT上立场的改变。在次之前，一些非
政府机构预测中国可能会在此次谈判大会上
持保守态度。在2012年7月之前的筹备会议
中，中国代表团认为人权问题以及人道主义
问题常常被高度政治化，因此不应该列入条
约的准则内。然而7月的谈判会议上，中国
代表团并没有坚持将人权问题排除在条约的
准则之外。尽管欧洲国家非常欢迎中国这一
立场的改变，但欧盟并不会因此而解除对中
国的武器禁运这一已经实行了二十多年却愈
发无谓的政策。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积极的
一面在于，中国不再像人们预计的那样只关
注自己的商业利益，而开始寻求道义上的支
持。这种软实力的竞争或许比国务卿克林顿
的“智慧力量”政策更加实在。
尽管大国在制定新的国际法规则时总是
更有发言权，并且更有能力抵制任何不利于
他们的规则，但是国际法并不应该也不会因
此而丧失其道德价值的本质。ATT大会的结
束或许给美国的内政，特别是为即将到来的
总统大选留有了余地。但是大量的批评言论
证明了道德观的确会对国际政治产生压力。
这背后的原因也非常简单：规则以及制定规
则的过程是复杂的，但是这些规则都是基于
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否认的基本常识与情
理。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有能力在今后的几
十年中相互竞争。但这种竞争将不再是简单
的权利分配问题。能够赢得更多道义支持的
一方才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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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VS义务：武器
贸易条约谈判中关
于弹药问题的争论
戴颖
在筹备委员会（PrepCom）两年的
充分准备以后，2012年7月，193个成员
国再次在纽约会晤，召开武器贸易条约
（ATT）外交会议。他们试图达成首个
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为全体成员所认可
的正式公文，以管制全球的武器贸易。
不幸的是，在经过四个星期的紧张谈判
之后，大会最终未能达成这个旨在为常
规武器交易提供通用国际标准的历史性
条约。在谈判最后那天，美国对最终草
案表示反对，宣称需要更多时间来处理
悬而未决的问题。这项声明在事实上终
止了谈判。

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条约
在适用范围和标准上的分歧，导致条约未能
通过。条约是否应该涵盖弹药是引起争议的
主要原因之一，这个话题主导着外交会议的
讨论，对美国来说也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来自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其他
一些饱受枪支暴力与军火泛滥之苦国家的代
表团，大多都呼吁将弹药纳入条约之内。然
而，其余代表团并没有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他们认为，控制弹药流通难度太大，成本太
高。
为了综合各成员国的意见，平衡各方利
益，在四个星期的谈判过程中，会议在这个
热点问题上做出了妥协，并对条约文本做出
了许多修改。因此，在外交会议期间拟定的
如下四个重要文件中，弹药有时被纳入ATT
的适用范围，有时又被排除在外。
1）7月3日：主席提供的讨论文件。7
月3日，主席提供了首份讨论文件，作为整
个谈判的基础。该文件建议将弹药纳入条约
的规定范围之内。美国对此做出了回应，重
申其反对意见，指出这样“对实现该条约的
目标帮助甚微或毫无帮助”。美国还认为，
弹药是易消耗品且无法标记和追踪。菲律宾
支持将弹药纳入条约；但表示，如果将其纳
入条约的话，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反馈报告和
执行条约时获得帮助。越南则认为弹药复杂
多样，难以界定，因此不应纳入其中。与此
同时，尼日利亚则热心地主张将弹药纳入其
中，他们质疑说：“离开了弹药，武器还算
得上武器吗？”在对条约的实质性内容发表
意见的各个成员国中，12个国家明确表示

应该将弹药纳入其中，1个国家认为需要展
开进一步讨论，4个国家则表示反对。
2）7月13日：条约适用范围条款的提
议。到第二个星期为止，大会分为两个独
立的委员会，分别进行谈判。7月13日，负
责审查条约适用范围的2号主委会主席就该
问题发布了拟定的条约文本。文本中没有使
用“弹药”这个字眼，但将弹药归入到第i
类“以上列举（指上文（a–h）中列举的各
类武器）的各类军需品以及军用引爆装置”
中。
许多国家要求用“弹药”来代替“军
需品”这个字眼，或作为后者的补充。另一
方面，加拿大、印度、古巴、中国、法国、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日本和伊朗始终反对
在第i类中添加补充措辞。美国坚持认为应
删除“h）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之后的条
目，并表示该立场已相当明确，今后不愿再
次重申。
3）7月24日：第二份条约草案。7月24
日，主席拟定了新的草案。大多数国家，尤
其是非洲国家，都对弹药没有被纳入条约之
中表示担忧。科特迪瓦代表西非国家经济共
同体（ECOWAS）表示，难以甚至是无法
接受任何对弹药避而不谈的条约。相反，美
国则表示，它仍然“认为军需品不属于条约
的讨论范围”。澳大利亚表示，它希望看到
弹药被纳入条约当中，但能“理解”弹药为
什么未被纳入。中国则表示，各国在弹药问
题上不可能达成共识，因此，我们现在“也
可能会放弃努力”。
4）7月26日：ATT最终草案。在闭幕
前一天，ATT最终草案呈交大会。该草案对
弹药的相关条款做出了重大修改，并将其挪
到“第六条：出口”部分。部分国家（主要
是欧洲国家）接受了这个折中方案，它意味
着：虽然未被归入限定范围的章节，但弹药
明确被纳入了条约。然而，以非洲国家为
主的许多国家都希望将弹药明确写入“第二
条：范围”。他们声称，如果条约第二条避
而不谈弹药问题，他们的代表团将无权批准
这样的条约。直到最后时刻，弹药问题工作
小组仍在讨论这个颇具争议的问题。然而，
各方最终没能达成共识。有些代表团仍然主
张，解决争议的最好办法是在第六条中讨论

作者简介
戴颖，独立研究员，清华大学哲学博
士，现于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从事
研究工作。研究方向：武器尤其是常规
武器的管制问题。研究侧重于了解各国
常规武器管制谈判方式及公民社会对现
实世界谈判过程的影响。她目前致力于
研究非政府机构，尤其是非洲非政府机
构在达成武器贸易条约过程中所起的作
用。

弹药问题，另外一些代表团对此只能勉强同
意，而其余一些代表团则继续反对在条约中
谈及任何弹药问题。

结论
关于是否应该将弹药纳入ATT的争论将
会持续下去，它亦决定着条约的成败。因
此，在未来的谈判中，需要更多的变通和努
力。弹药必须成为ATT适用范围中必不可少
的内容，正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所指出
的，将弹药问题排除在条约之外将会导致非
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出现退步。尽管现实证
明，要将弹药纳入ATT之内并非易事，但它
却是一个能够有效促进人类安全的条约不可
或缺的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