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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的首次联合国武器贸易
条 约 （ATT）外 交 会 议 未 能 就 会 议 主
席，阿根廷大使罗伯托·加西亚·莫里
VIOLENT CONFLICT. BUILDING SAFER LIVES
坦 提PREVENTING
交的条约
文本草案达成共识。此
后，联合国大会在当年12月通过的决议
中同意在2013年3月18日至28日期间召
开最后的外交会议（第二次外交会议）。

SAFERWORLD
SAFERWORLD

2012年12月通过的决议确定，2012年
7月26日的条约文本草案将成为第二次外交
PREVENTING VIOLENT CONFLICT. BUILDING SAFER LIVES
会议谈判的基础，届时也将采用同样的共识
原则。但它也规定，如果这次会议未能提
交武器贸易条约，该条约草案可以被送回
联大，这意味着条约可以多数票原则获得通
过。

通过武器贸易条约
今年三月，由于需要在短短的九天之
内达成协议，各国在会议主席，澳大利亚大
使彼得·伍尔科特的主持下迅速转入正题。
全体会议以及只向政府代表团开放的非正式
促进会议谈到了7月26日的文本草案提出的
各种问题，以及后来由伍尔科特大使拟定的
两份草案。然而，尽管各方进行了密集的谈
判，伊朗、朝鲜和叙利亚却无视绝大多数国
家的赞成立场，阻碍会议对条约终稿达成共
识。
因此，按照联大的议事规则，一份建议
通过ATT的决议提交给了联大。武器贸易条
约以多数票获得通过，其中155票赞成，3
票反对，22票弃权。

开启条约的签署和批准进程
2013年6月3日，联合国启动了签署条
约的进程，67个国家签署了武器贸易条约。
随后，在联大9月25日举行的一次正式签署
仪式上，又有一批国家签署了条约，签署国
的数目上升到了100多个。
10月11日，联合国第一委员会通过一
项决议草案，支持武器贸易条约的实施。草
案呼吁所有尚未通过该条约的国家签署和批
准条约，并呼吁有能力的国家提供法律或立
法支持、机构能力建设，以及技术、物资或

联合国大会对武器贸易条约投票当天。2013年4月 © paramita

财政支持。12月5日，联大以152票赞成、0
票反对、29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个
决议。这意味着当时反对条约的国家这次都
没有投反对票。
在撰写本文时，已经有9个国家（冰
岛、圭亚那、安提瓜和巴布达、尼日利亚、
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特里尼达和多巴哥、
格林纳达、马里）批准了条约，115个国家
签署了条约。在50个国家批准该条约的90
天后，该条约将会成为国际法。

武器贸易条约的通过是个
历史性的成就，通过加强
对全球常规武器贸易的监
管活动，它能为减少人 类
的苦难做出贡献。然而，条
约的效力将首先取决于各
国履行它的意愿和能力。

nath / control arms

接下来的任务
武器贸易条约的通过是个历史性的成
就，通过加强对全球常规武器贸易的监管活
动，它能为减少人类的苦难做出贡献。然
而，条约的效力将首先取决于各国履行它的
意愿和能力。
事实上，尽管条约的文本为今后的工
作开了个好头，但是它也具有某些含糊之
处，这是各国在实施条约的阶段应该努力消
除的。显然，在生效以后，缔约国应该推动
各方对武器贸易条约中的各项条款达成一致
的、进步的认识，并鼓励每个国家：
n

公开采取全面的国家管制制度，包括受
管制物品的清单，并将条约的所有规定
运用到所有常规武器、军火弹药、零部
件和相关技术中去；

n

将该条约运用到各类国际常规武器转让
中去，包括借贷、赠送和租赁；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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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n

在得知武器或物品会违背联合国宪章、
国际人权法或人道主义法（包括国际习
惯法）所规定的义务时，应该禁止转让
所有的受管制物品；

n

在允许任何转让之前，首先进行谨慎而
系统的风险评估；

n

如果常规武器具有被用来严重违反国际
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或破坏和平与
安全（包括严重的性别暴力行为或严重
伤害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的重大风
险，此时应该拒绝转让这些常规武器；

n

n

n

如果常规武器具有被转让给未经许可的
最终用户或转用于未经许可的最终用途
的重大风险，此时应该拒绝转让这些常
规武器；
确保及时交换相关信息，并与其他缔约
国合作实施该条约；
就条约实施（包括常规武器转让）事宜
向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提交全面的国家
报告，并予以公开。

此外，为确保该条约迅速生效并具有普
遍约束力，已经具有严格管制武器出口机制
的国家需要帮助那些在批准和全面实施武器
贸易条约方面能力不足的国家，从而确保条
约能对饱受常规武器扩散和滥用之苦的地区
产生切实的影响。
本期ATT通讯承蒙清华大学在读博士生
何韵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阳立平教
授惠赐稿件。何韵分析了中国在2013年4月
2日的联大会议上投弃权票的原因。她认为
虽然中国对该条约的某些担忧并没有全部消
除，但国内最近的讨论表明，未来可能仍然
是光明的。欧阳教授阐释了我们为何能对中
国有可能签署和批准该条约报以乐观期望。
她认为中国目前正在竭力为签署该条约铺平
道路。

赞成该决议
弃权
反对该决议
尚无公开声明，
或有待确认
2013年4月2日各国对是否通过武器贸易条约的投票情况，图片来自armstreaty.org

点击此处阅读更安全世界的分析《武器
贸易条约获通过》

此外，为确保该条约迅速
生效并具有普遍约束力，
已经具有严格管制武器出
口机制的国家需要帮助那
些在批准和全面实施武器
贸易条约方面能力不足的
国家，从而确保条约能对
饱受常规武器扩散和滥用
之苦的地区产生切实的影
响。

SAFERWORLD
PREVENTING VIOLENT CONFLICT. BUILDING SAFER LIVES

关于《ATT 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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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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韵是马里兰州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的富
尔布莱特学者，也是清华大学的在读博
士生。她在中英文刊物上均发表过武器
管制问题的文章，并参与了中美之间许
多2轨和1.5轨战略对话。她当前的研究
方向包括中越战争、常规与战略武器管
制，并尤其关注稳定不稳定悖论相关问
题。
欧阳立平教授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其研究方向主
要侧重于国际武器管制与不扩散和国际
安全。她具有国际关系学院的法学硕士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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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武器贸易条约投弃权票：
有理由感到乐观吗？
何韵
2013年4月2日，在外交会议无法
达成共识之后，联合国大会以155票赞
成、3票反对、22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
过了武器贸易条约。在22个投弃权票的
国家之中就有中国。在解释中国为何会
采取这种立场时，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
表王民先生说：“（中方）期待各方协
商一致达成一个有效的条约，规范常规
武器贸易，打击轻小武器非法贩运”，
并说“中方可以支持[…]协商一致达成条
约。”1

出于两个原因，通过共识达成条约的
原则极大地左右着中国的决策过程。首先，
这会影响到该条约的有效实施。正如外交部
发言人洪磊解释说，“回避协商一致可能导
致有关立场分歧扩大，甚至形成对抗，也
不利于条约的有效性和普遍性。”2 除中国
之外，另两个主要的武器进口国和/或出口
国——俄罗斯和印度——也投了弃权票。印
度正在审视他们签署条约以后的潜在后果，
而俄罗斯则很少显露出它会在短期内签署该
条约的迹象。
第二个原因，以多数投票通过条约，使
中国担忧多数票原则取代共识原则成为多边
军控谈判中达成协议的新准则。尽管共识并
不意味着所有成员国在通过某个条约时都必
须投赞成票，但它意味着任何国家都不应该
投反对票。3 对中国来说，在存在反对票的
情况下通过管控国际常规武器贸易的条约是
不可取的。

对中国来说，在存在反对
票的情况下通过管控国际
常规武器贸易的条约是不
可取的。
由于担心多数票原则正在淡化裁军谈判
会议——共识在这种会议上是必须的——的
作用，这促使中国更加担忧多数票原则会
成为国际军控谈判的准则。早在2008年之
时，中国就表明对武器贸易条约也许会威胁
到裁军谈判会议的权威和职能的忧虑，而只
有后者才是唯一的制度化的多边军控谈判的
平台。4

然而，历史上也有过一个这样的先例：
联大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所通过的武器管控
条约却获得了中国的支持。1996年，全面
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的谈判中，除印
度以外的所有国家都赞成该条约，澳大利亚
向联大提交文本草案并获得了绝对多数的赞
成票。中国也投了该决议的赞成票。
此外，2012年的联大决议“呼吁联合
国武器贸易条约最终会议主席向联大报告会
议的结果”，这为会议主席将文本草案提
交给联大铺平了道路。5 人们在当时认为，
这种做法再次采用了CTBT谈判中使用的策
略。中国投票赞成该决议。
这表明，尽管缺乏共识的确是中国决定
在联大会议中对武器贸易条约投弃权票的一
个原因，但可能也有其他的因素。

尽管缺乏共识的确是中国
决定在联大会议中对武器
贸易条约投弃权票的一个
原因，但可能也有其他的
因素。
中国对武器贸易条约的态度尚不明朗。
有人指出，中国似乎对武器贸易条约的内容
很满意，因此有望在不远的将来签署该条
约。这种说法基于如下事实，即：在最后的
外交会议上，中国没有对条约的最终草案提
出异议。然而，接受条约草案并不意味着中
国已经消除了它对这个条约的所有顾虑。例
如，中国媒体经常提到，该条约没有涉及武
器转让给非国家行为体的问题，而这正是中
国的主要顾虑之一。此外，有些人认为，中
国并不急着加入武器贸易条约框架，因为中
国已经具备了非常全面的国家武器出口管制
体系。
有些人猜测，华盛顿签订武器贸易条约
可能会迫使中国采取相应的行动。然而，这
不太可能。虽然中国媒体始终关注着约翰·
克里在9月25日签署武器贸易条约的举动，
但媒体也很快指出，该条约不可能得到美国
国会的批准，因此不会让美国的政策产生任
何实质性的变化。6 媒体还指出，美国签署
该条约不会影响美国的海外军售。7
然而，未来也许仍然是光明的。今年五
月在北京参加相关会议的部分中国军控专家

透露说，中国目前正在对条约的内容进行内
部的跨部门分析，这可能会决定其未来的立
场。有些人猜测，随着2013年11月三中全
会做出的决定，中国的军售法规可能会进行
改革，私人资本将会注入国家的军工产业。
至于这是否会实现，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但
至少，正如吴海涛大使最近在第68届联大
会议上所说，“（中国）愿就条约后续工作
与各方保持沟通，共同致力于构建规范、合
理的国际武器贸易秩序”。8
NOTES
1 《应该通过共识达成武器贸易条约》，
新华网，2013-4-3，见http://news.
xinhuanet.com/english/video/201304/03/c_132281188.htm
2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013年4月3日主持例行记
者会时的发言，见 www.fmprc.gov.cn/eng/
xwfw/s2510/2511/t1028801.shtml
3 安东尼·奥斯特，《现代条约法与实践》，
剑桥出版社，2007年，第86页
4 www.fmprc.gov.cn/mfa_chn/wjbxw_602253/
t521632.shtml.
5 联大会议在2012年12月24日通过的决
议内容可参阅：www.europarl.europa.
eu/meetdocs/2009_2014/documents/
sede/dv/sede012313ungares67_/
sede012313ungares67_en.pdf.
6 参阅评论文章《美国签署武器贸易条约：
签了也白签？》，见：http://news.sina.com.
cn/w/2013-09-27/061028312678.shtml.
7 参阅中国新闻网2013年11月8日的在线文
章《美国称加入武器贸易条约不会影响其
海外军售》，见：www.chinanews.com/
gj/2013/11-08/5477929.shtml.
8 中国代表团团长吴海涛大使2013年10月8日
在第68届联大一委一般性辩论中的发言，
见：www.china-un.org/eng/hyyfy/t1086012.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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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武器贸易条约——
一位中国学者的观点
欧阳立平教授
2013年4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武
器贸易条约。至今，已有115个国家签署
了该条约，9个国家批准了该条约。它将
在50个国家批准90天以后生效。武器贸
易条约将规范常规武器国际贸易，涵盖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中的七类武
器以及轻小武器。

武器贸易条约的宗旨和目标受到了国际
社会的广泛欢迎，但其通过过程并非一帆风
顺，这表明了该条约的谈判过程困难重重。
在将武器贸易条约纳入讨论范围之
前，中国已经拥有强大的枪支管制措施。自
1997年以来，中国已制定法规，打击国内
外非法贩卖武器的活动。事实上，武器贸易
条约的部分规定已在中国付诸实施。
当中国没有签署该条约时，一些国家感
到惊讶和失望。然而，我们还是可以认为，
中国对武器贸易条约的态度是积极的。从原
则上来讲，中国政府是支持这个条约的。然
而，在签署和批准该条约之前，中国需要时
间来研究、审议和消化。
出于几个原因，我们可以对中国签署
和批准武器贸易条约保持乐观态度。首先，
签署条约需要中国重新考虑其常规武器贸易
规则、规章和惯例，这会产生相当的费用且
非常耗时。即便如此，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
国，中国仍然愿意花费时间和金钱，做出这
些调整。
其次，中国在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
散方面能够满足国际规范，这种经验表明，
中国政府也同样有能力限制常规武器的扩
散。中国在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过
程中，展示出了其经验和能力。中国政府已
经签署了许多防扩散条约，并建立了履行这
些条约的内部机制。中国在许多领域的国家
政策达到或超过了国际标准。比如，在核领
域，中国制定的管制清单涵盖了“桑戈委员
会”、“核供应国集团”控制清单中的所有
物项和技术；在生化领域，中国管制清单的
范围包括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及“澳大利亚
集团”清单管控的全部物项和技术。在导弹
领域，中国管制清单的范围和有关参数与“
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技术附件的内容基
本一致，中国的清单中还包含“导弹及其技
术控制制度”附件中没有的内容。
其三，如前所述，一些武器贸易条约中

批准（条约生
效需要获得50
个国家的批准）
签署
有待签署/批准
在发布本简报时各国对条约的批准和签署情况，图片来自armstreaty.org

的规定已在中国付诸实施。枪支走私和贩运
活动在中国被视为是违法的。这些措施和法
律在国内具备强大的支持。

武 器 贸易 条 约 的 条 款 涉
及中国 境内的 许 多政 府
部门、军事机构和中国企
业。在中国，各方已经举办
了许多相关的研讨会和会
议，这表明了中国国内是
重视该条约的。
鉴于上述情况，中国为何仍然对该条约
怀持谨慎态度呢？首先，签署条约很容易，
但要实施它则需要完成大量的系统工作，中
国政府也许希望为此做好准备，等准备就绪
后再签署条约。武器贸易条约的条款涉及中
国境内的许多政府部门、军事机构和中国企
业。在中国，各方已经举办了许多相关的研
讨会和会议，这表明了中国国内是重视该条
约的。
虽然在中国有许多声音赞成武器贸易
条约，但也有反对的声音。这些表示异议的
个人或机构通常并不反对该条约的精神和宗
旨，而是担心或不了解条约的确切含义。例
如，有些反对者不清楚武器贸易条约的具
体内容，希望中国政府解释清楚，这到底是

个武器管控条约，还是个贸易条约，或两者
兼而有之。也有人则要求政府更明确地指点
他们，武器贸易条约对他们未来的活动有何
影响，同时也有些人担心签订该条约以后产
生的经济后果。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对条约
中的定义、概念、范围和参数也存在异议。
在中国政府中，也有对签约之后的顾
虑。政府需要教育和培训公职人员和公司，
以便了解武器贸易条约的条款，并修改法
律，制定和传播政策法规，以及协调跨部门
之间的合作。
中国政府应该在许多领域向国际社会
学习经验，学习那些在国际武器交易中拥有
较大市场份额的政府的做法。例如：学习他
们对常规武器贸易的先进管理措施，尤其是
武器出口以后核实最终使用者与最终用途资
格的监管措施。中国政府还应该努力在信息
共享和联合风险评估方面与国际社会合作。
那么，中国接下来会怎么做呢？虽然政
府尚未签署该条约，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国内
在这个问题上毫无作为。尽管中国国内在武
器贸易条约相关问题上发言不多，但中国充
分理解条约的重要性，许多人都认识到，随
着条约可能在明年的某个时候生效，成为该
条约的首批成员会给中国带来很多的权益。
中国目前正在竭力为签署条约铺平道路。对
于中国来说，签约意味着承诺。一旦中国做
出承诺，它就必须确保自己为履行条约做好
了充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