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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犯罪统计可望为评估犯罪趋势提供依据，而研究人员可能希望这类统计具有 

国际可比性。然而，在实践中，犯罪统计仍远远未能达到这些期望。正如

Marvin Wolfgang 指出的那样，“仅凭计算某一特定类型犯罪案件的数量再除以 

人口常数，这样的国际比较反映了一种不顾文化多样性而推定相似性的武断 

自大”。* 事实上，不同的国家犯罪率差异巨大，更好地了解这类差异对分析社会

发展现象帮助极大，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199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 曾指出，虽然官方的犯罪统计通常难以解释，但越是贫穷和发展越慢的

国家，一般来说犯罪率越高，通常要高出许多。他进而提出以下问题：是不是 

犯罪率越高，就会越贫穷，经济增长就会越疲软呢？他的结论是，答案是肯定的。**

尽管过去几十年当中犯罪学研究有所发展并进行了犯罪受害者调查，但仍然 

缺乏评估发展中国家犯罪问题的严重性和衡量跨国有组织犯罪程度所必要的 

统计依据。联合国秘书处从 1948 年开始对犯罪统计问题进行研究，作为对其 

犯罪预防工作的必要支持。同时，各成员国一致同意收集并共享关于犯罪趋势

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的数据。这项工作最初是临时性的，后来则常态化。尽管

如此，犯罪数据尚不足以准确描述一些新问题，尤其是与有组织犯罪、人口 

贩运和新形式犯罪有关的问题。

按照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加强 

犯罪报告的第 2005/23 号决议。在该项决议中，经社理事会建议秘书长召集 

不限成员名额专家小组会议来审议有关改进犯罪数据收集、研究和分析工作的方法 

和途径。专家小组由来自世界各地的 15 名专家组成，2006 年 2 月在维也纳 

举行了会议，所提出的建议是完善数据收集工作，包括与行政统计及受害者 

调查有关的数据收集工作，同时要考虑到数据用户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用户的需要。

本期《论坛》选载了这次会议上一些专家提交的论文，并补充了一些关于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制定全球犯罪状况监测和报告指标

和工具的方法研究工作的文章。

在第一篇文章中，Anna Alvazzi del Frate 概述了犯罪统计中存在的差距并试图 

确定收集可靠和可比统计数据的主要障碍。她提出了一些今后工作的方法， 

包括参与犯罪数据收集的国际组织之间加强合作的一些办法。

* M. Wolfgang，“国际犯罪统计：建议”，《刑法、犯罪学和警察学杂志》，第 58 卷， 

第 1 期（1967 年），第 66 页。
** The Becker-Posner Blog, www.becker-posner-blog.com, Ma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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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esto Ugo Savona 在他的文章中总结了通过一些欧洲项目获得的经验。这些 

项目是为了提高对有组织犯罪的认识，以便从国际视角应对衡量有组织犯罪 

这一挑战性问题。Savona 先生的文章通过介绍一个国际研究联合会在“提高对

有组织犯罪认识项目”框架内制定的方法，着重讨论了衡量有组织犯罪的风险、

概率和伤害问题。

接下来的文章题为“评估人口贩运网络的企业建模法”，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

Jay Albanese 提出了一种评估贩运人口的风险和程度的方法。其依据是犯罪网络

的三段模型。

在另一篇文章中，一批来自拉丁美洲的专家（Elias Carranza、Mariano 

Ciafardini 和 Tulio Kahn）、 非 洲 的 专 家（Peter Gastrow 和 Masamba Sita） 

以及亚洲的专家（Jianan Guo 和 Celia Leones）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对监测犯罪

情况的观点。

一篇关于 1970 年代前期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的评价

文章汇集了以下专家的意见：Erik Grevholm、Beata Grusczynska、Kauko Aromaa、

Markku Heiskanen、Stephen Mihorean 和 Paul Smit。专家们审查了联合国调查的

答复率、用户范围、质量控制问题、调查结果的传播和国际可比性问题。

本期《论坛》还刊载了五篇与提高所收集犯罪数据的数量和质量有关的说明性 

短文。Gordon Barclay、Michael Rose 和 Marilyn Rubin 介绍了警方数据存在的

问题和解决办法，Roy Walmsley、Marcelo Aebi 和 Hiroyuki Shinkai 分析了监狱

数据的优缺点。Britta Kyvsgaard 分析了犯罪受害者调查的政治意义和方法问题。

最后两篇说明由为联合国系统实体工作的一些专家撰写。世界卫生组织的 Alex 

Butchart 介绍了暴力数据的收集工作，特别是与方法问题和受害者调查有关的

数据；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的 Laura Petrella 介绍了人居署对犯罪

数据收集工作的关注。

本期《论坛》的文章均不应被视为作者所属机构的官方观点或立场。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政策分析与研究处

处长 

Sandeep Chaw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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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犯罪数据收集：联合国的优先事项

作者：Anna Alvazzi del Frate*

摘要

150 多年来，国际社会在收集可用于跨国比较的犯罪统计数据方面一直面 

临着挑战。虽然几乎每个国家都有某种形式的行政警察统计，但犯罪学家和 

统计学家们早已认识到这类统计在作为衡量犯罪的依据方面的局限性。不同

的法律制度、能力和记录犯罪的方法进一步增加了跨国数字比较的复杂性。

本文作者分析了今后的国际犯罪数据收集方法，包括犯罪受害者调查等创新

方案，并总结了 2006 年 2 月 8 日至 10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关于为加强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其他有关实体的工作而改进犯罪数据收集研究和 

分析方法和途径不限成员名额专家小组会议的提议。

   信息可以成为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信息照亮每一个社会，有助于增进对

社会不公的认识和了解，并可为政府内外人士为决定和实施成功改革 

进行辩论提供论据。信息是透明、知情和开放社会的命脉，而后者则是

民主和有序管理的国家的基本特征 [1]。

导言

为了更好地了解犯罪相关问题，有必要掌握可以作为政策和改革的 

依据的可靠数据。在国际层面，关于犯罪和刑事司法的良好、可靠和

可比较的时间序列数据匮乏。许多障碍仍然限制着人们获得关于犯罪

和刑事司法趋势的优质信息。本文分析一些主要障碍并提出一些解决

它们的办法。

*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研究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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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如何衡量

第一个问题是确定产生最终用户所需特定种类犯罪相关信息所要求

的数据类型。“犯罪趋势”一词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严格衡量犯罪与 

应对犯罪密不可分。犯罪行为之所以是犯罪，是因为法律对其如此 

定义，所以，违反一项法律并适用该项法律才使得这种行为构成犯罪。

传统形式的犯罪大多与易于定义的行为相对应（比如杀人、偷窃和 

强奸等几乎是普遍的概念），但有些关于何以构成犯罪的定义非常 

复杂，很难将它们解释成单一行为，在发生之时进行衡量。在实践中，

虽然统计某一时期内发生了多少杀人案件相对比较简单，但在涉及 

人口贩运的案件统计中，打个比方说，则要求必须有将这类贩运界 

定为犯罪的法律规定，或将这种概念细化为在更加复杂的贩运行动 

过程中犯下的不同罪行。

为了评估犯罪案件的数量，衡量一种社会现象的程度和趋势可能还 

不够。执法和刑事司法专家可能会将“犯罪趋势”解释为几乎每个 

国家的刑事司法系统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所生成的活动记录；换句 

话说，就是衡量刑事司法系统应对犯罪的情况。趋势增加或减少反映出

系统的应对情况如何。然而，应对水平较高的，反而可能反映了犯罪

较少的情形，因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刑事司法系统的运行更为顺畅 

有效。

具有可比性的犯罪统计数据是必要的。国际社会已经多次强调这种 

必要性，并为改善全球犯罪信息的努力注入了新的动力，比如，通过了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 [2] 和《联合国 

反腐败公约》[3]。全球犯罪数据也是解决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 

小组所关注的一些问题所必需的。该小组已经将跨国有组织犯罪定为

世界当前以及未来几十年必须关注的六大威胁之一 [4]。最后，秘书长 

在其题为“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的报告 [5]

中指出，信息通信技术可大大促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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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做了哪些工作

国际社会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编制可比的犯罪统计。在由阿道夫 · 

凯特勒组织的 1853 年首届国际统计大会上，与会国代表开始探讨 

如何使其官方统计具有可比性的问题。在凯特勒之后，欧美许多 

统计学家继续促进统计数据收集方面的国际合作。国际统计学会和 

国际刑罚和感化委员会于 1930 年成立了一个各国刑事统计比较研究

混合委员会 [6]。在分析了 40 个不同国家的犯罪统计之后，该委员会 

称，“这些统计的实质性对比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 

各国刑法和统计技术方法千差万别”（[6]，第 254 页）。1939 年，鉴于 

“刑事统计逐渐协调统一”，一些准则诞生了，该委员会在结束其工作

时提出一些准则。

在那些年月里，行政统计的局限大多已为人所知。司法数据显然不 

足以评估犯罪的程度。1931 年，在关于一项“犯罪指数”的可能性

的辩论中，Sellin 认为，警方数据最能反映犯罪情况，因为它们与 

犯罪的实际发生最为接近（“如果在程序上与犯罪本身的距离增加，

那么用以计算指数的犯罪率数值就会减小”[7]）。实际上，早在 1927

年，国际警察首长协会就已经开始制定包括已知犯罪和逮捕在内的 

国家警察统计制度的计划。在该计划的基础上，国际刑事警察组织 

（刑警组织）开始收集国际犯罪数据。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 2006 年。*

在联合国，社会委员会在 1948 年决定开始收集犯罪数据，作为其 

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方面工作的依据。1950 年发表了一份关于犯罪

状况的统计报告，所涉期间为 1937-1946 年 [8]，报告的结果是对 

收集国际犯罪统计数据所面临的困难进行了分析，而非真正评估。

1970 年代，在联合国内部开始根据大会第 3021(XXVII) 号决议定期 

收集关于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的信息。起初，各国 

* 2006 年，刑警组织大会决定终止国际犯罪统计数据收集工作 (AG-2006-RES-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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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共享关于犯罪情况和关于预防和控制犯罪措施的一般信息。后来

制定了详细的问卷调查表，用于收集数据；这就是联合国犯罪趋势和

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通过联合国调查，从几乎所有会员国 

收集了警务和司法统计数据。起初，联合国调查每五年进行一次，

但自 1999 年以来改为每两年一次。迄今为止已经进行了九次调查， 

收集了从1976年至2004年的数据。*虽然历年答复联合国调查的国家 

数量各有差异（见图一），但答复率都较低，而且主要来自发达国家。

在发展中国家，信息缺乏不仅阻碍了循证政策和犯罪预防战略的制定，

而且阻碍了对国际发展援助的评估。

图一 .  1970-2004 年期间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的 

答复国家数量

* 第 10 次调查计划在 2007 年进行。数据发布于联合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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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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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合国调查的答复定期在各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 * 

以及在各种科学出版物上公布。尽管答复率相对较低，但在现有国际

刑事司法统计中，联合国调查数据库是最全面的。

实现可比的犯罪统计

在犯罪数据的统一和国际犯罪统计的发展方面，经过了许许多多的

尝试才达成某种程度的一致，把可比性而不是统一性作为目标。自

凯特勒率先作出努力之后，两百年来国际社会仍在为收集在国际可比

犯罪数据而苦苦奋斗。国家之间的直接比较仍有风险（而且通常是 

错误的）。此外，现在掌握的统计数据数量仍然很有限，而且质量低下。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是出现了电脑化；一些过去用纸笔来进行的 

工作现在已经电子化了。有一段时间，人们相信电脑将创造方便编制

统计的奇迹。然而可惜的是，能够在 21 世纪收集和共享犯罪数据的

国家还是那些在 20 世纪初就已经在将数字整齐排列的国家，这一点

显而易见。

行政统计数据通常是唯一可以获得的数据；因此，它们可能最终被 

用作衡量犯罪的代用数据。警方记录和刑事司法系统的其他各个构成

部分的记录也是收集数据的来源。过去几十年来，犯罪受害者调查 

丰富了犯罪流行率和发生率方面的重要信息。

* 在 2005 年于曼谷举行的第十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之前，大会称为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1980 年在加拉加斯举行的第六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 

罪犯待遇大会在其关于发展犯罪和刑事司法统计的第 2 号决议中请求联合国秘书长加强

努力，以协调具有可比性的跨国犯罪和司法统计的收集，由此促成了定期的犯罪数据收集。

关于调查答复情况的各次报告分别提交给：1985 年于米兰举行的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

和罪犯待遇大会 (A/CONF.121/18)、1990 年于哈瓦那举行的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 

罪犯待遇大会 (A/CONF.144/6)、1995 年于开罗举行的第九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 

待遇大会（A/CONF.169/15 和 Add.1）、2000 年于维也纳举行的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 

和罪犯待遇大会 (A/CONF.187/5)、2005 年于曼谷举行的第十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 

刑事司法大会 (A/CONF.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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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之间存在根本区别。一般来说，定量数据以数字

形式提供，用于衡量和量化现象。因此，它们对监测趋势和评估犯罪

预防政策的效果很重要。最近几十年来，已经就犯罪问题进行了越来

越多的定量研究。然而，由于一些利害攸关问题（一些活动往往是 

隐性的，无法正常评估其程度）的非法性质，所以定性信息也很重要，

应当始终与定量数据结合起来考虑。某些类型的犯罪，尤其是有组织

犯罪，只能采取定性方法进行研究。

多年来，只能从刑事司法记录中获得犯罪方面的定量信息。这些记录

反映的是执法和刑事司法当局应对犯罪的情况，或以起（罪行）或 

以人（罪犯，某些情况下为受害者）为记录单位。大多数国家刑事 

司法系统的每个构成部分都作为其正常职能的一部分保持关于正在 

处理的案件数量的记录。以下是犯罪和刑事司法行政数据的示例：

定义 单位

记录案件数 起

被捕人数 人

被起诉人数 人

被判罪人数 人

被监禁人数 人

然而，行政数据只能够反映一部分情况，即刑事司法系统所处理的 

那部分。由于种种原因，不少犯罪没有被发现或报警，因此永远也 

不会被列入这些官方记录。

既没有报警也没有发现的那部分犯罪的数量是个未知数，就是犯罪 

学家常说的“隐性数字”，换言之，就是不为警察所知的犯罪的估计

程度。隐性数字究竟有多大，国与国之间可能差异巨大，这取决于 

若干问题，比如：

现行法律制度的类型和各种犯罪适用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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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和刑事司法系统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效率水平• 

刑事司法系统发现、记录和调查犯罪的能力• 

公民对其国家机构的信任程度• 

可能会影响受害人报案倾向的文化和社会经济环境• 

各国记录犯罪和收集数据所使用的方法• 

发展、教育和城市化等方面的水平• 

可能决定（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各国生活方式的地理和气候 • 

差异

37个欧洲国家的警察部队记录了不同时间点的犯罪数据。在一些国家，

犯罪一经报案即被记录下来，而在另一些国家，犯罪只是在后来的 

阶段或在调查结束时才被记录下来：

时间点 国家数量

向警察报案之后立即记录 19

后面阶段记录 7

调查结束时记录 10

不详 1

资料来源： Marcelo Fernando Aebi等，《欧洲犯罪和刑事司法统计 

信息指南》：2006 年第 3 版（海牙，Boom 法律出版社，2006 年）。

据悉，警察在正式记录犯罪时可行使酌情权。在某些情况下，如果 

犯罪被认为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报案可能会被视为没有根据，调查 

就会被终止。所记录的犯罪案件总数不包括所谓的“莫须有犯罪”。

即使假设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在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在犯罪记录 

发生在后面阶段的国家，也有理由估计最终被统计的犯罪案件数量会

明显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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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调查

在所有刑事司法统计中，警察报告的数据是最接近事件的信息。 

然而，只有这些数据并不能为全面衡量犯罪提供足够的信息。对行政

数据进行补充和克服隐性数字的一个办法是受害者调查。这种办法可

提供宝贵的犯罪信息，因为这是人们在犯罪事件中的亲身经历。通过

这种调查，犯罪受害者共享关于其经历和态度的信息，包括向警察 

报案的模式和未报案的原因。以下是受害者调查所产生的定量数据 

类型示例：

定义 单位

犯罪受害者人数 人

向警察报案的受害者人数 人

所经历的犯罪数量 起

运用类似方法在不同国家进行受害者调查的答复情况可以提供具有 

可比性的数据。比如，根据 1989 年至 2005 年期间国际犯罪受害者

调查收集到的数据，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一半以上的受害者并未向 

警察报案（见图二）。尽管可能是因为这种调查只是有选择地收集 

人们的经历，并不完全，但受害者调查表明，许多被人们视为犯罪的

事件并未报告到警察那里，因此没有出现在公布的犯罪统计中 [9]。

图二 . 向警察报案受害者比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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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犯罪与有组织犯罪

犯罪受害者调查（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警方统计）其实主要是针对所谓 

的传统犯罪，而不是针对有组织犯罪、人口贩运、腐败和洗钱的。 

对于后一种犯罪，少报漏报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其定义在不同的国家

差异非常大。虽然有组织犯罪的一般概念几乎已为世界所公认，但 

就收集数据而言，有组织犯罪具体由什么构成，仍然模糊不清。相似

的局限也出现在贩运人口、偷运移民、腐败和洗钱方面的信息中。因此，

必须制定合适的指标和文书，才能收集可靠的数据（见框注）。当前，

对这类犯罪的程度的评估主要还是依据以印象为主的媒体报道。

然而，对传统犯罪趋势进行分析，可洞悉更为复杂类型的犯罪。既然 

传统犯罪与重大罪行密切相关，就必须密切监测传统犯罪的统计， 

以此获得了解复杂、相互关联的社会现象的最便捷的信息渠道。

调查当中的某些部分能够提供关于有组织犯罪（比如毒品犯罪、贿赂、

诈骗、贪污、杀人和盗窃汽车）的代用指标，对这部分调查进行的 

分析可用于确定模式。

目前迫切需要制定新的、适用于非传统犯罪的研究方法。尽管这类 

现象的信息极为重要，但收集关于有组织犯罪集团及其跨国活动的 

数据依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发达国家可以提供大量的犯罪数据，而发展中国家则做不到，尤其是

关于有组织犯罪、人口贩运和毒品走私及其他非法商品的信息。

衡量人口贩运的程度：从不可知到可信赖

普遍认为难以了解不可能了解全世界人口贩运的程度。伴随这类 

言论的通常是对被贩运人口数量的“估计”。如果难以获取或 

不可能获取这种数字，那么“估计数”又从何而来呢？例如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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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其他有关国际实体的工作 

而改进犯罪数据收集、研究和分析的方法和途径专家小组

在全球一级，优质犯罪统计的发展存在重大障碍。这些障碍有的与 

信息类型和质量有关，有的则与人们的期望有关。考虑到这种挑战

和局限，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根据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建议， 

通过了关于加强犯罪问题报告的第 2005/23 号决议。根据该决议， 

秘书长 2006 年 2 月 8 日至 10 日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不限成员名额

专家小组会议，审议改进犯罪数据收集、研究和分析的方法和途径，

以加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其他有关国际实体的工作。 

收集更好、更可靠的犯罪数据，可望将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潜在问题

和减少犯罪对发展的影响。

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的刑事司法系统的每个构成部分都有自已的活动

记录。这些原始数字随后通过信息收集和整理程序转换成统计数据。

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仍将这种工作视为是一种奢侈，并未对

这方面的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资源支持，使得在国际一级共享犯罪

和刑事司法数据更为艰难 [10]。

可能并不是刑事司法工作每个方面的统计信息都需要。也许应该侧重

于少数变量并通过制定准确的定义提高数据质量以及收集元数据和 

促进信息共享。

一下生成“估计数”所使用的方法，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许多 

（如果不是大多）涉及这类所谓估计数的案件不是瞎猜就是纯属 

杜撰。“估计数”一旦公布出来，就会在其他出版物上引用， 

这样的数字无论是不是杜撰出来的，自然就有了可信性。

资料来源：Thomas Steinfatt，“贩运研究的方法问题”，在 2005 年 9 月 19-21 日

曼谷艾滋病毒 / 艾滋病和贩运问题社会文化研究标准推广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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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处理国际犯罪统计方面的挑战因为包括因特网

在内的信息技术的进步而增加了。大胆的比较过去是统计专家的专有

领域，现在只需点击一下鼠标即可。专门的网站自豪地提供配有可 

生成吸引人的图表和地图的互动工具的国际犯罪数据。监测被传播 

信息的内容和质量已经变得非常困难，而这些信息对百姓和决策者有

显著的影响。

在 2006 年 2 月的维也纳会议上，专家小组首先分析了联合国现有的

数据收集工具——联合国调查问卷。问卷格式是 1997 年到布宜诺斯 

艾利斯参加第六次调查的专家们商定的，略做改动后，后来用于第七次 

调查、第八次调查和第九次调查。通过问卷调查，答复者被要求提供

主要是调查期内刑事司法系统主要构成部分（警察、检察机关、法院

和刑罚机构）的统计信息。

同时，专家小组还探讨了衡量有组织犯罪、腐败和人口贩运的其他 

方法以及受害者调查。

专家小组的建议载于其报告中 [11]，现摘要如下。

用于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的问卷

专家小组一致认为应当对用于联合国调查的问卷作如下修订：

缩减篇幅• 

收集背景数据和元数据• 

确定需涵盖的主要问题• 

完善和明确定义• 



14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第五卷，第 1 期，2006 年

专家小组还一致认为需要进行专家磋商，以重新设计问卷。（这可 

包括关于一些特定问题的非正式会议。）

专家小组还一致认为应当努力提高联合国调查的答复率，为接触有关

的信息提供者建立更有效的程序。

此外，可以编制联合国调查问卷的核心年度版，并确定作为增补分发

的附加模块的主题。在数据质量的互动核对方面还应进一步努力并应

进行一项研究，评估不同用户使用数据的程度。

受害者调查

专家小组一致认为还应当在企业和某些目标群体（如妇女）当中进一步 

促进受害者调查，应当收集关于所有国家所采取的调查方法的信息。

衡量非传统犯罪

专家小组一致认为应当制定关于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的定性定量标准，

并应为收集数据界定以下概念的范围：有组织犯罪、人口贩运、偷运

移民和腐败。

分析

专家小组一致认为应当促进数据收集和研究，以便：

确定犯罪的估计数、规模和趋势• 

评估风险和预测趋势• 

监测刑事司法运作的趋势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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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小组还一致认为联合国应当致力于将基于统计、受害者调查和 

跨国有组织犯罪及腐败数据的调查结果结合起来。

能力建设

专家小组一致认为联合国应当：

协助各国在犯罪和刑事司法数据方面生成、收集和分析进行能力建设• 

协调为此向各成员国提供的援助• 

成为数据收集、分析和传播的方法库（包括最佳做法）• 

制定准则并促进• 《刑事司法统计系统发展手册》[12] 的使用

成为受害者调查信息库（包括所使用的方法、收集的数据、进行• 

的分析以及传播）

机构间合作

专家小组一致认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应当与其他联合国 

实体、政府间组织和研究机构进行合作。

结论以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今后的工作

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08-2011年战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第 2007/12 号决议，附件）中，根据有效政策必须以准确信息为依据 

的原则，政策和趋势分析被确定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 

三个重点主题之一。该战略还指出，政策和趋势分析对衡量趋势、突出 

问题、汲取经验教训和评价实效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必须完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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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提高国家收集数据的能力，以支持和加强国际社会针对犯罪和毒品

问题的对策。

为了落实不限成员名额专家小组关于改进犯罪数据收集、研究和分析

的方法和途径的建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已经采取了几项举措，

包括根据关于各种刑事司法构成部分的具体建议修订了用于 2007 年

进行的第十次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的问卷。

关于警务数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刑警组织已经在 2007 年 2 月 

于纽约举行的国际犯罪数据问题专家会议期间进行了会谈。由此产生

的结果是，过去由刑警组织数据收集工具覆盖的问项被列入了联合国

调查，从而获取了很长的数据系列。

第十次调查开始运用《反腐败公约》和《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 

《议定书》提出的暂行定义，收集关于人口贩运、偷运移民、腐败和

有组织犯罪的数据。

收集更好的犯罪数据的时机已经成熟。国际一级的几项举措就是明证。

对犯罪指标的需求很高。欧洲联盟关于制定全面和一致的欧洲联盟 

衡量犯罪和刑事司法战略的行动计划 [13] 于 2006 年 8 月获得通过，

这是执行关于加强欧洲联盟自由、安全和司法的海牙方案的战略的 

一部分，目的是（除其他外）建立欧洲关于收集、分析和比较各 

成员国中犯罪及受害情况及其趋势的信息的工具 [14]。在这项行动 

计划中，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有效协调被确定为需要 

通过互邀出席有关会议和双边接触来实现的目标。通过这种合作，与

欧洲共同体统计局（欧统局）以及其他参与犯罪统计数据收集及下列

举措的欧洲联盟机构的协调正在得到增强：

欧统局成立了一个犯罪统计工作组：欧洲联盟各成员国和欧洲自由 • 

贸易联盟已经在每个成员国任命了专家，作为犯罪统计协调人。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正在确保该工作组的成员参与到 

联合国调查问卷的制定和问卷答复的汇编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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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犯罪和刑事司法统计信息指南》：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 • 

办公室已经与负责《指南》工作的专家进行协商，以调整联合国

调查使用的一些犯罪相关定义和避免重复收集相同的数据。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欧洲经济委员会之间在制定包括• 

核心问卷在内的受害者调查手册方面的合作：联合国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正在协助拟订手册的各部分，并将确保在其犯罪受害者 

调查中使用核心问卷（比如在其“非洲数据”举措的框架内）。

欧洲联盟的各项举措，包括发展欧洲联盟衡量有组织犯罪统计机构• 

的项目（EUSTOC 项目）和提高对有组织犯罪的认识以制定欧洲

共同方法的项目（IKOC 项目）。

国际一级的其他举措包括：在一些区域动向调查（比如：欧洲睛雨表

和非洲睛雨表）中和由一些政府和国际组织编制的有组织犯罪和威胁

评估报告中建立犯罪和受害情形统一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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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有组织犯罪：国际视角

作者：Ernesto Ugo Savona*

摘要

本期刊登了同一作者的三篇系列文章，本文是其中的第一篇。文章回顾了 

当前衡量有组织犯罪的各种方法，重点关注重要的全球和国家研究。作者从

国际视角介绍了衡量有组织犯罪所依据的原则。对有组织犯罪风险进行国际

比较有助于决策者打击有组织犯罪现象。

导言

如果说在国际层面衡量和比较“普通犯罪”是众所周知的，那么衡量

有组织犯罪就是难上加难，这主要是因为此种犯罪的概念变化不定。

试图评估某一特定国家、区域或城市有组织犯罪的程度，重要的是

要明确所需要的信息，不管是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数量信息，还是犯罪

的数量信息，或是两者都需要。在犯罪集团方面，重要的是界定何以

使其构成“有组织”。同样，在有组织犯罪集团所犯罪行的数量方面，

重要的是将这类犯罪与个人犯罪区别开来。

围绕着衡量有组织犯罪问题，存在着一些重要疑问。本文通过分析 

风险概念，促进关于衡量这类犯罪的辩论，本文认为，衡量程序是否

有效取决于是否能够评估有组织犯罪造成的风险以便更好地管理防范

有组织犯罪的资源。风险概念意味着要对如何组织犯罪、有组织犯罪

集团在非法市场中如何运作以及有组织犯罪如何渗入合法商业活动 

有所认识。

* 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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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犯罪风险

虽然存在各种不同的风险定义，但在本文中，商界所使用的定义被 

应用到了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有组织）犯罪风险的概念包含两个 

主要构成部分，可以定义为（有组织）犯罪行为发生的概率（威胁）

及其影响或伤害这两者造成的结果（有组织犯罪风险 = 有组织犯罪 

行为的概率 × 有组织犯罪行为的影响）。威胁和影响应当作为两个 

单独的范畴进行衡量，也可以在后面的阶段单独考虑或合为一项综合

指数。例如，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一家公司遭遇两起单独欺诈事件 

的风险为 20%，每起事件平均损失 2,000 欧元，总损失为 4,000 

欧元。另一家公司遭遇 20 起欺诈事件的风险为 40%，每起事件平均 

损失 100 欧元，总损失为 2,000 欧元。问题是，应当先解决哪 

一种风险（欺诈还是盗窃）呢？应分配多少资源用于预防其发生呢？ 

一方面，两项（发生概率 × 影响）相乘，得出的是一种易于比较的 

衡量风险的综合指数。另一方面，将不同变量分开便于两个构成部分

的取舍，确定管理重点（发生概率还是影响）。  

发生概率随在特定时间框架内特定人群中发现的有组织犯罪行为数量

的变化而变化。它代表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活动水平和特征以及执法 

机构预防有组织犯罪的能力。

对影响的衡量可提供关于某一特定地域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个别有组织

犯罪行为或全部有组织犯罪行为的有关代价的信息。

本期《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中题为“衡量特定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

概率的方法”的文章更加深入地论述概率问题，另一篇题为“衡量 

有组织犯罪造成的伤害的方法”的文章论述影响问题。

通过这两种方法衡量有组织犯罪风险大有益处，这是因为，有关风险

的信息对治理有组织犯罪至关重要，而且对有组织犯罪风险的认识 

越多，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执法机构的预防工作就会更具针对性和

更有侧重点。考虑到有组织犯罪涵盖各种各样的活动，对这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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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发生的次数及其可能产生的伤害的类型进行评估关系重大。进行

风险分析可有助于在如何分配有限资源这一问题上确定重点。衡量 

风险对比较不同现实情况（比如不同国家和城市的情况）也很重要。

迄今为止做了哪些工作

犯罪学文献介绍各种评估犯罪风险的模式，其中一些侧重于有组织 

犯罪。以下结合上文所述两种分析元素：威胁（或概率）和伤害， 

介绍文献中的重点部分。

有组织犯罪威胁的评估模式

德国

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公布的《2003 年有组织犯罪形势报告》[1] 提供

了关于犯罪集团“有组织犯罪机率”的信息。“有组织犯罪机率”是

运用有组织犯罪加权指标体系进行计算的，它的范围从 1（极低）到

100（极高）（[1]，第 19 页）。

西班牙

Reinares 和 C. Resa 在 1999 年 的 一 次 研 究 中 (www.nato.int/acad/

fellow/97-99/reinares.pdf) 探讨了有组织犯罪对民主和全球治理的 

影响。他们在调查结果中认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有组织犯罪可对

自由民主产生直接的威胁。从政治制度之外进行的有组织犯罪活动对

民主制度构成的威胁最为严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国内打击 

有组织犯罪工作所涉风险是由旨在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引起的。 

作者认为，有组织犯罪的危险与传统的威胁并不一样，因为它企图 

完全颠覆权力分配格局。有组织犯罪的威胁已经转向对世界各地民主 

治理的威胁。过去，它们与权力、资源和地盘的广泛积累有关，后来，

它们包括了对信息的控制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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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

Ross[2] 制定了一份衡量美国海外职位中犯罪威胁程度的调查 

问卷。该问卷在衡量犯罪发生概率时考虑：(a) 犯罪环境；(b) 罪犯 

的个人能力；以及 (c) 警察的效力。作者认为，犯罪环境由两种 

因素构成。第一种因素是周边环境犯罪，即所有事件发生在特定 

地点。第二种因素为犯罪的流动性，即犯罪分子从城市的其他街区 

渗入城市的外交设施与住所所在区的程度。此外，调查问卷考虑到了 

警察的效力，包括警察的震慑 / 反应和训练 / 专业化这两个变量。 

目前，该调查问卷用于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的威胁和风险评估（[2]， 

第 12 页）。

其他威胁评估是从能力和目的方面对威胁进行定义的。此外，它们

还设想了一些挫败潜在攻击所必要的对策。比如，美国审计总署在

1999 年一份报告中指出，威胁分析是“根据攻击资产的能力和意图

以及成功攻击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严重性等变量因素确认和评估每一

种威胁”（[3]，第 6 页）。美国审计总署在 2001 年的一份报告 [4] 中

将风险管理视为分析威胁损害资产的可能性和确定降低风险和减轻 

攻击后果的行动的过程。因此，“威胁评估是根据包括能力和意图在

内的各种因素”、过去的活动和事件的潜在影响“对威胁进行确定和

评价”（[4]，第 1 页）。

2002 年实施的《爱荷华州洗钱威胁评估》[5] 的目的是制定威胁驱动

战略，以打击洗钱，评估这类活动可能引发的犯罪活动的潜在类型。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该报告分析了 1997 年至 2001 年期间爱荷华州

报告的犯罪数据等。在对可疑活动报告进行分类中，该报告选择的 

犯罪活动类别与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所使用的相似。所分析的 

犯罪活动有：贿赂、欺诈、假冒 / 伪造、贪污、恐吓、敲诈勒索、抢劫、

毒品犯罪、色情、卖淫、赌博和武器犯罪（[5]，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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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犯罪造成的损害的评估模型

全球研究

在一篇题为“衡量治理、腐败和官商勾结：转型期经济体的企业和官僚 

如何构建商业环境”的文章中，Hellman 等人 [6] 对中欧和东欧以及

独立国家联合体促进或阻碍商业投资和发展的因素进行了调查。作者

分析了《1999 年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的结果。该项调查衡量 

有组织犯罪对企业运作和发展造成的阻碍程度，重点关注治理、腐败

和官商勾结这些有组织犯罪最有可能下手的领域。在《商业环境和 

企业绩效调查》中，企业还被要求对国家机构、有形基础设施和金融

机构如何影响商业运作的问题进行评估 [7]。《2003 年经济犯罪调查》

[8] 衡量了有组织犯罪对私营部门造成的损害。2003 年，联合国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召集了一个专家小组探讨一系列有组织犯罪的指标，以

评估这种类型的犯罪对社会的影响并分析有组织犯罪集团渗入合法企业

的程度。得出的结论认为，高层次的腐败为有组织犯罪活动提供了便利。

各国的研究

澳大利亚

Walker 试图估计 1996 年澳大利亚犯罪造成的财务和经济代价。他 

得出的结论是，犯罪代价或伤害包括的“不仅仅是财产损失和 / 或 

事件本身发生期间及其直接后果产生的医疗费用，同时还包括事件 

长期和广泛的后果造成的费用、为减少此类犯罪将来的发生率或严重

性所做的预防工作的费用以及建立处理犯罪分子的刑事司法系统的 

费用”([9]，第1页）。Walker对犯罪的财务和经济代价进行了分别介绍。

他把财务代价定义为购买力从受害者向犯罪分子的非法转移。他认为，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这种损失并不代表社会的损失。然而，经济 

代价则是当犯罪行为使社会将时间、精力和其他资源从更具生产性的

目的转用于其他方面时发生的损失（[9]，第 2 页）。Walker 得出结论

认为，澳大利亚每年的犯罪总代价至少在 110 亿至 130 亿澳元之间，

其中大部分是因白领犯罪所致（[9]，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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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hew 在其研究中估计了 2003 年澳大利亚的犯罪总代价 [10]。她在 

估计中将恐惧、苦痛和生活质量的损失等无形代价也包括在内（[10]，第

12 页）。Mayhew 认为，要全面认识犯罪的影响，必须估计所发生犯罪 

的实际数量，而不是仅凭警察记录的数字（[10]，第 8 页）。这就是 

为什么她在估计犯罪程度时还运用了受害情况调查。她得出结论认为，

2003 年犯罪代价合计超过 190 亿澳元，而估计总额可高达 320 亿澳元。

Mayhew 详细阐述了以上结论，将犯罪的代价进一步划分为三类：预测

犯罪的费用、犯罪后果引起的费用和应对犯罪的费用 ([10]，第 7 页）。

加拿大

Brantingham 和 Easton [11] 对加拿大的犯罪代价进行了衡量。他们将 

犯罪代价分为两大类：一是犯罪行为所致生理和心理痛苦引起的 

代价——他们认为这种代价几乎不可能衡量；二是花费在警察、法庭和

法律工作者方面的费用——作者认为这种费用更容易量化和计算。他们

运用这种方法衡量了基于一些特定犯罪所致直接货币损失的损失，包括：

直接受害损失• 

私人安全和公共治安的费用• 

法庭的费用• 

教化机构的费用• 

Brantingham 和 Easton 根据所犯罪行的类别和惩罚及预防特定犯罪

的费用情况，对这些费用作了进一步的划分。他们在结论中估计，

1993 年加拿大犯罪总代价达 424 亿加元（[11]，第 23-35 页）。

1998 年，Porteous 对加拿大有组织犯罪相关活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重点关注有组织犯罪参与和帮助实施的主要活动的范围及其影响 [12]。

这些活动包括：洗钱、毒品交易、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偷运某些违禁品、

经济犯罪行为、贩运移民、假冒产品交易和汽车盗窃。其影响在性质

上涉及到经济及商业、社会政治、暴力产生、健康及安全和环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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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页）。Porteous 得出以下结论：有组织犯罪在加拿大极为普遍，不只 

限于毒品相关事件和黑手党类型的事件，而且毒品市场是加拿大所有

非法市场中影响最大的。然而，他警告说，有组织犯罪活动多种多样，

通常难以量化，因此，不应忽视环境犯罪和经济犯罪 ([12], 第 21 页）。

最后，Richter-White [13] 在加拿大进行了一项研究，以评估有组织

犯罪对青年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该项研究探讨了既是犯罪分子也是 

受害者的青年的问题。与 Porteous 的研究不同的是，它侧重于特定

人群，尤其是青年，以确定影响。它考虑了多种变量，包括吸毒和酗酒、

赌博和拉帮结派。其结论是，有组织犯罪对青年的主要影响之一是 

招募青年从事犯罪活动（[13]，第 5 页）。

德国

Von Lampe[14] 研究了德国的有组织犯罪。他试图将有组织犯罪网络

与某些犯罪活动联系起来，并评估这些活动对社会的影响。他指出，

人们通常将有组织犯罪造成的各种影响不加区别地混为一种伤害概念 

（[14]，第 5 页）。有些组织，比如澳大利亚昆士兰犯罪委员会和 

昆士兰警察局（[15]，第 31 页）认为，伤害包括经济、情感、生理、 

智力和政治伤害。然而，von Lampe 的模型表明，对社会的影响 

（物质和非物质损害）和对操纵机构决策程序的特殊影响之间 

存在区别（[14]，第 5 页）。Von Lampe 还指出，伤害有两种（造成 

损害和操纵机构决策），但两者并不是必然相关（[14]，第 5 页）。

Von Lampe 得出结论：有组织犯罪的性质和程度的总体趋势是难以 

确定的（[14]，第 25-26 页）。因此，要得出有组织犯罪对社会影响

的确切结论是很困难的。

意大利

社会投资研究中心对 1992 年非法活动的经济负担进行了研究 [16]。

它按照人们评估私营企业的方法，研究有组织犯罪集团，评估犯罪 

活动的经济层面和业务量。该项研究从单一犯罪活动出发，对有组织

犯罪的业务量进行估计。所使用的乘数是被视为非由有组织犯罪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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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犯罪行总数的比例。因此，该乘数代表有组织犯罪经手的犯罪活动

与有组织犯罪未经手的犯罪活动这两者之间的比例 [17]。该项研究 

考虑了来自刑事诉讼程序的数据和各种财产犯罪，其中包括：偷窃、

抢劫、伪造、勒索、绑架、诈骗、高利贷、洗钱、腐败、非法生产和

贩运毒品、卖淫、非法赌博、贩运武器和走私商品。

1993 年，Rey [18] 在一项研究中对非法活动进行了分析，以估计 

现有犯罪的种类、具体范围以及非法经济对意大利国家财政的影响。

作者特别关注两个具体问题：

如何确定受雇从事非法活动的工作人员数量• 

如何确定非法活动的实际业务量• 

作者强调，在分析受雇从事非法活动的工作人员数量时，必须考虑 

意大利 doppio lavoro（双份工作）的典型特点，即一个工人同时受雇

从事数种活动，有时甚至同时受雇从事合法和非法活动。确定非法 

活动的实际业务量，就需考虑工人执行每一项活动所耗费的实际时间。

作者认为，由于没有关于生产数量的确切指标，难以算出成本。作者 

还认为暴力手段作为一种商业管理手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 

各种不同类型的和独立的非法活动相互影响。

量化基于下列几项指标：

向司法机关报告的犯罪数量• 

每项非法活动的参与人数• 

犯罪活动的经济价值• 

衡量威胁和伤害的前提条件

衡量威胁的方法多种多样。从比较的角度来说，所采取的方法应当 

考虑到至少两个主要问题：为能够进行国际比较对现有数据源的最低

要求；数据源的用户友好性。主要选择应当考虑到这两个制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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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两个前提条件。衡量有组织犯罪发生概率的第一个条件是， 

在国家一级有一个独立的收集有组织犯罪数据的系统。根据欧盟

委员会最近编制的一份报告 [19]，欧洲联盟原来的 15 个国家中

有 9 个国家拥有这样的数据收集系统。如果没有这样的独立数据 

收集系统，就无法将应用这一方法所必需的数据与一般犯罪数据区别 

开来。

使数据可用于比较目的（即为了合理地比较各国之间特定有组织犯罪

活动的概率和伤害程度）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要有与待估风险的 

有组织犯罪有关的行为类型的共同定义和收集有关数据的共同标准。

后面两篇文章为每项已确定有组织犯罪指标（概率和伤害）提出了 

促进统一数据收集的准则，为这样的协调统一建立了依据。

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进行的许多研究特别侧重于犯罪造成的影响或伤害。它们通常

以犯罪给社会造成的代价来衡量。在旨在衡量有组织犯罪给美国 

经济造成的伤害的首批研究中，有一项是在 1986 年进行的，估计了

在美国通过犯罪组织的活动产生的收入（[20]，第 4 页）和持续较高 

价格水平及连续少缴税款对美国经济的影响（[21]，第 487 页）。 

该项研究通过分析从事有组织犯罪活动的人数和参与犯罪组织人员

的平均收入来确定有组织犯罪产生的收入总额。Fishman、Rodenrys

和 Schink[21] 详细说明了 1986 年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并运用它

来衡量有组织犯罪的收入，从而评估其严重程度。他们根据有组织

犯罪集团产生的收入对影响进行了评估，并提出，衡量收入的方法 

有两种：

估算总收入（销售）与采购投入成本之间的差额• 

将有组织犯罪产生的收入看作是从事有组织犯罪人数与参与犯罪• 

组织人员平均年收入相乘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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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进一步评价了各类犯罪活动的各种不同收入估计数，结果发现

1986 年通过有组织犯罪产生的收入超过 753 亿美元（[21]，第 478-

479 页）。进一步的研究将犯罪代价这一概念从纯粹经济损失扩大到

将社会代价也包括在内。Michael Maltz 题为“衡量有组织犯罪控制

努力的实效”[22] 的研究就属于此类研究。它是首批用于评价有组织

犯罪控制努力的关键定量方法中的一项，包含了一个关于了解和衡量

有组织犯罪所致伤害的概念性框架。Maltz 将伤害一词定义为“用于 

描述直接和间接影响及有形和无形影响的总称”。该项研究介绍了 

伤害的五种类型（[22]，第 41 页）和在衡量它们时遇到的困难。伤害 

的五种类型是：

身体伤害（比如谋杀、身体伤害）• 

经济伤害（比如偷窃所致财产损失）• 

心理伤害（比如恐吓目击者）• 

社区伤害（比如通过敲诈 / 收取保护费危害商界）• 

社会伤害（比如公职人员的腐败）• 

作者进一步说明了为何某些活动的性质要求必须使用刑事制裁以及 

为何有些活动被贴上“有组织”犯罪的标签。他总结说，由于事实上

“有些活动因为产生伤害而被贴上犯罪的标签（比如纵火），而另一些

活动则因为被贴上犯罪标签而产生伤害（比如赌博）”，在确定伤害时 

存在许多困难（[22]，第 47 页）。作者认为，两类活动都必需通过 

执法机构加以解决，但应采用不同的方法。

结论

本文及随后两篇文章提出的评估国际一级有组织犯罪风险的方法可作

进一步探讨和完善，包括根据国际一级有组织犯罪现有不同数据源 

进行修改。执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3] 的国家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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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数据的质量就会越高，国家间的数据比较就会更有效。希望数据

收集方法的发展能够影响统一数据收集程序的采用。然而，这取决于

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评估国际一级有组织犯罪风险的关注。只要 

政策制定者致力于发展更好的数据和分析，他们必定也会支持关于 

发展的方法和适当数据收集技巧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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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特定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概率的方法

作者：Ernesto Ugo Savona*

摘要

本期《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刊登了同一作者的三篇系列文章，本文是其中

的第二篇，介绍了衡量特定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概率的方法。有组织犯罪

发生概率是用来评估有组织犯罪造成损害的风险（总体风险）的两个要素 

之一。（另一个要素是有组织犯罪的伤害或代价）

导言

本文用来衡量概率的方法依据的是题为“提高对有组织犯罪的认识”

的项目（IKOC 项目）所采用的方法框架，但已有所调整和简化， 

以便进行比较。

有组织犯罪发生概率的指标可划分为两类：与参与有组织犯罪的 

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特征有关的指标和与执法机关监测到特定犯罪的 

概率有关的指标。

下面介绍每一类当中与有组织犯罪概率指标有关联的假设和支持 

假设的文献。此外还列出一些指标衡量模式。最后提出关于促进各国

统一收集每个指标的数据以便增强调查结果的可比性的建议。鉴于 

该方法是按在欧洲使用设计的，支持指标相关性的文献主要依据欧洲

的经验。

* 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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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特征

特定犯罪发生的概率与对此种犯罪的严重程度及所涉犯罪集团的组织

层级的评价有关联。参与犯罪的犯罪集团越危险、装备越精良，犯罪

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1、2]）。可能属于这一范畴的指标如下：

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联系和合作

将指标同有组织犯罪发生概率联系起来的假设

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合作水平越高，有组织犯罪发生的概率就越高，

尤其是在国际一级。

支持文献

有组织犯罪的国际层面可定义为国际合作，无论是非本地 * 组织之间的

合作还是本地 **组织和非本地组织之间的合作，或是直接由有组织犯罪

集团实施的国际行动 [3]。

2003 年，欧洲刑警组织报告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国际合作程度

很高，尤其是在欧洲联盟成员国和加入国内部以及在加拿大、中国、

哥伦比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摩洛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苏里南、 

土耳其、美利坚合众国和越南 [4]。比如，欧洲联盟内的一个共同 

特征是，本地和非本地犯罪组织在贩运人口方面都很活跃。有时候，

这意味着本地组织与非本地组织形成某种类型的联合。联系、招募和

安排运输这些初步任务由非本地组织负责，而过程的最后阶段（包括

* 在该分类范畴内，非本地有组织犯罪集团系指其主要成员无任何欧洲联盟成员国 

国籍、出身或民族身份的犯罪组织。
** 在该分类范畴内，本地有组织犯罪集团系指其主要成员拥有一个或多个成员国国籍、

出身或民族身份的犯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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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食宿和为营利而进行性剥削）由欧洲联盟内部的本地犯罪组织

负责 [4-7]。比如，在波兰，据悉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其国际关系来

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 [8]。

关于贩运毒品，2003 年对奥地利已查明的犯罪组织的调查发现了与

许多其他国家的联系，有欧洲的，也有其他区域的，都受到可卡因 

贩运的影响 [9]。此外还有证据表明，货币伪造犯罪在特征上越来越

国际化，有时将多个洲的犯罪组织联系在一起 [10]。瑞典 2004 年的

一份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报告提到，高级有组织犯罪内部的一大共同 

因素通常是必须有高效运转的网络，网络由一个个团伙组成，不受 

网络成员的共同地域或民族背景驱动 [11]。

根据欧洲刑警组织 [3]，如果非本地有组织犯罪集团与更为固定的 

本地有组织犯罪集团达成协议联合行动，情况甚至更加复杂。比如，

意大利普利亚区的犯罪集团自 1990 年代初以来一直与阿尔巴尼亚的

犯罪分子紧密合作，将毒品、移民和武器走私到意大利。为使其生意

更加成功并避免遭受意大利当局的起诉，几个普利亚黑帮也已前往 

阿尔巴尼亚和其邻国黑山（[8]，第 545 页）。

总之，当本地的犯罪组织寻求通过与非本地组织合作开展国际行动时， 

造成的威胁最为巨大。犯罪环境的发展令人不安可能与此有关联，即

某些有组织犯罪集团能够利用一些引人注目的相关社区，或有能力 

隐藏在其国际背景之下 [3]。

指标的衡量

对于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联系数量和合作程度，可以通过分析每年

报告所涉两个或以上组织（非本地组织之间以及本地组织和非本地 

组织之间）之间合作的特定类型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来衡量。虽然

被定罪案件的数量可提供更为可靠的犯罪情况（所报告的许多犯罪 

案件结果却是被告被判无罪），但已经决定依据所报告的案件数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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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因为定罪也许得花上很多年时间，因此运用判决数据无法将 

特定国家的特定有组织犯罪事件的概率水平与特定年份联系起来。

可用以下分级表来表示该项指标的衡量结果，范围从 1（无合作）到

5（高水平的合作）：

合作的水平 每年报告涉及两个或多个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合作的 
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百分比）

1 0-20

2 21-40

3 41-60

4 61-80

5 81-100

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地域分布

将指标同有组织犯罪发生概率联系起来的假设

参与特定犯罪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地域分布越广，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

的概率就越高，尤其是在所分布地域范围内的国家。

支持文献

该项指标可视为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特性之一（[5、12]）。犯罪组织 

利用行之有效的路线和这些路线上各国的人手，可运用其知识和 

经验抓住新的市场机会，参与新的犯罪活动。研究表明，有组织犯罪 

集团——特别在亚洲——使用相同的路线、手段和方法来偷运人口和

毒品 [13、14]。据说，哥伦比亚的犯罪集团也严重依赖在国外生活的

哥伦比亚人来帮助贩运可卡因 [15]。

此外，参与偷运移民的犯罪组织往往计划在目的国系统地剥削移民

[13、14]。波兰西边与德国接壤，东边与白俄罗斯、立陶宛、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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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和乌克兰为邻。那里对于成千上万来自前苏联、亚洲和非洲

的无证移民和贩运人口行为受害者，既是目的国也是过境国（[8]， 

第 481 页）。

总之，无论是过境国还是目的国，贩运路线上的国家的有组织犯罪

发生概率要高于其他国家。然而，仅有这项指标并不能说明特定 

国家（无论是原籍国、过境国或目的国）特定犯罪发生的概率水平。 

该项指标还必须与每个国家的其他指标相结合，比如市场规模（在供

需方面）和执法效率（即执法部门发现犯罪的概率，通过逮捕数据

来衡量）[16]。下文将对这类指标进行更详细的分析。这是因为，在 

同等情况下，如果某一国家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执法部门的成功率

下降，那么将导致其邻国贩运流量（和逮捕量）上升。反过来，其 

邻国同样比过去更容易发现某一国家是原籍国或过境国。

指标的衡量

对于参与特定犯罪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地域分布范围，可通过分析 

每年报告所涉一个国家以上（欧洲联盟成员国和非欧洲联盟成员国）

的特定类型的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来衡量。

至于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合作，可用范围从 1（有限程度的地域 

分布）至 5（高程度的地域分布）的分级表来表示指标的衡量结果：

地域分布的程度 每年报告涉及一个以上国家的 
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百分比）

1 0-20

2 21-40

3 41-60

4 61-80

5 8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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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犯罪集团对专家知识的运用

将指标同有组织犯罪发生概率联系起来的假设

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专业化或运用专家知识的程度越高，它们实施犯罪

的能力就越强，这类犯罪发生的概率就越高。

支持文献

有组织犯罪集团正变得越来越专业，越来越依赖专家知识 [12]。有些

有组织犯罪集团可能利用专业的交通工具和人员（比如卡车和司机），

而另一些则为其他不能或不愿意自己执行某些任务的有组织犯罪集团

提供专业服务。某些专业服务需求很高，而且对有组织犯罪行动的 

顺利进行至关重要。它们包括促进买方和卖方之间的联系和聘请愿意

探明路线、安排运输、提供证件和（或）处理移民到达目的国之后的

需要的移民代理和次级代理 [3]。因此，“专业化”一词，当用来指 

有组织犯罪时，可有如下含义：

获得专业职能，以加强有组织犯罪活动，增强专业化水平和减少• 

被执法部门发现和起诉的机会

向一个以上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提供专业服务 [3]• 

有组织犯罪集团通常需要一些拥有专业技能或知识的人员来帮助他

们开展行动，比如化学家、会计师、金融专家、信息技术专业人员、 

特定货物和服务（比如枪械或假护照）提供者以及愿意执行特殊任务

者，比如谋杀或讨债。结果，有组织犯罪集团能够迅速发现和适应 

市场变化 [17-19]。* 专业人员可以是低水平的（定期和一次性雇用

* 参与毒品走私和其他活动的主要国际犯罪集团利用运输专业人员和法律专家来研究

商业流程和了解世界主要商业港口的税法和行政程序。有了这些信息，他们就能够利用

国际海、陆、空运输线运送毒品、武器、其他违禁品、非法移民、甚至货币，避开海关

和执法人员的检查。国际犯罪组织利用金融专家（有些曾在世界最好的商学院接受过 

培训）寻找新的洗钱机制，管理投资和成立可用于掩护走私和诈骗计划的幌子企业。这

使犯罪组织能够不断将其全球规模的金融行动多样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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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廉价个人），也可以是长期提供服务的专业犯罪分子 [3、17、20]。 

比如，参与走私和贩运的有组织犯罪分子与可以协助他们的专家 

（包括法律专业人员）朋比为奸（[20]，第 39 页）。国际犯罪分子 

有效地利用法律知识来保护自己免遭调查和起诉。在世界各国，被 

有组织犯罪集团收买的律师运用他们对法律的详细了解来操纵司法 

系统和影响执法法律，以保护犯罪分子的利益 [19]。律师、法律顾问、

公证人、审计师、会计和税务顾问可通过提供法律和金融方面的专门

知识来帮助有组织犯罪集团开展活动。要消除这些法律专业人员和 

犯罪分子之间的联系是很难的，因为存在由某些专业人员或集团从事

的不可或缺的职能。（[21]，第 286 页；[8]，第 25 页）。在许多情况下，

专业人员并未意识到他们的服务正在被用于犯罪目的。然而，尽管 

如此，也存在一些参与犯罪的情况。*

越来越多的犯罪网络把向一个以上有组织犯罪集团提供专业服务作为

它们的核心业务。它们利用优质服务为一系列有组织犯罪集团开展 

活动提供方便。如果不是这样，犯罪分子不会获得这些服务，因为，

打个比方，发展或投资的费用很高。某一特定利基领域的专业服务 

可以为有组织犯罪集团提供必要工具，使其将活动扩大到利用这类 

技能的其他犯罪领域。比如，专门从事伪造证件的有组织犯罪集团 

有时也大量参与非法移民、贩运人口和制造假币 [3]。一些拥有特殊

实用技能的组织或个人向若干有组织犯罪集团提供服务，从而增强了

每个犯罪集团的专业知识和周密性 [12]。在荷兰进行的一项针对 80

个案例的分析表明，许多同样的个人和组织经常作为主要“网点”在

网络中出现，这是因为他们的非法服务长期被几个有组织犯罪集团所

利用 [24]。在研究中，同样的协助者的名字重复出现在不同的案件 

中（[8]，第 308 页）。比如，虽然最大的海洛因和可卡因进口组织 

大多往往专门经营这两种毒品中的一种，但许多毒贩子似乎基本上 

* 关于法律专业人员参与犯罪的形式的更多信息，见 Fijnaut 等 [22] 和 Nelen 等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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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在意其所贩毒品在类型上的不同，以及如果他们被捕会因毒品 

类型的不同而面临的不同惩罚。除了可卡因和海洛因等毒品之外， 

毒贩子还经常运送其他商品，并经常将多种商品货物从启运国运往 

目的国。如果专业运输商为多个客户运送毒品，经常会发现一种以上

毒品的运货 [3]。因此，这类提供商的服务对多个不同的有组织犯罪

集团至关重要（[8]，第 308 页）。

一项关于波兰情况的研究发现，特定犯罪中的专业化在比较周密的 

有组织犯罪集团中很典型（[25]，第 59 页；[8]，第 476 页）。比如，

汽车盗窃经常是以某些非常了解特定国家的汽车进口和贸易规章——

包括进口车辆要求的法律文件——的人为首的犯罪组织所为。这类 

集团的其他成员包括盗贼、运输者和安排为汽车制作假文件者。这种

盗车贼的专业化水平已经大幅提高。在波兰，负责毒品案件的执法 

部门提供的数据也表明，苯丙胺制造者活动的专业化水平也有所提高。

犯罪组织不再满足于仅仅建立一个实验室：他们正在建立整个合法 

实验室网络。这些实验室日夜不停地运转，因为产品不断有需求， 

他们有可靠的分销网络。刑事案件数据也显示，苯丙胺生产者——可

称为犯罪企业家——经营着自己的分销网络，其构成包括在波兰销售 

毒品并将它们走私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德国、瑞典和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若干快递商。他们显然运用非常专业的方法来

管理毒品的生产，就象经营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一样经营这种活动。

有一个案件，其中的企业家利用专业协助和设备组织了苯丙胺的生产，

甚至还研究了该主题的文献。在另一个案件中，警察在 2002 年 9 月 

突袭了一所正在制造硫酸苯丙胺的非法实验室。在该案中，有五人被

逮捕。其中一人是一家专营公路和购物中心建设的大公司的老板。和

其他人一样，他在其所在社区中被视为正派的商人。实际上，他还负责 

一项贩毒计划，该计划利用一个大型的国内外分销网络（[8]，第 483 页）。

有组织犯罪集团将继续利用新的市场机会。调查和缉获统计表明这样

一个事实，即多种所谓的“特制”药物和药品的生产正在绕开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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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随着生产在整个欧洲联盟增加和泛滥，一些合法公司有可能被

利用来获得用于犯罪目的各种化学品（在或不在国际管制下）、工业

设备、特种玻璃器皿和其他材料 [3]。

指标的衡量

对于参与特定犯罪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专业化水平和对专家知识的 

运用程度，可通过分析每年报告所涉一名或多名专家的有组织犯罪 

案件的比例来衡量。这些专家系指长期受聘为犯罪组织一员或不定期

作为“外部顾问”与其成员合作者（以及可能还与其他犯罪组织有 

联系者），包括：化学家、会计师、金融专家、信息技术专业人员等。

可用范围从 1（无专业化或根本没有运用专家知识）至 5（高水平的

专业化和对专家知识的运用）的分级表来表示指标的衡量结果：

专家参与的程度 每年报告的涉及一名或多名专家的 
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百分比）

1    0-20 

2   21-40 

3   41-60 

4   61-80 

5    81-100 

有组织犯罪集团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进行恐吓的能力

将指标同有组织犯罪发生概率联系起来的假设

有组织集团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的恐吓能力越高，他们就越强大

和危险，有组织犯罪发生的概率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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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文献

有组织犯罪集团可能使用暴力的原因有几个：作为攻击或防卫的一种

策略、作为一项精心设计的战略的一部分或作为对其他事件做出的 

反应。所使用的暴力可能很极端，也可能很有限，可能公开实施，也

可能秘密进行 [3]。

暴力（实际的或威胁性的）的目标有三种。集团内部暴力系由一个 

犯罪组织的某些成员为维持纪律和服从对同一组织的其他成员实施。 

集团间暴力由一个犯罪组织对另一犯罪组织实施，通常由地盘或 

文化上的竞争引起。集团外暴力由犯罪组织对非犯罪组织或个人实施， 

因此是针对人身和财产的典型犯罪活动 [3-5、10]。

根据一项研究结果，并非所有记载有使用暴力情况的国家报告都出现

这些模式 [5]。此外，有三个成员国很少有犯罪组织使用暴力的情况。*

在许多国家，犯罪组织为维持纪律而使用集团内部暴力的情况特别多。

有一个国家，大约五分之一的犯罪组织诉诸此类暴力，而在另一个 

国家，所有主要犯罪组织都使用了此类暴力。在一个国家，有好几个

来自外国（土耳其、南美洲、伊朗和中国）的犯罪组织在那里活动，

使用暴力作为确保内部纪律的手段被认为比针对其他人（无论是犯罪

圈内还是圈外）使用暴力更为重要。荷兰的情况也是一样。在那里，

被研究的犯罪组织中至少有一个组织使用集团内部暴力的程度比使用

集团间暴力更高。此类暴力也为有组织犯罪集团所使用。在意大利，

比如，1995 年有 250 多人被几个主要的犯罪组织（黑手党、克莫拉、

恩德朗盖特和普利亚的一些组织）杀害，其中许多是用来惩罚危害 

组织行为的集团内部暴力的结果。执法行动成功除掉主要成员后，导致 

组织内部冲突的发生并造成一些人死亡。

* 欧洲委员会在其《2002 年有组织犯罪形势报告》中简要分析了有组织犯罪集团内部 

与组织的结构和民族背景有关的暴力使用情况。分析发现，组织的结构越严密，暴力的

使用就越少。爱沙尼亚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情况就是这样。分析还发现，使用暴力的 

程度有时取决于组织成员的民族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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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项研究发现，1997-1999 年间 37% 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曾使用

暴力作为执行内部纪律的手段 [26]。

集团间暴力遍及欧洲联盟。似乎蓄意使用暴力有助于这些组织生存。

然而，极端暴力或自发暴力更有可能适得其反，因为这会引起执法 

部门的注意，将组织的精力从其核心业务活动中分散出去，并可能 

导致组织成员被逮捕或被杀害或财产损失。更有可能的是，犯罪组织

寻求合作，而不是参与暴力竞争 [3]。

针对不属于犯罪圈的个人和公司使用暴力（集团外暴力）有时是敲诈

勒索、剥削他人和抢劫等犯罪所固有的特征。为非法移民提供便利和

贩运人口等其他活动的实施可以不使用极端暴力，但这些情况中使用

暴力的现象也很普遍。出于声誉或纯粹表面文章的需要，犯罪分子 

也会威胁使用暴力，尤其是针对个人。必须分清作为特定犯罪本身的

一部分使用暴力和实力强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为阻碍执法工作而有 

计划地使用暴力这两种不同情况。认定来自某些国家的有组织犯罪 

集团比别的犯罪集团更具威胁性——仅仅是因为他们将暴力作为 

他们喜欢的犯罪活动的一部分来使用，这种做法是很有问题的。然而， 

有些地区比别的地区更为暴力，某些有组织犯罪集团或团伙也一样，

也许是因为有些组织已经形成一种暴力的组织文化 [3]。

一些研究人员（[8]，第 234 页）认为，长期以来，使用暴力一直是

各种形式有组织犯罪的特征。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黑帮令人恐惧，

因为他们经常使用暴力。他们不仅是为了实施犯罪而使用暴力，而且

还对那些愿意帮助当局打击他们的人施暴。只有在黑帮使用超乎寻常 

的暴力的情况下，受害者和其他人才会愿意与当局合作，比如提供 

情报。他们的合作能否被证实是成功的，显然还取决于当局是否拥有

解决严重犯罪问题的强大决心。在具备这方面条件以及建立了坚实的

刑事司法机制的国家，黑帮体系基本得到控制。

不管怎样，最近关于联合王国毒品交易的实证研究表明，暴力相对比

较少。应该将其视为确保遵守约定（主要是确保债务不被拖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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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手段 [27]。然而，这项研究也承认，非法市场并非纯粹的经济 

系统，纵横中间市场毒品交易网络者许多都以暴力著称 [28]。此外，

他们的声望通常是通过参与非手段性犯罪领域而获得的。公然使用 

暴力的现象（如果真的出现）被描述为是在竞争力因既有信用系统 

崩溃而受到威胁时市场出现混乱和动荡的结果 [27]。关于所谓的 

“地盘争夺”理论，已经发现的证据微乎其微。通常未被报告的绑架 

和酷刑被认为是除原有的使用暴力和恐吓之外越来越多的新情况。 

这些活动被用于进行合约安排（尤其是在支付债务方面），以达到 

恐吓和提高暴力声威的目的。它们也被用作敲诈勒索的一种形式， 

以从竞争对手那里获取资金。后一种情况应被视为对拥有大量现成 

的现金而又无法向警察求助的个人实施抢劫的替代行为。然而， 

夸大毒品市场中的理性和手段性都是一种危险。这种观点可能再次 

激发传统有组织犯罪这种陈词滥调并导致低估有组织犯罪网络灵活、

关系错综复杂和不断变异的特性。解开这些关系，通常就会发现， 

暴力是个人恩怨的表达，而不是组织特征和目标。在许多与非法市场

交织在一起的环境内存在的这种男子汉地位的表达不可忽视，因为 

有组织犯罪既是社会系统也是经济系统，既渗透到商业生活也渗透到

个人生活 [8]。

总之，一个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重要问题是，威胁、恐吓和暴力被 

用作实施犯罪的工具。有组织犯罪集团运用某种形式的恐吓或暴力

来展示力量和维持内部纪律，防止不服从、消灭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收债和促进本组织犯罪活动的进行。恐吓和暴力是解决冲突、让可能

的证人沉默、清除生意上的对手和阻挡执法当局干预犯罪组织行动的

重要手段 [13、29-35]。尽管如此，极端或冲动的暴力更有可能适得

其反，因为它会引起执法当局的注意，并可能会促使受害者和其他人

与当局合作，更愿意以情报换取保护。为此，仅仅因为某个国家的

人以使用暴力作为其犯罪活动的一部分而闻名就认定他们更具威胁， 

此种做法很有问题。然而，真正显得有威胁的是有组织犯罪集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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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圈子内外越来越强大，可通过使用或（更为常见）威胁使用暴力 

进行恐吓。

指标的衡量

对于有组织犯罪集团在犯罪圈子内外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 * 进行 

恐吓的能力，可通过分析每年报告涉及的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的 

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来衡量。“暴力”一词的使用包括所有形式的

暴力，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是真正使用还是威胁使用。

可用范围从 1（无力恐吓）至 5（恐吓能力强大）的分级表来表示 

指标的衡量结果：

恐吓能力的程度 每年报告的涉及在犯罪圈子内外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的 
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百分比）

1   0-20

2  21-40

3  41-60

4  61-80

5   81-100

有组织犯罪集团对腐败的利用

将指标同有组织犯罪发生概率联系起来的假设

有组织犯罪集团在实施特定犯罪中利用腐败越多，犯罪成功的概率 

就越大。

* “威胁使用暴力”一词系指有组织犯罪集团可能一时不会使用暴力，但由于过去的 

暴力展示，仍有能力实施恐吓。这就是为何在评估犯罪组织的恐吓能力程度时，还应 

考虑到过去的施暴情况。



48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第五卷，第 1 期，2006 年

支持文献

公职人员的腐败与有组织犯罪经常是相生相伴。参与严重的非法牟利

活动（无论是否与走私古代雕塑品、核材料、毒品还是与非法移民

或卖淫有关）的个人总是在某一时间点上依靠腐败公职人员的支持。 

腐败对有组织犯罪分子的行动很有必要 [4-6、21、36、37]。因此，

有组织犯罪集团发展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与腐败官员建立

的关系 [12、38]。大多数有组织犯罪集团的非法投机活动频频得手， 

是因为他们能够成功地腐蚀公职人员 [19]。

欧洲的犯罪组织以善于利用影响和参与腐败，以降低风险和获得机会，

从而确保为其活动赢得安全的环境，以便他们不被发现并避免被调查、

起诉和定罪而闻名。有组织犯罪集团以行贿从提供某项服务的官员 

那里换取优惠待遇，无论受贿官员是否按要求必须提供或不得提供该项 

服务 [3]。正如 McWalters 在 1999 年 10 月 9 日至 15 日于南非德班举行 

的第九届国际反腐败大会上讲的那样，一个从事非法活动的商人要 

认识到他可通过贿赂那些负责对其进行打击的官员来提高其企业的 

盈利能力，并不需要高深的智慧。他的利润甚至不会因为贿赂费用而

减少，因为他可将这项费用转移到其服务的用户或其产品的买主身上。

有组织犯罪集团可试图影响和腐化所有级别的个人，从基层官员 

（如警官）到高层政客和政府官员（[8]，第 486 页；[3]）。

犯罪组织可试图腐化基层官员，以获取假证件和文件、事先获取警察

活动的情报、操纵官员记录、使证据得以销毁或确定陪审团成员的身份，

从而为进行其犯罪活动创造安全的环境。当有组织犯罪集团和基层 

官员之间的这种关系变得经常化（即系统化），有组织犯罪集团就可能

经常获得机密情报，从而能够进行非法活动并总是比警察快一步 [39]。

犯罪组织试图腐化高层政客和政府官员，其原因各种各样，其中包括

获得对其自身和其活动的高层保护、获取关于国家执法调查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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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内部情报以及左右可能影响到其利益的法律或法规 [19、39]。

比如，自 1990 年代以来，Cosa Nostra 和恩德朗盖特等有组织犯罪

团体从依赖操控地区政治的企业活动获取的收入不断增长。他们在 

其所在社区进行系统的敲诈勒索。而且，通过恐吓和与腐败政客勾结，

他们争得了公共工程市场的控制权。与西方其他形式的有组织犯罪 

不同，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黑手党组织的危险不仅在于其参与非法 

市场，而且还在于其行使政治权利的意愿以及对其所在社区的百姓 

进行宗主般的控制的兴趣（[8]，第 277 页）。

实际上，已有分析表明，有组织犯罪和基层及高层腐败之间的联系都

非常强大 [40]。然而，欧洲刑警组织认为，高层腐败显然对整个欧洲

联盟更具威胁，因为它涉及的金额通常很大，而且更难以打击。犯罪 

组织试图腐化基层官员，以便为其实施犯罪活动营造安全环境。这 

造成的威胁比试图影响高层执法当局（比如司法机关成员和政客）所

造成的威胁要小。高层腐败通常涉及贿赂；然而，它还可能涉及交换

各种不同的利益，包括非金融利益，这一点对执法当局来说更难发现。

仅因为这一点，高层腐败对欧洲联盟的威胁相当大。

在有组织犯罪事件的成功概率方面，有一点也很重要，即有组织犯罪

集团对腐败官员进行利用的程度。腐败可以多种形式出现，其程度 

各异——从偶尔接受贿赂一直到系统性腐败。在系统性腐败中，贿赂

被接受为生意经，国家资源遭到大规模侵吞。腐败还表现为一种个人

的政治现象。如果任其发展，腐败就会越来越泛滥，解决的难度就会 

更大 [41]。有组织犯罪集团显然特别偏好系统性腐败。这种腐败 

能够确保在东道国维持适宜且风险低的大本营以及有利的环境。可以

说，这种运作方法的特点是：大量运用贿赂和恩惠，以确保可以利用 

关键职位和机构；提供政治献金，以确保当选政客感激犯罪组织； 

有针对性地贿赂执法人员，以换取情报；为司法机关的人员提供经济 

奖励，以确保对犯罪活动要么是不作惩罚，要么是轻罚。事实上， 

系统性腐败是犯罪组织发展与政府的共生关系（即官商勾结）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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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妨碍司法公正是一种由官员实施的违法行为。他们通过误导调查 

或破坏证据来试图隐瞒或掩盖这些违法活动。这种渎职行为通常与 

非法企业和市场的运作有关，因而通常被视为一种形式的有组织犯罪。

组织最严密的犯罪的实施非常谨慎，不会冒险闹出丑闻或引起公众 

注意，而且在官员的配合下进行。只要出现大规模贩运毒品和武器或

其他走私行动的嫌疑，估计必定会有官员与犯罪分子勾结和非法敛财。

在应对这种行为时，一些用于打击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法律工具（比如

美国的《保护被犯罪团体敲诈勒索组织法》）可能会对惩罚腐败官员 

有用 [37、42]。

有组织犯罪集团对政府部门的渗透可划分为五级。按有组织犯罪 

集团利用腐败官员的程度加以区分。对于每级渗透均需要决策者加以

解决。第一级渗透涉及偶尔发生的基层政府官员接受有组织犯罪集团

贿赂或滥用公职的行为。第二级渗透涉及经常出现的腐败行为，比如

有组织犯罪集团为低级别政府官员发工资。第三级渗透发生在以下 

情形中：有组织犯罪渗入公共机构的管理层，试图，影响政府工作人员 

的聘用，以利于犯罪组织开展活动。第四级渗透涉及负责（直接或 

间接）打击有组织犯罪以及相关活动的机构（比如毒品执法部门）的

领导，或可能涉及向犯罪组织提供潜在长期利益的机构（比如海关 

当局）。第四级渗透是一种已经升级了的危害，对国家铲除腐败和 

有组织犯罪的能力有长期的负面影响。最后，有组织犯罪渗透的 

第五级包括犯罪组织控制政府政策，进而能够操纵立法、执法和司法 

决定。这种对政府的第五种渗透方式涉及高层官员，比如参议员、部长 

或甚至国家元首。有组织犯罪集团通常对他们进行收买，以影响 

决策。在第五级渗透中，有组织犯罪以敲诈勒索等其他更常见类型的

犯罪参与资助政客竞选，并与高层官员有家庭关系。控制政府政策是

公共部门最高级别的腐败，它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扩大和巩固铺平了 

道路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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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衡量

对于参与特定犯罪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腐败的程度，可通过分析 

每年报告的涉及利用腐败的特定类型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来衡量。

“腐败”一词应作广义解释，包括偶尔接受贿赂和系统性腐败。

与前文的分级表一样，范围从 1（无任何腐败）至 5（高度腐败）的

分级表可用于表示指标的衡量结果：

腐败程度 每年报告的涉及腐败的 
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百分比）

1  0-20
2 21-40
3 41-60
4 61-80
5  81-100

有组织犯罪集团对合法商业机构的利用

将指标同有组织犯罪发生概率联系起来的假设

有组织犯罪集团对合法商业机构 * 的利用越多（比如洗黑钱或掩盖

非法活动），它们在经济上就会越强大，有组织犯罪发生的概率 

就越大。

支持文献

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商业机构来帮助其从事犯罪活动已经被公认为 

有组织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情况在欧洲联盟各地都有 

* “合法商业机构”和“商业机构”这两个词可互相替换，用来描述经合法注册的企业，

比如合法公司或以犯罪为目的专门成立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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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 [42-44]。比如在比利时，对商业机构的利用有助于促进犯罪 

活动或帮助建立国家（国际）洗钱网络。通过将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

混在一起，可隐藏最明显部分的资金流。这样，有组织犯罪可获得 

有效保护 [45]。

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商业机构的原因有多种。它们主要被用于洗黑钱、

掩盖与促进非法活动、阻碍刑事调查、获取资助犯罪活动的利润以及 

以非法的方式开展合法业务 [42-44]。不同的地方，犯罪组织利用 

商业机构的程度可能差异很大，可从 40% 到 80% 左右 [5]。澳大利亚 

打击犯罪委员会的威胁评估模型也考虑到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这一 

特征 [12]。

有组织犯罪集团并非只在黑社会里活动；他们还正常经营并广泛利用

合法生意，以支持和促进犯罪活动。有组织犯罪集团（在各个层面）

利用不同方法控制和影响合法生意 [3]。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合法 

生意的情形可分为三个主要类别：

现有合法企业• 。几名员工在不知情、也非出于自愿的情况下与 

有组织犯罪分子合作，为其非法活动提供便利 [3、32]。

公司内既有非法活动也有合法活动• 。在完全合法和信誉良好的 

公司里，犯罪分子勾结或胁迫员工（有时甚至经理）从事违法 

活动。收买或胁迫的办法也可用来要求聘用犯罪组织的成员， 

然后由这些成员协助将公司业务用于非法目的 [3、32]。

幌子公司• 。这些公司有设于本土的，也有设于海外的，几乎没有

任何真正的商业活动 [32]。犯罪分子成立并经营这些公司。在 

许多情况下，犯罪组织选择的合法业务与其所从事的犯罪类型 

有关。参与贩运物品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其幌子公司通常经营 

货物的进出口或运输）以及参与贩运人口和帮助非法移民的 

有组织犯罪集团（有时以旅行社、就业代理或企业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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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然而，如果幌子公司的目的是洗钱或为非法活动提供

掩护，公司的业务可能与犯罪毫不相关 [3]。

以上列出的三个类别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所有有组织犯罪猖獗的国家。

在意大利，有组织犯罪集团显得很喜欢利用这些机构，因为它们运用

了所有三种形式的企业犯罪 [32]。然而，欧洲刑警组织认为最后一类 

威胁最大，因为犯罪分子建立和经营的企业具有重大的社会和经济 

影响 [3]。然而，就概率而言，所有三种形式在使有组织犯罪集团 

能够成功实施其犯罪活动上都举足轻重。

因此，公司可能是有组织犯罪的受害者、中介、同谋或甚至实施者 

（至少当它们纯粹是幌子公司时）。很难区别上述受害者角色和其他 

角色 [46]。某个公司即使是受害者，如果，打个比方，涉及的犯罪 

分子同时也是该公司的客户，正常情况下给该公司带来利润，那么该

公司与犯罪分子之间的关系很难说得清楚，而且自相矛盾 [47]。

总之，有组织犯罪集团似乎正在利用在合法市场内运作的商业机构。

犯罪企业试图利用合法企业的弱点渗透其中，以保护其资金、提供 

表面上的合法性以及（在一些情况下）提供向合法业务过渡或金盆 

洗手的可选出路 [43、44]。然而，合法企业也可为各种贩运活动提供

很好的掩护 [45]。

指标的衡量

参与特定犯罪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合法商业机构的程度可通过分析

每年报告的涉及利用这类机构的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来衡量。在 

这种衡量中，“商业机构”一词从广义上解释包括原有合法公司、 

既从事合法活动也从事非法活动的公司和幌子公司（包括海外公司和

几乎毫无真正商业活动的公司）[32]。

可用范围从 1（无任何利用合法商业机构现象）至 5（利用合法商业

机构的程度很高）的分级表来表示指标的衡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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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合法商业机构的
程度

每年报告的涉及利用合法商业机构的 
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百分比）

1  0-20

2 21-40

3 41-60

4 61-80

5  81-100

有组织犯罪集团对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利用

将指标同有组织犯罪发生概率联系起来的假设

参与特定犯罪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程度越高， 

它们实施犯罪和避免被执法部门发现的能力就越大，有组织犯罪发生

的概率也就越大。

支持文献

越来越多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正在越来越广泛地利用信息技术工具实施

犯罪和促进通信，同时掩盖组织成员的身份，从而为犯罪分子提供 

相当大的保护，使他们避免被执法部门发现 [4、7、12、18、19、47]。

最近的技术发展为个人提供了广泛的违法手段。技术不仅能够帮助以

新的方法实施传统的犯罪（比如伪造、盗用身份、贩运毒品、儿童色情），

而且使人们能够谋划全新类型的犯罪（比如网络恐怖主义）。主要担心

之一是，因特网和现代通信技术使有组织犯罪集团可以联系到更多人，

从而扩大了受害者群体 [48、49]。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因特网 

为有组织犯罪集团提供了许多便利。伴随黑客和垮客等活动出现的地下 

文化很好地为犯罪提供了支持、联系、招募、咨询和客户等便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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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利用因特网提供的方便之外，有组织犯罪集团还利用预存话费 

电话卡、移动电话（频繁交换）和文本信息系统等技术 [4、19、50]。

全球联网能力惠及合法组织，同样也为有组织犯罪集团所利用。有组织 

犯罪集团利用信息技术最多的也许是在洗钱方面。事实上，每年价值

数千亿美元的洗钱活动是在金额远远更大的合法交易的掩护下进行。

这种规模的犯罪威胁到政治的稳定和政府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

信息技术可以使洗钱变得甚至更加容易，转账可以通过电子方式进行，

很难查到交易踪迹 [51]。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这些技术增强了犯罪活动全球通信和非法网络的

潜力，使得执法部门很难对犯罪进行监测 [48、49]。有组织犯罪集团 

的通信必须要么完全秘密，要么难以穿透，几乎不可能让执法部门 

发现其计划，并可阻碍执法部门收集其犯罪证据。有组织犯罪集团可 

通过依靠电子邮件、因特网聊天室和即时信息服务等快速的通信途径

来完成这方面的工作。犯罪组织利用加密工具储存和交换数据，安全性 

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3]。

总之，先进的通信网络和对信息技术的深入掌握使有组织犯罪集团 

能够以组织严密的方式运作，同时能够掩盖合法活动和犯罪活动。 

因此，信息和通信技术有可能帮助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所有可能的 

渠道来实施传统的以及新型而未受管制领域的犯罪，同时将被发现和

惩罚的风险降到最低 [3、52]。

指标的衡量

参与特定犯罪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程度可通过 

分析每年报告的涉及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实施犯罪或避免被执法

部门发现）的特定类型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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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范围从 1（无任何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现象）至 5（高度利用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分级表来表示指标的衡量结果：

利用信息和 
通信技术的程度

每年报告的涉及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 
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比例（百分比）

1  0-20

2 21-40

3 41-60

4 61-80

5  81-100

与特定犯罪执法风险有关的各种指标

除了描述有组织犯罪的特征的指标之外，关于执法部门发现有组织 

犯罪集团并防止其实施犯罪活动的概率的指标对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

的总体概率也很重要 [18]。针对特定犯罪的预防工作越充分，那么 

这种犯罪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 [2、3]。执法概率系指侦破率、 

逮捕率、定罪率和没收资产概率的总和 [52、53]。与执法努力程度 

相关的指标可包括下列几项：

特定犯罪的定罪概率

将指标同有组织犯罪发生概率联系起来的假设

特定犯罪被定罪的概率越高，犯罪被实施的概率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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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文献

犯罪计量学研究 * 和关联性及横截面回归分析表明，犯罪和惩罚概率

之间呈反比关系 [54-57]，从而证实了惩罚概率增加将会使预期犯罪

行为的实施减少并进而使犯罪程度降低的理论（[54]，第 156 页）。**

最早将犯罪作为理性行为进行研究的尝试至少可追溯到 1764 年 [58]

和 1864 年 [59]。经济学家们已经撰写了大量文献，分析执法程度和

守法程度之间的关系，也称为“犯罪计量学研究”或“犯罪经济学”。

这包括 1968 年 Becker 题为“犯罪与惩罚：经济学方法”的经典文章 

[60]。作者在文中运用了哲学家 Jeremy Bentham 早些时候制定的 

效用最大化方法。Becker 还认为，在犯罪是一种可选风险的情况下，

个人作为理性的最大化实施者，会考虑到被捕的概率以及与其行为 

有关的各种成本和利益。犯罪会不会被实施取决于个人对这些因素的

认识。个别人错误认识这些因素的可能性不会破坏作为主观行为理论

的这一模式 [54、56]。

正式制裁可以阻止人们犯罪。遭受惩罚的可能性是决定——以概率

的方式——特定行动过程的后果的一个环境因素 [54、61-63]。制裁 

信息的获取途径有：个人经验、向有过刑事司法系统经历者了解、 

媒体以及——更普遍的是——凭借个人的文化环境 [54]。然而，由于 

犯罪分子和潜在的犯罪分子很少准确了解关于逮捕、定罪和监禁概率

的信息，他们个人对预期惩罚的评估差异极大。有的高估了他们的 

* “犯罪计量学研究”是运用以下模式进行的研究：有明确的关于影响犯罪的因素的 

犯罪理论依据；以数学形式表达；其定义是为了能够将统计理论用于实证试验和 

估计 [54]。
** 然而，在惩罚的威慑效果方面仍存有疑问。有些作者发现，一类犯罪的惩罚变量 

存在差异，往往严重影响其他类型的犯罪，或促使犯罪分子从事所谓的“规避活动”，即

减少被逮捕、定罪和惩罚概率的活动 [54、55]。虽然几乎所有刑事立法都是基于惩罚 

减少犯罪的信念，但既无理论也无实证研究曾肯定地回答以下问题：惩罚是否或在多大 

程度上发挥了震慑作用，使个人不敢从事犯罪行为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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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率，有的则低估了成功率。* 尽管存在主观元素，如果犯罪分子

的（客观衡量的）预期犯罪代价降低，犯罪就会增加，反之亦然。 

这一理论与潜在犯罪分子的认识一致，而且得到了大量统计证据的 

支持 [64-67]。在《威慑和失能：评估刑事制裁对犯罪率的影响》一文

中，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得出结论：“总的来说，所报告的证据一再

表明，犯罪率与被逮捕、定罪或监禁的风险之间呈反比关系。”[68]。

指标的衡量

特定有组织犯罪行为的被定罪概率可通过分析每年特定有组织犯罪行

为被定罪人数与所报告的实施特定有组织犯罪行为的人数之间的比率

来衡量。比率越高，特定有组织犯罪行为被定罪的概率就越高，有 

组织犯罪发生的概率就越低。

可用范围从 1（所报告的实施特定有组织犯罪行为的人数与特定有 

组织犯罪行为被定罪人数之间的比率高）至 5（所报告的特定有组织

犯罪行为人数与特定有组织犯罪行为被定罪人数之间的比率低）的 

分级表来表示指标的衡量结果：

比率级别
每年报告的实施特定有组织犯罪行为的人数与 
特定有组织犯罪行为被定罪人数之间的比率

1  0.81:1

2  0.61:0.80

3  0.41:0.60

4  0.21:0.40

5  0.00:0.20

* 有时针对犯罪经济学文献提出的一种批评意见是，犯罪分子可能并不了解被逮捕

和定罪的概率或处罚的程度。虽然有些证据表明，犯罪分子比公众更了解执法和处罚 

情况 [54]，但也可能存在个人认为自己不会被抓获和监禁的倾向（即低估伤害概率和被捕 

概率）。虽然经济学应用通常以实际定罪和处罚概率来表达，但它们也可用来寻找这些 

变量的值 [56]。然而，比如，由美国国家药品监管政策办公室进行的一项毒品走私者 

调查发现，如果存在 25% 的被定罪概率，没有谁会继续实施犯罪 [64]。显然，定罪预期

似乎比逮捕更具震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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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犯罪所得的没收概率

将指标同有组织犯罪发生概率联系起来的假设

特定犯罪所得被没收的概率越高，犯罪被实施的概率就越低。*

支持文献

没收非法所得财产被认为是所有现代打击有组织犯罪战略的重要 

内容。通过消除非法敛财与恢复社会财富的合法分配，这一措施满足

了“不应让犯罪有所值”和“不应让任何人以非法行为牟利”的报应

原则。它通过降低预期金钱利益（非法活动的主要动机），减少犯罪

的吸引力，从而起到震慑作用 [69-73]。** 通过消除犯罪分子用于投资

进一步犯罪活动和渗入合法经济的运作资本，犯罪分子继续实施犯罪

的概率得以降低。***

在过去几十年，人们注意到，没收作为一种控制犯罪战略不仅在 

欧洲，而且在全世界被恢复使用 [32、74、77]。这种恢复是人们对 

犯罪分子的财力及其通过将“脏”钱投入司法系统渗透与腐化合法 

领域的能力不断得到增强的广泛忧虑的结果 [69、78]。这导致出现

了所谓的“所得时代”——由 1980 年代美国推出并已经在全世界 

* 关于犯罪所得“没收”一词可定义为按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的命令永久地剥夺任何

通过实施犯罪直接或间接取得或获得的财产（即各种资产，无论是物质资产还是非物质

资产，动产还是不动产，有形资产还是无形资产，以及这类资产所有权或权益的法律 

文件或票据）。正常情况下，扣押权的实施是为了妥善保管犯罪所得和防止它们在没收 

之前散失。扣押可定义为根据法院或主管当局发布的命令暂时禁止转移、转换、处分或

移动财产或暂时保管或控制财产 [69]。
** 然而，一些作者对没收的效力表示怀疑。有些作者指出，没收所得可能只会促使 

犯罪分子改进其隐藏技术，而不能震慑他们；而另一些作者认为，犯罪分子是受其他因素

而不是利润驱使，没收只会加强他们的挥霍倾向 [69、74、75]。
*** 在美国，一项评估特定恐怖组织所致威胁的研究 [76] 探讨了一些参数，其中有冻结

恐怖组织的资产（比如武器、军事顾问来源）及资金和拘留及逮捕其成员等执法反应和

这类反应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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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推广的“毒品战争”引入 [73、78]。“所得时代”的特征是， 

人们认识到：金钱收益是人们从事严重犯罪的最重要的刺激因素之一，

它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再次实施犯罪和渗入并腐化合法经济所必要的 

资本 [69、77、79]。

因此，不让犯罪组织使用其资产是一种有效的震慑。正如 Shelley 曾

指出的那样 [38]，对跨国犯罪活动、逃税和腐败的所得进行保护的 

能力是洗钱活动增加的重要诱因。对于洗钱者和助纣为虐的专业人员，

面临的风险有限，震慑也不够；有限的没收被视为不过是这类业务的

一项运作成本而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已经发起了旨在限制有组织

犯罪集团建立海外安全港并制裁帮助洗钱的国家的国际行动。迄今 

为止，这些行动尚未能产生重大效果。

问题是，在实施这类制裁多年以后，刑事诉讼初期——当犯罪分子

被起诉时——扣押的财产额与被告被定罪后没收的财产额之间差异

巨大。调查方面的问题——调查技术低下和与举证责任有关的程序 

问题——阻碍了法律的有效性 [80]。

然而，需要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增加没收财产的 

数额将有助于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国际行动 [63、69、71-73、80]。

指标的衡量

特定有组织犯罪所得的没收概率可通过分析特定有组织犯罪被没收 

资产的价值与特定有组织犯罪被扣押资产的价值之间的比率来衡量。

比率越高，特定有组织犯罪所得被没收的概率就越高，有组织犯罪 

发生的概率就越低。

可用范围从 1（特定有组织犯罪被没收资产的价值与特定有组织犯罪

被扣押资产的价值之间的比率高）至 5（特定有组织犯罪被没收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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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与特定有组织犯罪被扣押资产的价值之间的比率低）的分级表

来表示指标的衡量结果：

比率级别 特定有组织犯罪被没收资产的价值与特定有组织犯罪 
被扣押资产的价值之间的比率

1 0.81:1

2 0.61:0.80

3 0.41:0.60

4 0.21:0.40

5 0.00:0.20

结论

本文结合了两种衡量有组织犯罪的传统视角，一种基于组织，另一种 

基于活动。两种视角都有助于衡量有组织犯罪集团实施犯罪的概率。文章 

列出了一些指标，伴之以理论解释，阐明其有用性。选定这些指标是为

了比较不同国家有组织犯罪的状况。因此，每项指标（运用从 1 至 5 的

分级表来衡量）都可以与其他国家的同一项指标进行比较，只要有充足

的数据。目前，不同国家采用的数据收集方法的差异使得计算有组织 

犯罪发生的总体概率比较困难。将来，统一国际数据收集程序可为解决

该问题提供一种方法。在此期间可以实现中等程度的可比性。

一个解决办法是，权衡各项指标以弥补以下情况：并非每个国家都 

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用来衡量所有九项指标。换言之，如果一个 

国家只提供一项指标的信息，另一个国家提供六项，还有另一个国

家提供九项，那么所有国家的结果都应调整为 100%。就是说，有组

织犯罪事件概率的最终分值可用百分比来表示。按照这一办法，有 

一项指标的国家的 100% 概率值为 5（或 1×5，5 为最高指标值），有

6 项指标的国家的 100% 概率值为 30（或 6×5），而有 9 项指标的 

国家的 100% 概率值为 45（或 9×5）。反过来，如果第一个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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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值为 4, 第二个国家为 20, 而第三个国家为 40, 那么结果将通过

下列概率指数来表示：第一个国家为 80%（4/5×100），第二个国家为

67%（20/30×100），而第三个国家为 89%（40/45×100）。

当然，对于各个被比较国家可以提供的特定指标，这种办法会比较 

敏感。严格地说，由此得出的概率计量值，如果得自不同的指标，并

不能直接进行比较。然而，这种办法是在实现系统地衡量有组织犯罪

事件发生概率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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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有组织犯罪所致伤害的方法 *

作者：Ernesto Ugo Savona**

摘要

本文是本期《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中同一作者的三篇系列文章的第三篇。

本文讨论了有组织犯罪所致伤害的计算方法。伤害是针对“风险”评估提出

的第二个元素（第一个元素是有组织犯罪发生的概率）。为了能够实现国际

一级最高程度的可比性，所提方法利用了对决策者来说应当容易获得的标准

数据。此外，该机制在维持应对打击有组织犯罪工作今后的发展的能力的 

同时，力求尽量简单。

本文简单回顾了有关文献。文中对伤害这一概念的含意及其对有组织犯罪的

影响进行了阐释。最后提出了一种衡量伤害的全新方法。

相关文献回顾

现有文献所探讨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对犯罪活动代价的估计。这种估计 

通常是针对某一特定地域进行的。鉴于在国际一级收集共同的标准化 

数据比较困难，采用这种方法是可以理解的。Lee 和 Thorns[1] 

认为，跨国比较结果特别困难，因为所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而且犯罪 

和代价的定义方法多种多样。Lee 和 Thorns 还指出，即使联合国 

进行了调查，收集与刑事司法系统费用相关的数据，也应当通过应用

会计原则进一步发展和改进这种调查，以获取始终能够在国际一级 

* 本文大量利用了为实现提高对有组织犯罪的认识项目（IKOC 项目）框架的第 14 号

目标而进行的工作。该项目由 Ernesto U. Savona 负责协调。巴黎第一大学经济学教授

Pierre Kopp 和同属巴黎第一大学的 Fabien Besson 一起，与 IKOC 项目的执行项目经理

兼设在意大利米兰的联合跨国犯罪研究中心的协调员Barbara Vettori和设在意大利特兰托 

的联合跨国犯罪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Aretì Antoniour 合作，编制了该项目标。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加的夫大学的 Nicholas Dorn 提供了建议。
** 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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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的数据。除了有限的跨国比较之外，在国家一级也进行了

一些估计有组织犯罪活动代价的努力，包括下列国家：(a) 澳大利亚

(Collins 和 Lapsley[2]、Walker[3]、Mayhew[4、5]、昆士兰打击犯罪 

委员会和昆士兰警察局 [6] 和 Walker[7]) ；(b) 加拿大 (Brantingham

和Easton[8]、Single等人 [9]、Porteous[10]和Richter-White[11]) ；(c)

德国 (Von Lampe[12]) ；(d) 意大利（社会投资研究中心 [13] 和

Rey[14]) ；(e) 瑞士 (Godenzi 和 Yodanis[15]) ；(f) 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内政部 [16-17]) ；(g) 美利坚合众国 (Anderson[18]、

Cohen[19]、Cohen 等人 [20]、Cohen 等人 [21]、Fishman 等人 [22]、

Maltz[23] 和 Shapiro[24])。这些文章的作者之所以采用了“非国际”

方法，可以说是因为缺乏收集数据和计算估计值的统一方法的缘故。

因此，应当慎用国际比较研究的结果。比如，Mayhew[4-5] 认为， 

澳大利亚和联合王国犯罪特征的相似性使得她能够用英国的数据来 

估计澳大利亚的犯罪代价。

关于国际比较，有一个特别令人关切的问题，即量化犯罪代价所使用 

的方法。犯罪的主要代价一般被认为是经济和金融方面的代价 [3、

7、13、15、16、25]，包括：(a) 资源的损失和转移 [4] ；(b) 误工或 

医疗费用等间接代价；(c) 预防犯罪，包括实施安全措施的费用； 

(d) 行政管理费用；(e) 应对犯罪产生的执法费用 [5、8、9、16、

20] ；(f) 毒品消费的有形和无形代价 [2、9] ；(g) 伤害方面的代价，

包括身体、情感、智力、经济和政治上的伤害 [6、8、12、16、23] ；

(h) 涉及各种活动以及特定人口群体——比如青年（作为犯罪分子和 

受害者）——的有组织犯罪的直接和间接代价 [11] ；(i) 对犯罪 

组织活动所得收入做出估算的财政费用 [22] ；(j) 犯罪受害者所承受

痛苦和恐惧的有形和无形代价 [12、20-22] [19] ；(k) 商誉损失 [25] ； 

(l) 操纵体制决定的代价 [12] ；以及 (m) 非法活动的营业额 [13、14]。

量化代价所采取的方法多种多样，从侧重于总人口 [10] 到专门分析 

特定人群，差异很大 [11]。计算中包括的有组织犯罪活动的种类可能

也各不相同（比如，可能包括下列一些但并非所有类型：洗钱、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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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环境犯罪、特定违禁品、经济犯罪、偷运移民、经营假冒伪劣

产品和汽车盗窃）。最终计算出来的代价种类也可能千差万别（取决于 

侧重点是经济、社会政治方面、暴力、卫生和安全，还是环境）。

虽然许多研究者已经做出巨大努力，对有组织犯罪的影响进行了严格

和全面的评价，但仍然存在几个问题。本文讨论了其中几个问题，以

帮助读者理解这种分析所涉及到的困难。

一个主要问题是，在衡量有组织犯罪的经济和金融代价方面难以提供

一种可以接受的定义和工具 [25]。这方面的数据，比如，通常是通过

访谈获得。而访谈严重依赖主观感受。这反过来可能导致低估或高估

总代价。

另一个问题是难以界定有组织犯罪的间接代价 [7]。比如，要以币值

来表达心理或情感变量并非易事。显然，犯罪受害者经受的情感和 

身体方面的压力对家庭生活和工作行为等也有影响，但这类代价几乎

不可能量化。Brantingham 和 Easton[8] 已经特别强调过这个问题。

更一般地说，任何赋予这类代价的数值都可能失之偏颇，从而使得 

合乎逻辑并一致地计算特定犯罪所有构成部分的代价非常困难。

此外，研究者们尚未深入探讨所谓的“系统性代价”（全社会代价）。这

也许是因为不能就其反映对现实的具体认知直接对其进行量化。然而，

有些研究者，比如 Porteous[10] 和 Maltz（在较小程度上）[23] 已经 

接近采用这样的方法。比如，他们分析了犯罪对社会基本价值的影响。

文献中遇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涉及数据的收集。在许多研究中，数据

无法获得 [12]。比如，Mayhew 的研究 [4、5] 缺乏非法移民和欺诈

方面的数据，Walker 的研究 [3] 缺乏洗钱方面的数据，Single 的研究

[9] 缺乏与毒品有关的财产犯罪方面的数据，Fishman[22] 和 Rey[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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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给出确切的被雇用从事有组织犯罪的人数，Rey[14] 无法算出 

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实际营业额，而社会投资研究中心 [13] 进行的 

研究没有关于确切犯罪案件数量或犯罪平均估计额的数据。在其他 

方面，使用不充分的数据会产生问题，特别在估计经济代价时。最后，

收集数据所采用的方法如果依赖于关系到犯罪性质的不当技术手段，

也会产生问题 [11、16]。

最后，用于估计代价的方法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困难。比如，“人力 

资本法”要求对各种不同变量的未来值进行计算。由于未来值在性质

上并不确定，算出的未来代价可能太不准确，不能为政府决策者所用。

更一般的是，不存在什么中性的方法。内在的偏差会影响最终结果。

事实上，在衡量代价和确定分析单位、时间框架和人口推理中可能会

出现许多问题。因此，决策者在决定实施特定公共政策以应对有组织

犯罪活动时，必须牢记所有这些潜在问题。

有组织犯罪所致伤害

在提出可能适合风险评估的衡量有组织犯罪所致伤害的方法之前，有

必要解释这里所说的“伤害”概念。有组织犯罪有一系列社会后果，

可划分为有形后果、无形后果和系统性后果。

有形后果

有组织犯罪的有形后果可进一步划分为直接损害和应对犯罪的费用 

损失（见图）。直接损害是指犯罪受害者直接遭受的损失，而应对 

犯罪的费用损失是指政府机构打击犯罪和保险公司及私营安全机构 

预防犯罪和赔偿犯罪受害者所支出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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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种后果（有形和无形）衡量各利益攸关方为应对犯罪的后果所 

支出费用的金钱价值。要求必须适当考虑到列入公共应对犯罪费用

的后果。一方面，如果决策者决定将更多的公共资金用于犯罪预防， 

犯罪的有形后果似乎就会增加；如果公共当局有效打击犯罪，犯罪的

系统性后果应当就会减少。另一方面，如果政策制定者不投入资金 

打击犯罪，虽然犯罪的有形后果仅在受害者遭受的直接损害方面增加，

但系统性影响也会增加。

无形后果

无形后果（见上图）是指犯罪对受害者直接造成的情感和身体影响， 

包括身体伤害、痛苦和苦难、心理影响和忧虑。无形后果并非指 

间接影响受害者的损失，比如他或她不能参与劳动市场竞争或必须由 

其他人承担的与犯罪相关的损失。

系统性后果

犯罪的系统性后果包括犯罪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

犯罪和违法行为（如吸毒、买卖器官和卖淫）之所以被视为犯罪和 

犯罪行为，是因为受到道义上的遣责。违法的代价不能通过将已知 

图一 . 有组织犯罪的社会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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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加到每个受害者身上来计算。部分原因是，有时很难评估可以 

将谁恰当地标定为受害者，尤其是在人们从事特定行为是出于多种 

原因（包括社会压力）的情况下。吸毒和卖淫的存在，受害的是整个

社会。然而，既非吸毒者也非嫖客的人因吸毒和卖淫行为的存在而 

遭受的损害则无法量化。这种人不是一项犯罪的受害者，因此对所涉

问题没有发言权。结果，这些类型的犯罪的总体代价不能通过将个人

损害进行合计来计算，而只能在社会层面将其视为一种系统性问题。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参与这些类型的犯罪（比如卖淫）的一小部分

人也可视为受害者。很难对他们遭受的损害进行量化，但大体上可将

其归类为有形后果的一部分。

对社会的运行甚至生存有重大影响的其他类型犯罪是腐败和恐怖

主义。这类案件中的代价也无法通过合计犯罪对个人造成的损失 

来评价。

犯罪的系统性部分可运用公益物理论来考虑。这一理论认为，物品

有两项特征：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根据不可分割理论，当社会的 

一名成员受到恐怖主义威胁时，整个社会也受到威胁。对于腐败， 

原理是一样的。然而，也许不一定有必要象发展公益物理论那样去 

发展衡量犯罪等“公害物”的理论。这样做需要将个人为避免公害物

而付出的意愿进行合计。这将涉及进行复杂的调查，以查明个人为 

限制恐怖主义和腐败而付出的意愿如何。

系统性影响（以上图的几层黑圈表示）可划分为三个层。最外层表示

系统完全崩溃。这种情况发生在腐败或暴力极其普遍，社会交易完全

不可预测的时候。当社会接近这一程度时，犯罪的负面影响增加哪怕

一点点，都会导致所有社会互动的急剧恶化。恐怖主义提供了一个 

非常好的例子，说明了这种活动的微小但影响巨大的增加是如何能够

威胁到社会根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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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层说明的情况是，犯罪的增加对社会的总体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使竞争扭曲、使市场缩小并使社会远离竞争效率的敲诈勒索行为显然

就是这种情况。这种影响可通过强有力的公共干预来减少。这将增加

与应对犯罪有关的费用，但可在短期内获得总体改善。

最内层说明的情况是，犯罪对社会只有边际影响。一般来说，社会可

通过增加公共支出轻而易举地应对这层威胁。

总之，有组织犯罪影响社会的方式有几种。下一步将评价可用于衡量

这些后果的一些方法。

社会代价法

社会代价法衡量过去发生的犯罪的未来后果的当前代价。比如，想想

一个人在 1970 年成为吸毒者，后来致病，然后于 2010 年死去的情况。

如果 2005 年为衡量吸毒的社会代价进行努力，就有必要考虑 2005

年至 2010 年间所失去财富数量。这种计算被称为“基于盛行率的”

算法。另一种被称为“基于发生率的”方法包括衡量某一年份所发生

事件的后果现在和未来的社会代价。在公共决策方面，这种算法是 

最受关注，因为它能够将两个不同年份发生的费用进行比较，从而 

了解今天做出的公共政策选择如何能够影响未来的情况。然而，这类 

算法非常复杂，因为它取决于能否获得关于今天所观察到的未来人口

特征的精确数据。这就是为何所有社会代价研究依然采用基于盛行率

的算法，尽管事实上这种算法并没有那么令人满意。

社会代价计算方法的首要困难是其范围的多样化。



76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第五卷，第 1 期，2006 年

上述研究之间主要的差别在于是否列入运用旨在使个人能够以货币的

方式对其感受到的痛苦进行量化的调查方法来衡量的无形代价。间接

代价的衡量相当不精确。这种衡量通过计算个人愿意付出多少或通过 

采用人力资本法来假设对人命进行标价的能力。在这两种方法中， 

人力资本法最为简单。它根据个人的薪酬来估算人命的价值。然而 

这种方法受到薪酬扭曲的影响，因为有些市场的竞争力胜过或不如 

其他市场。比如，在通常市场条件下，一个人的薪酬应当是边际个人

生产力或对创造财富的贡献。然而，如果一个市场不完善，那么某个

人的薪酬就会不正常地偏高或偏低。比如，如果法国的经济学教学用

英语进行，操法语的经济学教师将面临新的竞争，其薪酬（所有其他

方面平等）将会下降。当个人收入被用于计算其生命价值时，市场 

扭曲就会被纳入计算中。

另一种方法，即所谓的“支付意愿”法，包括询问个人为避免成为 

某种犯罪的受害者而愿意付出多少。个人应该能够透露他们分配给 

他们的时间的真正价值。然而，结果的解释也很复杂。个人必须在 

不考虑其财富局限的前提下回答问题。大多数人倾向于将其声明的 

数额局限于其收入水平，结果是计算出现扭曲。

此外，社会代价计算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某项参数，比如实现率或 

通胀率。改变任何特定变量的实现率将会极大地改变所计算的社会 

代价。在某些国家（如法国），实现率可按传统标定，而另一些国家

则选择了一个接近长期利率的值。

基于这些原因，社会代价的计算严重依赖于使用哪种方法。这使得 

国际比较极为困难。比如，比较两个国家的烟草毫无意义，因为计算

结果对计算所选用的方法十分敏感。因此，社会代价法不适合用于 

发展国际比较的风险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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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有组织犯罪的伤害

伤害与代价

本文的目的是衡量有组织犯罪所致伤害，而非有组织犯罪的后果的 

代价。代价是从经济学借用的概念，用于衡量一项活动所耗用资源的

数量。一般在私人代价和外部代价之间加以区别。前者由有关活动的

组织者引起，后者由第三方蒙受。私人代价和外部代价的总和等于 

社会总代价。一项活动可产生私人或外部利益，但如果总代价大于 

利益，仍会存在社会净代价。

就有组织犯罪而言，一方面有必要计算犯罪分子所得利益，另一方面

有必要计算给社会造成的代价，从而得出有组织犯罪的社会净代价。

然而，对于有组织犯罪，这种措施（忠于关注财富的创造但不关注 

财富的分配的经济学家所采用的中性法 [26]）是不合适的。必要的 

不是估计总体福利函数，而是获取简单易行的工具，用以评估有组织

犯罪所致绝对伤害。

伤害的概念涵盖所有可以衡量并容易被决策者理解的代价，无论给 

犯罪分子带来的潜在利益如何。

衡量社会代价的做法会促使公共决策者采取可减少社会代价的政策。

然而，这些公共决策者会被经济学家的建议迷惑。他们认为，这种 

计算必须考虑到今天所犯的罪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实现的价值。在 

进行政策选择中，今天所犯罪行的未来后果似乎并不重要。事实上，

如果公共决策者想要评估某项有组织犯罪活动所致损害，通常认为 

合理的计算期间不能超过一年。

因此，“伤害”一词被理解为一种量，表明在某一特定年份查明或 

评价的犯罪活动后果的代价。那么，伤害概念的理论性就不如社会 

代价概念那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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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的最终结果是在各国之间对各种有组织犯罪活动造成的风险进行

比较。伤害就是风险评估的两个元素之一。

计算

只要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最新统计数据，就可以对任何有组织犯罪 

活动所致伤害进行计算。

有形后果

有形后果可划分为两类：直接损害和公共应对犯罪费用。

犯罪的直接损害涉及犯罪给受影响者造成的直接损失——在经济和 

社会方面。比如，给公司和人民造成的损害代价是在受影响者收到 

任何保险赔偿之前衡量的。这种衡量以量化的方式进行。这种方法是

受到法学和经济学的启发，并基于这样的信念，即法院能够通过收集

重要信息衡量犯罪损失并按他们了解犯罪的方法做到不偏不倚。凡是

有可能获得赔偿（民法）的违法行为都必须经过法院的评价。这种 

评价既考虑到损害的客观方面（如货品的价值）也考虑到损害的主观

方面（如情感损失）。最佳赔偿方案是这样一个方案：个人觉得在犯罪 

发生之后其境况与犯罪发生之前无异，因为已经获得足够的赔偿。 

然而在刑事诉讼中，任何向受害者赔偿损害及利益的义务都伴随着刑事

制裁。事实上，在刑事诉讼中，对所造成损害支付赔偿金（包括利息）

的做法并不是很普遍。通常是更加侧重于刑事制裁，而不是对受害者

的补偿。比如，对于大量的盗窃和暴力行为，最终并无赔偿制裁诉讼，

而在涉及民事侵权行为及其他民法问题的案件中，肯定有这样的诉讼。

对于一些犯罪和违法行为，保险公司必须赔偿受害者。在一些情况中，

赔付额可能足以补偿受害者遭受的损失，但在另一些情况中，赔付额

却可能不足以补偿受害者遭受的损失。无论如何，赔偿中的支付额 

体现出被保险方愿意接受的数额。如果保险公司的赔付额普遍太低，

保费缴纳人也许会激励其他保险公司推出新方案，提供更加优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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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付额。同样，保险费体现的是人们对成为某种特定犯罪或违法行为

受害者的概率的感知。换句话说，法庭和保险公司支付的赔款似乎 

构成了各种犯罪所致损害的市场价值导向。

私人和公共应对犯罪的费用就是所有参与打击犯罪的公共和私营实体

（警察、司法系统等）的支出总额。要准确计算它们并非易事。比如，

司法系统支出的一些费用是用来处理家庭问题（如离婚），而非犯罪

相关问题。然而，总的来说，这些公共支出大多数是用来预防和打击 

犯罪。通过进行一些技术上的调整，实现对应对犯罪总费用的良好 

估计是有可能的。

公共支出不一定反映人们为打击犯罪而付出的意愿。人们可能更愿意

削减（或增加）用于这类目的的公共经费支出。

无形后果

在实践中，很难以金钱价值计算无形后果的价值。缺乏针对这种后果

的市场意味着不可能直接遵循市场价格（这是衡量产品或服务的金钱

价值的传统方法）。于是，经济学家经常运用各种工具，试图估计将

无形后果作为商品交易，会得出什么样的市场价格，或估计其他市场

（如住房）的交易考虑到犯罪的减少时会是什么样的隐性市场价格。

其目的是试图估计人们愿意为获得因预防某项犯罪导致的幸福的增加 

而付出多少代价（以其他物品和服务来体现）。对犯罪的无形后果 

进行金钱价值估算，并非直接衡量生活质量的绝对变化，而只是估计

人们愿意为减少成为受害者的风险而付出什么。

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可加以运用。如果不能够找到这类研究，可寻找 

替代的衡量方法。所运用的研究应由中央行政机关进行。如果不可能

以价值表示无形后果，最好不要勉强为之。那么，国际比较要么是 

通过排除所有国家的无形后果进行，要么是运用一个平均值补偿缺失

的国家数据来进行。

鉴于难度大，本方法不对无形代价的价值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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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后果

系统性伤害可包括对整个社会的伤害（比如政府官员的腐败）、对 

社区的伤害（比如通过敲诈及勒索保护费和瓦解社区损害商界）和对

经济的伤害（比如通过扭曲市场、消除竞争和设置进入市场的障碍）。

社会伤害强调有组织犯罪对政府诚信和国家的社会结构造成的伤害。

社区伤害是指有组织犯罪给社区各方面造成的破坏。经济伤害说明的

是有组织犯罪活动给经济生活造成的后果。

与有形后果不一样的是，系统性伤害并不显示出线性成本效益关系。

犯罪程度的增加可能不会导致系统性崩溃的重大风险。然而，一旦 

达到某一极限，犯罪的微小增加就可破坏整个社会平衡。

因此，有人建议，不应将有组织犯罪的系统性后果包括到有组织犯罪

活动的国际风险比较中。事实上，评估风险的目的是优化公共政策，

使之尽可能高效和有效。估计有组织犯罪活动的代价，可对备选的 

减少犯罪措施的成本和效益进行有意义的比较，从而可就哪种政策 

措施最值得实施和最具成本效益这一问题做出更加明智的决定。这种

估计可帮助决策者优化和分配稀缺资源，以执行那些政策不仅是对 

犯罪案件的数量而且对犯罪所致伤害具有最大影响的政策。造成最大

伤害的，往往是少数代价巨大的犯罪，因此最好是针对这些为数不多

的高代价犯罪而不是许多低代价的违法行为。

系统性后果的处理并非易事。系统性后果的程度和性质取决于有组织

犯罪活动强度、受影响国家的历史及其机构运转之间具体的相互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经费无论是用于对付系统性后果的政策还是 

用于对付其他类型的后果的政策，相互之间并不存在竞争。因此，将

系统性问题从伤害或风险评估中排除出去，在方法上是合理的。鉴于

伤害评估的目的是促进决策，更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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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归咎于有组织犯罪的主要罪行

本小节包含关于可归咎于有组织犯罪的罪行的信息。所述犯罪归入 

有形后果的两个类别（直接损害或应对犯罪费用损失）之一。

有一种情况，法院裁定对成为假冒伪劣受害者的公司进行赔偿。大家

认定，赔偿很好地代表了所遭受损失的市场价值，并与有形后果的 

直接损害元素相对应。

所有直接损害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遵循赔偿方面的国家趋势。法院和

保险公司可能很慷慨，也可能并不那么慷慨。为进行国际比较，有必要 

设定在各国之间比较各种赔偿水平的基准。一旦国家总额是在人均的

基础上计算的，对所有国家适用中间值将使（风险）比较得以进行。当

各国法律差异巨大时，这样的比较特别复杂。然而，在两个情况相似 

的国家之间或针对某一特定类型的犯罪，这样的算法也许是可行的。

按犯罪类型细分支出总额以估计应对犯罪元素的代价并非易事。 

大多数警察部门的活动并非针对特定类型的犯罪，而是一般性的犯罪。 

只有少数警力是专门打击毒品或恐怖主义犯罪的。按逮捕数量细分 

警务方面的一般性公共支出表明，所有类型犯罪的侦察费用都是一样

的。但是，如本文开端所述，不管是概率还是伤害，本方法发挥作用

的前提条件是，各国有独立的有组织犯罪数据收集系统。

此外，管教费用也难以确定。虽然大多数犯罪分子面临数罪并罚的 

判决（比如欺诈、暴力和拥有武器），但其中一项罪行为主罪，对 

公共支出进行细分时可以使用这一罪项。

私人支出更容易计算一些。私营保险公司可提供其保费变化方面的 

数据并指明其与犯罪和赔偿案件上升的相关性。

特定有组织犯罪活动总的可计算代价就是犯罪直接损害金额与公共 

应对费用金额相加的总和（见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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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伪造

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后果 伤害指标 伤害类型

产品遭到假冒的公司和供应商的营
业额（收入或效益）损失

法院判决的赔偿范围

直接损害
企业申报的营业额包括非法活动收
入时的企业应付税款损失

税款损失

警务公共支出增加 增加的公共支出

公共应对费用
增加

司法系统费用增加 每个案件的起诉费用与案件
数量相乘的积

管教机构费用增加 每名囚犯的费用与囚犯人数
相乘的积

表 2. 贩毒

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后果 伤害指标 伤害类型

犯罪活动的未付所得税（营业额） 税款损失 直接损害

警务公共支出增加 增加的公共支出

公共应对费用
增加

司法系统费用增加 每个案件的起诉费用与案件
数量相乘的积

管教机构费用增加 每名囚犯的费用与囚犯人数
相乘的积

表 3. 欺诈

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后果 伤害指标 伤害类型

欺诈受害者的直接损失 法院判决的平均赔偿额
直接损害

非法所得税款损失 税款损失

警务公共支出增加 增加的公共支出

公共应对费用
增加

司法系统费用增加 每个案件的起诉费用与案件
数量相乘的积

管教机构费用增加 每名囚犯的费用与囚犯人数
相乘的积



衡量有组织犯罪所致伤害的方法 83

在制售假烟或走私方面（见表 4），实证研究给出了关于走私或制售 

假烟与合法交易烟草之间的比例的良好指标。在城市的主要公共场所

收集香烟空盒子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一比率。

表 4. 制售假烟或走私

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后果 伤害指标 伤害类型

受害者的直接损失 法院判决的平均赔偿额
直接损害

非法所得税款损失 税款损失

警务公共支出增加 增加的公共支出

公共应对费用
增加

司法系统费用增加 每个案件的起诉费用与案件
数量相乘的积

管教机构费用增加 每名囚犯的费用与囚犯人数
相乘的积

表 5. 贩卖被盗车辆

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后果 伤害指标 伤害类型

受害者的直接损失 保险公司支付的平均赔偿
增加额

直接损害
增加的起诉案件

非法所得税款损失 消费者保费增加额

税款损失

警务公共支出增加 增加的公共支出

公共应对费用
增加

司法系统费用增加 每个案件的起诉费用与案件
数量相乘的积

管教机构费用增加 每名囚犯的费用与囚犯人数
相乘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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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贩卖武器

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后果 伤害指标 伤害类型

受害者的直接损失  直接损害

警务公共支出增加 增加的公共支出

公共应对费用
增加

司法系统费用增加 每个案件的起诉费用与案件
数量相乘的积

管教机构费用增加 每名囚犯的费用与囚犯人数
相乘的积

表 7. 洗钱和腐败

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后果 伤害指标 伤害类型

非法所得税款损失  直接损害

警务公共支出增加 增加的公共支出

公共应对费用
增加

司法系统费用增加 每个案件的起诉费用与案件
数量相乘的积

管教机构费用增加 每名囚犯的费用与囚犯人数
相乘的积

表 8. 偷运移民和贩运人口

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后果 伤害指标 伤害类型

非法所得税款损失  直接损害

警务公共支出和向难民提供的 
社会服务增加

增加的公共支出

公共应对费用
增加

司法系统费用增加 每个案件的起诉费用与案件
数量相乘的积

管教机构费用增加 每名囚犯的费用与囚犯人数
相乘的积

所提方法与某些国家，特别是联合王国实行的方法一致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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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给每项犯罪活动的伤害赋予一个值，范围从 0 到 5，以便可以使用 

与概率指数一样的衡量尺度。* 两种指数（概率和伤害）可分开或 

混合使用，以得出总体风险衡量结果。然而，鉴于目前各国手头掌握

的数据差异很大，概率和伤害的衡量分开进行可能会更好。

仍然存在问题

本文建议，应在积极的基础而不是标准的基础上计算犯罪代价。运用

积极的基础，就有可能估算当前犯罪对社会造成的伤害的程度。这 

不会导致给犯罪设定市场价值。积极基础和标准基础之间的任何差异

都是因市场扭曲而起。如果市场在竞争方面不完善，保险公司的赔付额 

就有可能太低（或太高）。如果政治决定的制定是为了满足精英阶层

的诉求，公共支出水平不一定符合民意。这样的积极算法给出了一个 

社会正在为向人民补偿犯罪代价和为预防打击犯罪而做出的真正 

牺牲的近似值。它并未表明，如果所有人的诉求都得到满足，而且市场 

完善高效，那么犯罪代价又会如何。

不同年份的日期的重叠程度提出进一步的问题。比如在任何一个特定

年份里，保险公司都可为几年前发生的犯罪补偿受害者，当时公共 

资金用在打击犯罪上。本文提出的计算方法是基于盛行率的。它给出了 

某一特定年份的犯罪代价，包括当年发生的犯罪和在那之前历年 

发生的犯罪。如果保险公司的赔偿发生在犯罪发生很久以后，法院可

补偿通涨损失。那么，计算就前后一致了。过去的价值用当前的货币

来表达，并加入当前的公共支出中。根据犯罪计算误差范围，不应将

通涨和实现情况视为太严重的问题。

* 见 Ernesto Ugo Savona，“衡量特定有组织犯罪事件发生概率的方法”，《犯罪和社会

论坛》，第 5 卷，第 1 期（2006 年），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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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已知犯罪而不是所有实际发生的犯罪

大量的犯罪并未被发现，其他一些犯罪被忽视掉，还有其他一些犯罪

并未获仔细调查。有些贩运活动仍未被发现。有些受害者并未认识到

其损失，并未要求任何形式的补偿。本方法侧重于计算已破获犯罪 

所致伤害，不适用于未暴露犯罪所致伤害。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严重

问题，因为社会首先而且首要的是要给出关于已知犯罪的数字，以对

打击犯罪专项支出额度进行优化。

参考文献

 1. Andrea Lee and Jamie Thorn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sts of crim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xpert Meeting on the World Crime and Justice Report 
2004-2005, organiz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regional Crime and Justice Research Institute, 
Turin, Italy, 26-28 June 2003.

 2. David J. Collins and Helen M. Lapsley, Counting the Cost: Estimates of 
the Social Costs of Drug Abuse in Australia in 1989-1999 (Canberra, Common-
wealth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ing, 2002).

 3. John Walker, “Estimates of the extent of money-laundering in and 
through Australia”, prepared for the Australian Transaction Reports and 
Analysis Centre (Queanbeyan, Australia, John Walker Consulting Services, 
1995).

 4. Pat Mayhew, “Counting the costs of crime in Australia: technical report”, 
Technical and Background Paper Series, No. 4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2003).

 5. Pat Mayhew, “Counting the costs of crime in Australia”, Trends and 
Issues in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No. 247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2003).

 6. Australia, Queensland Crime Commission and Queensland Police  
Service, “Project Krystal: a strategic assessment of organised crime in  
Queensland”, Public Information Paper (Brisbane, Australia, 1999).



衡量有组织犯罪所致伤害的方法 87

 7. John Walker, “Estimates of the costs of crime in Australia in 1996”, 
Trends and Issues in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No. 72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1997).

 8. Paul Brantingham and Stephen T. Easton, “The costs of crime: who 
pays and how much? 1998 update”, Critical Issues Bulletin (Vancouver, Can-
ada, Fraser Institute, 1998).

 9. Eric Single and others, The Costs of Substance Abuse in Canada (Ottawa, 
Canadian Centre on Substance Abuse, 1996).

 10. Samuel D. Porteous, “Organized crime impact study: highlights” 
(Ottawa, 1998).

11. Holly Richter-White,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impacts of organized 
crime on youth, as offenders and victims”, prepared for the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Ottawa, 2003).

12. Klaus von Lampe, “Assessing organized crime: the case of Germany”, 
Organised Crime in Europe (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 
2002).

13. Centro Studi Investimenti Sociali, Contro e Dentro: Criminalità, Istituzi-
oni, Società (Milan, Italy, Franco Angeli Editore, 1992).

14. G. Rey “Analisi economica ed evidenza empirica dell’attività illegale in 
Italia”, Mercati Illegali e Mafie: l’Economia del Crimine Organizzato, S. Zamagni, 
ed. (Bologna, Italy, Il Mulino, 1993).

15. Alberto Godenzi and Carrie Yodanis, “Male violence: the economic 
costs – a methodological review”,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Men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rganized by the Council of Europe, Strasbourg, 
France, 8 October 1999.

16.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Home Offic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sts of crime”, Home Office Research Study  
No. 217, by Sam Brand and Richard Price (London, Home Office, 2000).

17. United Kingdom, Home Offic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sts of 
crime against individuals and households 2003/04”, Home Office Online  
Report 30/05, by Richard Dubourg, Joe Hamed and Jamie Thorns (London, 
Home Office, 2005).



88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第五卷，第 1 期，2006 年

18. David A. Anderson, “The aggregate burden of crim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42, No. 2 (1999), pp. 611-642.

19. Mark A. Cohen, “Pain, suffering and jury awards: a study of the 
cost of crime to victims”, Law and Society Review, vol. 22, No. 3 (1998),  
pp. 537-555.

20. Mark A. Cohen and others,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violent 
behaviour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standing and Preventing Violence, Albert 
J. Reiss, Jr., and Jeffrey A. Roth, ed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4), pp. 67-166.

21. Mark A. Cohen and others, “Victim costs and consequences: a new 
look”,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Research Repor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1996).

22. S. Fishman and others, The Income of Organized Crime (Philadelphia, 
United States, Wharton Econometric Forecasting Associates, 1986).

23. Michael D. Maltz, Mea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Organized Crime Control 
Efforts (Chicago,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1990).

24. Emily Shapiro, “Cost of crime: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studies”, 
information brief prepared for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tate of 
Minnesota, United States (1999).

25. PriceWaterhouseCoopers, Global Economic Crime Survey 2003 (2003).

26. Steven Shavell and A. Mitchell Polinsky, “The economic theory of  
public enforcement of law”,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8, No. 1 
(2000), pp. 45-76.



89

评估人口贩运网络的企业建模法 *

作者：Jay Albanese**

摘要

制定一套合理而且透明的方法，用以估计贩运人口的程度，这对了解问题

的范围、问题出现情况的变化及其在法律和政策议程中的适当地位十分 

重要。本文分析了现有的贩运人口估计情况以及这些估计和已知案例之间

的脱节问题。文中评估了了解和衡量贩运人口的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 

根据其他已知风险推断贩运人口风险；第二种方法运用特定已知案例来估计

贩运的最严重程度；第三种方法运用贩运人口的网络企业模型作为应对已知

可衡量压力的非法企业。网络企业模型法侧重于了解为剥削受害者而组织 

起来的各种犯罪网络，而不仅仅是预测受害者人数。文章举例介绍了每种 

方法，说明其优缺点，并提出了一种综合方法，以最准确地反映贩运人口的

情况。文章表明，良好的评估模型可用于记录作为一种非法企业进行的贩运

人口活动的风险和程度、其发生的趋势以及为减少其发生率而设计的措施的 

实效。

什么是人口贩运和犯罪网络方法？

根据各种媒体报道，贩运人口是许多国家现实存在的问题。移徙农民

工被从墨西哥偷运到美利坚合众国的佛罗里达州。在那里，他们受到

殴打和威胁，被关在偏辟的地方，以防止他们知道所在地和逃跑 [1]。

在斯洛伐克，妇女常常被酒吧间侍者、服务员、清洁工和家务女工等 

职位的就业广告诱到国外。这些妇女来自失业率较高地区的低收入

* 本文根据的是 Jay Albanese 的“了解和衡量贩运人口问题的犯罪网络方法”， 

《衡量人口贩运：复杂性和易犯错误》，Ernesto Ugo Savona 和 Sonia Stefanizzi，编者按， 

（纽约青年，2007 年），第 55-71 页。
** 美利坚合众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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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一到达目的地就被扣留了旅行证件，然后被强迫卖淫 [2]。在

罗马尼亚，媒体上的广告承诺国外就业，而 75% 的已知贩运人口 

受害者被卖为白奴。目前正在通过实施酒店工作人员行为准则，努力

防止对青年的性剥削 [3]。

这些令人发指的可怕事情已经传遍全世界，原因就是劳动市场不平衡、

政府更迭下的冲突后形势、日益增加的移民潮、合法及非法产品经济 

全球化、已有犯罪网络以及腐败——所有这一切造成剥削人民以图 

牟利的情形。

贩运人口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本质都是强迫劳役。1904 年通过了

一项禁止“贩卖白奴”国际协定。此后，国际社会在国家和国际一级 

做出努力，减少对工人和妇女的剥削，其中包括 2000 年通过《联合国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防止、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

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 贩运人口行为有三个基本方面：剥削性

劳动（如性、手工、奴役）、窝藏受害者（通过招募、运输或接收）

和胁迫（通过诱骗、强迫或威胁）。

贩运人口不同于偷运移民，因其带有胁迫和（或）欺骗成份。偷运 

移民意味着被偷运者是自愿参与的，但有证据表明，这种偷运和贩运 

人口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这是因为在一些案例中，被偷运的移民变成 

了被贩运的人口，因此遭受剥削，与原来的协议完全不一样 [4-6]。国际 

移民组织（移民组织）发现，在巴哈马、巴巴多斯、圭亚那、牙买加、

荷属安的列斯、圣卢西亚和苏里南，普遍情况是，妇女和女童以为被

提供了服务员、收银员、酒吧侍者、舞蹈演员、售货员或按摩师这样

的工作机会，结果受骗上当，一到达目的地就被告知必须从事卖淫 [7]。

在这些案例中，偷运者可任意抹掉偷运的自愿成份，然后以欺骗、 

威胁或强迫手段利用受害者达到其目的，从而使偷运案件变成为贩运

人口案件。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37 卷，第 3957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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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描述的网络企业模型法试图介绍在贩运人口的招募、运输和目的

地各个阶段互相关联的犯罪网络。可以对竞争对手、警员、客户和 

其他方面给他们造成的压力进行量化，这样有助于解释这种贩运行为

的存在和随着时间推移发出的变化。

未知规模问题

估计贩运人口发生率的期望超过了我们提供有用数据的能力。美国 

国务院计算出下列全球性的估计数，不同年份起伏很大 [8]。

2002 年，估计有超过 700,000 人被跨越国际边界贩运。• 

2003 年，估计有 800,000 至 900,000 人被跨越国际边界贩运。• 

2004 年，估计有 600,000 至 800,000 人被跨越国际边界贩运。• 

1999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一项原始估计进行了计算。美国国务院

的数字就是基于此。但由于原始估计并不是以任何实际计数为基础，

根本不清楚数量是正在增加还是下降 [9]。所用方法据说一直在变，

而且不透明，不可复制，因此对那些寻找更具实质性的贩运流证据的

人来说毫无用处。

当与实际案件数进行比较时，估计数更令人忧心。比如，1990 年至

2000 年期间，有记录的贩运到美国的事件至少有 38 例，涉及 5,500

名妇女 [10]。这一数字远远小于 10 年期估计显示的数字。表 1 显

示的是美国 2002 年至 2005 年期间贩运人口起诉案件的件数。虽然 

起诉案件、被告和定罪的数量有所增加，但与这个问题严重程度的 

现有估计数相比，这些数量还是相当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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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2-2005 年美国贩运人口诉讼中的起诉案件、被告和定罪情况

年份 起诉案件 被告 定罪

2002 10 41 28
2003 13 32 26
2004 29 59 43
2005 34 95 35

  资料来源：美国司法部，《2005 财政年度美国政府打击贩运人口工作评估》 
（2006 年，华盛顿特区）

根据其他来源生成贩运人口数据的努力也得出相对较低的数量。根据

来自近 300 个来源的公开来源信息（如政府统计、非政府组织报告、

研究结果和新闻报道），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现，已经发生

的这类贩运案件有 3,671 起；这个数字虽然意义重大，但远远小于现有

估计所显示的数字 [11、12]。目前移民组织正在进行另一件意义重大

的工作，该组织有一个全球数据库，其中收入的有记录的受害者有 5,000

多人（2001 年至 2005 年中期发现）。这些案件由非政府组织、警察或

其他组织报告给移民组织 [13]。包括世界各地实际案件信息的其他类

型的数据库目前正在建立中，其中一些极有希望使人们了解贩运人口

发生的情况 [14]。然而，记录的案件不一定代表全球所有案件。此外，

不清楚受害者估计人数同所记录的案件数量之间脱节的原因是什么。

数据差异的原因

在许多方面，犯罪学的历史就是一部解释一个难以捉摸的现象的历史。

犯罪是一种典型的“隐蔽”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总是难以将其记录 

在案并精确估计的原因。受害调查、自我报告和官方统计试图从受害

者、犯罪分子和警察的视角（这些视角难以调和）去衡量犯罪的程度。 

当然，人口贩运受害者都遭受某种形式的胁迫，因此通常不会露面 

透露情况，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愿意透露情况，也可能是因为害怕、 



评估人口贩运网络的企业建模法 93

无知和被胁迫。在司法系统范围内，在执法准备工作和解决贩运人口

问题的意愿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警察错过了许多这类贩运案件。

然而，更好的数据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该问题，而更好的了解可产生

更开明的侦查、执法和预防战略。

到底为何重要？

对贩运人口案件的精确计算是不大可能出现的，但这不同于毒品、非法

赌博和盗窃财产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何必呢？这是因为，如果 

不能很好地对贩运人口问题进行估计，就不可能回答下列三个根本问题：

各国和各机构如何确定分配给打击人口贩运举措的资源水平？• 

各国如何评估人口贩运在问题公共政策和法律议程中的地位？• 

如何评估预防和干预工作的效果？• 

国家和普通公民若要判断这个问题在其所在地区的相对严重性，若要 

决定为此分配多少资源并评估预防干预措施是否有任何效果，就必须 

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因此，准确估计人口贩运情况是必要的，无法回避。

是否有更好的计算方法？

不可能准确统计所有贩运人口或其他类型的犯罪案件，因此必须使用

估计数代替。当然，因为所有犯罪活动的隐敝性质，估计数总会有 

误差。可靠的估计数依据的是已知数据（事实）而不是二手信息 

（传闻）或推测（猜测）。

可以设想三种计算估计数的方法：

(a) 根据其他已知风险推断人口贩运风险；

(b) 利用已知案件估计案件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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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将模型犯罪网络作为犯罪企业来评估，并衡量不同时间里 

影响其贩运活动运作和变化的因素。

运用这三种方法有助于采用一种综合方法更好地了解人口贩运活动的

真正性质和程度。

根据其他已知风险推断人口贩运风险

第一种估算方法旨在衡量风险而不是程度。运用这种方法，目的是 

确定风险因素和衡量其在特定人口中的情况，从而估计出面临实质性

贩运风险的人口。图一列示了这种方法如。

图一 . 估计面临贩运风险的人口

风险因素可包括特定地区的性别相关发展状况、清廉指数、收入不平等 

指数、失业率、已知移民流、年龄 / 犯罪受害风险、已知有组织犯罪

情况和警方防备工作。有实例证据和统计证据表明，这些因素会导致 

人们被贩运的风险增加。比如，在一份关于将妇女和儿童从尼日利亚

贩运到意大利的报告中，贩运原因包括妇女的估值低，反映在很少 

风险因素综合指数：

与性别有关的发展状况、清
廉指数、收入不平等指数、
失业率、已知移民流、年
龄/犯罪受害风险、已知有
组织犯罪情况和警方的防备 
工作。 

根据风险因
素在特定地
方的重要性
对其进行衡
量、综合和
加权。

结果：  
面临贩运风
险人口数的
透彻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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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获得受教育、就业和挣取收入的机会。其他原因是贫穷、贪婪、 

朋辈影响、一夫多妻制、家庭规模庞大、儿童缺乏道德教育和对意大利 

工作类型和条件的无知 [15]。

目前，衡量这些风险因素的数据已经定期收入数据库。关于其他风险

因素的数据必须从地方来源挖掘。结果将是对面临贩运风险人口的 

透彻估计。这样的风险估计可用于评估预防和干预工作在观察不同 

时期风险人口规模的变化上的效果。

利用已知案件估计案件总量

第二种估计人口贩运程度的方法是利用已知案件预测未知案件数量。

这可以通过利用定期计数和与已知受害者的访谈来进行。随着时间的

推移，已知受害者群体包括被受害者服务提供者所了解者、被官方 

调查发现者和因贩运相关的逮捕被发现者。受害者访谈、警察和 

服务提供者提供了与每起事件的受害人数、招募信息来源、贩运线路、 

过境方法和到达目的地后受害者的转移有关的宝贵信息。移民组织在

其开展工作的国家开发的数据库也许是根据与已知受害者的系统性 

访谈扩大信息的最好例子 [13、16、17]。

图二显示了根据已知案件进行估计的逻辑模型。当然，这种方法的 

缺点是，已知案件包括一些非随机样本（即执法通常选定的较严重 

案件、在公共意识最高的辖区发生的案件和在已经有受害者服务 

提供者存在的地方比较频发的案件）。尽管如此，还是可以根据服务

提供者、研究人员、警察和其他掌握关于特定地区未报告案件性质 

一手信息者提供的信息，对已知案件样本进行调整，以显示同其他 

辖区已知案件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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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 利用已知案件估计案件总量

如图二所示，已知受害者信息可以通过考虑掌握未报告案件一手信息

者的叙述进行“调整”。比如，受害者服务提供方、企业主、非政府

组织工作人员、被抓获的犯罪分子、受害者和警察可能会掌握那些

因受害者的恐惧、人们对该问题缺乏认识、警察未经训练、跨边界

贩运侦查安全合作存在问题、地方法律不足等原因没有发展成逮捕 

的贩运人口案件。根据这种信息的质量（无论各种来源的数量和 

类型是否可靠），可对估计进行调整，以包括“隐性数字”。实现这点

的一种方法是，根据多个辖区的访谈结果制定可比的隐性数字规模 

指数。

美国已经进行了初步努力，估计已报告和未报告的贩运人口案件之间

的差距。选定了边境附近的十八座大城市。利用关键词语对每个城市

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的档案进行了搜索（这些关键词语是“贩运人口”、

“贩毒”、“走私”、“卖淫”、“非法移民”、“外侨”和“难民”）。对 

含有这些词语的文章的内容进行了分析，以查明潜在贩运人口案件 

是否被遗漏在卖淫、走私和移民等其他类型的案件中。令人惊讶的

是，在 2002 年期间只发现有 51 起案件明显或很有可能是贩运人口 

案件 [18]。没有人试图从这一未知数字中估计全部案件数量，因为数量 

太小，无法确定它们的代表程度。当然，在报纸中寻找贩运人口案件

在方法上存在严重局限。重要的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人口贩运法律、

一个地区内长
期以来的已知
受害者： 
为服务提供者
所知者、被官
方调查发现
者、因贩运相
关的逮捕被发
现者、因偷运
案件演变成贩
运案件而受
害者

统计、受害者访
谈、警察和服务提
供者：  
 每起事件的受害
人数、招募来源、
原始协议的性质及
其如何被篡改、线
路、过境方法和到
达后的转移

利用掌握未报
告案件一手资
料者的叙述来
衡量和调整
已知受害者
信息

结果：
通过基于已知
案件的推断估
计未知案件数
量的方式进行
计算，从而达
到对不同时间
的受害者人数
和变化的透彻
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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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训练有素的执法人员和更多的服务提供者上，以观察其效果并 

确定已报告和未报告的贩运人口案件之间的实际差距。

企业网络模型法

第三种估计贩运人口程度的方法是企业网络模型法。该方法综合了 

促进和预防贩运人口的推拉因素。各种因素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和趋势

会对贩运人口情况造成影响。企业网络模型法试图以系统的方法解释

各种推拉因素的作用。

图三说明，从事贩运人口的犯罪企业的组织结构与任何其他有组织 

犯罪企业一样，因此其宗旨就是为了生存和营利。四组影响有组织 

犯罪运作的推拉因素分别是：供应者、客户、监管者和竞争对手。 

必须有非法“货物”的供应（处于高度被贩运风险的潜在受害者），

贩运企业面临来自监管者（法律和执行法律的警察）和竞争对手 

（招募、运输和目的地运作阶段的其他犯罪组织）的压力。最后， 

需要有数量稳定的客户（需求）为犯罪运作提供理由 [19、20]。

图三 .  有组织犯罪企业的企业网络模型

供应者
（非法货物或 
服务来源）

作为商业企业的 
 有组织犯罪

目标：生存和营利

客户
（服务或产品需求的

类型和范围）

监管者
（法律、警察、其他

执法人员）

竞争对手 
（供应、过境或客户
端的其他犯罪组织）

将贩运视为有组织犯罪
企业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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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先前的研究结果，可以了解这种有组织犯罪结构模型是如何根据

实施贩运人口的情况进行调整的。已经发现贩运者利用了一条运作

“链”。它涉及招募、运输和剥削（目的地）阶段的一些小组织。除了

通过向目的地市场供应受害者的非正式安排，这些组织通常互不相关。

一些研究表明，走私和贩运是通过一些网络而不是组织更严密、更 

持久、更传统的一些犯罪组织来进行的 [21-24]。图四说明了贩运 

人口活动所必需的、互相关联的这三方面运作。

图四 . 贩运人口：三阶段犯罪网络

图三所列举的有组织犯罪模型在贩运人口案件中重复三次，这是因为，

这些犯罪企业在招募、运输和剥削（目的地）阶段都分别需要独立 

实施这些运作。图五是一个关于这三个阶段如何联成网络的综合图，

全面说明了贩运人口运作的过程。下文将对每个阶段单独进行说明，

以阐明每个阶段不同的压力以及如何通过预防和干预工作影响它们。

招募者
环境

剥削者 
（目的地）

环境
运输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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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说明了对犯罪企业造成压力的四个主要群体（供应者、客户、 

监管者和竞争对手）是如何影响贩运人口三个阶段的每个阶段的。 

唯一的区别在于各个运作阶段压力的表现方式。比如，在招募阶段维持 

被贩运人口的供应涉及到通过个人和家庭联系的主动诱骗以及以 

那些因就业状况不稳、国家动荡或其他因素（见图一）而面临高度

被贩运风险的人口为目标的广告。同样地，犯罪集团在运输和剥削 

（目的地）阶段的运作中也关注供应问题，因为他们需要维持对受害者 

和运输路线的控制以及避免检查。图六说明了供应者、客户、监管者

和竞争对手所施压力的性质是如何迫使犯罪运作持续下去以便生存和

营利的。

图六 .  发展对人口贩运的综合估计

招募者环境、运输者环境和剥削者环境

如图五所示，贩运网络可受到供应者状况、客户的获得和导致执法行动 

的监管威胁的影响。通过赋值于当前状况，然后定期重复这一程序，

以评估旨在影响供应者、客户、监管者和竞争对手的工作的变化和 

效果，可以对招募者环境进行量化。比如，针对招募的供应端的预防

工作可能包括向报社和网络广告商施压，以屏蔽问题广告。如果不对

当前登载这些广告的困难进行评估（通过评估登载欺诈性广告的容易 

利用已知案例
（报告的和未
报告的）估计
案件总量

招募者
环境

运输者 
环境

剥削者 
（目的地）

环境

衡量供应、客户、监管和竞争因素，以评估 
它们对贩运人口网络的影响

面临贩运 
风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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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就难以衡量这些预防工作的真正效果。同样，在制定监视 

可疑招募者的警务方案之前，必须客观评估当前通过现有警务实施的

监视的水平。对影响人口贩运三个阶段中各个阶段的供应者、客户、

监管者和竞争对手的重要因素进行类似的例行评估，将产生基线数据。

据此可评估法律、执法策略、公共教育、受害者服务和其他干预措施

的变化的效果。表 2 通过显示如何对贩运人口网络所受影响进行量化，

概括说明了这一概念。

表 2. 量化人口贩运网络所受的影响

人口贩运 

运作的各个

阶段 供应者 客户 监管者 竞争对手

招募 登载欺诈/误导

广告的难度

风险人群的 

意识水平

（通过家庭、

俱乐部等） 

联系受害者的

难易程度

与承运者网络

的已知联系

剥削者赴招募

点寻找受害者

的程度

现有禁止贩运

人口的法律 

规定的力度

警察监视可疑

招募者的程度

当地接受人口

做法买卖的

传统

来源地区 

潜在受害者

的合法就业

机会

其他寻找类

似受害者的

犯罪组织的

存在

运输 与招募者的 

联系情况

获得交通工具

和路线的难易

程度

与目的地剥削

性犯罪组织的

已知联系

目的地组织 

维持现状或 

改变的程度

边境管制力度

可能获得虚假

身份证件的 

难易程度

便于受害者 

转移的地方 

腐败程度

贩运人口 

相对于贩运

货物的容易

程度和利润

来自其他 

犯罪组织的

竞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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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

（目的地）

与运输组织的

联系力度

为维持控制对

受害者进行 

恐吓的能力

受害者到达 

目的地后转移

的难易程度

当地对妓女的

需求

对无证件工人

的需求

目的地对人口

贩运问题的

意识

警察对当地卖

淫和非法劳工

活动的认识

针对血汗工厂

和强迫劳役的

监管力度

执法机构为发

现被贩运人口

而进行的努力

利用非贩运

妇女的地方

卖淫企业

非贩运供应

者满足当地

对非法性职

业和其他形

式非法劳动

的需求的

程度

运用现有通过与警察、受害者服务提供者、可能的受害者和掌握当地

贩运人口一手资料者进行访谈获得的数据和信息，可对表 2 确定的 

所有 30 个变量（和其他被确定为同样重要的变量）进行衡量。可 

通过跨辖区比较对每个变量进行排位，从而进行定量衡量（比如，将

变量定为“低”、“中”、“高”）。利用有多种来源的每个变量的排位可

得出每个变量的一致排位。然后，可根据图五介绍的企业网络模型，

对各变量进行数学组合，从而得出风险的定量指标。这样做的价值 

在于在不同时间重复这些计算，以评估在招募、运输和剥削（目的地）

阶段的举措和干预措施对风险的影响。

只要协议和数据收集的方法标准化，就能重复利用它们可靠地评估 

特定地方人口贩运企业的变化情况。当然，这些评估只能在当地进行， 

因为人口贩运活动很可能以与其他形式的有组织犯罪同样的方式 

进行。评估应当适应当地的情况，必须总是将供应者、客户、监管者

和竞争对手考虑在内。

持续、客观、定量和透彻的评估很有必要，这一点已经获得公认。比如，

在东南欧实施的一项研究发现，公共意识提高活动对贩运人口的影响

并不为人所知（[25]，第 14 页）。事实上，该项研究指出，意识提高

活动还仍然是许多不同组织实施的主要特别宣传活动。虽然他们的 

工作颇有价值，但很少活动能够得到有效地发展或实施。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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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已经实施的意识提高活动得到适当地评价，从中得到的教训也没

得到共享。因此，有必要对方法、策略、资料和结果进行评估。

另外，还认识到需要更多可量化和可比较的数据 [26-29]。本文代表

了在建立确定待收集数据的框架上的一种努力。这项工作要求必须 

有一个组织这些数据的综合模型。

数据是否支持贩运者犯罪网络的概念呢？

只有在招募者、运输者和剥削者之间存在某种协调，贩运人口网络 

才能够成功运作。这三个互相关联的群体只是因其“产品”（在这种

情况下指面临被剥削风险的个人）而被分隔开来。世界各地的法院 

案例和研究表明了不同招募者、运输者和剥削者团伙的存在。

比如，有一项研究发现，阿尔巴尼亚主要是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及乌克兰共和国和意大利及其他西欧国家之间的过境站。与

371 名女孩和妇女（其中 174 名在意大利被逮捕，115 名在阿尔巴尼亚 

被逮捕）的访谈发现，使用的是已知出入境偷运路线（普遍存在贿赂

现象）。这些被招募女孩和妇女当中，35% 是自愿的，35% 受骗于 

虚假婚姻承诺，25% 受骗于工作承诺，5% 被出卖或诱拐。她们几乎

都是 (98%) 在没有合法证件的情况下被跨境贩运的，其中三分之二 

遭受过性虐待或身体虐待。其中一些由于被强迫吸食毒品而发展成为

依赖关系 [30]。这些研究结果公布之后，阿尔巴尼亚实行了禁止贩运 

人口的举措，从而减少了这些问题。如今，阿尔巴尼亚一般被视为 

人口贩运的来源国，而不再是重要的过境国或目的国 [31、32]。这些 

情况说明了衡量不同时期被贩运人口的风险，以客观地评估预防和 

诉讼措施的效果的重要性。

另一项研究（涉及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分析了 481 名贩运受害者 

的案件档案。研究的内容有招募者所作承诺的类型、招募者、运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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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剥削者的国籍、受害者的国籍和运输受害者所使用的方式。研究 

发现，一旦到达目的地，三分之二的受害者被迫从事卖淫，半数受害者 

受到某种方式的殴打。该项研究查明了五个来源国、六个过境国和 

四个目的国，并指出了贩运人口行为明显的跨国性质 [22]。

上述研究这些研究对众多的贩运人口活动亲身经历者进行了访谈。 

结果，这些研究提供了明确的信息，可用于预防和干预工作。特别是， 

这些研究提供了关于招募所使用的方法和承诺以及付给招募者的 

旅行和证件费用的信息，发现了一些一般由若干小型组织构成的贩运 

网络（在半数案例中，这些组织的成员人数不超过三人；在 90% 的 

案例中，这些组织的成员人数不超过七人）。研究还发现，在大多 

情况下，从招募者第一次联系受害者到启运之前，时间不超过两周； 

偷运人口使用的路线和方法与其他类型的贩运相似。这些信息显然对

培训警官和检查官、确认受害者、帮助服务提供者和教育公众非常 

有用。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收集其他尚未获系统性关注和分析的地方的

信息的原因 [33-35]。

风险、犯罪网络和基于已知案例的估计三者相结合

因此，对于那些试图制定一个可用于预防和干预目的的贩运人口 

综合框架的立法者、决策者、警官、服务提供者和研究人员，应该 

怎么办呢（还有，哪一种有效性能够确定可靠呢）？答案在于从理论上 

和在实际工作中将三种已有的估计方法结合起来。

图六说明了如何能够将三种估计方法结合起来。首先，需要在世界 

各地被怀疑存在贩运问题的地方确定、收集和衡量各种风险因素 

（如图一）。这是一件工作量相当大但非常值得去做的工作，因为参与 

贩运人口的企业似乎有许多相似和不同之处，只有通过从各地更加 

广泛地收集更多的数据，才能了解其重要性。定期（每年或每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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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风险因素，能够了解面临贩运风险人群的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是

增大了还是缩小了，以及哪种因素对风险有较大（和较小）影响。

第二，通过制定各阶段供应者、客户、监管者和竞争对手的指标， 

可对人口贩运的招募、运输和剥削（目的地）阶段进行量化。标准化 

的衡量方法将使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进行可靠的评估成为可能。 

采取人口贩运网络建模方法的一个主要好处是，采取这种方法使评价

人口贩运过程各个阶段预防和干预措施的效果成为可能。对移民政策、

执法战略和受害者服务方法变化的效果的评价可以跨时间、跨地区 

进行 [7、36-38])。

第三，应当收集各地已知贩运人口案件（已报告和未报告）信息， 

以为评估招募、运输和目的地阶段提供参考。然后，应当利用这些 

信息推算估计数。这种推算在可定义的误差范围内进行（所依据的 

报告率是与受害者的访谈和世界各地数据收集和评估工作所覆盖的 

风险人口规模）。

因此，人口贩运评估应分三个阶段进行。首先，根据图六中的 

“风险”圈，有必要估计“风险人群”（即面临贩运风险的人群）的 

规模。这种风险程度通过利用图一所示指标进行评估。通过类似于 

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的方法，可以有比较地确定和衡量与人口贩运 

相关的各种因素 [39]。不同时间受害者人群规模的变化是预防和减少

人口贩运努力取得成功的重要指标。

第二阶段评估（图六中间的三个框注）包括通过企业网络模型（见

图五）评价人口贩运活动。对这种模型的变量进行量化（见表 2）和 

衡量，以确定供应、需求、监管和竞争的变化对人口贩运企业的影响。

将人口贩运看作企业网络为应对影响利润和生存的压力而实施的活动

的做法与已有的一些实证研究相符。评估贩运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 

正在经历的变化，将有助于了解用于预防和破坏贩运网络的战略产生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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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评估（图六右侧的圈）表明，一旦风险人群的规模被估计出来 

（包括不同时期的变化），一旦上述战略对贩运网络产生的效果（随着

时间的推移）被衡量出来，那么就有可能（通过评估最终被贩运网络 

剥削的风险人群的比例）对贩运活动的全面变化进行更好的估计。一旦 

从几个区域收集了数据，测试和完善该模型，这项工作就算完成了。

今后的需要

人口贩运估算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运用本文提到的组合方法不懈地

系统收集各时期的数据。需要采取下列步骤：(a) 估计面临高度贩运 

风险人口的数量；(b) 对影响贩运活动招募、运输和剥削（目的地） 

各个阶段的供应、需求、监管和竞争上的压力进行研究分析；和 

(c) 利用已报告和未报告的已知贩运人口案例来估计贩运的总体程度。

迄今为止，人口贩运问题研究还有两点缺失：明确的研究方法和从 

多来源和多地区系统地收集的数据。本文提供了一种研究方法，但在

资助、实施系统地了解和衡量人口贩运问题所必要的研究和分析方面，

仍然缺乏意愿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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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系统地收集犯罪和司法数据可以说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收集、分析、公布和利用犯罪数据方面缺乏正规的国家 

机制。当需要就资金问题做出选择时，可能会发现在将宝贵资源分配给数据

收集还是派出警务人员到街上巡逻之间存在两难选择。鉴于发展中国家对 

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等国际数据收集举措的答复率

通常比较低，本文借鉴业内人士的经验，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建立有效 

犯罪数据收集系统的一些方法建议，并强调了能力建设、计算机化和相关 

国际行动者的技术支持的重要性。

导言

犯罪和刑事司法统计，是各国政府制定和实施各项一致和有效的刑事 

政策的重要工具。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数据之所以非常重要， 

不仅因为它们反映了本国的犯罪形势，还因为它们能够帮助监测总体

发展进程。在衡量和评估善政和扶贫方案的效能时，犯罪数据是一项

有用的指标。

* 拉丁美洲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问题研究所主任。
** 阿根廷司法部。
*** 南非安全研究所主任。
**** 中国司法部。
***** 巴西圣保罗市政府研究员。

† 菲律宾国家警务专员。

†† 非洲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问题研究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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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生成犯罪和刑事司法数据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重重 

困难，有关该问题的区域调查的答复率低就是明证。由非洲预防犯罪

和罪犯待遇研究所实施的第四次非洲犯罪趋势调查就是一个典型的 

例子。被邀请参加调查的 44 个政府中，只有 9 个（约 20%）做出答复。 

它们是：博茨瓦纳、加纳、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塞舌尔、南非、

乌干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如此低的答复率并非非洲所独有，其他

发展中区域也是这样。

答复率如此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发展中国家，

通常无法获取现成的定性和定量数据。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收集、分析、 

公布和利用犯罪数据方面缺乏固定的国家机制。在这样的环境下， 

收集犯罪数据就成了一件困难的工作，无论是在数据收集机制的设计

水平方面还是在实际数据收集方面。

资源缺乏通常被认为是造成当前这种状况的原因。尽管报告犯罪案件

因其向公众提供有关社区安全的信息而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职责，但

一些经费特别有限的政府机构可能会放弃这些日常工作，以节省资源，

用于街头巡逻。由于预算受限，必须削减一些活动，而犯罪报告通常

首当其冲。此外，小型中心很少有犯罪案件需要报告，其工作人员 

可能会觉得，犯罪报告是一件不必要的工作。

在大多情况下，答复调查表是一件耗时的事情。国内犯罪分类与国际

调查表中的标准定义之间存在差异，使完成调查问卷变得复杂。因此，

这种工作甚至尚未开始就被放弃了。而如果是一些与联合国最近关于

毒品、犯罪和恐怖主义问题的公约有关的犯罪，这种差异通常没有 

那么明显，部分原因是这些国际文件的规定已被转化为国家法律。

此外，大部分数据都需要作进一步处理才能使用。比如，如果原始 

数据不完整，为调查问卷编辑数据的工作人员可能不得不填补缺口和

对估值进行计算。此外，负责这种工作的官员通常欠缺相关经验或 

未经适当培训，因此无力完成这样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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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在报告数据方面面临的挑战，有一些关系到其自身的数据

要求。由于未能就正在衡量的事项达成广泛的共识，这项工作难以进行。

调查文书中载有基于不同国家广泛经历的犯罪行为的各种定义。比如，

有组织犯罪广泛包括了各种不同的犯罪活动。事实上，联合国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一篇题为“十六个国家四十个选定的有组织犯罪 

集团试点调查结果（2002 年 9 月）”的报告中发现，这项数据收集工作 

最令人震惊的结果是，所收集的信息资料涉及各式各样的犯罪集团，

这表明，在提到跨国有组织犯罪时，所在的地方不同，所指的是很 

不一样的现象，比如，在一国为走私香烟，而在另一国则为贩运人口。

此外，一些在发达国家很少出现的犯罪，比如劫车、盗窃牲畜和扣留

受害者的抢劫（短时绑架），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更为常见。甚至杀人案 

的计数方式，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也可能不一样。

当前的一些国际比较调查可能会忽略一些其他问题。比如，在一些 

发展中国家，犯罪受害者遭到警察野蛮对待的情况并不少见。在巴西

圣保罗州 39 个城市进行的一项受害情况调查显示，9.4% 的犯罪受害

者遭受过警务人员的侵害。

同样，在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由于监狱系统人满为患，许多被 

拘留者被关押在警务设施里。这些被拘留者未被列入监狱的统计数据

中。结果，向联合国提交的监狱人口率就可能比实际监禁率要低。因而，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收集的数据可能不完全反应特定犯罪情况。

少报犯罪现象似乎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问题。比如，在受害 

情况调查中，被访者可能会声称已经报告了犯罪情况，而事实上他们

并没有正式报告。在巴西圣保罗州的一些城市进行的受害情况调查 

显示，86.4% 的劫车受害者称在被劫后联系了警察，但其中只有 4.5%

真正打过电话给警察或联系过警务人员。

由于分配给犯罪报告工作的资源少，发展中国家整理国家一级的犯罪

信息也会面临巨大挑战。在一些由独立州联邦组成的国家（如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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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警察部门是在州或地方政府一级组建的国家中，国家一级政府可能

难以从地方当局获得犯罪数据。此外，公民可能会向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执法机构报案，从而导致重复计算。这只有通过进一步核证数据 

才能删除，而这项工作所需的资源通常却无法获得。

犯罪数据也可能被视为机密，不能与其他政府或国际组织共享。比如，

在上述非洲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进行的调查中，有一个接受 

调查者遗憾地表示，由于政府没有批准请求，因此他不能提交完整的

报告。

一些政府由于不重视犯罪数据收集和报告工作，因而下拨的资源可能

不足。通常是，政府没有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预防犯罪和刑事

司法领域的决策问题也得不到重视。

解决问题的办法

建立有效的数据收集系统是改善当前状况的先决条件。在《联合国 

发展援助框架》的框架内向非洲提供的善政方案应当纳入生成、 

保存和传播犯罪和刑事司法数据方面的技术援助。统计领域的能力 

建设对高质量统计报告的确立、制度化和编制是必不可少的。能力 

建设应涵盖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而且应包括统计学、调查运作专门 

课程以及分析和研究等方面的各种培训活动。能力建设包括在重要 

调查、数据编辑以及旨在建设统计机构响应需要的能力的所有活动上

的方法改进。

如果这样的体系已经存在，应努力进一步完善，消除不一致之处。为

弥补数据缺陷，其中一项工作是，应完善作为刑事司法系统一部分的

所有机构的报告系统，并划拨所需的预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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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犯罪统计数据程序的自动化也同样重要。应建立犯罪、刑事犯罪

和刑事司法管理的计算机数据库。应建立载有调查研究和发布等犯罪

学信息的相关数据库。各国政府还应为统计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提供 

机会，以便他们能够探讨完善报告系统、数据收集和估计程序的方法。

经验表明，联合国可以在解决犯罪数据收集工作参与率低的问题上 

发挥重要作用。联合国定期要求报告犯罪相关数据，这就有可能刺激

地方的工作和促进对收集犯罪数据的重要性的认识。从这一点上说，

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和国际犯罪受害者调查 

都可以作为体制发展的起点。此外，为了加强促进使用统计数据的 

活动，统计界应回顾他们是如何向公众公布统计数据的，并研究如何

对其产品和服务进行最好的包装。统计数据如果容易理解，那么人们

对它们的认识就会提高。提倡使用统计数据能够提高公众对统计在其

生活中的作用的认识。这种宣传包括举办各种活动，比如面向政府 

官员和个人的数据认识讲习班和展示会。必须加强与教育和研究机构

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提高对统计重要性的认识将导致统计活动的 

经费问题获得更多重视。

联合国之所以能够在这些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因为联合国长期 

从事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发布工作，也因为其在数据收集问题上长期

与各国政府和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其他行动方开展合作。在这种 

情况下，联合国如同催化剂，能够加强国家的刑事司法统计能力。 

在向致力于建立适当的犯罪数据收集和报告机制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方面，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联合国还可以提供

国家和区域一级的培训和管理一个有效的机制，以确保各成员国能够

获得已经收集的数据以及能够在不同组织和机构之间共享信息。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也可对评估下列需要发挥作用：培训方案、 

设计和协调培训方案、协助设计、发展和实施项目以及按要求提供 

其他需要的专家建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还可对在世界各地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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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数据收集工作的区域办事处的可行性进行评估。这种办事处的 

设立是为了促进各国政府更好地理解联合国进行的国际数据收集工作

的重要性以及更加有效地协助联合国开展信息收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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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数据收集工作：评估

作者：Erik Grevholm、*Beata Gruszczynska、** 
Kauko Aromaa、*** Markku Heiskanen、****  
Stephen Mihorean*****和 
Paul Smit†

摘要

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的国际数据收集举措包括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 

系统运作情况调查以及《欧洲犯罪和刑事司法统计信息指南》等区域性 

举措。虽然这类跨国数据收集工作提供国际和区域一级已报告犯罪方面的 

独特信息，但它们面临许多挑战，包括需要维持答复水平，以保证完成全部

调查问卷和控制各国在理解上的差异。本文载入一些犯罪统计专家关于如何 

改善当前跨国数据收集工作的建议，并论述了下列一些问题：调查问卷的 

设计、调查的周期性、数据的及时性、质量的控制和数据用户的需要。

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

根据大会要求，联合国开始进行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 

运作情况调查。第一次联合国调查涵盖 1970-1975 年期间。自 1984

年以来，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4 年 5 月 25 日第 1984/48 号决议，

通过调查定期收集了所报告犯罪发生率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的 

数据（见表 1）。调查结果提供了刑事司法系统各部门的趋势及其相互

关系方面的总体信息，从而促进了国家和国际一级知情的行政决策。

* 瑞典全国犯罪预防委员会。
** 波兰司法部和华沙大学。
*** 联合国附属欧洲预防和控制犯罪研究所。
**** 联合国附属欧洲预防和控制犯罪研究所。
***** 加拿大司法部。

† 荷兰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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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调查的调查问卷包含了一系列问题，大多是要求提供刑事司法 

系统主要构成部分的统计数据。通过调查收集到大量数据，包括从 

警察局、检察机关、法院和监狱收集到的数据，广泛涵盖了犯罪和 

刑事司法的各项重要指标。

表 1.  九次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涵盖的期间

调查 调查涵盖的期间 分发调查问卷年份

第一次 1970-1975 1978
第二次 1975-1980 1983

第三次 1980-1986 1988

第四次 1986-1990 1992

第五次 1990-1994 1996

第六次 1995-1997 1999

第七次 1998-2000 2001

第八次 2001-2002 2003

第九次 2003-2004 2005

调查答复率低的可能原因

调查的答复率比较低，而且看来甚至正在进一步下降，这是一个值得

重点关注的问题。到 2005 年，尽管自第八次调查（2001-2002 年）

所涵盖的期限结束已经过去三年，但只有 65 个国家答复了该次调查

的调查问卷。虽然实际上 2005 年之后还陆续收到一些答复，但数量

很少。在第六次调查中，在调查涵盖期间结束之后三年内收到了 75

个国家的答复，在那以后只有少数一些国家提交了答复结果。如果 

这些数字可以用作第八次调查最终预期答复数量的参照，那么可以 

预期总共有 72 个国家做出答复，这远远低于第七次调查（有 92 个 

国家提交答复）和第六次调查（有 83 个国家提交答复）。

答复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调查答复者的负担是主要因素。在 

当前的调查问卷中，有大量问题要求做出评论和补充说明，这极大地

增加了答复所需的时间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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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答复率低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有关政府认为调查缺乏实用性。 

各国政府只将国际犯罪数据用于比较各参与国的排名和相对位置，而

很少用作制定政策的参考。由于使用者意识到各区域的犯罪立法、 

刑事司法系统的组织和统计系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很少利用联合国 

编制的国际犯罪数据来进行各国犯罪模式和刑事司法系统的比较， 

而是参考区域性信息资料，比如《欧洲犯罪和刑事司法统计信息 

指南》。一些政府可能只是将完成调查问卷行动视为向联合国提供 

服务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最终惠及自己以及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活动。

提交部分答复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接受调查者平均只答复了大约三分之二的

调查问卷问题。如表 2 所示，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 

回答调查问题的数量方面，答复率都很低。如果调查问卷获得回答的

问题少于三分之一，其有效性值得怀疑。

表 2.  涵盖 1995-1997 年的第六次调查获回答问题的百分比

国家或地区 获回答的调查问题(%)

斯洛文尼亚 89

汤加 88

中国（仅香港） 87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仅英格兰和威尔士）

86

日本 86

爱沙尼亚 85

新西兰 84

罗马尼亚 84

芬兰 83

新加坡 83

加拿大 82

摩尔多瓦共和国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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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区 获回答的调查问题(%)

大韩民国 80

瑞典 80

保加利亚 78

以色列 78

塞浦路斯 77

阿塞拜疆 76

拉脱维亚 76

萨尔瓦多 75

阿根廷 74

德国 74

葡萄牙 74

白俄罗斯 73

克罗地亚 73

乌克兰 73

吉尔吉斯斯坦 72

联合王国（仅苏格兰） 72

南非 70

西班牙 70

捷克共和国 68

哥斯达黎加 67

挪威 67

斯洛伐克 67

荷兰 66

联合王国（仅北爱尔兰） 66

安道尔共和国 64

立陶宛 64

匈牙利 62

哈萨克斯坦 62

格鲁吉亚 61

丹麦 59

土耳其 57

爱尔兰 56

哥伦比亚 53

希腊 53

意大利 52

印度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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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区 获回答的调查问题(%)

毛里求斯 50

美利坚合众国 50

马来西亚 49

斐济 47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45

莱索托 44

中国 43

巴拿马 40

瑞士 39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38

乌干达 38

智利 37

斯里兰卡 35

塔吉克斯坦 34

约旦 32

马尔代夫 32

纳米比亚 32

亚美尼亚 31

津巴布韦 30

波兰 29

巴林 28

泰国 27

比利时 26

冰岛 25

巴哈马 22

秘鲁 21

阿尔巴尼亚 20

澳大利亚 19

俄罗斯联邦 19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17

伯利兹 16

乌拉圭 16

塞内加尔 14

多米尼加共和国 6a

科威特 3a

        资料来源：Stephen Mihorean。
a  百分比是基于不完整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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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调查的总体答复率低下一样，各国只提供部分答案的原因有几个。

可能是缺乏合适的数据，甚至在一些数据收集系统高度发达的国家

也一样。可能是存在理解或定义问题：调查问卷要求提供的信息通常

定义不明确。为了提高全面答复百分比，下列事项可能很重要：考虑

减少调查问卷中问题的数量、使说明中的定义更为明确、更加广泛

地收集关于数据性质的信息以及与同类数据收集举措进行更密切的 

协调。

可能的解决办法

调查答复率低下，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可能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原因。

应当对低答复率的原因进行评价并加以解决。如果不这样，而且答复

率甚至进一步下降，那么将来答复的国家甚至还会更少。

调查问卷的范围和设计

大量的问题可对各国造成障碍。部分解决办法是使调查问卷更具针对

性，而且可能应加强与收集同类数据的其他举措的协调。

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各种来源的数据是否具有可比性。大多数 

情况下，支出项目的数据可能并没有可比性。应对与该问题相关的 

问项进行审查，不能产生可比数据的问项应予以删除。

同样，所收集的警察记录犯罪数据和其他刑事司法系统内部所关注 

领域的数据的组织方式似乎合乎逻辑，符合刑事司法程序的流程。考虑 

到这种性质的数据对于国家之间的比较通常价值有限以及答复率 

低下，可以认为，应考虑减少问项的数量。比如，调查问卷可侧重于

更少的犯罪类型。

调查的周期性

在决定调查周期时应考虑其对答复率的影响。两年周期被认为是合适

的，因为这样的调查问卷所需要的工作量比五年周期的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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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大多数国家的统计编制周期、根据此种数据得出结论的可能性

通常有限，以及考虑到期间越短，可以衡量的变化程度就越小，目前

的调查周期似乎很合理。然而，由于工作进度相当缓慢，当前的调查

周期产生的数据源无助于监测和跟踪较短时期内发生的变化。

调查数据的及时性

为了制定政策这一目的，数据应尽可能新。2006 年 1 月就能拿到

2005 年的统计数据是最理想的。然而，这是不现实的。（在收集数据、

检查质量和进行分析之后）公布结果至少要到报告期结束后一年半 

才能进行。

保持数据收集的连续性和隔年公布结果是合理的。为了确保数据质量，

要求每个国家必须有一名联系人（协调人）。

调查用户的需要

在审查调查的范围和和设计时应考虑用户的需要。调查结果的主要

用户是政府的决策者和研究人员。他们通过研究其他国家的情况 

参与定义新政策和评估政策。为此，他们需要可靠、可比和最新的统计

信息。通常很难区分决策者和研究人员，因为研究人员通常为决策者 

服务。

政治进程受其他行动方的影响。政府决策者经常受到媒体的影响。 

通常，犯罪问题只有在受到媒体关注时，才会得到真正的重视。虽然

媒体不是犯罪数据的主要用户，但不能低估其影响，因为一般大众 

往往大多是从媒体获得犯罪信息和犯罪相关政策问题的信息。因此，

向不明情况的人公布信息必须做到清晰、明了。

然而，犯罪信息的主要潜在使用者还是各国政府和有关当局：有关 

国际论坛就是对各国的记录进行比较和产生行动压力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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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和质量控制

如果调查完全依赖政府提供的信息，将会错过大量的信息。知识或 

专业方法的缺乏常常导致无法获取信息，有时还会出现试图隐瞒信息

或提供片面信息的情形。因此，应借助独立专家来源补充政府信息。

虽然该措施由于涉及反复核对各种原始资料，会增加工作量，但这 

将会明显提高数据的总体质量。经过核对的全面数据将会更常用。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现有专家

小组和网络携手，可以解决这一困境。在欧洲，应考虑与联合国附属 

欧洲犯罪预防和控制研究所以及《欧洲犯罪和刑事司法统计信息 

指南》专家组、欧洲联盟犯罪预防网络国家联系点和欧统局各国联系

点等网络进行合作。对其他来源各国犯罪数据进行核证是这个问题的

关键。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应采用严格程序、核对接收到的数据，为此 

不仅要与个别国家交换意见，还要与其他来源的信息资料进行比较。

这种质量核查的结果应在有关数据的出版物中说明。在犯罪的性质和

编制犯罪统计的方法上由于各区域差别非常大，包括数据解释准确性

在内的质量核查最好在区域一级进行。

在职责分工上，各国的做法大相径庭，难以创建一个对所有国家都 

最适宜的数据收集通用制度。一种选择方案是，考虑利用报告员制度

的可能优势，比如用于编制《欧洲信息指南》的制度。

如果数据差异较小，可以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进行调整。如果 

差异很大，应向地方代表咨询不同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如果地方代表

没有答复或答复也不能解决问题，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应自行作出

判断，并在数据后附上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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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作用和优先事项

根据其任务授权，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收集和传播全球犯罪数据，

内容涉及犯罪的几个方面，以此促进会员国以信息为基础制定犯罪 

问题政策。然而，继续收集和传播一般数据，尤其是警察记录的犯罪

数据，可能并非核心优先事项。如果犯罪统计数据可以从其他国际 

来源获得，如果这些信息的收集有充分的质量控制，那么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就不必从有关国家收集这类信息。

将重点放在最具相关性和最具可比性的信息上将会更有成效。核心 

领域可以是：以所谓的犯罪控制目的为由对所有形式的监禁的使用、

人身安全方面具有可比性的杀人和袭击类型的受害数据以及人们遇到 

的腐败相关问题。当然，该领域还有另外一些重要问题令人关切。 

应分别启动发展工作，以确定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在国际一级监测 

这些问题。应特别注意加快工作进程，以便尽量公布最新数据。

可用于比较的犯罪信息有助于促进基于知识的刑事政策。为此，重要

的是能够对最新信息进行可靠和有效的比较，也正是在该领域，国际

组织最能发挥作用。一些国家自己搜集数据，不需要从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获取数据，但许多其他国家并不能自力进行这种工作。 

然而，即使是在收集信息方面不急需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支持的 

国家，也会从比较数据的联合举措中受益。这些国家现在收集和处理

数据的方法也许并不完全符合以知识为基础的犯罪政策问题的理念。

调查结果的传播

通过联合国调查收集到的数据应当定期公布，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报告 

和公布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细致的审查。调查结果应以印刷品和 

因特网的方式通过可任意获取的出版物公布。这类出版物必须公布 

所有的数据，并附注释说明这些数据的含意及其收集方式——所谓

的元数据——以及质量核实的结果。《欧洲犯罪和刑事司法统计信息 

指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出版物还可载入一些基本分析，最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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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一级进行的分析。如果会员国收到一份具有比较性和解释性的 

精简结果报告，那么将增加他们对数据收集工作的兴趣。

可自由获得原始数据（比如以可下载数据库的形式）也许并不明智。

所有利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收集的数据进行的分析，都应以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正式出版物为参考依据（因为元数据和质量核实 

也是出版物的组成部分）。确保这样做的唯一方法是使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的出版物成为唯一的信息来源。然而，在出版物中提供 

信息不应阻止用户访问数据。

在公布经过处理和解释的数据时，最重要的是资料的可靠性和客观性。

如果这些报告包括最重要的结果和对结果的解释，那么书面文件非常

有用。必须避免在解释中出现误导、错误和偏见，同时应公开说明收集、

公布和提供信息的目的。

此外，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发布犯罪和刑事司法统计数据时应 

充分运用《发展刑事司法统计系统手册》*，这一点非常重要。

可比性

自 1872 年在伦敦召开预防和打击犯罪国际大会以来，犯罪数据的 

可比性已成为国际一级审议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该领域已取得一些 

进步。联合国调查覆盖世界各国，而《欧洲信息指南》和《美国刑事

司法统计信息指南》则侧重于区域。受害调查发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

比如个人对犯罪的理解以及对警察和执法的看法。世界卫生组织的 

重要统计有助于比较和核实关于杀人及其他暴力行为的统计数据。

然而，许多由不同国家编制的犯罪统计在性质上不具可比性。虽然 

应当在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等犯罪的统一定义上做出一些努力，但定义

问题只是可比性问题的一个方面。还应考虑到一个国家的执法活动的

组织方式和所使用的统计方法。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3.XVI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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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警察记录在案的犯罪案件和罪犯的数量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其中 

刑事司法系统和统计规则起到重要作用。此外，还应考虑到执法重点、

文化和社会人口差异以及公众对警察的态度和对记录犯罪的倾向。

尤其是警察记录的犯罪率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使信息缺乏可比性。

不幸的是，警察记录的犯罪率又是最常用的一类犯罪统计，主要用于

代表“实际”犯罪率。毒品和获罪问题办公室最好将更多重点放在 

受害者调查和定罪、制裁及监狱统计等其他类型的统计上。

从方法学的角度来看，对于犯罪数据的动态性和结构性比较，运用 

国际数据库的数据（比如联合国调查的数据），优于比较从不同国家

来源收集的犯罪数据。应当考虑到，根据行政数据计算出来的犯罪 

趋势可能还会反映出刑事政策的影响和对统计程序的调整。

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将信息与受害者调查数据相结合，提高数据 

收集技术和探讨数据质量及可比性方面的方法问题。2006 年 2 月 25

日至 27 日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举行的 

犯罪统计会议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需要平衡行政数据源和调查数据源

国家之间的差异巨大，行政数据源和调查数据源上的平衡不存在单 

一种最佳办法。应将可能存在的问题通报给政府代表，但解决办法应

由各国自行决定。寻求解决办法，只应提供总的指导原则，或许可以

附带一些实例。

经验表明，对一国来说最优化的调查方法可能对另一国并不适用， 

即使两国可能在许多其他方面具有可比性。比如，瑞典国家犯罪调查

项目的建立深受英国犯罪调查设计的启发。然而，最终选择的方法在

数据收集方法和周期性等方面却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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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犯罪受害者调查

国际犯罪受害者调查的目标是提供犯罪和受害情况方面的信息。这项 

工作通过标准的调查问卷进行，其结果具有国际可比性。为确保这

一目标，已经对方法的所有方面都进行了最大可能的标准化。首次 

国际调查于 1989 年在 14 个国家进行。后来几次调查分别于 1992 年、

1996 年和 2000 年进行。迄今为止，在 70 多个国家进行了 140 多次

调查。第五次调查的准备工作始于 2004 年，有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的参与。

国际犯罪受害者调查受上述问题的影响较小，因为有做出决定进行 

该项调查的国家的支持。被调查者的负担问题基本上被消除，因为 

数据由调查公司收集，调查经费由提出请求的政府提供。通过使用 

单一调查问卷，数据可比性方面的问题也大大减少。按规定方法设计

和进行调查，将提供可用于解决政策问题的可比数据。然而，如果 

数据的收集不遵循基本的方法标准（代表性案例、数据收集期间的 

精确定时等等），那么肯定会出现问题。数据收集技术方法的统一 

至关重要，因为信息基础设施采用不同系统会导致很多问题。如果 

遵循这些要求，国际犯罪受害者调查对衡量给个人造成伤害的犯罪 

以及大多数针对一般人群的犯罪是具有重大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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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数据

作者：Gordon Barclay、* Michael Rose**和 
Marilyn Rubin***

导言

有几个机构收集国家警方统计数据。报告给这些机构的数字可能 

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并因报告数字的时间不同而存在差异。

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中的警方数据

最近一次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的调查问卷

中的警方统计部分涵盖了警务人员、犯罪记录和受法律制裁者等

领域，依据的是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制定的一套标准 

定义。

调查的警方统计部分包括了以下四个主题的表格：

表 1 ：警务人员，按性别和财务资源分列。• 

表 2 ：罪犯犯罪记录（警方统计），按犯罪类型分列，包括犯罪未遂。•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内政部中央情报处。
**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刑警组织）通信和出版主任。
*** 美利坚合众国纽约城市大学约翰 · 杰伊刑事司法学院公共行政方案系教授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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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首次被警察和（或）刑事司法系统正式接触者，按犯罪 • 

类型分列。首次正式接触可能包括被怀疑、逮捕、警告等。

表 4 ：被刑事司法系统正式接触者，按性别和年龄分列。正式 • 

接触可能包括被怀疑、逮捕、警告等。

在纽约约翰 · 杰伊刑事司法学院，对回答这四份表格的 66 个国家中

的 58 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以供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使用。

这次分析表明，提供表 2 数据的国家多于提供其他三个表格任何一个

表格数据的国家：52 个国家提供了表 2 中至少一个问项的数据，48

个国家提供表 1 中至少一个问项的数据，40 个国家提供表 3 中至少

一个问项的数据，41 个国家提供表 4 中至少一个问项的数据。这种

答复模式与此前历次联合国调查相似。许多提供答复的国家给出的 

表 1-4 信息与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调查的答复并不一致。

其他数据来源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1.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刑警组织）每年都从其成员国收集关于有记录

犯罪和实施犯罪者人数的信息。数据由刑警组织的国家局收集。其

人员由国家警务人员构成。分析显示，这些数据与联合国和欧洲 

委员会《欧洲犯罪和刑事司法统计信息指南》收集的信息之间存在

差异。目前刑警组织收集的数据不向一般公众提供。

2.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内政部和欧盟委员会统计局

从政府来源收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0 个国家）主要成员国

有记录犯罪和警务人员信息。现在这项收集工作已经移交到欧盟

委员会统计局（欧统局）；下一次公布包括 2004 年的数据，将于

2006 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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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欧洲犯罪和刑事司法统计信息指南》

通过国家通讯员收集欧洲联盟成员国有记录犯罪和警务人员信息，

每隔一段时间收集一次。所收集的数据既包括数字信息，也包括

定义信息。下一期《欧洲犯罪和刑事司法统计信息指南》定于

2006 年夏出版。

4.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收集基于国家死亡登记信息的谋杀案

数据。尽管对许多国家来说，该项数据与联合国收集的数据相似，

但一些国家（如联合王国）有很大不同。

联合国调查包括了 26 个既不包括在《欧洲信息指南》也不包括在

内政部 / 欧统局调查中的国家的信息。虽然世卫组织包括了另外

70 个国家的信息，但其数据通常严重过时。

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涉及收集所要求的数据所使用的程序和方法。

1. 数据收集方法

每次调查收集信息的方式是不同的。第九次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

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采用的做法是，把提供资料的请求发送到各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以转给有关的政府部门）和各国家统计研究

所。刑警组织将请求发送到每个成员国的国家局。《欧洲信息指南》

工作小组利用在每个国家选定的专家。在许多情况下，调查通常由

级别较低的官员来完成。他们没有刑事司法统计经验，因此无法 

提供任何质量控制或与过去的答复进行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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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下列问题涉及到警务人员和预算：

警察（尤其是正规警察）职责的不同可能会影响所报告的数据• 

种类。比如，在许多国家，正规警察包括同时也是民兵组织 

成员、履行支持职能的人员。

如果有组织犯罪的处理不是由警察中的专家组负责，那么就很难 • 

收集关于某一特定国家有多少警察参与打击这类犯罪的数据。

在警务预算所包括的类别方面，各国之间不存在共同性；比如，• 

是否包括资本成本。

下列问题涉及有记录犯罪：

在什么是重大 / 轻微袭击或盗窃的问题上，存在很大差异； • 

刑法通常并不单独列明与盗窃有关的罪行；与毒品有关的罪行 

的定义太过广泛；有记录犯罪的总数更多地是与收集程序 

相关，而不是与犯罪程度相关。

在不同的国家，当局记录统计数据的时间不相同，计算多项 • 

罪行所采用的规则不同，报告的犯罪程度也不同。

通常，并非所有警察部队收集的所有数据都会被列入（比如 • 

交通警察记录的犯罪有时会被略去）。

没有任何信息是通过在每个国家进行的犯罪受害调查的调查 • 

问卷收集的。

下列问题涉及首次正式被警察和 / 或刑事司法系统其他部门接触者：

在确定个人何时正式被刑事司法系统接触方面，不存在可以 • 

进行有用比较的通用定义：在一些国家，如果嫌疑人和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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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出现在事发现场，即被理解为已经进行了这种接触；而在 

另一些国家，当案件卷宗转到检察官手上或嫌疑人出庭时， 

才算进行了接触。

“正式”一词可能会有不同解释。• 

关于今后工作的建议

目标应是提供具有可比性和一致性的警方数据系列，而不需由几个 

国际机构请求提供同样信息。既然经常对不同的刑事司法系统进行 

比较，那么对系统内每个点上的统计数据的可比性的理解十分重要。

为此，建议采取下列措施：

从所有警务人员那里收集数据，根据主要犯罪类型记录犯罪；• 

收集关于《欧洲信息指南》所用定义的信息；• 

考虑建立连续的机构间共享数据程序，以减少从各国收集数据的• 

要求并确保可比性；

考虑在所有调查的参与者（美国国家法研究所、国际刑警组织和• 

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联合国系统各实体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和

联合王国的代表）当中组织第二次会议，可由约翰 · 杰伊学院来

协调；

努力确保刑事司法系统各部门的数据能够被理解并（如有可能）• 

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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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监狱数据： 
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的 
优势和劣势

作者：Roy Walmsley、*Marcelo Aebi**和  
Hiroyuki Shinkai***

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的监狱部分的答复率 

相对较高，2003 年和 2004 年平均完成了 47% 的变量。然而在数量

和质量上，调查结果远远不能令人满意。这项调查是一项独特的数据

收集工作，可以籍此从所有成员国收集相关信息。它接触到了所有 

会员国刑事司法系统的主要机构和数据源。对于提供完整答复的国家，

它使人们能够对司法工作的损耗率进行分析。

然而，从绝对意义上说，总体答复率不高，收到的大多数答复来自 

发达国家。平均而言，从会员国收到的调查答复率是，非洲 9%， 

美洲 26%，亚洲 21%、欧洲 60%，大洋洲 21%。此外，即使那些 

提交答复的国家也没有能够提供调查问卷所有部分的信息。对第六次、

第七次和第八次调查收集到的监狱信息进行的分析表明，这一部分的

总体答复率只有 30%。有些国家可能根本没有关于调查问卷所要求的

那种信息的记录。

关于今后工作的建议

为了使调查结果能够很好地概括世界形势，应做出巨大努力，增加 

欧洲之外的国家的答复数量。为此，需要将调查问卷简化。此外，为

增强会员国回答调查问卷的能力，提出下列建议：

* 国际监狱研究中心副主任，伦敦国王学院，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犯罪学和刑法学学院教授，洛桑大学，瑞士。
*** 联合国亚洲和远东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教授，日本。



138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第五卷，第 1 期，2006 年

向各国提供援助，以使它们能够加强收集相关信息的能力。• 

可能有必要对决策者和执行者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到统计的• 

用处：应当收集良好的信息，供有效决策参考，而不只是为了

填写调查问卷。应在调查问卷的首页阐明答完问卷的用处和 

好处。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外地办事处可协助各国回答 • 

调查问卷。

对于发展中国家，各捐助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可能会有帮助。• 

当前两年一次的调查问卷周期可能对各国来说负担太重，尤其• 

是考虑到联合国的其他报告要求（比如与联合国预防犯罪和 

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有关的报告和通过联合国人权条约要求 

提交的报告）。

有必要明确所用词语的定义，以避免混淆（比如，一些国家 • 

当局可能觉得难以区分跨国犯罪和国内犯罪）。所有问题应 

表达清楚、翻译准确，以避免误解。

在改善通过调查问卷监狱部分收集的数据的质量和数量方面，有些 

技术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需要明确问题，以避免混淆和提高答复率。

比如：

问题 12.1 应明确要求提供的信息是监狱数量，而非囚犯数量。• 

问题 12.2 应要求，如果拘留设施没有过份拥挤，则提供已有• 

拘留场所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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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3 应明确要求提供与成年人分开关押的被拘留少年的 • 

数量。上述与问题 12.1 和问题 12.2 有关的建议应适用于问题

13.1 和问题 13.2。

问题 12 应改写，以涵盖所有机构，包括关押成年人和关押 • 

少年的机构；问题 13 应要求提供关于机构的数量和可用于 

拘留少年的机构内的场所数量的信息。

在回答问题 15.1 中给出的囚犯总数应与下列类别的囚犯 • 

总数相等：未审囚犯（问题 15.2）、已定罪但未判刑者（问题

15.3）、未经核准的临时判刑囚犯（问题 15.4）、已判刑囚犯 

（问题 15.5）和其他类别囚犯 (15.6)。

问题 16 应改写，以要求提供所有被关押于刑罚机构者的信息；• 

不提供刑罚机构关押的妇女、少年和外国人总数信息可视为 

调查问卷监狱部分的最严重缺陷。

可靠性

如果满足下列条件，成员国提交的信息将更具可靠性：

问题的措词简练• 

调查问卷送达每个成员国的适当机构• 

调查问卷送达适当人员（愿意给出正确答案的人员）• 

要求答复国明确其信息来源，以便于核实• 

鼓励使用各种信息来源（比如，刑警组织和《世界监狱人口 •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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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

如果满足下列条件，成员国提交的信息将更具有效性：

清楚地说明所收集数据的目的• 

问题的措词简练• 

问题不过于简单，因为那样不利于数据分析• 

设置某些问题，着眼于征集准确反映某一特定国家刑事司法 • 

系统真实性质的信息。比如，可设置下列方面的问题：所作 

判决的类型（死刑、无期徒刑、剥夺自由、罚款等）、法院下达 

的判决的平均刑期（可以按犯罪类型分列）、疏诉措施的类型

（警察、检察机关、判决阶段和教改）和实际服刑百分比。

然而，如设置任何新问题，必须足够明了，以使尽量多的成员国能够

回答。

改进数据分析和传播所收集的数据

数据分析

关于数据分析，应牢记下列事项：

数据分析的质量主要取决于数据的质量。• 

虽然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在性质上 • 

可能不便于研究人员使用先进的统计技术，但简单、透彻的 

分析总是有用的。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网络各研究所或许能够进行 • 

这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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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鼓励进行区域性分析，因为决策者和执行者也许更关注邻国• 

而不是遥远国度的情况。

传播经过分析的数据

分析结果的编写应力求、明了、有用。应鼓励使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的网站传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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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受害者调查：政治意义和方法问题

作者：Britta Kyvsgaard*

导言

犯罪受害者调查有巨大的政治意义。今天，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都在使用 

这种调查，主要是因为在政治决策中利用研究结果的情形有上升趋势。

众所周知，官方犯罪数据只反映了事实的一部分。“隐性数字”的 

概念被广泛接受。因此，在关于所报告犯罪案件数量增加的讨论之后，

人们几乎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增加是否反映实际的增加，亦或

只是向警察报案的倾向加大而已。

通过犯罪受害者调查，应当能够解答下列问题：

犯罪的实际程度如何？• 

犯罪案件报告给警察的程度如何？• 

为何犯罪案件没有报告给警察？• 

事实上，这些基本问题只能通过犯罪受害调查来解答。

犯罪程度的变化通常比犯罪的实际程度能够吸引更多的关注。这意味

着，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进行周期间隔较短的犯罪受害者调查非常重要。

此外，政治家们还发现，通过回答关于警察对特定案件的处理是否 

令人满意和受害者对警察的处理方式是否满意的问题，犯罪受害调查

可帮助他们提高对警察行为的认识。

* 丹麦司法部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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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辩论和一般性辩论中，很少有人问及关于为何有些人比其他人

受害风险更高的问题。一般来说，大家最关注的是总体结果和趋势。

所包括的犯罪类型

通常，犯罪受害者调查包括了不同类型的财产犯罪、抢劫、强奸和 

其他形式的暴力犯罪。然而，这些犯罪也被报告给警察，尽管程度不同。

在丹麦和许多其他国家，汽车盗窃的报案率接近 100%。同样，入室

盗窃犯罪的报案率也很高。鉴于犯罪受害者调查往往时间太长，包括

的问题太多，应当认真考虑是否应将高报案率的犯罪列入犯罪受害者

调查，特别是既然警察提供的统计数据通常提供了关于这类犯罪的 

风险和实际程度的足够信息。

暴力和强奸等接触性犯罪的报案率要低得多。这就是确保犯罪受害者

调查给予接触性犯罪的关注比财产犯罪多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

这些类型的犯罪在政治上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几十年来，在许多 

欧洲国家，暴力和性犯罪以及涉及女性或儿童受害者的犯罪在政治上

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趋势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如果是这样，在将 

其他所有形式的接触性犯罪列入犯罪受害者调查的能力或对（打 

比方说）使用不同程度的暴力所致受害率进行衡量的能力方面，可能

会出现新的挑战。在政治上，了解已实施的严重（相对于轻微而言） 

袭击案件的实际数量或涉及社会上的恋童癖的事件的数量无疑是意义

重大的和实用的。

区分犯罪行为和非犯罪行为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定义被视为犯罪的行为。关于犯罪的问题 

应当如何措词？为确保报告的事件的确是犯罪而不只是不愉快经历，

应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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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财产犯罪，这是个小问题，因为盗窃和类似行为会留下易于识别 

的明显痕迹：汽车丢了、门被撬开了等等。这意味着，受害者不必 

解释这种行为是否属于犯罪。此外，所有欧洲国家的刑法都将不经 

财物所有人同意拿走他人财物视为一种犯罪。因此，比较调查在财产

犯罪方面不应存在问题。

然而，通过犯罪受害者调查索取暴力犯罪和性犯罪信息是一项巨大的

挑战，因为这类行为通常只有在受害者将其说成是犯罪时才能成为 

犯罪。这意味着存在差异，取决于受害者的看法。

目前尚无用于取得关于暴力行为的信息的统一方法。方法是各种各样的，

可以是询问“犯罪暴力”，也可以是询问特定形式的侵犯行为和威胁。

国际犯罪受害调查中有一个关于“暴力和威胁”的问项。在该问项的

说明中，强调关注点是“暴力犯罪”。

特别在关于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受害者调查中，通常列入若干关于人身

攻击的问题。对妇女暴力行为国际调查列入了不少于 12 个关于不同

形式威胁和人身攻击和性侵犯的问项。

收集信息的方法不同，会得出差异很大的受害率。比如，在丹麦进行的

犯罪受害者调查表明，当询问一般意义上的“犯罪暴力”而非询问包括

各种威胁和某些类型轻微侵犯行为在内的特定行为时，得出的盛行率 

接近 1:10。同样在丹麦，在将通过国际犯罪受害调查收集的信息和对 

妇女暴力行为国际调查收集的信息进行比较时，发现差异很大。瑞士 

苏黎世大学的 Martin Killias 甚至已经证实，答复的差异取决于关于某类 

行为的信息是通过两个问项还是更多问项取得的。将某种形式的人身 

攻击分成几个问项得出的盛行率高于只分成两个问项得出的盛行率。

对妇女暴力行为国际调查这样的调查所用技术存在的问题是，它允许

偏离旨在衡量暴力盛行率的调查点。对妇女暴力行为国际调查勾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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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行为，如抓和推。这些行为从来没有或永远也不会被刑法界定为

犯罪行为。国际犯罪受害调查收集的事件在性质上更为严重。这一 

事实也反映在报告频率的差异上。在丹麦，国际犯罪受害调查的频率

两倍于对妇女暴力行为国际调查。

关于对妇女暴力行为的研究使用的技术通常得出较高的盛行率，这 

也许并非巧合。这类研究表明的是，对妇女暴力行为是政治热点问题，

而调查可以成为实现政治目标的强大工具。然而，将太过广泛的行为

列入犯罪受害者调查会破坏调查的有效性。暴力的概念会形成误导，

包括对政治家。

在比较调查中，出现与接触性犯罪有关的表述问题，因为存在不同 

国家对暴力和性侵犯的定义不同的事实。比如，《欧洲犯罪和刑事 

司法统计信息指南》所载信息表明，在一些国家，暴力包括造成痛苦

的行为，而在另一些国家则包括施以身体伤害。

那么可不可以进行关于犯罪暴力盛行率的国际比较调查呢？调查的

问题该不该因国而异，以反映国家法律呢？像国际犯罪受害调查 

这样的调查包含了针对所有国家的类似问题，因而促进了进行比较

研究的任务。然而，结果是，这样的调查并没有提供法律意义上的

各国暴力率方面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该问题可通过提交关于 

事件严重性和关于事件是否被视为犯罪的后续问题加以解决。顺便

提一下，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国际犯罪受害调查所载问题得出了 

关于暴力犯罪的信息，也只有大约 60% 的接受调查者将受害事件视为 

一种犯罪。

一般来说，在设计与性侵犯和暴力有关的问题中，需要使各种不同

方法更加统一，并进行更多的测试。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如何提交 

这些问题的答复。现在公布的盛行率被作为不同类型犯罪的盛行率 

提交，但实际上这种盛行率通常反映的不仅仅是犯罪。是否应做出更大 

的努力，限制结果，以反映刑法呢？或者，犯罪盛行率是否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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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视为犯罪行为的行为，而不考虑客观看法，也不考虑接受调查者的 

看法呢？

盛行期间

关于犯罪受害者调查中使用的盛行期间，我们是否应该要求提供过去

1 年、过去 5-10 年或过去所有年份发生的受害发生率信息呢？幸运的

是，犯罪受害情况并不多见，至少对抢劫、暴力和强奸等犯罪而言。

因此，人们可能会倾向于使用很长的盛行期间，以确保受害者数量 

足够大，但使用较长的盛行期间可能会产生如图所示结果。

图一 .  丹麦：按接受调查者的年龄分列的暴力盛行率

资料来源： 对妇女暴力行为国际调查

该图显示了丹麦一年期间和（几乎）终生期间的人身伤害盛行率。 

终生盛行率似乎表明，年纪较大的妇女在其一生中比年纪较小的妇女

获得更好的保护，而现实情况是，这种案发率反映的是与较轻微事件

有关的短期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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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犯罪受害者调查使用的是 1 年期间；今后，如果这类调查需要 

给予严重类型的接触性犯罪更多的关注，那么考虑二年、三年或甚至

五年的盛行期间也是值得的。首先这是因为严重攻击、强奸和类似 

形式的严重犯罪在短期内不会被忘记，其次是因为这类犯罪不多见。

样本规模

犯罪受害者调查所需样本规模取决于研究的犯罪类型。如果研究与 

总体受害率有关，或与盗窃等已知盛行率较高的犯罪有关，样本规模 

不需要很大。一套 2,000 例的样本通常就足够了。但较少见类型的 

犯罪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对此，相当大的样本规模对研究工作很 

重要。延长盛行期间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没有大的样本规模，那么 

就不可能证明各国之间或各种所复制国家调查之间的任何差异。在 

最近一次国际犯罪受害调查中，在 27,000 名欧洲人中，报告了过去

一年期间的人身暴力事件的不到 400 人。

最近在丹麦进行的全国暴力受害者调查涵盖了超过 25,000 名调查对象。

考虑到进行犯罪受害者调查的费用，要求提供大规模的样本似乎相当

不现实。然而，如果缩减调查问卷的长度，只维持调查的主要目的，

即衡量犯罪的实际程度，这也是可行的。

缩减调查问卷的规模也有好处，即可以提高答复率。在丹麦进行的对

妇女暴力行为国际调查试点研究通过计算，将调查问卷长度确定为 

至少半个小时的净访谈时间。研究清楚地表明了调查问卷长度的重要

性。许多妇女拒绝参与，只是因为对访谈时间长度不满。为获取较高

的答复率，访谈时间不应超过 10 分钟。

许多国家和国际调查所使用的样本规模相当有限，构成了这方面的 

一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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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程序

大多数犯罪受害研究是基于计算机辅助的电话访谈方式，通过随机 

拨打清单中的电话号码采集样本。虽然基于随机家庭样本的面谈的 

答复率较高，而有迹象表明答复率高与受害率较低有关，但是这一 

问题并不严重，而且这种计算机辅助的方式在资源稀少时似乎提供了

一种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更大的问题在于，越来越多的电话号码（其中许多是移动电话）未被

列入清单。由于有理由认为，暴力受害者特别有可能拥有未公开的 

电话号码，这个问题对调查工作者来说可能相当重要。该问题显而易见 

的解决办法是生成电话号码，然而这将增加费用，因为由于不存在的

号码数量庞大，调查公司需要花更多时间。





151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一般方法问题和受害者调查的意见

作者：Alex Butchart*

导言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注犯罪数据收集是出于下列三个原因：

世卫组织与各成员国一起，共同开发卫生信息系统，包括确认和• 

记录致命性和非致命性暴力数据的系统，以此作为国家预防暴力

政策制定和规划的依据。

世卫组织在估计区域和全球死亡率（包括杀人）和疾病负担时，• 

利用国家一级的生命统计数据和调查结果。

世卫组织利用联合国犯罪调查和基于人口的调查的结果来开展 • 

全球性和区域性预防暴力宣传工作。

预防暴力的国家能力

在国家一级，世卫组织促进发展循证决策和暴力预防规划，包括连续

监测杀人率和自杀率、医院收治的暴力相关伤害率和暴力受害者报案

率。这些监测要求所有数据收集系统和研究结果达到流行病学的基本

标准并包含通报及监测风险因素和暴力受害率所需的足够细节。这些

规则载于《疾病和有关保健问题国际统计分类：第十次修订》第二版

的说明手册中。通过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

* 世界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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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犯罪受害调查收集的国际数据没有达到这些流行病学标准，也 

没有达到上述目的要求的细节水平。

更具体地说，世卫组织指出，警方记录与其说是暴力趋势的一种可靠 

衡量，不如说是警察行动的产物——越来越受到监测与定位改善、 

警官数量增加和记录方法变革的促进。因此，对于评价针对根本原因 

和风险因素的暴力预防方案的影响，它们的价值有限。相比之下， 

急诊部的伤害相关数据是一种更为客观的伤害衡量，应当用来定位 

地方暴力预防资源。这在高收入国家已经得到科学论证，在中低收入

国家可能甚至更为真实。在高收入国家，将警察局和急诊室生成的 

信息结合起来，可以相当完整地反映情况，但在一些贫穷国家，由于

警察和刑事司法系统的其他一些部门的歧视行为、腐败、资源极端 

匮乏和公众不信任，这些信息来源不可能准确反映情况。这意味在 

这些国家，基于卫生保健设施的伤害数据和基于人口的调查数据是 

最可靠的衡量数据。

估计疾病负担

通过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收集的数据不能 

用于估计疾病负担，因为它们反映的是警方统计所记录的犯罪发生率，

而与生命统计和人口及健康调查得出的数据相比，其中的杀人率被 

严重低估，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暴力预防工作的宣传

迄今为止，世卫组织很少将国际犯罪受害调查的结果用于宣传目的。

年度《世界暴力和卫生报告》的一个版本所载的一份亲密伙伴暴力 

情况表使用了该调查的结果，在旨在预防火器相关暴力的宣传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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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了关于犯罪恐惧的调查结果。世卫组织从未将联合国犯罪趋势和

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的数据用于宣传目的。

其他国际调查

1. 关于家庭对妇女暴力问题的多国研究

最近，世卫组织首次发布了关于家庭对妇女暴力问题调查结果的

报告。它们是过去十年期间从 10 个主要中低收入国家 15 个调查

地点 20,000 多名妇女中收集而来的。研究协议和调查问卷的制定 

通过广泛磋商进行，以确保跨地方的可接受性和可比性。虽然 

调查结果具有非常高的可比性并载有关于风险因素和后果的详细

信息，但是访谈程序耗用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2. 人口和卫生调查

当更广泛地查找能进行跨国比较的暴力数据时，世卫组织会 

查阅通过人口和卫生调查项目的《评估和使用结果的监测和评价

(MEASURE)》(www.measuredhs.com/) 收集的国家人口和卫生 

数据，因为这些数据也达到了可被疾病负担估计所涵盖的信息的

标准。在国家一级，世卫组织为开发列入人口和卫生调查问卷的

暴力模块提供技术支持。在死亡登记处记录的杀人案件数量与 

警方资料记录的杀人案件数量有很大差异的国家，为达到最佳的

暴力死亡人数估计效果，人口和卫生调查数据也能发挥作用。

3. 加强城市安全调查

通过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的加强城市安全方案收集

的信息对明确界定的城市居民理解和预防暴力有相当大的价值。

这对地方和国家政府规划暴力预防工作是非常有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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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良童年经历研究

世卫组织鼓励基于社会不良事件（包括父母犯罪和暴力）的发生、

受害情况、高风险行为（包括暴力的实施）和终生健康后果的 

发展型暴力预防方法。为了在国家一级促进这种方法和生成国际

可比数据，世卫组织提倡使用不良童年经历研究中的调查问卷和

调查模式 (www.cdc.gov/nccdphp/ace/)。迄今为止，该项研究已在

中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实施。

给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建议

联合国犯罪调查的修订应确保各国政府将其视为有助于自身的政策 

议程和能力发展需要；满足联合国的需要应为次要目标。

国际犯罪受害调查的修订应强调调查问卷的需要、调查设计和采样 

方案符合流行病学的原则。这些修订还应探讨通过提供所有国家必须

使用的一小部分核心项目和一系列更详细地探讨特定形式的暴力和 

犯罪的备选模块来维持可比性和增加灵活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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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及其对收集犯罪数据的参与

作者：Laura Petrella*

导言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是联合国负责协调《人居议程》

（[1]，第一章，第 1 号决议，附件二）的执行和负责监测《千年发展

目标》具体目标 11 的机构，该目标要求到 2020 年实现明显改善至少

1 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2]，附件）。为执行这些任务，人居署利用 

数据监测一般人类住区，特别是贫民窟人类住区的趋势和状况。在 

这方面，收集和分析了关于城市犯罪和暴力的数据。这些活动得到 

全球城市观测站和地方城市观测站网络的协助。

人居署还在其加强城市安全方案框架中支持地方一级犯罪预防政策

的执行，为此也收集和利用了数据。特别是在地方一级收集和利用 

数据，以确定犯罪和暴力现象、各行动方的认识和响应以及安全保障

能力。随后根据定量和定性数据以及利益攸关方的反馈而进行的诊断

通常包括与数据收集、分析和传播有关的具体建议。就地方一级的 

犯罪预防措施而言，数据的收集和管理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会导致，

比如说，地方犯罪观测站的建立。最后，还可以利用数据监测政策

和干预措施的效果。今后，人居署将继续研究城市犯罪和暴力状况 

（比如，见《2007 年全球人类住区报告：加强城市安全和安保》[3]）。

此外，正在开发用于分析和描述城市住区中犯罪相关变量和其他因素

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模型软件，同时还在探讨制定城市安全指标，以 

建立城市安全排行榜。

*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城市安全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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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犯罪受害调查

受害者调查提供其他犯罪数据资料不能提供的重要信息：这类调查 

能够可靠地揭示所谓的“隐性数字”，即警方记录未列入的数据，特别 

是一些轻度犯罪（这类犯罪由于不引起伤害，往往不被报告）。受害者 

调查还提供关于报告方法、服务满意度、认识等方面的详细情况。最后，

对人居署全球监测活动尤其重要的是，它们通常很好地代表了城市 

犯罪受害者调查，因为它们是在城区进行的。然而，对受害者调查 

本身似乎并未进行研究。另一个好处（可能只是潜在好处）是，收集

的信息高度客观和科学。这种特性当被注入旨在克服犯罪方面的偏见

的磋商程序时，具有重大价值，并为创新战略铺平道路。

受害调查虽然有各种好处，但其格式不适合用于收集某些类型犯罪的

信息，比如性暴力或家庭暴力。此外，它们没有充分涵盖腐败和破坏

财产行为（无受害者犯罪）等犯罪，或提供地方犯罪信息（一个对 

决策很重要的元素）。而且，受害者调查是一项开销巨大的工作， 

调查产生的大量数据，难以转化为对决策有用的信息。在许多情况下，

调查结果并没有向决策者提供。

最后，最初由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开发的受害调查现已 

根据各种政策和资源需要做了调整。目前，这种调查已由包括私营 

部门机构、非政府组织、政府机构等在内的一些实体实施。人居署以

国际犯罪受害调查为基础开发了自己的一套方法，但经过调整以满足 

地方需要（比如，在政策利益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制约方面），现 

仅在城市住区实施。

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

通过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收集下列各类信息

是非常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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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司法系统制度建设（比如，报告和问责）和执法人员的级别 • 

和类型的信息；以及关于国家（或联邦）一级和地方（或市） 

一级之间的关联（很少包括与司法系统相关的治理问题）的信息

通过刑事司法系统提供服务的辖区问题（比如，警察局和法院的• 

数量）

警方的工作策略（比如，实际在街道工作的警官数量有多少，他们 • 

是否采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其他类型的方法，他们是否主要是 

采取设置路障的方法等等）以及关于与私营部门协调的程度和 

方式的信息

可供刑事司法系统选择的惩罚办法（法律框架），包括少年司法 • 

机制的建立和实际执行监外教养办法的数据。

人居署数据

城市指标数据库和安全指标（全球城市观测数据库）

在全球抽样城市定期收集某些城市指标的数据，以报告《人居议程》

20 个关键领域在城市一级取得的进展。数据由地方和国家城市观测

站以及通过一些指定的区域机构收集。全球城市指标数据库包括全球

200 多个城市的政策导向指标。2001 年以来，数据库所载信息已经

被分析和纳入世界城市状况报告。

保安和城市暴力是一项包含用于衡量安全和保安各个不同方面的 12

个次级指标的城市指标。由于已被授权负责监测《千年发展目标》 

具体目标 11 的成就，人居署密切关注贫民窟的发展状况。因此， 

需要在一个城市内按不同次级部门划分的数据，目前正通过与执行 

特定家庭调查方案的实体合作收集这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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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一级的数据：加强城市安全方案的数据收集工具

通过加强城市安全方案收集各种定性和定量数据，以支持在地方一级

制定和实施针对犯罪原因和风险因素的犯罪预防战略。数据收集是 

磋商、分析、决策和战略制定过程的一部分，在项目周期中被称为 

“诊断”或“地方安全鉴定”的特殊阶段进行。

地方安全鉴定是一项基于参与性治理方法的程序的组成部分，包括 

下列步骤：

确定和动员地方一级能够为减少和预防犯罪作贡献的关键伙伴方• 

建立“地方安全联盟”• 

通过根据机构性非正式社会研究数据以及据以收集定量和定性 • 

数据的直接调查进行的地方安全鉴定，对犯罪状况进行严格的 

评估；利用此种鉴定确定和评估安全问题并确定其优先次序，以及

制定适当的政策

制定和发展地方战略• 

在地方一级将参与性犯罪预防方法制度化• 

通过一系列短期和长期的举措和项目来执行地方战略，解决犯罪• 

原因和犯罪造成的恐惧

监测和评价• 

通过加强城市安全方案，制定了一套有助于衡量犯罪的程度及性质和 

确定城市不安全区域以及认识和对策的工具。这项信息的主要目的是 

帮助了解犯罪和确定预防犯罪的优先领域。数据的收集使用了下列工具：

受害调查• 。为进行此项调查，国际犯罪受害调查所使用的方法作

了调整，以减少费用，使地方利益攸关方能够为调查的设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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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并包括根据城市次级部门组织数据的可能性。根据人居署

的经验，在对犯罪形势几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时和在犯罪问题 

具有争议和被操纵时，这些元素尤其重要。调查的目标是收集 

能够补充官方犯罪记录和统计的数据，提供全面的受害情况和人们

对受害的感觉和恐惧情况，充当描绘犯罪的工具，并（如果定期 

重复进行）衡量特定人口的变化。加强城市安全方案的受害调查

分为三个阶段：(a) 受害街区扫查（分析犯罪类型和受害率）；(b)

试点调查（制定正确的访谈计划并修订调查问卷）；以及 (c) 主要

调查（深入访谈，分三类抽样群体进行：个人、家庭和商业实体）。

青年犯罪分子特征调查• 。这项工具用于深入提供关于违法青年和

有以身试法危险的青年的信息。通过青年犯罪调查，可收集特定

犯罪人群和被管制人群下列四个方面的定性和定量数据：(a) 青年

犯罪分子的背景；(b) 青年犯罪分子的犯罪经历；(c) 青年犯罪分子 

参与犯罪活动的动机；(d) 青年犯罪分子在警察局、监狱和司法 

机关的案底；以及 (e) 青年犯罪分子对未来的看法、希望和担心。

这些信息可以帮助决策者更好地了解问题，从而改善服务。收集

这些数据的方式是与青年犯罪分子进行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 

与非政府组织和青年司法体系合作进行焦点问题小组讨论。

对妇女暴力行为调查• 。该项定性调查可以弥补长期存在的信息 

不足。这种不足出现在有关一系列社会和文化原因的主题上，也是 

报告率低下的后果。实施这类调查的目的是确定妇女遭受的 

暴力和虐待类型、虐待者和受害者的特征以及受害者关于支助 

服务、警察部门、司法系统和政府当局的建议。通过调查，对 

影响妇女的四种虐待进行评估：经济上的虐待、身体上的虐待、 

情感上的虐待和性虐待。

妇女安全情况调查• 。这种工具由加拿大首创，后来经加强城市 

安全方案调整，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需要。

它针对的是妇女对犯罪恐惧程度远远高于男性这一事实。这种 

调查被用于查明在城市环境中需要采取的补救行动，以增强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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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然而，调查也可涵盖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和少数民族

等其他弱势群体）。作为调查的一部分，一些由 3 至 6 人（主要

是妇女）组成的工作小组穿行考察所研究的特定城市环境。城市 

规划者、建筑师和市议员也可能参与其中，目的是加强他们对 

这项工作的关注，提高他们的认识，为决策程序提供参考。调查

是为了增强人们对针对弱势群体的犯罪和暴力的认识，并帮助 

决策者了解男子和妇女对他们 / 她们所处环境的感受有何不同以及

如何应对他们 / 她们所关注的问题。这种调查使妇女的关切得到 

应有的注意，有效地加强了社区安全。安全情况调查的成果是 

通过绘图使不安全公共空间可视化。

热点分析• 。通过受害者调查确定热点问题，并通过穿行考察和收集 

官方 / 行政数据以及使用者对调查问卷的答复对它们进行分析。

地方犯罪和不安全状况诊断报告• 。这是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的 

综合结果，很大程度受到通过与利益攸关方进行磋商所得信息的

影响。除了从各种调查中收集的数据，还利用下列类型的行政数据：

(a) 犯罪相关统计（城市犯罪和违法行为数据）；(b) 与犯罪无关 

的社会经济性质的统计；以及 (c) 提供服务的数据（关于警察、 

刑事司法官员和其他向受害人和居民提供一般服务者的数据）。 

这些数据用于对表现、影响和犯罪的应对措施进行多部门分析，

并用于发展对干预原因和重点的共同理解。这是一项高度敏感的

工作，必须考虑到客观数据和各种政治议程及利益。

对数据收集、分析和利用的建议

犯罪数据对司法系统以外的机构，特别是社会服务部门和城市规划 

部门也很重要。执法机构在城市中运作，也需要犯罪信息来制定计划。

应将城市一级的数据使用视为十分重要和事关重大。在许多情况下，

地方政府是对（通过地方犯罪观测站收集的）涉及由它们管辖的特定

人群和地区的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汇编的唯一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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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

今后，收集数据的工作不仅要在国家一级，而且要在地方一级进行， 

或至少包括一个主要城市的数据。所收集的信息应反映服务和政策

以及制度建设的焦点问题。应有可能绘制犯罪相关数据图，使犯罪

相关数据更直观。应将这样的活动视为数据收集程序的一个重要 

方面。应将使所收集数据适应地方需要（国家和城市）视为重要问题。 

目前各种实体正在设计、实施和利用许多受害调查，应当利用通过

这些调查收集到的数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应当促进在

国家一级生成按地区分列的数据，这种数据对国家规划和政策制定 

最有用。

数据分析

为了将所收集的数据用于制定战略和政策，这些数据应与社会经济 

问题、服务提供 / 基础设施和治理机构方面的信息相结合。此外，应

确保地方和国家一级的分析能力，并将这些数据提供给地方的利益 

相关者。可以选择汇编一套供国家和地方政府直接使用的分析方法，

以确保结果的分散管理和可比性。

数据利用

应当同等重视利用数据来提高认识、开展研究和制定政策。目前， 

数据更多的是用于研究工作，其他方面很少使用，因此可能减少了 

政府的兴趣。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应考虑将国际一级的监督

机构（比如，大赦国际和透明国际）作为其数据的用户，并与它们 

进行协商。数据能否物尽其用，是数据收集的整个理论基础的一个 

关键要素。工作重点应是支助有需要的国家发展这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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