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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ATT）的制定进程

——从2006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61/89号决

议，到2012年7月召开外交会议——在较短的时间内

能够取得如此大的进展，这是很引人注目的事情。 

 

        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联合国成员国展开了一

系列讨论：在早期阶段，讨论集中在ATT是否确实可

行上；后来，则以政府专家小组的形式，通过两次开

放式工作组会议和四次筹备委员会会议，继续推动下

去。在这个过程中，联合国秘书长还主持召开了两次

协商会议。最终，在今年（2012年）七月份，各国

就“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的制定问题，进行了为期四

周的谈判。 

 

        毫无疑问，这个过程体现了150多个国家的共同

目标和信念。在2006年、2008年和2009年，这些国

家积极、全面地参与了讨论，并相继通过三个联合国

决议。然而，我们也同样需要认识到，我们能够取得

这样迅速的进展，和阿根廷大使罗伯托·加西亚·莫里

坦 （Roberto Garcia Moritán）在大会中的出色领导分

不开，他巧妙地引导各国推进联合国的进程，并主持

外交会议，让会议几乎就要达成了最终的条约。 

 

功败垂成  

        

        7月27日，当外交大会接近尾声时，会议所提交

的条约草案（A/CONF.217/CRP.1）尽管远远不够完

美，但鉴于所讨论的问题十分复杂，尤其是考虑到联

合国大会要求在所有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草案无疑

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而且，短短几天之前（7月24

日）公布的首个完整的草案版本，受到了公民社会团

体和积极推动条约进程的国家的广泛批评，他们认为

草案内容在所有关键问题上都显薄弱。相比之下，最

终的这份草案有了显著的改进。修订后的文本以草案

的形式于会议最后一周的周四下午公布。随后，在晚

间会议期间，形势显得愈加乐观，与会各方都认为

CRP.1号草案可能会全票通过，或者至少不会有国家

公然反对该草案。 

 

  然而，大会最终没有通过这项条约的主要原因，

并非因为各国在草案拟定的实质性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也不是因为没有足够时间进行讨论，而是由于美国国

内选举的压力，担心在这个时候同意签署ATT，可能

会让总统奥巴马在十一月的大选中落败。自始至终，

美国谈判代表都广泛地参与了会议进程，并花费大量

心力来强调美国政府的利益，防守他们的警戒线。这

意味着，在美国的推动下，最终的条约草案做出了部

分妥协（例如，将弹药排除在范围这一项之外）。在

很多人看来，这些妥协削弱了最终条约的效力。然而，

当美国在最后那个上午的会议中要求“更多的时间”，

意在阻止协议通过时，这次会议也就到此止步了。 

 

  尽管各国明显对这个消息感到难以置信，但还是

迅速做出了反应。超过90个国家共同签署了一项声明，

由墨西哥代表团递交给大会。在声明中，他们对痛失

达成协议的机会表示失望和沮丧，并表示将努力通过

联合国大会来做出最终决定。除此之外，作为大会主

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大会主席莫里坦

大使提出将条约草案CRP.1作为附件录入大会报告，

并将报告移交给联大第一委员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

员会）。这个提议没有遭到反对。因此，CRP.1号草

案获得了正式地位，附加到主席的会议报告之中。这

使得一个月的努力得以保留下来，最终更有可能在这

个文本的基础上形成最终的ATT。 

 

喜忧参半   

 

  鉴于CRP.1号草案的正式地位以及其在未来制定

ATT时可能产生的作用，该草案文本的相对优点和弱

点都值得关注。正如前面提到的，没有人将条约草案

视为解决国际军火贸易泛滥的灵丹妙药。各国政府和

公民社会团体已指出文本中存在着某些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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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CRP.1号草案有很多优点。包括： 

 

1． 目标明确。条约明确规定，制定ATT的目的是使

人类免受武器泛滥之苦。 

2． 武器范围一项中包括了轻小武器，正是这些武器

导致了大多数武装暴力致死事件。 

3． 要求各国在出口武器的决策过程中纳入风险评估，

评估武器是否有可能被用于违反人权和人道主义

的行为或恐怖主义行为。 

4． 要求各国采取措施，避免出口的武器对社会发展

产生不利影响、导致性别暴力或暴力侵犯儿童、

或滋长腐败行为以及用于跨国犯罪。 

5． 要求各国报告条约管控范围内的武器交易，以及

该国为落实条约规定所采取的措施。 

6． 建立秘书处，协助缔约国有效实施“条约”。 

7．对解决争端做出了相关规定，允许诉诸仲裁。 

 

        另一方面，CRP.1号草案也有以下不足之处： 

 

1． 明确规定的武器范围仅仅包含联合国常规武器登

记册中指定的主要常规武器类别，这让各国完全

有机可乘，让大量的军事装备免受条约的约束。 

2． 没有将弹药和零部件包括在条约的范围一项中。

这会导致这些重要物品的出口管制将仅仅基于人

权和人道主义法（上述优点第三条），而无须考

虑到再次转让、危害社会发展、性别暴力和暴力

侵犯儿童、腐败和跨国犯罪等风险（上述优点第

四条）。 

3． 要求各国禁止可能损害人权和人道主义法（上述

优点第三条）的武器转让，但这种要求是基于“最

优先考虑的风险”，而不是“实质性”或“重大”风险，

这会导致限制高得不切实际。 

4． 各国归类为“国防合作协议”框架下的武器交易行

为可能会免受该条约的管控。 

5． 提交的报告中，不要求各国报告弹药和零部件。

因此，各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提交详略不等的信息，

同时，条约也未规定各国应公开哪些信息。 

6． 规定该条约需要得到65个国家批准才能生效，这

意味着条约生效可能多年无法生效。 

7． 修订条款将会深受需达成共识这个紧箍咒的困扰。 

 

争议与妥协  

 

        促使联合国几乎就要达成全球性ATT的谈判，往

往都很复杂，不可预测，有时也是不透明的。在第二

和第三周，大会打破常规，将半数左右的主要委员会

会议设定为“非公开”会议，这意味着公民社会团体无

缘参与重要的辩论会议；此外，在第三、四周也召开

了其他的非公开会议。 

 

        在实质问题上的争议也比比皆是。最棘手的问

题之一集中在弹药上。美国政府想要将弹药排除在协

议规定的武器范围之外，并表现得最为积极；而许多

非洲国家却认为，如果不涉及弹药，条约的价值将非

常有限。在激烈的辩论和表态以后，在会议的最后几

个小时，人们才对弹药问题进行了相关修订。虽然大

多数公民社会团体和许多国家（主要是非洲和加勒比

海地区国家）认为拟定的妥协条款并不尽如人意，但

在最后那个周五上午，外交会议重新启动以后，仍有

人乐观地认为：经过进一步的调整，最终可以打破僵

局。 

 

        关于武装暴力、性别暴力、发展、腐败和风险

阈值（武器转让风险评估基于某个“最优先考虑的”因

素，是否过于严苛）的条款，也引起了大量争论。许

多公民社会团体和积极推动条约达成的国家主张将它

们（或风险阈值的修订）纳入条约各个部分。此外，

关于如何兼顾人道主义因素和“目标和目的”中关于防

止非法武器贸易的相关条款，人们也有争议；关于

“国防合作协议”或将免受协议约束的条款，也引起了

很大的争议。不过，除了最后那个问题有待商榷外，

其他所有问题或多或少地都得以解决，且普遍产生了

正面效果。然而，由于美国在7月27日上午阻止各方

达成共识，这次会议最终丧失了就某些突出问题继续

进行磋商的宝贵时机。 

 

让它发挥作用  

 

  那么，以CRP.1号草案为蓝本成型的条约能够对

目前监管不力的国际军火贸易产生显著的影响吗？鉴

于条约中存在的重要缺陷，尤其是在弹药问题和国防

合作协议问题上的漏洞，答案或许是：值得怀疑。但

是，如果在会议的最后几个小时中与会各方能够合力

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已经为一

个有效的国际武器交易管控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我们同时需要认识到，任何条约之所以有

效，关键在于其执行程度。拿ATT来说，这取决于缔

约国对条约的执行度和执行质量，以及条约在世界范

围内的贯彻程度。关于后者， ATT的支持者们多年以

来始终面临着两难的局面，那就是缔约国数目和条约

效力之间的权衡。事实上，这两者之间明显呈反比关

系。 

 

  在七月份的会议上（在美国最终干涉之前），人

们一度认为：在世界上几个最大的武器出口国的支持

下，与会各方将达成共识，采纳以CRP.1号草案为蓝

本的条约文本。最近的数据显示，2011年美国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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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武器交易总额77.7％；因此，若条约能赢得他们的

支持，这将是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条约草案能否得到其他主要武器出口国或

世界主要大国的明确支持，答案尚不明朗。俄罗斯的

具体立场并不十分清楚（直到他们附和美国要求更多

时间为止）；因为在会议中，俄罗斯代表团大部分时

间都保持着沉默，当然也没有表现出要带头阻止协议

签订。然而，考虑到它向叙利亚销售武器所引发的国

际争议，俄罗斯是否会在以CRP.1号草案为基础的条

约上签字，仍然值得怀疑。另一方面，中国代表团在

整个谈判过程中默默地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尤其，他

们不再坚持将轻小武器以及弹药排除在条约之外。尽

管对草案中部分内容的性质和适用范围（尤其是出口

标准）感到担忧，他们似乎乐于见证ATT的缔结。但

是，中国是否会签署基于CRP.1号草案的协议同样是

个疑问。 

 

结论  

 

        虽然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公民社会团体对于ATT

会议的失败感到非常失望和沮丧，但协议曾经触手可

及的这个事实起到了很大的鞭策作用，促使人们为达

成协议而继续努力。但在目前，CRP.1号草案或其修

订版是否能最终成为ATT，其前景仍不明朗。尽管各

方在讨论通过联合国大会来确定条约草案（并做出部

分重要修订），但召开第二次外交会议也不无可能。

无论选择哪条路，关键在于联合国ATT进程都必须走

出决定性的下一步，尽快制定最终条约；而确保未来

召开外交会议时不再受共识决策的限制，将有助于催

生这样的结果。最后，鉴于CRP.1号草案很可能成为

今后讨论的基础，我们必须努力消除条约草案的不足

之处，以确保制定一部真正强有力的武器贸易条约，

来挽救人类的生命和生活。 

 
*
本文于 2012年 9 月首发于 Disarmament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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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武器贸易条约”草案可在“更安全世界”的网站上查看：

http://www.saferworld.org.uk/downloads/120726％20CRP.1％

20％28draft％20ATT％20text％29.pdf 

2. Grimmett, R. F. and Kerr, P. K.,《对发展中国家的常规武器转

让，2004-2011》，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2012 年 8 月。电子

文档链接地址：http://www.fas.org/sgp/crs/weapons/R4267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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