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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第十九届会议 
2010 年 5 月 17 日至 21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临时议程和说明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3. 关于保护文化财产免遭非法贩运问题的专题讨论。 

4. 统一并协调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会员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领域的工作： 

 (a) 批准并执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 

 (b) 批准并执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c) 批准并执行关于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文书； 

 (d)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其他事项； 

 (e) 为支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工作而开展的其他活动，特别

是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网、非政府组织及其他机构的活

动。 

5. 世界犯罪趋势及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内新出现的问题和应对措施。 

6. 审议第十二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的结论和建议。 

7. 联合国预防犯罪与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的实施和适用。 

8. 战略性管理、预算和行政问题： 

 (a) 管理和财务问题工作组的工作； 

 (b) 给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有关政策和预算问题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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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10. 其他事项。 

11. 通过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的报告 
 
说明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题为“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运作”的第 2003/31 号

决议中，决定自 2004 年起，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应在每届会议结束时选

出下届会议的主席团并鼓励其在委员会常会以及非正式闭会期间会议的准备过

程中发展积极作用，以便使委员会能够向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不断

提供有效的政策指示；该决议还决定委员会主席应在适当时邀请五个区域组主

席、77 国集团和中国的主席以及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国代表或观察员参加主席团

的会议。 

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3/31 号决议及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5
条，委员会在 2009 年 12 月 4 日第十八届会议续会结束时宣布第十九届会议开

幕，其唯一目的是选举该届会议的主席团。根据主席团成员按区域分配予以轮

换的做法，选出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及其各区域组的以下主席团成员： 

职位 区域组 主席团成员 
主席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 Eugenio María Curia 

（阿根廷） 
第一副主席 西欧和其他国家组 Rüdiger Lüdeking 

（德国） 
第二副主席 亚洲国家组 Dinesh Patnaik 

（印度） 
第三副主席 非洲国家组 Hakeem Balogun 

（加纳） 
报告员 东欧国家组 Simona Manuela Marin 

（罗马尼亚） 

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3/31 号决议设立了一个由五个区域组主席、77 国

集团和中国的主席以及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国代表或观察员组成的小组，以协助

委员会主席的工作并参加主席团的会议。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定第 7 条规定，委员会应在每届会议开始

时根据临时议程通过该届会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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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9/246 号决定注意到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的报告；并核

准了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在通过议程之后，委员会似宜制定一份时间表，并商定第十九届会议的工作安

排。拟议工作安排载于本文件附件。 

2009 年 9 月 11 日和 11 月 23 日委员会闭会期间会议商定并经其第十八届会议续

会确认，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将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至 21 日举行，在该届会议

第 1 天之前的一个工作日将举行非正式协商。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9/246 号决定并鉴于第十二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将于 2010 年 4
月 12 日至 19 日举行的事实，第十八届会议续会强烈敦促会员国在该届会议开

幕前至少提前 1 个月并最晚在 4 月 21 日之前提交决议草案。应当随同决议草案

提交关于执行工作预期范围及其拟议时间表等资料，确定可用资源并提供其他

相关资料。提交决议草案供第十九届会议审议的暂定期限为 2010 年 5 月 17 日

星期一中午。 

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9/251 决定，委员会将在 2010 年下半年举行其为期

一天的年度续会，该续会将与麻醉药品委员会续会同时召开。 
 
文件 
 
临时议程和说明（E/CN.15/2010/1） 
 

3. 关于保护文化财产免遭非法贩运的专题讨论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2009/246 号决定中决定，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的突出

主题是“保护文化财产免遭非法贩运”。在 2009 年 11 月 23 日举行的闭会期间会

议上，委员会核可了以下次主题，这些次主题是在非正式协调期间商定的并随

后得到第十八届会议续会的确认： 

 (a) 着眼于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角度的打击贩运文化财产适用法律和政

策，包括定罪和执行司法裁决的问题，重点是此类贩运与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

的联系； 

 (b) 防止贩运文化财产，尤其采取以下方法： 

㈠ 提高认识、能力建设、技术援助和跨学科协调； 

㈡ 重在预防的定罪； 

㈢ 文化财产保护措施，包括文化财产鉴别手段和实际保护措施； 

 (c) 新趋势（例如使用互联网、电子商务和拍卖）和适当对策； 

 (d) 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任务授权范围内，开展预防和打击

贩运文化财产的国际、区域和双边合作，包括为此开展司法协助、建立公私伙

伴关系和有关此类财产的退回和返还机制，并适当注意技术援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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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题为“保护文化财产免遭贩运”的第 2004/34 和第

2008/23 号决议中回顾《防止侵犯各民族动产形式文化遗产罪行示范条约》，该

示范条约由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大会第 45/121 号决议

对此表示欢迎。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4/34 和第 2008/23 号决议强调，各国应当根据《关于禁

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关于被盗

或非法出口的文物公约》和《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及其

两项议定书保护和保存其文化财产。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8/23 号决议重申文化财产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组成部分

以及作为民族文化和民族特性的独特重要证据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对其加以保

护的必要性。理事会重申有必要开展国际合作，防止和打击贩运文化财产的所

有各个方面，该决议注意到，这类文化财产尤其通过合法市场转移，例如通过

拍卖和使用互联网等手段转移。理事会对文化财产的需求表示关切，这种需求

造成文化财产的损失、毁坏、搬走、失窃和贩运，理事会震惊地注意到，有组

织犯罪集团日益参与文化财产贩运活动的所有方面。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还在其第 2008/23 号决议中重申其第 2004/34 号决议的提请

求，即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联合国教

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密切合作，召集一次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

专家组会议，向委员会提交关于保护文化财产免遭贩运问题的相关建议；并请

秘书长向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报告第 2008/23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依照理事会第

2008/23 号决议，保护文化财产免遭贩运问题专家组 2009 年 11 月 24 日至 26 日

在维也纳举行了会议。专家组的建议（E/CN.15/2010/5）将提交委员会审议；还

将提供专家组会议的报告（UNODC/CCPCJ/EG.1/2009/2）。 
 
文件 
 
秘书长关于保护文化财产免遭贩运问题的报告（E/CN.15/2010/4） 

秘书处关于保护文化财产免遭贩运问题专家组建议的说明（E/CN.15/2010/5） 

秘书处关于保护文化财产免遭贩运问题专题讨论讨论指南的说明（E/CN.15/ 
2010/6） 

秘书处关于世界犯罪趋势及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内新出现的问题和应对

措施：保护文化财产免遭贩运的说明（E/CN.15/2010/17） 
 

4. 统一并协调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会员国在预防犯罪和 
刑事司法领域的工作 

 
(a) 批准并执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将于 2010 年 10 月 18 日至 22 日在维

也纳举行其第五届会议。缔约方会议除其他外将审议利用《公约》打击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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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犯罪、开展主要侧重于引渡和司法协助的国际合作与在没收方面的国际

合作及设立和加强中央主管机关的问题。 

在其关于加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特别是其技术合作能力的第

64/179 号决议中，大会回顾 2010 年是《有组织犯罪公约》问世十周年，他请秘

书长在 2010 年第二季度召集大会为期一天的高级别特别会议，讨论跨国有组织

犯罪问题，目的是推动普遍遵行《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并加强国际合作；又

请秘书长在大会高级别特别会议期间组织一次特别的条约活动，推动批准或加

入《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并建议缔约方会议在其第五届会议期间组织一次

高级别会议，目的是讨论新的和正在出现的各种犯罪，以及加强《公约》及其

各项议定书执行工作的方式和手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题为“开展国际合作，预防、打击和消除绑架以及向绑

架被害人提供援助”的第 2009/24 号决议中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其他有关

实体协调，根据请求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以便使他们能够加强其打击绑架

的能力；请会员国和其他捐助者为上述目的捐助资源；并请执行主任向委员会

第十九届会议报告本决议执行情况。执行主任关于开展国际合作打击跨国有组

织犯罪和腐败问题的报告（E/CN.15/2010/8）将提交委员会。 
 

(b) 批准并执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在题为“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防止和打击腐败行径及转移非法来源资产

的活动，并将这些资产退回，特别是退回来源国”的第 64/237 号决议中，大会

欣见《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第三届会议取得圆满成果，特别是以协

调一致方式建立了《公约》执行情况审查机制。它特别吁请迅速有效实施审查

所有缔约国以及酌情审查相关利益攸关方执行该公约情况的机制。它赞赏地注

意到由缔约国会议设立的各个工作组以及与包括机构廉政倡议在内的国际组织

的开放式对话。它吁请《公约》缔约国支持新成立的执行情况审查小组的工

作，包括其技术援助工作，并支持新成立的防止腐败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

工作组的工作以及资产追回问题工作组继续开展的工作。它请秘书长继续向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必要资源，以便该委员会能够有效地促进《公约》的

执行工作，履行作为公约缔约国会议秘书处的职能，并请秘书长按照缔约国会

议第 3/1 号决议的规定，确保为审查《公约》执行情况新机制提供充足的资金。

它再次呼吁国际和国家两级的私营部门，包括大小公司和跨国企业，继续全面

致力于打击腐败，在此方面注意到《全球契约》在反腐败和促进透明度方面可

发挥的作用。它还赞赏地注意到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世界银行提出的追回

被盗资产倡议所开展的工作，及其与国际资产追回中心等有关伙伴之间的合

作。 

在其题为“2010-2011 两年期方案预算”的第 64/244 号决议中，大会核准了审查

机制所需人员配备的经常预算必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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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批准并执行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文书 
 
在大会第 60/288 号决议所通过的《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行动计划中，会员国

决心鼓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包括其预防恐怖主义处，与反恐怖主义委员

会及其执行局密切协商，并根据请求向各国提供技术援助，以协助执行与预防

和制止恐怖主义有关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 

大会在其题为“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第 64/118 号决议中，请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预防恐怖主义处继续作出努力，根据其任务规定，加强联合国在

防止恐怖主义方面的能力；并认识到在《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和安全理事会

第 1373 (2001)号决议范围内，该处发挥作用，通过国家能力建设等途径，协助

各国加入并执行与恐怖主义问题有关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加强在恐怖主义相

关刑事事项方面的国际合作机制。 

大会在其题为“为执行有关恐怖主义问题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提供技术援助”

的第 64/177 号决议中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根据请求加强对会员国的技术援

助，以促进批准这些国际法律文书并将其融入国家立法，推动建设执行这些文

书的能力；提供技术援助以加强国际合作，目的是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确保

向所有相关人员提供从事国际合作方面的适当培训；在其技术援助方案中考虑

到建设国家能力以加强刑事司法制度和法治所需的各项必要内容；加大努力，

继续有系统地发展反恐领域以及与该办公室任务相关的专题领域的专门法律知

识，特别是通过编制技术工具和出版物以及对刑事司法官员进行培训等途径。 

在其第 64/179 号决议中，大会再次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加强对提出请求的

会员国的技术援助，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及其执行局密切协商，通过推动批准

和执行有关恐怖主义的世界公约和议定书，加强在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领域的

国际合作，同时继续协助反恐执行工作队开展工作，并请会员国向该办公室提

供其履行任务所需的适当资源。 

在其题为“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第 64/168 号决议

中，大会敦促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实体以及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包括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其与预防和遏制恐怖主义有关的任务范围内加紧努力，

并请求为会员国提供能力建设方面的技术援助，以便其按照国家相关立法拟订

和执行向恐怖主义受害者提供援助和支持的方案。 
 

(d)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其他事项 
 
(e) 为支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工作而开展的其他活动，特别是联合国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网、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的活动 
 
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9/56 号决议，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董事

会在委员会（依照理事会第 1992/1 号决议而作为预防犯罪和犯罪管制委员会后

继机构）的指导下，应当开展相关活动，包括为研究所的活动拟订相关原则、

政策和指导方针，并通过委员会向理事会定期报告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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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活动的报告（E/CN.7/2010/3-
E/CN.15/2010/3） 

执行主任关于开展国际合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情况的报告（E/CN.15/ 
2010/8） 

秘书长关于协助执行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的报告（E/CN.15/ 
2010/9）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网各研究所活动情况的报告（E/ 
CN.15/2010/10） 

秘书长关于转交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董事会报告的说明（E/CN.15/ 
2010/15） 
 

5. 世界犯罪趋势及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内新出现的问题和应对措施 
 
对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指示数的了解和知识为预防犯罪领域内的政策拟订、业

务对策和风险评估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支持。大会第 46/152 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第 1984/48、第 1990/18、第 1996/11 和第 1997/27 号决议均规定必须就犯

罪趋势及刑事司法和相关分析定期展开国际数据交流活动。在其第 64/179 号决

议中，大会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加强对相关信息的收集、分析和传播，以

进一步了解犯罪趋势，由此而收集的数据连同补充资料即可构成协助查明相关

趋势、分析长期和短期的变革并对犯罪问题的规模加以评估的证据。 

秘书长关于世界各地犯罪和刑事司法状况的报告（A/CONF.213/3）中所载分析

以及秘书处关于世界犯罪趋势及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内新出现的问题和

应对措施的说明：保护文化财产免遭贩运（E/CN.15/2010/17）列有 2003-2008
年期间犯罪和刑事司法国际趋势及数据概览，其中介绍了衡量犯罪的背景情况

及其优先事项，随后是关于蓄意杀人、常规犯罪、毒品相关犯罪、人口贩运、

腐败及执法和刑事司法机构工作情况现有数据摘要。所载数据多数摘自于联合

国关于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年度调查的问卷。按国别分列的调查

结果每年都将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网站（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
analysis/United-Nations-Surveys-on-Crime-Trends-and-the-Operations-of-Criminal-
Justice-Systems.html）上公布。 

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题为“改进数据收集、报告和分析工作以增进对特定犯

罪领域趋势的了解”的第 2009/25 号决议，改进犯罪数据收集、报告和分析工作

专家组于 2010 年 2 月 8 日至 10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会议。根据该决议的

授权，该专家组就改进相关犯罪数据收集工具特别是调查工作以及就收集、核

对、分析和报告进程编拟了一些建议。会议报告（UNODC/CCPCJ/EG.2/2010/ 
2）将提供给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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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份决议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向委员

会第十九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专家组活动情况的报告 
 
文件 
 
秘书长关于世界各地犯罪和刑事司法状况的报告（A/CONF.213/3） 

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活动情况的报告（E/CN.7/2010/3-
E/CN.15/2010/3） 

执行主任关于改进犯罪数据收集、报告和分析工作专家组活动情况的报告

（E/CN.15/2010/14） 

秘书处关于世界犯罪趋势及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内新出现的问题和应对

措施：保护文化财产免遭贩运的说明（E/CN.15/2010/17） 
 

6. 审议第十二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的结论和建议 
 
在其题为“第十二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筹备工作”的第 63/193 号

决议中，大会决定于 2010 年 4 月 12 日至 19 日在巴西萨尔瓦多举行其第十二届

大会；还决定第十二届大会的主要主题是“应对全球挑战的综合战略：预防犯

罪和刑事司法系统及其在不断变化中的世界中的发展”；核准经委员会第十七届

会议最后确定的第十二届大会临时议程；并选定了在第十二届大会框架内举行

的讲习班上应当审议的问题。大会在其第 64/179 号决议中促请会员国派遣尽可

能高级别的代表出席第十二届大会并鼓励各国继续开展大会筹备工作，以便能

够对讨论作出重点突出而且成果丰硕的贡献。 

依照大会第 56/119 号决议，将把第十二届大会的成果提交委员会审议 
 
文件 
 
秘书长关于转交第十二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成果的说明（E/CN.15/ 
2010/11） 
 

7. 联合国预防犯罪与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的实施和适用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2/22 号决议第七节决定，委员会应当在其议程中列入一

个关于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内现有标准和规范包括其实施和适用

情况的常设项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3/30 号决议决定，为了有针对性的收集信息而将联合国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分为数类；并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联合

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网各研究所合作，向那些就联合国标准和规范的实

施和适用提出援助请求的会员国提供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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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似宜考虑拟订多年期工作计划，审查并更新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

法领域内的标准和规范，因为其中的某些标准和规范已有几十年的历史。 

大会第 64/179 号决议重申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应当推动采取有效行

动加强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国际合作，并且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应

当努力履行其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任务授权，包括根据请求并作为高

度优先事项向会员国提供技术合作、咨询服务和其他形式的援助，与所有相关

的联合国主管机构和办事处协调工作并对它们的工作予以补充。此外，大会鼓

励会员国根据本国情况采取相关措施，确保传播、采用和执行联合国预防犯罪

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包括考虑并在必要时散发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编

写和出版的现有指南和手册。 

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 
 
委员会在其第 17/1 号决定中强烈谴责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暴力行为，包括对妇

女移民和移民女工的暴力行为，不论行为人是国家、个人还是非国家行为人，

并呼吁消除家庭中、广大社区内以及国家实施或纵容的一切形式的基于性别的

暴力行为。在同一份决定中，委员会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召集一个政府间

专家组，审查并酌情修订《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中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

为的示范战略和实际措施》（大会第 52/86 号决议，附件）。之所以需要修订《示

范战略和实际措施》是因为认识到这些战略和措施是在十年前拟订的，而人们

认为，它们应当在考虑到新的办法、预防工具和良好做法的情况下反映最新动

态和研究情况。审查并修订《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中消除对妇女的暴力

行为的示范战略和实际措施》专家组于 2009 年 3 月 23 日至 25 日在曼谷举行了

会议。 

大会第 64/179 号决议注意到审查和修订示范战略和实际措施专家组的报告草稿

并期望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审议该专家组的报告。 

专家组会议的报告，包括《示范战略和实际措施》修订本案文（E/CN.15/2010/ 
2）都将提交给委员会。 
 
在押以及拘禁和非拘禁环境中的妇女 
 
委员会第 18/1 号决议认识到，许多现行监狱设施主要是为男性囚犯设计的，而

女性囚犯的数目一些年来大幅度增加，考虑到女性囚犯是具有专门需要和要求

的脆弱群体之一，委员会请会员国在拟订相关法律、程序、政策和行动计划时

考虑到在押以及拘禁和非拘禁环境中妇女的专门需要和情况。此外，委员会请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根据请求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和咨询服务，以便拟订

针对在押妇女的法律、程序、政策和做法以及针对女性犯罪人的非监禁措施。 

在同一份决议中，委员会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在 2009 年召集一次

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组会议，以便按照《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和

《联合国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东京规则）拟订针对在押以及拘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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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拘禁环境中妇女待遇问题的补充规则；委员会欢迎泰国政府主动提出主办该

专家组的会议。 

拟订在押以及拘禁和非拘禁环境中妇女待遇补充规则的专家组于 2009 年 11 月

23 日至 26 日在曼谷举行了会议。该专家组会议的报告（UNODC/CCPCJ/EG.3/ 
2009/1）将提供给委员会。 

依照委员会第 18/1 号决议，《联合国女性囚犯待遇规则和女性犯罪人非监禁措

施》草稿（A/CONF.213/17，附件）将提交第十二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大会。秘书长关于第 18/1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说明（E/CN.15/2010/18）将提交委

员会。 
 
死刑和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745 (LIV)号决议请秘书长自 1975 年起，每五年一次按期

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关于死刑问题的最新的分析报告。理事会第 1995/57 号

决议建议秘书长的五年期报告应当继续包括关于保障死刑犯权利的执行情况的

报道。在同一份决议中，理事会请秘书长在编写五年期报告时利用所有可得资

料，包括目前进行的犯罪学研究。第八个五年期报告审查了死刑使用情况及其

趋势，包括在 2004-2008 年期间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理事会题为《秘书长关于

死刑和保护死刑犯权利保障措施执行情况的报告》的第 2005/27 号决定请秘书长

就此议题编写更多的五年期报告，供委员会审议，并根据请求供人权理事会

（系人权委员会后继机构）审议。“关于毒品管制、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人权

视角”的会议室文件（E/CN.7/2010/CRP.6-E/CN.15/2010/CRP.1）将提供给委员

会。 
 
保护文化财产免遭贩运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8/23 号决议再次请求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教科文组

织密切合作召集一次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组会议，以便向委员会提交关于

保护文化财产免遭贩运的相关建议，包括提高《防止侵犯各民族动产形式文化

遗产罪行示范条约》效力的各种方式。此外，理事会请秘书长向委员会第十九

届会议报告该决议执行情况。保护文化财产免遭贩运问题专家组的建议

（E/CN.15/2010/5）和理事会第 2008/23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E/CN.15/ 
2010/4）将提交委员会；2009 年 11 月 24 日至 26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专家组会议

报告（UNODC/CCPCJ/EG.1/2009/2）也将提交委员会。在保护文化财产免遭非

法贩运专题讨论的议程项目下也对该专题进行了审议。 
 
文件 
 
拟订在押以及拘禁和非拘禁环境中妇女待遇补充专门规则的专家组会议成果的

报告（A/CONF.213/17） 

秘书长关于死刑和保护死刑犯权利保障措施执行情况的报告（E/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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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3 月 23 日至 25 日在曼谷举行的审查并修订《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

域中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示范战略和实际措施》政府间专家组会议的报告

（E/CN.15/2010/2） 

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活动情况的报告（E/CN.7/2010/3-
E/CN.15/2010/3） 

秘书长关于保护文化财产免遭贩运问题的报告（E/CN.15/2010/4） 

秘书处关于保护文化财产免遭贩运问题专家组建议的说明（E/CN.15/2010/5） 

秘书处关于转交秘书长有关死刑和保护死刑犯权利保障措施执行情况的报告的

说明（E/CN.15/2010/7）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预防犯罪与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实施和适用情况的报告 
（E/CN.15/2010/12） 

秘书处关于世界犯罪趋势及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内新出现的问题和应对

措施：保护文化财产免遭贩运的说明（E/CN.15/2010/17） 

秘书长关于在押以及拘禁和非拘禁环境中妇女待遇补充专门规则的说明

（E/CN.15/2010/18） 
 

8. 战略性管理、预算和行政问题 

(a) 管理和财务问题工作组的工作 

(b) 给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有关政策和预算问题的指示 
 

为便于其审议该项目，委员会将收到执行主任关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活动

情况的报告（E/CN.7/2010/3-E/CN.15/2010/3），其中载有 2009 年期间该办公室

活动概览并扼要说明了毒品管制、预防犯罪、预防恐怖主义和刑事司法与法

治、发展、安全和和平之间的联系。 

大会第 64/179 号决议重申根据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高度优先地

位，并根据对其服务与日俱增的需求，尤其是为了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改革

领域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国家和冲突后国家的援助，必须为该方案提

供充分、稳定和可预测的经费，使其能够充分执行任务；欣见委员会题为《改

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管理和财务状况》的第 18/3 号决议，根据该决

议，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关于管理和财务问题的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常设工作

组，在 2011 年上半年委员会届会举行之前该工作组的任务授权将一直有效；该

决议还再次请秘书长根据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高度优先地位，向

其提供充足资源，使其能够全面完成任务，并向委员会提供适当支持。 

大会第 64/243 号决议请秘书长切实支助称为西非海岸行动方案的联合国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维持和平行动部/政治事务部/联合国西非办事处/国际刑事警察

组织联合方案构想，并建议继续从经常预算中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分拨充足的经费，以便该办公室能够连贯而稳定地执行其任务；欢迎秘书长倡

议在巴巴多斯设立一个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方案办事处，以便在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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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毒品贩运、国际司法合作及促进武器控制等领域与加勒比共同体合作；关

切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总体财务状况，并请秘书长在 2012-2013 两年期拟议

方案预算中提交有关建议，以确保该办公室有足够的资源执行任务。 

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题为“麻醉药品委员会及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续

会开会次数和会期”的第 2009/251 号决定并依照标题均为“改进联合国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管理和财务状况”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 18/3 号决议

及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52/13 号决议，设立了一个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常设工作

组，负责讨论和拟订关于如何改进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管理结构和财务状况

的有关建议。 

依照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 18/3 号决议，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将收到秘

书处关于改进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管理和财务状况问题不限成员名额

政府间常设工作组工作的说明（E/CN.7/2010/16-E/CN.15/2010/16）。依照该决

议，工作组联席主席任期一年，在此之后委员会可决定延长工作组联席主席的

任期或予以改选。 

在其题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 2010-2011 两年期预算”的第 18/6
号决议中，委员会核准了 2010-2011 两年期普通用途基金的预计使用额并核可了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 2008-2009 两年期及 2010-2011 两年期方案支助

费用基金和特别用途基金估计额。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续会审议了执行主任关

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0-2011 两年期合并预算的报告（E/CN.7/2009/13-
E/CN.15/2009/23）并注意到，2010-2011 两年期的概算除其他外基于该办公室

2008-2011 年期间的战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7/12 号决议，附件）。委员会

续会还审议了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关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0-
2011 两年期合并预算的报告中所发表的看法（E/CN.7/2009/14-E/CN.15/2009/ 
24）。 

执行主任关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0-2011 两年期合并预算的报告侧重于联

合国国际药物管制方案基金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普通用途的资

源。该报告还介绍了该办公室的财务状况、特别用途基金的预期拨款情况以及

从特别用途捐款中所获方案支助费用的收入和联合国经常预算资源情况。如同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09 两年期合并预算情况，对 2010-2011 两年期合

并预算中所载预期成果和成果指示数作了调整，以便与 2010-2011 年期间战略框

架方案 13 的三个次方案（A/63/6/Rev.1）和 2010-2011 两年期方案概算（A/64/6 
（第 16 节））以及依照委员会题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 2008-2009
两年期预算”的第 16/6 号决议而在该办公室 2008-2011 年期间战略中确定的某

些方面的成果保持一致。 

委员会第 18/6 号决议请执行主任向委员会 2010 年第十九届会议介绍战略框架必

要修改并报告这类做法对该办公室的影响以及对向工作方案各次级方案调拨资

源的影响，同时考虑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报告相关部分中所发表

的看法。委员会还请执行主任在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上向其报告第 18/6 号决议

第 16、17 和 18 段的执行情况。依照该决议，委员会将收到执行主任关于战略

框架必要修改及其对该办公室和对向工作方案各次级方案调拨资源以及对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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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价股及战略规划股可否持续下去的影响的报告（E/CN.7/2010/13-E/CN.15/ 
2010/13）以供其审议。 

将把 2012-2013 年期间拟议战略框架，包括计划概要和两年期方案计划（将作为

A/65/6 重新印发（第 13 号方案））提供给委员会。请委员会审查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拟议两年期方案的计划并就此向秘书长发表意见。酌情修改后的拟议

两年期方案的计划将提交方案协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为配合大会审议秘书

长关于 2012-2013 年期间拟议战略纲要，委员会关于拟议两年期方案的计划的建

议将转交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 
 
文件 
 
2012-2013 年期间拟议战略纲要（A/65/6（第 13 号方案）） 

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活动情况的报告（E/CN.7/2010/3-
E/CN.15/2010/3） 

执行主任关于战略框架必要修改及其对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影响和

对向工作方案各次级方案调拨资源以及对设立独立评价股及战略规划股可否持

续下去的影响的报告（E/CN.7/2010/13-E/CN.15/2010/13） 

秘书处关于改进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管理和财务状况问题不限成员名

额政府间常设工作组工作的说明（E/CN.7/2010/16-E/CN.15/2010/16） 

秘书长关于转交 2012-2013 年期间拟议战略纲要的说明（E/CN.15/2010/19） 
 

9. 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 条，委员会将收到其第二十届

会议的临时议程。关于该届会议的会期和提交决议草案的问题，委员会应当审

查迄今为止取得的经验，并拟审议工作方案中今后各届会议的会期，以及与提

交决议草案截止日期有关的最新做法是否适当的问题。委员会还应注重选定其

今后各届会议专题讨论的专题，并且应当考虑为其今后各届会议的会期做出更

为明确的安排。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2009/246 号决定中决定，如果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续

会未根据会员国就专题讨论而可能提交的其他建议另行做出决定。第二十届会

议的突出主题即为“保护数字化时代中的儿童：在虐待和剥削儿童方面对技术

的滥用”，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续会未就该事项做出其他决定。理事会第

2009/246 号决定注意到将“新的和正在出现的各种跨国有组织犯罪，包括环境

犯罪”作为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突出主题的提案。 
 

10. 其他事项 
 

秘书处尚未注意到需在议程项目 10 下提出的任何议题，目前也未预见将有任何

关于这一议题的任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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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通过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的报告 
 

预计委员会将在会议最后一天即 2010 年 5 月 21 日通过其第十九届会议的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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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拟议工作安排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1997/232 号决定中决定，除全体会议之外，还应

当为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关于提案草案的总共 12 次非正式协商会议和不

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会议提供全面的口译服务，各类会议的确切时间分配由委员

会在题为“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的议程项目下确定，但有一项谅解，即最多

只能同时举行两场会议，目的是确保代表团尽可能充分与会。 

2. 拟议工作安排需经委员会核准。如果时间允许，一旦完成某个议题或分议

题的讨论，便将进行下一个议题或分议题的讨论。拟议开会时间为上午 10 时至

下午 1 时和下午 3 时至 6 时。 

3. 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续会决定，第十九届会议将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至 21
日举行，非正式协商将在届会第一天的前一个工作日举行。非正式会前协商应

当除其他外注重对拟由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审议并已事先提供的决议草案、第

二十届会议专题讨论的各个分专题、以后各届会议的专题和分专题及第二十届

会议的会期进行初步审查。 

 

非正式会前协商，2010 年 5 月 14 日 
 
 

日期和时间  

5 月 14 日，星期五  
上午 10 时-下午 1 时 非正式协商 
下午 3 时-6 时 非正式协商 
 
 

非正式会前协商，2010 年 5 月 17 日-21 日 

 

 全体会议 全体委员会 

5 月 17 日，星期一   
上午 10 时-11 时 会议开幕 

项目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项目 2.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上午 11 时-下午 1 时 项目 4.  统一并协调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及会员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内的工作： 
(a) 批准并执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
约》及其各项议定书； 
(b) 批准并执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下午 3 时-6 时 项目 4(a)和(b). 统一并协调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及会员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内的工
作（续） 

保护文化财产免遭
贩运问题讲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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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会议 全体委员会 

5 月 18 日，星期二   
上午 10 时-下午 1 时 项目 3. 关于保护文化财产免遭非法贩运问题的专

题讨论 
非正式协商：审议
决议草案 

下午 3 时-6 时 项目 3. 关于保护文化财产免遭非法贩运问题的专
题讨论（续） 

非正式协商：审议
决议草案（续） 

5 月 19 日，星期三   
上午 10 时-下午 1 时 项目 4. 统一并协调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及会员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内的工作： 
(c) 批准并执行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文书 
(d)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其他事项 
(e) 为支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工作而
开展的其他活动，特别是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
法方案网、非政府组织及其他机构的活动 

非正式协商：审议
决议草案（续） 

下午 3 时-6 时 项目 5. 世界犯罪趋势及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
域内新出现的问题和应对措施 

非正式协商：审议
决议草案（续） 

5 月 20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时-下午 1 时 项目 6. 审议第十二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大会的结论和建议 
非正式协商：审议
决议草案（续） 

下午 3 时-6 时 项目 7. 联合国预防犯罪与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的
实施和适用 

非正式协商：审议
决议草案（续） 

5 月 21 日，星期五   
上午 10 时-下午 1 时 项目 8. 战略性管理、预算和行政问题： 

(a) 管理和财务问题工作组的工作； 
(b) 给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有关政策
和预算问题的指示 
项目 9. 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非正式协商：审议
决议草案（续） 

下午 3 时-6 时 项目 10. 其他事项  
项目 11. 通过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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