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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2 日，联合国大会以 155 票赞成、
22 票弃权和 3 票反对（伊朗、朝鲜和叙利亚）的表决
结果通过了《武器贸易条约》。 

这标志着一场历经二十余年的管控武器贸易的运
动和历经七年的联合国框架内的谈判终于有了成果。
两个月之后的 6 月 3 日，《武器贸易条约》开放供各
国签署， 这是国际社会武器贸易管控联盟的胜利，这
一广泛的联盟包括了对武器贸易管控持积极态度的国
家、民间团体、富有责任感的军工企业，以及 2012 年
7 月和 2013 年 2 月两次条约谈判的外交会议的主席阿
根廷大使罗伯托•加西亚•莫里坦（ Ambassador 

Roberto García Moritán）和澳大利亚大使彼得∙沃尔考
特（Ambassador Peter Woolcott）。 

国际社会通过《武器贸易条约》，此举意义重大。
它是第一个为管控国际常规武器贸易而制定共同标准
的条约，因此有利于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若条约的
文字和精神能得到全面的实施，它将可能实现条约的
拥护者所追求的目标，即挽救生命和保护民生。 

条约案文 

《武器贸易条约》要求缔约国建立或维持国家管
制武器贸易的机制，该机制包括但不限于下述措施： 

 编制尽可能详尽的管制武器清单： 

 条约涵盖了作战坦克、装甲战斗车、大口径火
炮系统、作战飞机、攻击直升机、军舰、导弹
和导弹发射器、小武器和轻武器。（条约鼓励
缔约国编制内容更为广泛的常规武器管制清
单。） 

 禁止武器转让的情形： 

 若有关武器的转让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所采取
的措施（如武器禁运等）、违反了国际协定，
或者缔约国了解到有关武器将被用于实施种族
灭绝、危害人类罪、战争罪或攻击平民时，该
转让不得被批准。 

 国家风险评估程序： 

 有关国家机关将评估拟出口的武器是否存在下
述风险，即将用于或有助于有关人员违反国际
人权法或人道法、实施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犯罪
行为、跨国有组织犯罪、基于性别的暴力或针
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 

 采取措施防止被转让武器转用，包括评估出口武器
被转用的风险； 

 采取管制常规武器进口、过境、转运和中介活动的
措施； 

 保存国际武器进出口记录、向条约秘书处报告上述
活动和履约措施的机制。 

条约并非十全十美，但它为全球管制常规武器贸
易设立了重要的底线；与 2012 年 7 月《武器贸易条约》
外交大会议定的草案相比，现在的条约也有了长足的
改进。总之，条约规定变得更加明确和清晰，并强化
了对一些关键领域的界定，这些领域包括： 

 修改了可能使条约受制于现存或将来协定的条
款，原条款可使缔约国在防务合作协定框架下
的武器出口不受本条约的限制。 

 增加了有关武器转用的第 11 条，该条要求缔
约国采取广泛的措施防止被转让武器转作他用。 

 改进了针对条约修正的规定。条约生效六年后，
每隔三年，缔约国可就条约修正进行协商，若
无法就修正案达成协商一致，则该修正案可以
通过四分之三出席缔约国会议的缔约国投票通
过。 

 将条约生效的条件从 60 个国家批准减少至 50

个国家。 

 删除了与尚未批准条约的国家相关的规定，原
条款可使未成为缔约方的国家执行较缔约方而
言薄弱的控制。 

  涉及出口风险评估（第 7 条）的规定也得到了强
化。国家除了需要考虑武器转让可能对人权法、人道
法或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犯罪行为所带来的影响外，还
需考虑有关武器是否会被用于有组织犯罪。 尤为重要
的是，条约还明确规定国家应考虑出口的武器被用于
实施基于性别的暴力和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的风险。 

尽管“高于一切的风险”的措辞不尽如人意，它仍然
是国家决定批准或否决武器出口的标准。反对该措辞
的国家主要来自欧盟的武器出口国，它们认为“高于
一切”的措辞可能使得国家即便在武器转让存在重大
违反国际人道法或人权法风险的情况下仍然实施转让，
因为出口国可能认为存在其他“高于一切”的情形
（如为维持和平与安全等）。在 2013 年 3 月的谈判中，
上述措辞成为美国接受条约的条件之一。一些具备良
好的武器出口管制机制的国家此后表示，它们希望通
过下述解释来处理该措辞的模糊性，即当有关武器的
出口存在便利实施违反国际人权或人道法、与恐怖主
义有关的犯罪行为或有组织犯罪的重大或明显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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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当否决有关武器的出口。它们认为这是更为严
格的标准。 

同样情形也发生于国家对条约适用范围的解释。尽管
条约只列举了联合国规定的七种主要的常规武器及小
武器和轻武器，条约鼓励缔约国将条约的规定适用于
最为大范围内的常规武器（第 5 条第 3 款）。因此，
我们期待较早批准条约的国家，尤其是武器出口大国，
能明确表示它们将对条约的范围做宽泛的解释，从而
为条约关键条款的执行创设较高标准、并鼓励其它国
家也追随同样的做法。 

与草案相比，条约对弹药和零部件的处理虽然有了较
大的改进，但仍在一些方面令人失望。其中最主要的
是条约关于出口、转口、转运、中介活动和转用的规
定不适用于弹药和零部件。与 2012 年 7 月的案文相比，
条约有了改进。那时的案文只在规定出口事项的条款
中，用两款规定了弹药和零部件的问题。现在的《武
器贸易条约》则用专门的条款对弹药和零部件做出了
规定，并在条约的全文中对此有所涉及。最为重大的
改进是，弹药和零部件将接受与常规武器一样的出口
风险评估（如上所述第 7 条）。2012 年 7 月的案文则
无此规定。 

签署、批准和生效 

2013 年 6 月 3 日，条约正式开放供国家签署。联
合国为此举办了一天的庆祝仪式，包括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在内的数位高官出席了这一仪式。数个政府的
代表在当天的发言中表示，他们对条约的解释和实施
将高于条约明确的规定。例如： 

 爱尔兰表示，它认为条约的适用范围是“广泛”
的；挪威表示它将会把条约适用于“所有的常规
武器”；乌拉圭也表示它希望条约的适用范围
“更为广泛”。 

 瑞士表示它相信第 2 条的范围“暗含”了礼物、
借贷和租赁。（第 2 条将常规武器的国际贸易界
定为出口、进口、转口、转运和中介活动，并将
其统称为转让。） 

 新西兰表示它会将“高于一切的风险”解释为
“重大风险”。 

展望未来，墨西哥表示条约应当“与时俱进”。
巴西表示条约在将来“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挪威
和新西兰也同意条约仍可“改进”和“强化”。瑞士
表示它对条约一直持有“较高的期待”，“条约的进
程仍未完毕”，条约“只是在朝着实现其目标的方向
上迈入新的篇章”。 

在本文撰写时，70 多个国家签署了条约，包括美
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表达了它们即将签署条约的意愿。
由于条约在其获得通过不久立刻开放签署，这使得一
些国家面临行政程序上的困难，而无法在 6 月 3 日签
署条约。另一些国家则希望能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开
幕后由国家元首来签署条约。普遍的观点认为，超过
一半的联合国会员国将在 2013 年年底前签署条约。 

条约在获 50 个签署国批准后方能生效，其生效最
早能在 2014 年实现。在未来的日子里，全球民间团体
运动会在军控联盟（Control Arms Coalition）的协调
下（该联盟是一个在 100 多个国家开展活动的全球性
非政府组织网络）鼓励和协助签署国尽快批准条约。

这些活动将包括动员各国议员，并提供法律、政策和
技术支持和分析等。 

履约的挑战 

如果缔约国不充分履行条约，条约将很难产生任
何效应。毫无疑问在现阶段，一些签署国在其批准条
约前已经需要协助，以帮助它们能在批约后充分履约。
多边组织、地区组织和民间团体需要协同工作，以协
助国家解决其特殊需要、并为它们提供支持。短期来
看，在条约生效和成立秘书处以协助缔约国履约前，
各方协同工作将尤其重要。 

我们必须认识到重要的一点，即在条约生效前，
缔约国将无法举行缔约国大会（大会将负责审查条约
的履行、修改及其它与条约运作有关的事项）。这意
味着，较早批约的国家将无法在正式场合来讨论条约
条款解释和执行的有关问题。因此，需要为政府专家
创造机会举行非正式会议，以便讨论有关履约的问题
（如履约报告机制或具体条款的解释等）并开始设计
和分享履约的最佳实践。 

结论 

一个强有力《武器贸易条约》的设计者和支持者
希望通过创设有活力和效力的条约体系来实现他们所
追求的目标，该条约体系将反映国际武器贸易趋势并
处理国际和人身安全问题。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所有
利益相关方，包括具备先进制度的国家、国际民间社
会、负有责任的军工企业，需要继续协同一致开展工
作，以便使该条约在其应当生效的地方发挥作用。 

国际武器贸易的透明性和问责机制是否能够得到
改进，这也将是《武器贸易条约》的试金石。在此方
面，民间组织可以发挥特殊而重要的作用，监督政府
行为、敦促其履行条约义务。鉴于地雷监督组织的成
功经验，国际社会正在考虑设立由民间组织为主导的
监督体系。 

 

“国际社会最终决定通过《武器贸易条约》来
结束国际武器转让的自由散漫毫无约束的状态……   

条约将有效遏制武器的过剩和泛滥问题。尤其
是在冲突易发地区，武器的流通将破坏稳定、加剧
动荡。条约将使武器更难以流入黑市，或落入军
阀、海盗、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之手；也将严格限
制武器被用于实施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法的行
为。”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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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简报初载于《裁军时代》（Disarmament Times）

2013 年夏季刊。《武器贸易条约》全文和关于条约执

行和批准的相关信息请参见：
http://www.un.org/disarmament/ATT/ 
ii
 伊丽莎白•柯卡姆（Elizabeth Kirkham）是更安全世

界小型武器与转让管控顾问。更安全的世界是致力于

防止暴力冲突和建设更安全生活的独立的国际组织。 
iii
 艾莉森•彼特拉克（Allison Pytlak）是军控联盟项目

经理。军控联盟是在 100 多个国家开展活动的全球民

间组织网络，其总部位于纽约。更多信息参见：
http://www.controlarms.org 
 
 
 
 
 
 
 
 
 
 
 
 
 
 
 
 
 
 
 
 
 
 
 
 
 
 
 
 
 
 
 

                                                                                        

关于更安全世界 

更安全世界是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致力于预
防暴力冲突，构建更安全的生活。我们直接与受冲
突影响的当地民众合作，改善他们的安全状况，增
加他们的安全感。与此同时，我们进行广泛的研究
与分析。我们通过这一例证和经验来改善当地、国
家和国际政策与实践，以期构建持久的和平。我们
首要关注的是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应当能够过
上和平、圆满的生活，远离不安全和暴力冲突。  

作为一个非盈利组织，我们的合作项目遍及非
洲、亚洲和欧洲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 

Saferworld – 28 Charles Square, London N1 6HT, UK 

Registered Charity no 1043843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no 3015948 

Tel: +44 (0)20 7324 4646  |  Fax: +44 (0)20 7324 4647 

Email: general@saferworld.org.uk   

Web: www.saferworld.org.uk 

 

http://www.controlarms.org/
mailto:general@saferworld.org.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