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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
2017 年 10 月 11 日至 13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和说明
国际合作工作组
1.

组织事项：
(a) 会议开幕；
(b)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2.

移交刑事诉讼作为一种独立的刑事事项国际合作形式，这方面的实际考虑因
素、良好做法和挑战。

3.

中央机关之间双边磋商的良好做法，包括筹备、案件跟踪、培训和参与。

4.

在获得电子证据方面的最新动态。

5.

依照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8/2 号决议，拟订调查表用于审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
组织犯罪公约》实施情况。（国际合作工作组和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
的联合项目）

6.

其他事项。
（联合项目）

7.

通过报告。
（联合项目）

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
1.

组织事项：
(a) 会议开幕；
(b)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2.

依照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8/2 号决议，拟订调查表用于审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
组织犯罪公约》实施情况。
（国际合作工作组和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
的联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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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缔约国就《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的实施和相关技
术援助提供信息的状况。

4.

其他事项。
（联合项目）

5.

通过报告。
（联合项目）

说明
国际合作工作组
1.

组织事项

(a)

会议开幕
国际合作工作组第八次会议将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星期一上午 10 时开幕。

(b)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扩大主席团在 2017 年 2 月 8 日举行的
会议上商定，在 2017 年 10 月 9 日至 13 日背靠背举行国际合作工作组和技术援助
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的会议，并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关于依照缔约方会议第 8/2 号决
议拟订调查表用于审议《有组织犯罪公约》实施情况的议程项目 5。扩大主席团在
2017 年 4 月 7 日举行的会议上核可了两个工作组的拟议议题和工作安排。
国际合作工作组第八次会议对议程项目 1 至 4 的审议预计将在 2017 年 10 月 10 日
星期二下午 6 时结束。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第十次会议对议程项目的审议
将在 2017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开始。
讨论题为“依照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8/2 号决议，拟订调查表用于审议《联合国打击
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实施情况”的共同议程项目的联席会议定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和下午 3 时至 6 时以及 2017 年 10 月 12 日星期四上
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举行。
关于两个工作组的其他事项和通过联合报告，预计将在 2017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五
下午 3 时至 6 时联合讨论。

2.

移交刑事诉讼作为一种独立的刑事事项国际合作形式，这方面的实际考虑因
素、良好做法和挑战
国际合作工作组在 2016 年 10 月 19 日至 21 日于维也纳举行的第七次会议上建议缔
约方会议，在将来会议的专题讨论中，除其他议题外，也讨论移交刑事诉讼作为一
种独立的刑事事项国际合作形式，这方面的实际考虑因素、良好做法和挑战。
《公约》第二十一条阐述了刑事诉讼移交，其中规定，“缔约国如认为相互移交诉
讼有利于正当司法，特别是在涉及数国管辖权时，为了使起诉集中，应考虑相互移
交诉讼的可能性，以便对本公约所涵盖的某项犯罪进行刑事诉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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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不妨在议程项目 2 下探讨刑事诉讼移交与《公约》关于司法协助的第十八条
之间的联系。还不妨探讨刑事诉讼移交与引渡之间的联系，同时考虑到《公约》第
十六条的规定。
此外，工作组还不妨重点讨论在刑事诉讼移交方面的实际考虑因素，如良好做法和
挑战，以及以刑事诉讼移交作为增进打击有组织犯罪国际合作的切实措施。
为便于审议议程项目 2，工作组将收到秘书处编写的背景文件，内容是移交刑事诉
讼作为一种独立的刑事事项国际合作形式，这方面的实际考虑因素、良好做法和遇
到的挑战。
文件
秘书处编写的背景文件，内容是，移交刑事诉讼作为一种独立的刑事事项国际合作
形式，这方面的实际考虑因素、良好做法和遇到的挑战（CTOC/COP/WG.3/2017/2）
3.

中央机关之间双边磋商的良好做法，包括筹备、案件跟踪、培训和参与
缔约方会议在题为“增强中央机关在刑事事项国际合作方面的有效性以打击跨国有
组织犯罪”的第 8/1 号决议中提醒缔约国有义务根据《公约》第十八条第十三款指
定刑事事项中央机关，并将所指定的机关告知秘书处以列入国家主管机关名录。还
促请缔约国依照本国国内法和《公约》中的条款彼此提供最大程度的协助。此外，
还请缔约国考虑到《公约》的目的是促进合作以更有效地防止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
罪，在国内法律容许的最大范围内，允许中央机关之间直接交流并互递请求，并鼓
励它们，在适当可行的情况下，向其他缔约国首都派驻联络调查官或警官。
缔约方会议在第 8/1 号决议中还大力鼓励缔约国促进中央机关之间当面接洽，包括
通过区域网络，或者采用虚拟手段，如视频会议，还强调中央机关之间的接洽对于
审议请求执行情况、讨论相互合作的障碍以及找到这些难题的解决办法尤为重要。
在该决议中，缔约方会议还请缔约国协助中央机关酌情建立或加强国际合作请求状
态追踪系统，包括此类请求转交主管机关以供执行之后的状态，还鼓励缔约国收集
和提供有关各请求的统计信息，包括所寻求的协助形式、援引的法律依据和处理请
求的时段。此外，缔约方会议还鼓励缔约国便利中央机关积极参加缔约方会议及其
工作组的相关会议，特别是国际合作工作组的会议，以交流国际合作方面的良好做
法和经验教训，并增强政府专家特别是从业人员之间的关系。
国际合作工作组 2015 年 10 月 27 日和 28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第六次会议请缔约国考
虑在派遣代表团参加工作组将来届会时考虑派出负责《公约》国际合作条款相关事
项的从业人员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工作组的会议（缔约方会议第 8/1 号决议，附件
一，建议(n)）
。
工作组第七次会议建议《公约》缔约国提供信息，特别是统计数据，说明《公约》
用于刑事事项国际合作的情况，以协助在工作组中进行积极的对话，并使《公约》
的有效性得到更透彻的了解（缔约方会议第 8/1 号决议，附件二，建议(a)）
。
专家和从业人员在议程项目 3 下的审议中，不妨交流看法、经验和专门知识，并进
行磋商，以更多了解国际合作方面的日常实际问题，并讨论如何改进协调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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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电子证据方面的最新动态

4.

涉及电子形式证据的犯罪对国际合作构成了独有的挑战，因为各国在获取数字证据
时，仍然严重依赖传统的正式司法途径，特别是双边司法协助手段，因而忽视了这
方面的特殊要求。
国际合作工作组第六次会议讨论了收集和共享电子证据的问题。在这方面，工作组
建议，会员国应当考虑研究各种方式和方法以促进涉及使用和保存电子证据等的国
际合作，特别是研究是否可能加快正式司法协助程序；还建议秘书处继续将电子证
据议题纳入现有和将来的刑事事项国际合作工具的主流（缔约方会议第 8/1 号决议，
附件一，建议(d)和(b)）
。
工作组第七次会议建议缔约方会议在将来会议的专题讨论中，除其他议题外，也讨
论国际合作领域的电子证据共享和相关挑战，包括如何就犯罪活动中使用虚拟货币
的问题开展合作，适当情况下还包括解码数据方面的问题。
工作组在议程项目 4 下的审议中，不妨总结评估在涉及电子证据的国际合作方面的
发展情况、良好做法、遇到的挑战和吸取的经验教训，特别侧重于上述实际问题。
工作组还不妨讨论技术援助和培训方面的问题，包括秘书处在编制和提供关于加密
货币调查的培训员培训课程方面的工作。
依照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8/2 号决议，拟订调查表用于审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

5.

组织犯罪公约》实施情况 1
缔约方会议在第 8/2 号决议中决定，根据探讨关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
约》及各项议定书适当和有效审议机制的所有备选方案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会议的
报告（CTOC/COP/WG.8/2016/2）所载的建议，继续设立《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
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缔约方会议在该决议中还决定，以
缔约方会议第 5/5 号决议所列的原则和特点为指导，制定审议机制运作的具体程序
和规则，以供缔约方会议第九届会议审议并通过。
在第 8/2 号决议中，缔约方会议还决定，审议机制将逐步涉及《公约》及其各项议
定书中缔约国加入的每一项文书的所有条款，根据各条款的规范内容分为多个专题
类别，并且，为了审议各条款组成的每个专题类别，相关工作组将在今后两年内在
秘书处的协助下确定一种简短、切题、重点明确的自我评估问卷。
为便于审议议程项目 5，国际合作工作组和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将举行联
席会议，并收到秘书处编写的用于审查《有组织犯罪公约》实施情况的调查表草案。
预计两个工作组将着手审查调查表草案，以便在缔约方会议第九届会议之前最后定
稿，并提交缔约方会议该届会议通过。

__________________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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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秘书处依照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8/2 号决议编写的调查表草案，用于审议《联合国打
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实施情况（CTOC/COP/WG.3/2017/3-CTOC/COP/WG.2/
2017/2）
6.

其他事项

1

鉴于秘书处尚未注意到需在议程项目 6 下提出任何议题，目前预期不会有任何关于
这一项目的文件。
7.

通过报告

1

国际合作工作组和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将通过一份关于其各自会议包括
联席会议的联合报告，报告草稿将由秘书处编写。
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
1.

组织事项

(a)

会议开幕
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第十次会议将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
开幕。

(b)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该项目的说明见国际合作工作组第八次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1(b)（上文）。

2.

依照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8/2 号决议，拟订调查表用于审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
组织犯罪公约》实施情况
该项目的说明见国际合作工作组第八次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5（上文）。

3.

缔约国就《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的实施和相关技
术援助提供信息的状况
依照《公约》第三十二条，每个缔约国均应按照缔约方会议的要求，向其提供有关
本国实施《公约》的方案、计划和做法、立法和行政措施以及随后遇到的困难的资
料。
此外，在关于实施《公约》的各项技术援助规定的第 8/4 号决议中，缔约方会议核
可了 2016 年 10 月 17 日至 19 日举行的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第九次会议通
过的建议。在该次会议上，工作组除其他外建议缔约国指定一个联络点，目的是与
秘书处进行联系以促进实施《公约》第三十二条第四和第五款以及《公约》各项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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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书，并向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该联络点的详细联系方式；还建议缔
约国考虑最好是通过互联网公布并让人查阅立法。此外，还建议拥有立法和判例法
资料库的国家向秘书处提供这些资料库的链接，以供列入名为“打击犯罪信息与法
律网络分享平台”
（夏洛克）的知识管理门户网站。
在议程项目 3 下，工作组将收到秘书处编写的背景文件，内容是缔约国就《有组织
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的实施和相关的技术援助提供信息的状况。
文件
秘书处编写的背景文件，内容是缔约国就《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
各项议定书的实施和相关技术援助提供信息的状况（CTOC/COP/WG.2/2017/3）
4.

其他事项

1

鉴于秘书处尚未注意到需在项目 4 下提出任何议题，目前预期不会有任何关于这一
项目的文件。
5.

通过报告

1

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和国际合作工作组将通过一份关于其各自会议包括
联席会议的联合报告，报告草稿将由秘书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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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拟议工作安排
工作组
国际合作工作组
日期和时间

议程项目 标题或说明

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
议程项目 标题或说明

10 月 9 日，星期一
上午 10 时至
下午 1 时

1(a)

会议开幕

1(b)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2

移交刑事诉讼作为一种独立的刑事事项国际
合作形式，这方面的实际考虑因素、良好做法
和挑战

2

实际考虑因素、良好做法和挑战（续）

上午 10 时至
下午 1 时

3

中央机关之间双边磋商的良好做法，包括筹
备、案件跟踪、培训和参与

下午 3 时至 6 时

4

在获得电子证据方面的最新动态

下午 3 时至 6 时
10 月 10 日，星期二

10 月 11 日，星期三
上午 10 时至

1(a)

会议开幕

下午 1 时

1(b)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下午 3 时至 6 时

5

拟订调查表用于审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
犯罪公约》实施情况（联合项目）

2

拟订调查表用于审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
组织犯罪公约》实施情况（联合项目）

5

拟订调查表（续）

2

拟订调查表（续）

5

拟订调查表（续）

2

拟订调查表（续）

3

缔约国就《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
约》及其各项议定书的实施和相关技术援
助提供信息的状况

3

缔约国提供信息的状况（续）

10 月 12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时至
下午 1 时
下午 3 时至 6 时

10 月 13 日，星期五
上午 10 时至
下午 1 时
下午 3 时至 6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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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事项（联合项目）

4

其他事项（联合项目）

7

通过报告（联合项目）

5

通过报告（联合项目）

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