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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 
弹药的补充议定书》执行情况调查问卷 

 
 
 
填写完毕的调查表应发送到： 

Conference Support Section 

Organized Crime and Illicit Trafficking Branch 

Division for Treaty Affairs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Vienna International Centre 

PO Box 500 

1400 Vienna, Austria 

Attn: Ivan Restrepo 

电话：+ (43) (1) 26060-3198 

传真：+ (43) (1) 26060-73198 

电子邮件：untoc.cop@unodc.org 

 
 

一般资料 

请提供关于贵国批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
补充议定书》的情况及其地位的一般资料（请使用答复栏中“使用示范答复”键查看报告文本样本） 

《枪支议定书》的批准情况 

《枪支议定书》已于[日期]签署，于[日期]获得[议会/其他机构]批准，并于[日期]由[共和国总统/国家元首]签
署。[会员国]已于[日期]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批准文书。 

《枪支议定书》和[会员国]的法律制度 

《宪法》第[X]条规定，已经获得某项法案批准且已经生效的国际法律和国际公约的公认规则，应成为[会员

国]国内法的组成部分，并且应优先于国内法中任何其他相反规定。 

因此，根据《枪支议定书》第18条之规定，经[议会/其他机构]于[日期]批准且经[共和国总统/国家元首]于[日
期]签署并于[日期]生效后，该《议定书》已经成为[会员国]国内法的组成部分。根据《宪法》第[X]条，司

法裁决[具有/不具有]与法律相同的法律重要性。 



 

                

《枪支议定书》属于高级别的法定文书，地位仅次于《宪法》，但高于其他法律。因此，《枪支议定书》的

各项条款优先于国内法中的任何相反条款。 

贵国是否评估过贵国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措施的有效性？如有任何相关文件，请随
附（例如，差距分析、其他国际和区域审议机制的报告、政策研究报告）。 

请提供负责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有关主管机关的名称和详细联络信息： 
 

贵国的国内法中若有“抢支”的定义，请引用其定义并随附此处。 

如果该定义有联合国任何（其他）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
引用并随附此处。 

贵国的国内法中若有“零部件”的定义，请引用其定义并随附此处。 

如果该定义有联合国任何（其他）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
引用并随附此处。 

贵国的国内法中若有“弹药”的定义，请引用其定义并随附此处。 

如果该定义有联合国任何（其他）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
引用并随附此处。 

贵国的国内法中若有“非法制造”的定义，请引用其定义并随附此处。 

如果该定义有联合国任何（其他）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
引用并随附此处。 

贵国的国内法中若有“非法贩运”的定义，请引用其定义并随附此处。 

如果该定义有联合国任何（其他）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
引用并随附此处。 

贵国的国内法若有“追查”的定义，请引用其定义并随附此处。 

如果该定义有联合国任何（其他）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
引用并随附此处。 

如果适当，请随附贵国希望在本次审议中予以考虑的相关法案草案、政策和（或）其他措施。 

 

第 5 条第 1 款(a)项 

 1. 各缔约国均应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a) 非法制造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 

责任等级：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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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提供具体实例，介绍为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成功执行的情况及相关的法院案件或其他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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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提供详细资料，介绍贵国起诉本条所列犯罪的情况（包括侦查、起诉和定罪/宣布无罪的总数量）。 

在[ 近一年]中，在[数字]起案件中有[数字]人被调查，有[数字]起案件被起诉，有[数字]起案件以被告人被判有

罪而告终，有[数字]起案件以被告人被宣告无罪而告终。 

如果适当，请为本条提供案例并随附判例法、文件或其他案件材料。 

以下案件因该受审议条款的成功执行而获益： 

1. [案件 1] 

标题/案件编号： 

判决日期： 

具体案情： 

结果： 

2. [案件 2] 

标题/案件编号： 

判决日期： 

具体案情： 

结果： 

（如未进行任何侦查/起诉，请解释原因。） 

本条款所述行为在贵国批准《议定书》之前是否是否属于刑事犯罪？ 

（）是（）否 

第 5 条第 1 款(b)项 

 1. 各缔约国均应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 

 (b) 非法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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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第 5 条第 1 款(c)项 

 1. 各缔约国均应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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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伪造或非法擦掉、消除或改动本议定书第 8 条要求的枪支标识。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
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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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条第 2 款(a)项 

 2. 各缔约国还应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列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a) 实施根据本条第 1 款所确立的犯罪未遂或作为同犯参与这种犯罪，但应以本国法律制度基本概
念为准；和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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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第 5 条第 2 款(b)项 

 2. 各缔约国还应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列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 

 (b) 组织、指挥、协助、教唆实施根据本条第 1 款所确立的犯罪，或为此提供便利或参谋。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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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技术援助 

请说明贵国在实际执行上述整条受审议条款时遇到的各种挑战。（选择所有适用

答案，并在“评论意见”栏中提供解释。） 

(NONE) 没有 

(JUDG) 法官不熟悉且（或）误解《议定书》 

(FORMUL) 制定立法方面的问题 

(INAD) 需要进一步执行立法（法律、条例、法令等） 

(RELUC) 从业人员不愿使用立法 

(DISSEM) 立法宣传不充分 

(INTACO) 机构间协调 

(MYSYS) 本国法律制度中的特殊性 

(COMPRI) 相竞的优先事项 

(LIRIM) 执行资源有限（请具体说明） 

(LICOS) 其他国家不合作或合作有限 

(AWARE) 缺乏认识 

(ISSUE) 其他问题（请具体说明） 

 
贵国是否已经在提供技术援助？ 
（）是（）否 
  
贵国向谁提供此类援助？ 
 
[捐助方X]已经援助/正在援助[会员国]，援助的方式是提供[例如，法律专门知识]和[例如， 佳做法]。 

[机构/组织Y]与[会员国]主管机关合作，已经/正在为执行工作制定一项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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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种援助是在某一方案或项目框架内提供的，请说明该方案或项目并随附相关文件。 
 
方案/项目名称： 

起始日期： 

预计持续时间： 

财政支助方： 

预算（美元）： 

执行方： 

预计 后成果： 

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的成果： 

贵国在（充分）执行本条方面是否需要技术援助？ 

(  )  是  (  )  否   

以下哪一种形式的技术援助（如果有的话）能够帮助贵国（充分）执行本条？（选择所有适用答案。） 

(ADV) 法律意见 

(DRAFT) 立法起草支助 

(MOLEG) 示范立法/条例 

(MOARR) 示范协议 

(SOP) 标准操作程序 

(PLAN) 制定战略/政策，包括行动计划 

(BEST) 良好做法/学到的经验教训 

(CAPB) 通过培训检察官/从业人员/培训者进行能力建设 

(CAPJ) 通过提高司法人员的认识进行能力建设 

(EXREL) 由相关专家提供现场援助 

(INSTB) 建设/加强体制 

(PREV) 预防/提高认识 

(TECH) 技术援助 

(MSHAR) 建立数据库 

(REGCOP) 加强区域合作的措施 

(INTCOP) 加强国际合作的措施 

(OTHER) 其他援助（请具体说明） 

贵国在上述领域是否已经得到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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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此种援助由谁提供？ 

[捐助方X]已经援助/正在援助[会员国]，援助的方式是提供[例如，法律专门知识]和[例如， 佳做法]。 

[机构/组织Y]与[会员国]主管机关合作，已经/正在为执行工作制定一项行动计划。 

如果此种援助是在某个方案或项目框架内提供的，请说明该方案或项目并随附相关文件。 

方案/项目名称： 
起始日期： 
预计持续时间： 
财政支助方： 
预算（美元）： 
执行方： 
预计 后成果： 
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的成果： 

  
第 6 条第 1 款 

 1. 在不影响公约第 12 条的情况下，缔约国应在本国法律制度的范围内尽 大可能采取必要措
施，以便能够没收非法制造或贩运的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选择一个答案。）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提供以下方面的信息： 

没收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案件的数量和类型，包括此类案件的年度统计数字。 
 

所没收的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数量和类型，包括年度统计数字。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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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提供具体实例，介绍为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成功执行的情况及相关的法院案件或其他案

件。 

 

第 6 条第 2 款 

 2. 缔约国应在本国法律制度的范围内采取必要措施，通过扣押……非法制造和贩运的枪支及其
零部件和弹药等办法，防止其落入未获许可者之手……。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以便能够扣押非法制造和贩运的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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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提供信息说明所扣押的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数量和类型。如有每年的数字，请提供。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第 6 条第 2 款 

 2. 缔约国应在本国法律制度的范围内采取必要措施，通过……销毁非法制造和贩运的枪支及其
零部件和弹药等办法，防止其落入未获许可者之手。但经正式批准的其他处置方式除外，不过应给枪支打上
标识，并对这些枪支和弹药的处置方式进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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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以便能够销毁非法制造和贩运的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说明销毁方法以及法律对销毁这些物品的要求。 

请提供信息说明所销毁的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数量和类型，并具体说明所用的销毁方法。如有每年的数

字，请提供。 

如果贵国使用的是任何其他处置方法，请具体说明，并指明授权如此处置所应符合的法律要求，特别是具体

的标识要求和记录要求。 

请提供信息说明扣押和没收后以非销毁的方式处置的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数量和类型。如有每年的数

字，请提供。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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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技术援助 

请说明贵国在实际执行上述整条受审议条款时遇到的各种挑战。（选择所有适用

答案，并在“评论意见”栏中提供解释。） 

(NONE) 没有  

(JUDG) 法官不熟悉且（或）误解《议定书》 

(FORMUL) 制定立法方面的问题 

(INAD) 需要进一步执行立法（法律、条例、法令等） 

(RELUC) 从业人员不愿使用立法 

(DISSEM) 立法宣传不充分 

(INTACO) 机构间协调 

(MYSYS) 本国法律制度中的特殊性 

(COMPRI) 相竞的优先事项 

(LIRIM) 执行资源有限（请具体说明） 

(LICOS) 其他国家不合作或合作有限 

(AWARE) 缺乏认识 

(ISSUE) 其他问题（请具体说明） 

贵国是否已经在提供技术援助？ 
（）是（）否 
  
贵国向谁提供此类援助？ 
 
[捐助方X]已经援助/正在援助[会员国]，援助的方式是提供[例如，法律专门知识]和[例如， 佳做法]。 

[机构/组织Y]与[会员国]主管机关合作，已经/正在为执行工作制定一项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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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种援助是在某一方案或项目框架内提供的，请说明该方案或项目并随附相关文件。 
 
方案/项目名称： 

起始日期： 

预计持续时间： 

财政支助方： 

预算（美元）： 

执行方： 

预计 后成果： 

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的成果： 

贵国在（充分）执行本条方面是否需要技术援助？ 

(  )  是  (  )  否   

以下哪一种形式的技术援助（如果有的话）能够帮助贵国（充分）执行本条？（选择所有适用答案。） 

(ADV) 法律意见 

(DRAFT) 立法起草支助  

(MOLEG) 示范立法/条例 

(MOARR) 示范协议 

(SOP) 标准操作程序 

(PLAN) 制定战略/政策，包括行动计划 

(BEST) 良好做法/学到的经验教训 

(CAPB) 通过培训检察官/从业人员/培训者进行能力建设 

(CAPJ) 通过提高司法人员的认识进行能力建设 

 (EXREL) 由相关专家提供现场援助 

(INSTB) 建设/加强体制 

(PREV) 预防/提高认识 

(TECH) 技术援助 

(MSHAR) 建立数据库 

(REGCOP) 加强区域合作的措施 

(INTCOP) 加强国际合作的措施 

(OTHER) 其他援助（请具体说明） 

贵国在上述领域是否已经得到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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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此种援助由谁提供？ 

[捐助方X]已经援助/正在援助[会员国]，援助的方式是提供[例如，法律专门知识]和[例如， 佳做法]。 

[机构/组织Y]与[会员国]主管机关合作，已经/正在为执行工作制定一项行动计划。 

如果此种援助是在某个方案或项目框架内提供的，请说明该方案或项目并随附相关文件。 

方案/项目名称： 
起始日期： 
预计持续时间： 
财政支助方： 
预算（美元）： 
执行方： 
预计 后成果： 
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的成果： 

  

第 7 条(a)项 

 1. 各缔约国均应切实保存与枪支有关的必要资料，并在适当和可行的情况下保存与枪支零部件
和弹药有关的必要资料，保存期至少为十年，以便追查和识别非法制造或贩运的枪支，而且在适当和可行的
情况下追查和识别这些枪支的零部件和弹药，并防止和侦查这类活动。这类资料应包括： 

 (a) 本议定书第 8 条所规定的恰当标识；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说明记录中保存了哪些信息。 

请指明贵国的枪支记录保存多久。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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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提供具体实例，介绍为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成功执行的情况及相关的法院案件或其他案

件。 

 

第 7 条(b)项 

 各缔约国均应切实保存与枪支有关的必要资料，并在适当和可行的情况下保存与枪支零部件和弹药有
关的必要资料，保存期至少为十年，以便追查和识别非法制造或贩运的枪支，而且在适当和可行的情况下追
查和识别这些枪支的零部件和弹药，并防止和侦查这类活动。这类资料应包括： 

 …… 

 (b) 凡涉及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国际交易，有关执照或许可证的签发日期和到期日期、出口
国、进口国、过境国（酌情而定）、最终收货人以及货物的说明和数量。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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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说明记录中保存了哪些信息。 

请指明贵国的枪支记录保存多久。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技术援助 

 
19 

 



 

                

请说明贵国在实际执行上述整条受审议条款时遇到的各种挑战。（选择所有适用

答案，并在“评论意见”栏中提供解释。） 

(NONE) 没有  

(JUDG) 法官不熟悉且（或）误解《议定书》 

(FORMUL) 制定立法方面的问题 

(INAD) 需要进一步执行立法（法律、条例、法令等） 

(RELUC) 从业人员不愿使用立法 

(DISSEM) 立法宣传不充分 

(INTACO) 机构间协调 

(MYSYS) 本国法律制度中的特殊性 

(COMPRI) 相竞的优先事项 

(LIRIM) 执行资源有限（请具体说明） 

(LICOS) 其他国家不合作或合作有限 

(AWARE) 缺乏认识 

(ISSUE) 其他问题（请具体说明） 

贵国是否已经在提供技术援助？ 
（）是（）否 
  
贵国向谁提供此类援助？ 
 
[捐助方X]已经援助/正在援助[会员国]，援助的方式是提供[例如，法律专门知识]和[例如， 佳做法]。 

[机构/组织Y]与[会员国]主管机关合作，已经/正在为执行工作制定一项行动计划。 

 
如果此种援助是在某一方案或项目框架内提供的，请说明该方案或项目并随附相关文件。 
 
方案/项目名称： 

起始日期： 

预计持续时间： 

财政支助方： 

预算（美元）： 

执行方： 

预计 后成果： 

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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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国在（充分）执行本条方面是否需要技术援助？ 

(  )  是  (  )  否   

以下哪一种形式的技术援助（如果有的话）能够帮助贵国（充分）执行本条？（选择所有适用答案。） 

(ADV) 法律意见 

(DRAFT) 立法起草支助  

(MOLEG) 示范立法/条例 

(MOARR) 示范协议 

(SOP) 标准操作程序 

(PLAN) 制定战略/政策，包括行动计划 

(BEST) 良好做法/学到的经验教训 

(CAPB) 通过培训检察官/从业人员/培训者进行能力建设 

(CAPJ) 通过提高司法人员的认识进行能力建设 

 (EXREL) 由相关专家提供现场援助 

(INSTB) 建设/加强体制 

(PREV) 预防/提高认识 

(TECH) 技术援助 

(MSHAR) 建立数据库 

(REGCOP) 加强区域合作的措施 

(INTCOP) 加强国际合作的措施 

(OTHER) 其他援助（请具体说明） 

贵国在上述领域是否已经得到技术援助？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此种援助由谁提供？ 

[捐助方X]已经援助/正在援助[会员国]，援助的方式是提供[例如，法律专门知识]和[例如， 佳做法]。 

[机构/组织Y]与[会员国]主管机关合作，已经/正在为执行工作制定一项行动计划。 

如果此种援助是在某个方案或项目框架内提供的，请说明该方案或项目并随附相关文件。 

方案/项目名称： 
起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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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持续时间： 
财政支助方： 
预算（美元）： 
执行方： 
预计 后成果： 
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的成果： 

  

第 8 条第 1 款(a)项 

 1. 为了识别和追查每一枪支，缔约国应： 

 (a) 在每一枪支制造时，或者要求打上表示制造商名称、制造国或制造地和序号的独特标识，或
者沿用由简单几何符号与数字密码和（或）字母数字混合密码组成的任何其他独特的、便于使用的标识，使
所有国家即刻便能识别制造国；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说明标识提供了哪些信息： 

制造商名称 

制造国或制造地 

序号 

简单几何符号与数字密码或字母数字混合密码 

其他（请说明）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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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提供具体实例，介绍为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成功执行的情况及相关的法院案件或其他案

件。 

 

第 8 条第 1 款(b)项 

 1. 为了识别和追查每一枪支，缔约国应： 

 …… 

 (b) 要求在进口的每一枪支上打上适当的简明标识，以便识别进口国和在可能的情况下识别进口
年份，并使该国主管当局能够追查该枪支，如果该枪支无独特标识，则还应当打上这类标识。本项的要求不
必适用于出于可核实的合法目的临时进口的枪支；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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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说明标识提供了哪些信息： 

进口国 

进口年份 

标识年份 

其他（请说明）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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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条第 1 款(c)项 

 1. 为了识别和追查每一枪支，缔约国应： 

 …… 

 (c) 确保在枪支从政府库存转为永久性民用时打上适当的独特标识，以使所有缔约国均能识别转
让国。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说明标识提供了哪些信息。 

请说明所用的标识方法。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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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第 8 条第 2 款 

 2. 缔约国应当鼓励枪支制造业研拟防止去除或更改标识的措施。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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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技术援助 

请说明贵国在实际执行上述整条受审议条款时遇到的各种挑战。（选择所有适用

答案，并在“评论意见”栏中提供解释。） 

(NONE) 没有  

(JUDG) 法官不熟悉且（或）误解《议定书》 

(FORMUL) 制定立法方面的问题 

(INAD) 需要进一步执行立法（法律、条例、法令等） 

(RELUC) 从业人员不愿使用立法 

(DISSEM) 立法宣传不充分 

(INTACO) 机构间协调 

(MYSYS) 本国法律制度中的特殊性 

(COMPRI) 相竞的优先事项 

(LIRIM) 执行资源有限（请具体说明） 

(LICOS) 其他国家不合作或合作有限 

(AWARE) 缺乏认识 

(ISSUE) 其他问题（请具体说明） 

贵国是否已经在提供技术援助？ 
（）是（）否 
  
贵国向谁提供此类援助？ 
 
[捐助方X]已经援助/正在援助[会员国]，援助的方式是提供[例如，法律专门知识]和[例如， 佳做法]。 

[机构/组织Y]与[会员国]主管机关合作，已经/正在为执行工作制定一项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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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种援助是在某一方案或项目框架内提供的，请说明该方案或项目并随附相关文件。 
 
方案/项目名称： 

起始日期： 

预计持续时间： 

财政支助方： 

预算（美元）： 

执行方： 

预计 后成果： 

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的成果： 

贵国在（充分）执行本条方面是否需要技术援助？ 

(  )  是  (  )  否   

以下哪一种形式的技术援助（如果有的话）能够帮助贵国（充分）执行本条？（选择所有适用答案。） 

(ADV) 法律意见 

(DRAFT) 立法起草支助 

(MOLEG) 示范立法/条例 

(MOARR) 示范协议 

(SOP) 标准操作程序 

(PLAN) 制定战略/政策，包括行动计划 

(BEST) 良好做法/学到的经验教训 

(CAPB) 通过培训检察官/从业人员/培训者进行能力建设 

(CAPJ) 通过提高司法人员的认识进行能力建设 

 (EXREL) 由相关专家提供现场援助 

(INSTB) 建设/加强体制 

(PREV) 预防/提高认识 

(TECH) 技术援助 

(MSHAR) 建立数据库 

(REGCOP) 加强区域合作的措施 

(INTCOP) 加强国际合作的措施 

(OTHER) 其他援助（请具体说明） 

贵国在上述领域是否已经得到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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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此种援助由谁提供？ 

[捐助方X]已经援助/正在援助[会员国]，援助的方式是提供[例如，法律专门知识]和[例如， 佳做法]。 

[机构/组织Y]与[会员国]主管机关合作，已经/正在为执行工作制定一项行动计划。 

如果此种援助是在某个方案或项目框架内提供的，请说明该方案或项目并随附相关文件。 

方案/项目名称： 
起始日期： 
预计持续时间： 
财政支助方： 
预算（美元）： 
执行方： 
预计 后成果： 
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的成果： 

  

第 9 条(a)项 

 根据本国法律不承认已停用的枪支为枪支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包括酌情规定具体的犯罪，以便
根据下列有关停用的一般原则，防止非法重新启用业已停用的枪支： 

 (a) 对于已予停用的枪支，应使其所有主要部件永远无法操作，并且不能以一种可使枪支以任何
手段重新启用的方式予以拆除、替换或更改；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提供具体实例，介绍为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成功执行的情况及相关的法院案件或其他案

件。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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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提供具体实例，介绍为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成功执行的情况及相关的法院案件或其他案

件。 

 

第 9 条(b)项 

 根据本国法律不承认已停用的枪支为枪支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包括酌情规定具体的犯罪，以便
根据下列有关停用的一般原则，防止非法重新启用业已停用的枪支： 

 …… 

 (b) 应为在适当时由某一主管当局核查停用措施作出安排，以确保对枪支的更改将使其永远无法
操作；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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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第 9 条(c)项 

 根据本国法律不承认已停用的枪支为枪支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包括酌情规定具体的犯罪，以便
根据下列有关停用的一般原则，防止非法重新启用业已停用的枪支： 

 …… 

 (c) 主管当局的核查应当包括证明枪支已予停用的证书或记录或者在枪支上打上表示枪支已予停
用的明显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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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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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援助 

请说明贵国在实际执行上述整条受审议条款时遇到的各种挑战。（选择所有适用

答案，并在“评论意见”栏中提供解释。） 

(NONE) 没有 

(JUDG) 法官不熟悉且（或）误解《议定书》 

(FORMUL) 制定立法方面的问题 

(INAD) 需要进一步执行立法（法律、条例、法令等） 

(RELUC) 从业人员不愿使用立法 

(DISSEM) 立法宣传不充分 

(INTACO) 机构间协调 

(MYSYS) 本国法律制度中的特殊性 

(COMPRI) 相竞的优先事项 

(LIRIM) 执行资源有限（请具体说明） 

(LICOS) 其他国家不合作或合作有限 

(AWARE) 缺乏认识 

(ISSUE) 其他问题（请具体说明） 

贵国是否已经在提供技术援助？ 
（）是（）否 
  
贵国向谁提供此类援助？ 
 
[捐助方X]已经援助/正在援助[会员国]，援助的方式是提供[例如，法律专门知识]和[例如， 佳做法]。 

[机构/组织Y]与[会员国]主管机关合作，已经/正在为执行工作制定一项行动计划。 

 
如果此种援助是在某一方案或项目框架内提供的，请说明该方案或项目并随附相关文件。 

 
方案/项目名称： 

起始日期： 

预计持续时间： 

财政支助方： 

预算（美元）： 

执行方： 

预计 后成果： 

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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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国在（充分）执行本条方面是否需要技术援助？ 

(  )  是  (  )  否   

以下哪一种形式的技术援助（如果有的话）能够帮助贵国（充分）执行本条？（选择所有适用答案。） 

(ADV) 法律意见 

(DRAFT) 立法起草支助  

(MOLEG) 示范立法/条例 

(MOARR) 示范协议 

(SOP) 标准操作程序 

(PLAN) 制定战略/政策，包括行动计划 

(BEST) 良好做法/学到的经验教训 

(CAPB) 通过培训检察官/从业人员/培训者进行能力建设 

(CAPJ) 通过提高司法人员的认识进行能力建设 

 (EXREL) 由相关专家提供现场援助 

(INSTB) 建设/加强体制 

(PREV) 预防/提高认识 

(TECH) 技术援助 

(MSHAR) 建立数据库 

(REGCOP) 加强区域合作的措施 

(INTCOP) 加强国际合作的措施 

(OTHER) 其他援助（请具体说明） 

贵国在上述领域是否已经得到技术援助？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此种援助由谁提供？ 

[捐助方X]已经援助/正在援助[会员国]，援助的方式是提供[例如，法律专门知识]和[例如， 佳做法]。 

[机构/组织Y]与[会员国]主管机关合作，已经/正在为执行工作制定一项行动计划。 

如果此种援助是在某个方案或项目框架内提供的，请说明该方案或项目并随附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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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项目名称： 
起始日期： 
预计持续时间： 
财政支助方： 
预算（美元）： 
执行方： 
预计 后成果： 
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的成果： 

第 10 条第 1 款 

 1. 各缔约国均应对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转让建立或保持有效的进出口执照或许可证制度以
及国际过境措施的有效制度。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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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提供具体实例，介绍为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成功执行的情况及相关的法院案件或其他案

件。 

 

第 10 条第 2 款(a)项和(b)项 

 2. 各缔约国在为运送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签发出口执照或许可证之前均应核查： 

 (a) 进口国已签发进口执照或许可证； 

 (b) 在不影响照顾内陆国双边或多边协议或安排的情况下，过境国在运送之前至少已书面通知说
其对有关过境不持异议。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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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第 10 条第 3 款 

 3. 进出口执照或许可证和附单中所载资料至少应包括签发地点和日期、到期日、出口国、进口
国、 终收货人、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说明和数量，以及在过境情况下所涉及的过境国。应事先向过境
国提供进口执照中所载资料。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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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需要在进口或出口执照或许可证和附单列出的信息： 

签发地点和日期 

到期日 

出口国 

进口国 

过境国（在适当情况下） 

终收货人 

物品的说明 

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数量 

其他（请说明） 

第 10 条第 4 款 

 4. 进口缔约国应根据请求将已收到所发运的枪支、枪支零部件或弹药的情况通知出口缔约国。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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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第 10 条第 5 款 

 5. 各缔约国均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发放执照或许可证程序的可靠性，
并确保可以核查或验证执照或许可证文件的真伪。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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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第 10 条第 6 款 

 6. 对于出于打猎、射击比赛、评价、展览或修理等可予核查的合法目的而临时进出口和过境转
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缔约国可实行简化程序。 

责任等级：任择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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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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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说明贵国在实际执行上述整条受审议条款时遇到的各种挑战。（选择所有适用

答案，并在“评论意见”栏中提供解释。） 

(NONE) 没有 

(JUDG) 法官不熟悉且（或）误解《议定书》 

(FORMUL) 制定立法方面的问题 

(INAD) 需要进一步执行立法（法律、条例、法令等） 

(RELUC) 从业人员不愿使用立法 

(DISSEM) 立法宣传不充分 

(INTACO) 机构间协调 

(MYSYS) 本国法律制度中的特殊性 

(COMPRI) 相竞的优先事项 

(LIRIM) 执行资源有限（请具体说明） 

(LICOS) 其他国家不合作或合作有限 

(AWARE) 缺乏认识 

(ISSUE) 其他问题（请具体说明） 

贵国是否已经在提供技术援助？ 
（）是（）否 
  
贵国向谁提供此类援助？ 
 
[捐助方X]已经援助/正在援助[会员国]，援助的方式是提供[例如，法律专门知识]和[例如， 佳做法]。 

[机构/组织Y]与[会员国]主管机关合作，已经/正在为执行工作制定一项行动计划。 

 
如果此种援助是在某一方案或项目框架内提供的，请说明该方案或项目并随附相关文件。 
 
方案/项目名称： 

起始日期： 

预计持续时间： 

财政支助方： 

预算（美元）： 

执行方： 

预计 后成果： 

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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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国在（充分）执行本条方面是否需要技术援助？（ 

(  )  是  (  )  否   

以下哪一种形式的技术援助（如果有的话）能够帮助贵国（充分）执行本条？（选择所有适用答案。） 

(ADV) 法律意见 

(DRAFT) 立法起草支助  

(MOLEG) 示范立法/条例 

(MOARR) 示范协议 

(SOP) 标准操作程序 

(PLAN) 制定战略/政策，包括行动计划 

(BEST) 良好做法/学到的经验教训 

(CAPB) 通过培训检察官/从业人员/培训者进行能力建设 

(CAPJ) 通过提高司法人员的认识进行能力建设 

 (EXREL) 由相关专家提供现场援助 

(INSTB) 建设/加强体制 

(PREV) 预防/提高认识 

(TECH) 技术援助 

(MSHAR) 建立数据库 

(REGCOP) 加强区域合作的措施 

(INTCOP) 加强国际合作的措施 

(OTHER) 其他援助（请具体说明） 

贵国在上述领域是否已经得到技术援助？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此种援助由谁提供？ 

[捐助方X]已经援助/正在援助[会员国]，援助的方式是提供[例如，法律专门知识]和[例如， 佳做法]。 

[机构/组织Y]与[会员国]主管机关合作，已经/正在为执行工作制定一项行动计划。 

如果此种援助是在某个方案或项目框架内提供的，请说明该方案或项目并随附相关文件。 

方案/项目名称： 
起始日期： 
预计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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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助方： 
预算（美元）： 
执行方： 
预计 后成果： 
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的成果： 
 

第 11 条(a)项 

 为了侦查、预防和杜绝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失窃、丢失或转移用途以及非法制造和贩运，各缔约
国均应采取以下适当措施： 

 (a) 要求确保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在制造、进口、出口和通过本国领土时的安全；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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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提供具体实例，介绍为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成功执行的情况及相关的法院案件或其他案

件。 

 

第 11 条(b)项 

 为了侦查、预防和杜绝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失窃、丢失或转移用途以及非法制造和贩运，各缔约
国均应采取以下适当措施： 

 …… 

 (b) 提高进口、出口和过境管制的有效性，在适当情况下还包括提高边境管制以及警方和海关跨
境合作等方面的有效性。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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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技术援助 

请说明贵国在实际执行上述整条受审议条款时遇到的各种挑战。（选择所有适用

答案，并在“评论意见”栏中提供解释。） 

(NONE) 没有 

(JUDG) 法官不熟悉且（或）误解《议定书》 

(FORMUL) 制定立法方面的问题 

(INAD) 需要进一步执行立法（法律、条例、法令等） 

(RELUC) 从业人员不愿使用立法 

(DISSEM) 立法宣传不充分 

(INTACO) 机构间协调 

(MYSYS) 本国法律制度中的特殊性 

(COMPRI) 相竞的优先事项 

(LIRIM) 执行资源有限（请具体说明） 

(LICOS) 其他国家不合作或合作有限 

(AWARE) 缺乏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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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其他问题（请具体说明） 

贵国是否已经在提供技术援助？ 
（）是（）否 
  
贵国向谁提供此类援助？ 
 
[捐助方X]已经援助/正在援助[会员国]，援助的方式是提供[例如，法律专门知识]和[例如， 佳做法]。 

[机构/组织Y]与[会员国]主管机关合作，已经/正在为执行工作制定一项行动计划。 

 
如果此种援助是在某一方案或项目框架内提供的，请说明该方案或项目并随附相关文件。 
 
方案/项目名称： 

起始日期： 

预计持续时间： 

财政支助方： 

预算（美元）： 

执行方： 

预计 后成果： 

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的成果： 

贵国在（充分）执行本条方面是否需要技术援助？ 

(  )  是  (  )  否   

以下哪一种形式的技术援助（如果有的话）能够帮助贵国（充分）执行本条？（选择所有适用答案。） 

(ADV) 法律意见 

(DRAFT) 立法起草支助  

(MOLEG) 示范立法/条例 

(MOARR) 示范协议 

(SOP) 标准操作程序 

(PLAN) 制定战略/政策，包括行动计划 

(BEST) 良好做法/学到的经验教训 

(CAPB) 通过培训检察官/从业人员/培训者进行能力建设 

(CAPJ) 通过提高司法人员的认识进行能力建设 

 (EXREL) 由相关专家提供现场援助 

(INSTB) 建设/加强体制 

(PREV) 预防/提高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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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 技术援助 

(MSHAR) 建立数据库 

(REGCOP) 加强区域合作的措施 

(INTCOP) 加强国际合作的措施 

(OTHER) 其他援助（请具体说明） 

贵国在上述领域是否已经得到技术援助？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此种援助由谁提供？ 

[捐助方X]已经援助/正在援助[会员国]，援助的方式是提供[例如，法律专门知识]和[例如， 佳做法]。 

[机构/组织Y]与[会员国]主管机关合作，已经/正在为执行工作制定一项行动计划。 

如果此种援助是在某个方案或项目框架内提供的，请说明该方案或项目并随附相关文件。 

方案/项目名称： 
起始日期： 
预计持续时间： 
财政支助方： 
预算（美元）： 
执行方： 
预计 后成果： 
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的成果： 

 
第 12 条第 1 款 

 1. 在不影响公约第 27 和第 28 条的情况下，缔约国应依照各自的本国法律和行政制度，就枪支及
其零部件和弹药的特许制造商、经销商、进口商、出口商以及在可能情况下就其承运人等事项相互交换与具
体案件有关的信息。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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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提供具体实例，介绍为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成功执行的情况及相关的法院案件或其他案

件。 

 

第 12 条第 2 款(a)-(d)项 

 2. 在不影响公约第 27 和第 28 条的情况下，缔约国应依照各自的本国法律和行政制度，就以下事
项相互间交换有关信息： 

 (a) 已知参与或涉嫌参与非法制造或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有组织犯罪集团； 

 (b) 非法制造或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中使用的隐藏手段和侦破方法； 

 (c) 从事非法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有组织犯罪集团通常使用的方法和手段、发送点和目
的地及路线；和 

 (d) 与预防、打击和消除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有关的立法经验、做法与措施。 

责任等级：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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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提供信息说明贵国就哪些事项与其他缔约国和相关机构交流了信息。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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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条第 3 款 

 3. 缔约国应当酌情相互提供或交换有助于执法当局的有关科学技术信息，以提高彼此在预防、
侦查和调查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并起诉参与这些非法活动的人员方面的能力。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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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条第 4 款 

 4. 缔约国应当在追查可能是非法制造或贩运的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方面开展合作。这种合作应包
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协助追查此种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请求作出迅速的答复。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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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条第 5 款 

 5. 各缔约国均应在符合本国法律制度基本概念或任何国际协定的情况下，保证对其根据本条规定
从另一缔约国收到的任何信息，包括与商业交易有关的专利信息加以保密并遵守对使用这种信息的任何限
制，只要提供此种信息的缔约国有此请求。如果不能保密，则应在公布信息前通知提供此种信息的缔约国。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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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技术援助 

请说明贵国在实际执行上述整条受审议条款时遇到的各种挑战。（选择所有适用

答案，并在“评论意见”栏中提供解释。） 

(NONE) 没有 

(JUDG) 法官不熟悉且（或）误解《议定书》 

(FORMUL) 制定立法方面的问题 

(INAD) 需要进一步执行立法（法律、条例、法令等） 

(RELUC) 从业人员不愿使用立法 

(DISSEM) 立法宣传不充分 

(INTACO) 机构间协调 

(MYSYS) 本国法律制度中的特殊性 

(COMPRI) 相竞的优先事项 

(LIRIM) 执行资源有限（请具体说明） 

(LICOS) 其他国家不合作或合作有限 

(AWARE) 缺乏认识 

(ISSUE) 其他问题（请具体说明） 

贵国是否已经在提供技术援助？ 
（）是（）否 
  
贵国向谁提供此类援助？ 
 
[捐助方X]已经援助/正在援助[会员国]，援助的方式是提供[例如，法律专门知识]和[例如， 佳做法]。 

[机构/组织Y]与[会员国]主管机关合作，已经/正在为执行工作制定一项行动计划。 

 
如果此种援助是在某一方案或项目框架内提供的，请说明该方案或项目并随附相关文件。 
 
方案/项目名称： 

起始日期： 

预计持续时间： 

财政支助方： 

预算（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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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方： 

预计 后成果： 

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的成果： 

贵国在（充分）执行本条方面是否需要技术援助？ 

(  )  是  (  )  否   

以下哪一种形式的技术援助（如果有的话）能够帮助贵国（充分）执行本条？（选择所有适用答案。） 

(ADV) 法律意见 

(DRAFT) 立法起草支助  

(MOLEG) 示范立法/条例 

(MOARR) 示范协议 

(SOP) 标准操作程序 

(PLAN) 制定战略/政策，包括行动计划 

(BEST) 良好做法/学到的经验教训 

(CAPB) 通过培训检察官/从业人员/培训者进行能力建设 

(CAPJ) 通过提高司法人员的认识进行能力建设 

 (EXREL) 由相关专家提供现场援助 

(INSTB) 建设/加强体制 

(PREV) 预防/提高认识 

(TECH) 技术援助 

(MSHAR) 建立数据库 

(REGCOP) 加强区域合作的措施 

(INTCOP) 加强国际合作的措施 

(OTHER) 其他援助（请具体说明） 

贵国在上述领域是否已经得到技术援助？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此种援助由谁提供？ 

[捐助方X]已经援助/正在援助[会员国]，援助的方式是提供[例如，法律专门知识]和[例如， 佳做法]。 

[机构/组织Y]与[会员国]主管机关合作，已经/正在为执行工作制定一项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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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种援助是在某个方案或项目框架内提供的，请说明该方案或项目并随附相关文件。 

方案/项目名称： 
起始日期： 
预计持续时间： 
财政支助方： 
预算（美元）： 
执行方： 
预计 后成果： 
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的成果： 

第 13 条第 1 款 

 1. 缔约国应当在双边、区域和国际各级开展合作，以预防、打击和消除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
零部件和弹药。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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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提供具体实例，介绍为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成功执行的情况及相关的法院案件或其他案

件。 

 

第 13 条第 2 款 

 2. 在不影响公约第 18 条第 13 款的情况下，各缔约国均应指定一个国家机关或单一的联络点，作
为本国与其他缔约国之间就本议定书所涉事项进行联络的单位。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提供贵国的（一个或多个）国家机关的详细联络信息，包括电子邮件地址、网站、地址以及电话和传真号

码。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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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第 13 条第 3 款 

 3. 缔约国应寻求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制造商、经销商、进口商、出口商、经纪人和商业承运
人的支持与合作，以预防和侦查本条第 1 款所述非法活动。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58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技术援助 

请说明贵国在实际执行上述整条受审议条款时遇到的各种挑战。（选择所有适用

答案，并在“评论意见”栏中提供解释。） 

(NONE) 没有 

(JUDG) 法官不熟悉且（或）误解《议定书》 

(FORMUL) 制定立法方面的问题 

(INAD) 需要进一步执行立法（法律、条例、法令等） 

(RELUC) 从业人员不愿使用立法 

(DISSEM) 立法宣传不充分 

(INTACO) 机构间协调 

(MYSYS) 本国法律制度中的特殊性 

(COMPRI) 相竞的优先事项 

(LIRIM) 执行资源有限（请具体说明） 

(LICOS) 其他国家不合作或合作有限 

(AWARE) 缺乏认识 

(ISSUE) 其他问题（请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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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国是否已经在提供技术援助？ 
（）是（）否 
  
贵国向谁提供此类援助？ 
 
[捐助方X]已经援助/正在援助[会员国]，援助的方式是提供[例如，法律专门知识]和[例如， 佳做法]。 

[机构/组织Y]与[会员国]主管机关合作，已经/正在为执行工作制定一项行动计划。 

 
如果此种援助是在某一方案或项目框架内提供的，请说明该方案或项目并随附相关文件。 
 
方案/项目名称： 

起始日期： 

预计持续时间： 

财政支助方： 

预算（美元）： 

执行方： 

预计 后成果： 

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的成果： 

贵国在（充分）执行本条方面是否需要技术援助？  

(  )  是  (  )  否   

以下哪一种形式的技术援助（如果有的话）能够帮助贵国（充分）执行本条？（选择所有适用答案。） 

(ADV) 法律意见 

(DRAFT) 立法起草支助  

(MOLEG) 示范立法/条例 

(MOARR) 示范协议 

(SOP) 标准操作程序 

(PLAN) 制定战略/政策，包括行动计划 

(BEST) 良好做法/学到的经验教训 

(CAPB) 通过培训检察官/从业人员/培训者进行能力建设 

(CAPJ) 通过提高司法人员的认识进行能力建设 

 (EXREL) 由相关专家提供现场援助 

(INSTB) 建设/加强体制 

(PREV) 预防/提高认识 

(TECH) 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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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HAR) 建立数据库 

(REGCOP) 加强区域合作的措施 

(INTCOP) 加强国际合作的措施 

(OTHER) 其他援助（请具体说明） 

贵国在上述领域是否已经得到技术援助？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此种援助由谁提供？ 

[捐助方X]已经援助/正在援助[会员国]，援助的方式是提供[例如，法律专门知识]和[例如， 佳做法]。 

[机构/组织Y]与[会员国]主管机关合作，已经/正在为执行工作制定一项行动计划。 

如果此种援助是在某个方案或项目框架内提供的，请说明该方案或项目并随附相关文件。 

方案/项目名称： 
起始日期： 
预计持续时间： 
财政支助方： 
预算（美元）： 
执行方： 
预计 后成果： 
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的成果： 

  

第 14 条 

 缔约国应当相互合作并酌情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使缔约国在提出请求后能获得必要的培训和技术援
助，包括公约第 29 和 30 条中确定的那些事项方面的技术、财政和物质援助，以增强其预防、打击和消除非
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能力。 

责任等级：强制性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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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提供具体实例，介绍为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成功执行的情况及相关的法院案件或其他案

件。 

已通过以下[培训班或研讨会]执行该受审议条款： 

[培训班/研讨会]：提供/接受的国家和机构、对象群体、频繁程度和课程。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第 15 条第 1 款(a)-(c)项 

 1. 为了预防和打击非法制造和非法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尚未考虑对从事经纪业者的活
动建立管理制度的缔约国应考虑建立此种制度。此种制度可包括一种或多种措施，例如： 

 (a) 要求在本国境内营业的经纪人注册； 

 (b) 要求经纪执照或许可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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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要求在进出口执照或许可证或附单上公布参与交易的经纪人的姓名和所在地。 

责任等级：考虑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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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提供具体实例，介绍为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成功执行的情况及相关的法院案件或其他案

件。 

 

第 15 条第 2 款 

 2. 鼓励已建立了如本条第 1 款所述经纪许可证制度的缔约国在根据本议定书第 12 条交换信息时
载列有关经纪人和经纪业的资料，并根据本议定书第 7 条保留有关经纪人和经纪业的记录。 

责任等级：任择 
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请引用并随附适用的政策、法律和（或）其他措施。 

请引用原文。 

请随附原文。 

如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或）西班牙文）版本，请随附

该文本。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充分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请说明贵国迄今为止为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而做出的努力。 

自从[签署/加入]《议定书》以来，[国家]已采取以下步骤来执行上述受审议条款： 

1. [XXX] 

2. [XXX] 

3. [XXX] 

事实证明这些步骤[完全成功/部分成功/不成功]，因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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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概述国内机关或其他机关为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或行动（以及相关时限）。  

为了确保完全遵守上述受审议条款，[一个或多个机关]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或措施： 

1.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2.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3. [拟于 XXX 日之前采取 XXX 措施] 

 
技术援助 

请说明贵国在实际执行上述整条受审议条款时遇到的各种挑战。（选择所有适用

答案，并在“评论意见”栏中提供解释。） 

(NONE) 没有 

(JUDG) 法官不熟悉且（或）误解《议定书》 

(FORMUL) 制定立法方面的问题 

(INAD) 需要进一步执行立法（法律、条例、法令等） 

(RELUC) 从业人员不愿使用立法 

(DISSEM) 立法宣传不充分 

(INTACO) 机构间协调 

(MYSYS) 本国法律制度中的特殊性 

(COMPRI) 相竞的优先事项 

(LIRIM) 执行资源有限（请具体说明） 

(LICOS) 其他国家不合作或合作有限 

(AWARE) 缺乏认识 

(ISSUE) 其他问题（请具体说明） 

贵国是否已经在提供技术援助？ 
（）是（）否 
  
贵国向谁提供此类援助？ 
 
[捐助方X]已经援助/正在援助[会员国]，援助的方式是提供[例如，法律专门知识]和[例如， 佳做法]。 

[机构/组织Y]与[会员国]主管机关合作，已经/正在为执行工作制定一项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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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种援助是在某一方案或项目框架内提供的，请说明该方案或项目并随附相关文件。 
 
方案/项目名称： 

起始日期： 

预计持续时间： 

财政支助方： 

预算（美元）： 

执行方： 

预计 后成果： 

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的成果： 

贵国在（充分）执行本条方面是否需要技术援助？  

(  )  是  (  )  否   

以下哪一种形式的技术援助（如果有的话）能够帮助贵国（充分）执行本条？（选择所有适用答案。） 

(ADV) 法律意见 

(DRAFT) 立法起草支助  

(MOLEG) 示范立法/条例 

(MOARR) 示范协议 

(SOP) 标准操作程序 

(PLAN) 制定战略/政策，包括行动计划 

(BEST) 良好做法/学到的经验教训 

(CAPB) 通过培训检察官/从业人员/培训者进行能力建设 

(CAPJ) 通过提高司法人员的认识进行能力建设 

 (EXREL) 由相关专家提供现场援助 

(INSTB) 建设/加强体制 

(PREV) 预防/提高认识 

(TECH) 技术援助 

(MSHAR) 建立数据库 

(REGCOP) 加强区域合作的措施 

(INTCOP) 加强国际合作的措施 

(OTHER) 其他援助（请具体说明） 

贵国在上述领域是否已经得到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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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  部分是   (  )  否  (  )  情况不明 

此种援助由谁提供？ 

[捐助方X]已经援助/正在援助[会员国]，援助的方式是提供[例如，法律专门知识]和[例如， 佳做法]。 

[机构/组织Y]与[会员国]主管机关合作，已经/正在为执行工作制定一项行动计划。 

如果此种援助是在某个方案或项目框架内提供的，请说明该方案或项目并随附相关文件。 

方案/项目名称： 
起始日期： 
预计持续时间： 
财政支助方： 
预算（美元）： 
执行方： 
预计 后成果： 
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的成果： 
 
 
 
B. 其他信息 
 
除了上述信息之外，请提供贵国认为需要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在本阶段进行审议的关于本
议定书执行工作的各个方面以及所遇到的各种困难的任何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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