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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简介 

一. 概述 

《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性质和目的 

《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是根据国际公认的概念、定义和原则对刑事犯罪进行的分类，

以增强犯罪统计的连贯性和国际可比性，并提高国内国际层面的分析能力。1 

《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提供了一种系统地编制和比较不同刑事司法机构和法域相关

统计数据的框架。这表示，《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适用于所有形式的犯罪数据，无论

数据收集处于刑事司法程序的哪一阶段（侦查、起诉、定罪、监禁），并适用于在犯罪受害

调查中收集的数据。 

在国际层面，《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可提高国家之间犯罪数据的可比性。有了标准

化的概念和定义，就能够系统地收集、分析和传播数据，同时也能够满足对跨国犯罪的深

入研究和分析的需求。在国家层面，《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可作为一个提供结构和

组织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往往是根据法律类别而不是根据分析类别来生成）的模型。此外，

《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还可协调国内刑事司法机构（警察机关、检察机关、法院、

监狱）之间的数据以及从不同数据来源（行政记录和统计调查）收集的数据。2同样，《用

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还可被用作一种工具，用于整合可能采用不同统计制度或法律框

架的国家以下一级实体的数据。 

对犯罪进行国际分类的必要 

可靠的犯罪统计数据是衡量犯罪水平的变化、监控国家应对犯罪的情况、评估相关政策以

及认识不同情况下犯罪各个方面的关键。通常情况下，刑事司法程序不同阶段的原始数据

是能够获取的，但为了获得能够在决策中使用的有价值的信息，需要以统计形式、有目的

地收集和组织这些数据。由于缺乏标准化概念，缺乏一个促成比较的国际公认统计框架，

因此特别难以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之间的犯罪统计数据进行比较，或者将犯罪统计数据

与其他可用的统计数据进行比较。3 

                                                      
1在本文件中，术语“犯罪”和“刑事犯罪”是同一含义。 
2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统计委员会。《墨西哥国家统计与地理研究所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关于改进国家

和国际两级犯罪统计数据质量和可用性的路线图的报告》（2012年12月19日）。E/CN.3/2013/11。 
3影响犯罪统计数据可比性的其他因素是指“仅有一不同比例的刑事犯罪被公共主管机关报告和记录”这一事实以及在制

作犯罪统计数量时采用的不同做法。综述请查看附件1（另见：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统计委员会。《墨西哥国家统

计与地理研究所关于犯罪统计的报告》E/CN.3/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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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说，各种数据来源，往往是同一法域内，使用不同的定义和概念来组织犯罪数据，

且往往依据的是法律原则而非统计原则。4从分析的角度来看，立法和统计之间的这种密切

的相互交织关系，制造了各种问题：统计数据往往根据法律规定（例如法典或刑法典中的

条文）来组织和分类，而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些法律规定并不总是相关。此外，立法的

变更及其他一些因素（例如，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国家，可能依据极其不同的法律规定被

定为犯罪，也可能在一个国家被视为犯罪，而在另一国家不是犯罪）可能妨碍到不同时期

和法域之间的可比性。 

《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提供了一种方法标准和统计标准以及一个提高数据质量和可

比性的共同定义框架，以解决上述问题。各种罪行都以一种有意义的系统方式编组，因此

提高了准确编制、传播和分析数据的能力，能够让公众了解，并与预防犯罪、法治及刑事

司法改革领域的相关政策和方案相匹配。 

为一国家定义的事件进行国际犯罪分类所面临的挑战 

目前，国家犯罪统计的对象是各国刑事法律制度所定义的刑事犯罪。如果没有法律协调，

则犯罪定义的分歧不可避免，且在国际上进行对比时，必然始终面临这些分歧。例如，某

个国家可能要求把出于犯罪的身体接触视为攻击，而其他国家可能没有这种要求。 

为了克服这些挑战，《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采用的方法是将国内法律和国际法律中的

“犯罪”行为全部纳入应由《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统一分类的行为总括。然而，对

这些行为的具体分类（例如：将它们归入到分析类别）是基于行为的描述，而不是基于刑

法规定的严格法律规范。刑法中定义的犯罪一般同普遍被视为犯罪（例如，伤人或伤害，

或未经同意而拿走别人的财产）的行动或者行为属性和态势情景属性有关。这种以事件为

基础的方法避免因法律的复杂性而产生问题，形成一种简化的和全球适用的分类。 

值得注意的是，《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使用了在刑事立法中被广泛认可和定义的特

定术语，例如“强奸”、“骚扰”或“入室盗窃”。《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对这些

术语进行了具体的描述，以便用于统计目的。在国家层面采纳《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

时，需要将国内立法定义的罪行审慎地转换为《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分类类别，

并需仔细考虑完整的行为/事件描述和解释性说明。 

                                                      
4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统计员会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欧洲经委会犯罪分类问题工作组给欧洲统计员会议

的报告》。2011年。可查看：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statistics/crime/Report_crime_classification_20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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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国际犯罪分类的过程 

联合国社会委员会在 1951 年首次强调了编制一份标准犯罪分类的重要性。5但是，许久以

来努力编制这种国际犯罪分类的努力都由于定义、各国立法制度和报告制度上的差异而充

满了挑战。 

2009 年，采取了具体的措施来克服这种限制，当时，欧洲统计员会议成立了一个工作组，

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欧

洲经委会）领导，目的是以行为描述而不是以法典为基础编制一份犯罪分类框架。6首个国

际犯罪分类框架由工作组编制并由欧洲统计员会议在2012年6月的第六十届会议上批准通

过。7 

在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统计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上 8以及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

法委员会（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上，9对编制一份全面国际犯罪分

类的建议进行了讨论。统计委员会与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都在自己的下一届会议上，

在与来自国家统计局、其他全国性政府机构及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的统计员和专家进行商

讨后，批准了编制一份统计国际犯罪分类的计划。10 

在 2012 年至 2014 年间，召开了三次磋商会议，同一时期，还对《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

类》的前后多个版本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测试演练。11这两次测试演练均证实编制和实施

《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切实可行，目的是逐步在国家层面制作统计数据时加以运用。

                                                      
5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社会委员会。《犯罪统计：秘书长的建议》（1951年1月8日）。E/CN.5/233。 
6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犯罪分类问题工作组的职权范围》（2009年10月16日）

ECE/CES/BUR/209/OCT/2012。 
7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统计员会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欧洲经委会犯罪分类问题工作组给欧洲统计员会

议的报告》。2011年。可查看：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statistics/crime/Report_crime_classification_ 
2012.pdf>。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统计员会议。《欧洲统计员会议第六十届全会报告》（2012年6月6日至8日）。

ECE/CES/83。 
8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统计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报告》（2012年2月28日至3月2日）。E/2012/24，E/CN.3/2012/34。 
9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报告》（2011年12月13日及2012年4月23日至

27日）。E/2012/30，E/CN.15/2012/24。 
10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报告》（2011年12月7日及2013年4月22日至

26日）。E/2013/30，E/CN.15/2013/27。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统计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报告》（2013年2月26日至3月1日）。E/2013/24，E/CN.3/2013/33。 
11第一次磋商会议于2012年10月在墨西哥城召开，来自美洲、亚洲和欧洲13个国家的代表以及来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

了会议。除分析其他问题外，会议还分析了在16个志愿国家对分类框架草案开展的第一次测试结果。第二次磋商会议于

2013年2月在维也纳召开，来自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18个国家的代表以及来自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磋商会议于2014年5月在维也纳以专家组会议的形式召开，来自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31个国家的

代表以及来自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审议了《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升级版本，其中

体现了2014年由41个志愿国家（其中6个非洲国家、7个亚洲国家、7个美洲国家、19个欧洲国家和2个大洋洲国家）参与

的第二次全面测试演练的结果。关于《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编制程序的完整记录可查看http://www.unodc.org/unodc/ 
en/data-and-analysis/statistics/iccs.html。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statistics/crime/Report_crime_classification_2012.pdf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statistics/crime/Report_crime_classification_2012.pdf
http://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analysis/statistics/iccs.html


 10  
  

2014 年 8 月，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联合国统计司向

成员国及其他相关组织发送了《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最终版本草案。12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在 2015 年 3 月第四十六届会议上，批准将《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

作为收集数据（包括从行政记录中收集的数据和调查产生的数据）的国际统计标准，并作

为一项分析工具，将关于犯罪动因和犯罪因素的信息统一化。统计委员会还确认，由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作为《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保管人，并批准在国家、区域和国

际层面实施分类计划，包括建立一个技术咨询小组，为《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修

订提供实务咨询意见和支持。13 

在本版《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编制过程中，来自多个国家的专家积极地参与并提

供合作，他们参与专家组的会议和测试演练，投入精力、提出意见。正是各国统计局、其

他国家政府机构、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包括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公室与国家统计和地理研究所的治理、公共安全、受害情况和司法问题统计数字高级研究

中心，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欧洲共同体统计局、美

洲开发银行（美银）和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之间的广泛磋商与合作，才有了本版《用

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此外，国际统计分类专家组、联合国统计委员会设立的国际分类

工作中央协调机构已对《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进行了审查。 

                                                      
12有44个成员国（2个非洲国家、9个美洲国家、13个亚洲国家、19个欧洲国家和1个大洋洲国家）及6个国际组织提交了

最终意见；在对分类的最终审查中讨论了这些意见。 
13联合国济和社会理事会。统计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报告草案》（2015年3月3日至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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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中使用的原则 

《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中的犯罪定义 

虽然有一些共同的元素（例如“伤害”和“不法性”）与犯罪相关联，但是，它们并不能完

全有效地定义犯罪。此外，不同国家在制定刑法时使用的方法和渊源存在广泛的差距，因

此不可能制定一种一致和全面的犯罪定义。关于什么构成“犯罪”的问题，其中的共同点

在于，它是由被法律定义为刑事犯罪且本身应受到处罚的行为构成。被规定为犯罪的行为

由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犯罪法律汇编（刑法典、刑法等）确定。 

因此，《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规定，“犯罪”是指触犯或违反了国家刑事立法所规定

的人类行为的限制，当受惩罚。在每起刑事犯罪中，都存在一个应当对相关犯罪行为承担

责任的行为人——自然人、公司或机构。 

《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分类单位 

《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分类单位 14是构成刑事犯罪的行为。刑事犯罪则从犯罪行

为人表现的行为角度加以描述。大多数情况下，明显的行为足以确定《用于统计的国际犯

罪分类》的罪行，但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考虑更多的因素，例如行为人的意图（心态）或

受害者的条件/状态（例如，是否是未成年人）；在其他情况下，犯罪由一系列行为来界定，

例如贩运人口的情况。15 

对犯罪事件的类型进行定义和分类，是犯罪分类的首要重点，目的是根据一些标准将所有

刑事犯罪归入各个类别（见：“构建《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所使用的标准”一节）。

《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还规定了犯罪事件的许多附加属性，这些属性虽然并不决定

犯罪的性质，但却非常重要，从分析角度深入地了解犯罪统计数据的辅助因素，例如受害

者或行为人的某些特征（见：“作为刑事犯罪附加描述语的分门别类变量”一节）。 

除了对刑事罪行进行分类以外，在与刑事司法程序（例如逮捕、起诉、定罪和徒刑）以及

作为行为人或受害者的相关人员有关的其他事件或情况中，也可使用《用于统计的国际犯

罪分类》。如果所有相关数据源都持续使用《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则《用于统计的

国际犯罪分类》就能够衡量刑事司法系统不同阶段之间的流量和联系。例如，如果在刑事

司法程序的各个阶段都使用《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则关于某一具体罪行的数据（无

                                                      
14分类单位是将在分类中被划分的基本单位（例如，在活动分类中，分类单位是机构或企业，在职业分类中，分类单位

是工作）。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联合国分类术语表“分类单位”。网站：<http://unstats.un.org/unsd/class/family/ 
glossary_short.asp>。 
15联合国。《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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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A/55/383号文件，A/RES/55/25。 

http://unstats.un.org/unsd/class/family/glossary_short.asp
http://unstats.un.org/unsd/class/family/glossary_short.asp


 12  
  

论是从行政数据或是从受害情况调查中获得）、关于同类型罪行逮捕次数的数据以及关于同

类型罪行起诉、定罪和入狱人员的数据之间就能够形成联系。 

统计分类原则的应用 

《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依据的是既定的统计做法和原则。统计分类的定义是：“一组

独立的、全面的和互相排斥的类别，可涵盖用于收集和显示数据的一个或多个变量，并且

描述了特定人口的特征”。16特别关注，国际统计分类的下述核心特征已在《用于统计的国

际犯罪分类》中实施： 

互相排斥：被研究对象的每一种基本表现都应该划分给分类的一个独有的类别，以免重叠。 

相互排斥原则的应用：《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可被用于将所有罪行划分到分类的一个

独有类别当中，而不出现重叠。每个类别的描述，用包含范围和排除情形提供的额外指导

（国内立法中分别被纳入或被排除出某一类别的刑事犯罪例子，这将进一步明确每个类别

的界限），明确定义相应的事件/行为。 

使用额外的犯罪分门别类法或“标签”（在下文更详细地解释）提供一种方法，能够处理可

归咎一种罪行或另一种罪行的案件。例如，使用计算机犯下的欺诈罪被划分到标签为“与

网络犯罪有关的犯罪”欺诈行为中。同样，有组织犯罪集团实施的贩运人口罪行被分类为

标签为“有组织犯罪”的贩运人口。 

全面性：被研究对象的每一种基本表现都应被包含在分类中 

全面原则的应用：《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旨在涵盖犯罪的每一种表现形式，很明显，

在采纳此原则时，需要适当考虑可行情况。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法规、规章和司法判决中被

定为犯罪的行为数量极多，且不断有立法的变更，这些都妨碍到对当今全球存在的所有犯

罪行为进行全面的罗列。因此，一种比较现实的分类目标是，收集在足够数量的国家中公

认构成刑事犯罪的行为或事件，详略程度以细致兼顾分类的实用性与在国际层面的政策相

关性为准。此外，《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不包括通常构成行政违法行为的事件类别（如

轻微交通违章行为）。 

因此，《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还包括在一些国家构成犯罪而在另一些国家合法的某些

事件或行为。在少数情况下，将某些行为入罪的做法被认为是违反国际人权法的。17在这

种情况下，要注意的是，不应认为《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是在支持将分类中的任何

                                                      
16Andrew Hancock，《制定国际统计分类的最佳做法准则》。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ESA/STAT/AC.267/5，2013
年5月6日。可查看：http://unstats.un.org/unsd/class/intercop/expertgroup/2013/AC267-5.PDF。 
17例如见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最终意见：CCPR/CO/79/LKA（堕胎）；[CCPR/C/SDN/CO/3（背叛）；CCPR/C/UZB/CO/3
（改变宗教信仰）]；CCPR/C/PHL/CO/4（诽谤和毁誉）。 

http://unstats.un.org/unsd/class/intercop/expertgroup/2013/AC267-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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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定罪或在使该定罪做法合法化，而是应被视为一种统计标准，是在努力为统计目的切

实全面涵盖每一种犯罪表现形式。 

统计可行性：能够在可用信息基础上，有效地、精确地和连贯地区分分类中的各个类别 

统计可行性原则的应用：某一统计分类的统计可行性，系指依据可用信息（例如在统计调

查中或在行政表格中，对合理提出的相关问题作出的回答），将观察数据归入分类中的类

别。18《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以行为描述为基础，仔细定义犯罪行为，并在每个类

别中辅以包含范围和排除情形的例子，以此支持统计可行性。 

在参与测试《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更新版本的许多国家所收集的现有数据基础上，

对统计可行性进行了测试，将刑事犯罪数据归入分类类别中（见“建立国际犯罪分类的过

程”一节）。 

构建《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所使用的标准 

刑事犯罪可从多个角度（例如：其对受害者的影响、犯罪方式、行为人的动机、及罪行的

严重性等等）理解和分类。在构建分类时，优先考虑了从政策角度看非常相关的标准，《用

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类别以及相应产生的数据，应当提供在制定预防犯罪和刑事司

法政策时易于理解和使用的信息。例如，按照《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思路组织的

数据应当可以解答关于各类贪婪犯罪、性犯罪或更为复杂的概念（例如金融犯罪或有组织

犯罪集团的犯罪）趋势和比较情况的问题。在构建《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层级结构

时，采纳了大量标准，以期建立能够满足不同信息需求的各种类别。特别是，在构建《用

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类别时，采用了以下标准： 

• 行为/事件的政策领域（保护财产权利、保护健康等） 
• 行为/事件的对象（例如人、物体、自然环境、国家等） 
• 行为/事件的严重程度（例如导致死亡的行为、造成危害的行为等） 
• 行为/事件的发生方式（例如采用暴力、或暴力威胁等） 

根据这些标准，19刑事犯罪可以分类为同质类别，同质类别分在四个不同的等级综列：一

级、二级、三级和四级。20一级有 11 个类别，旨在覆盖构成《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

范围内犯罪的所有行为或事件。二级、三级和四级的罪行可结合在一起，在更为概括的等

级上提供观察数据，而较高等级的观察数据可以细分为较低等级的类别。21 

                                                      
18见Andrea Hancock，同前，第9页。 
19按具体组别的政策相关性来应用这四个标准，任一标准并不整体优先于其他标准。 
20作为具体的命名法，一级也可被称为章节，二级可被称为部分，三级可被称为组，四级可被称为小类。 
21联合国。统计司。联合国分类术语表“组”。可查看：http://unstats.un.org/unsd/class/family/glossary_short.asp。因为篇幅

有限，为了明白起见，没有被进一步分解的较高等级的类别，不在较低等级中加以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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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犯罪可在具体的相关详略等级中确定。《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目的还包括，作

为一个灵活的工具来创建“大类”。在需要时，可将不同等级的类别汇总起来。例如，一级

的类别“涉及暴力危害他人或对他人实施威胁的侵犯财产的行为”可与一级的类别“仅仅

侵犯财产的行为”汇总形成一个新的大类“侵犯财产的行为”。 

各类别的数字编号对应于它们在分类中的等级：一级类别是最宽泛的类别，其编号是两位

数（例如 01）；二级类别有四位数的编号（例如 0101）；三级类别有五位数的编号（如 01011）；
四级类别是最详细的等级，有六位数的编号（如 010111）。 

一级类别 

1 导致死亡或有意造成死亡的行为 
2 对人造成伤害或有意对人造成伤害的行为 
3 性伤害行为 
4 涉及暴力攻击或威胁他人的侵犯财产行为 
5 仅侵犯财产的行为 
6 涉及管制药物或其他精神活性物质的行为 
7 涉及欺诈、欺骗或腐败的行为 
8 侵犯国家公共秩序、权力和规定的行为 
9 危害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行为 
10 危害自然环境的行为 
11 别处未加分类的其他犯罪行为 

 

具体而言，在选定一级的 11 个类别时，依据了上述所有四个标准，并对国家数据中经常使

用的类别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以促进《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在实践中的执行。在确

定二、三和四级的类别时，使用了同样的标准。例如，依据行为/事件的对象，性剥削被分

解为对成人的性剥削和对儿童的性剥削。依据政策相关性，对儿童的性剥削被进一步分解

为四级的 4 个类别：儿童色情、儿童卖淫、儿童性修饰及对儿童的其他性剥削）。 

《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一级、二级和三级类别务求完整，意在涵盖每一种可能的

犯罪行为。然而，并非二级和三级的所有类别都被进一步划分为四级类别，因为在确定与

政策相关的罪行时，并不总是需要四级类别。 

在分类中，对每一等级的所有类别进行了详细描述。每一种罪行都有一个基于行为或事件

的描述，即定义该罪行的系列核心行动、行为属性和态势情景属性。在这些描述中，还辅

以法律包含范围和排除情形，以确定该类别中应当被纳入或被排除的最常见的或最重要的

刑事犯罪。例如，《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通过核心行为举止来定义什么是过失：未

对他人给予作为一个明理或谨慎的人在同样情况下会给予的照顾，或者，采取的行动是一

个明理的人不会采取的行动。此外，在定义对受照顾者的过失时，还附加了态势情景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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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中为受害者——因为单是行为属性本身无法界定因行为对象的特定脆弱性

（而非整体行为本身）而被单独定罪的行为（通常受处罚较重）。 

作为刑事犯罪附加描述语的分门别类变量 

《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各类别捕捉和描述了犯罪行为的性质，但还有其他一些特

征也很重要，能够帮助充分识别犯罪中与政策有关的模式和趋势，并帮助进行全面和细致

的分析。例如，在编制故意杀人罪统计数据时，以下做法更有价值：根据受害者特征和行

为人特征、根据是否使用枪支或根据杀人动机，将数据进行具体的分门别类。为此目的，

增加了一些额外的分门别类变量（也称为“标签”），帮助为罪行的其他相关信息编号，

这有助于深入分析任何特定犯罪的具体事件特征、受害者特性和行为人特性。 

国家犯罪记录系统目前的情况是，在犯罪和刑事司法统计数据中，这些额外的分门别类变

量在数量、结构和应用方面存在很大差别，并且通常由一些因素决定，例如：特定的政策

需求；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对所收集数据的记录和处理能力；国家犯罪统计系统的发展

水平和复杂程度；以及数据收集的自动化和数字化程度。特别是，最后一个标准（即其是

以纸张为基础或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系统）决定了国家的犯罪统计系统能否支持一种全面

的分门别类变量结构。 

在通过电子数据采集、存储、传输和编辑方式进行数据收集、传输和汇总的自动化系统中，

更有可能适当组织数据，能够采集和检索每一个可能的细节。例如，某个刑事犯罪的所有

相关细节（例如行为人特征和受害者特征）都能够以电子形式采集和存储到一个单位记录

中。于是，就能够获得多种类型的统计结果，例如，使用所选分门别类变量来分解具体犯

罪数据（例如，以经济部门来划分腐败活动，或以受害者国籍来划分人口贩运行为）或者

将分门别类变量同某些犯罪类别结合使用（例如，考虑所有“暴力犯罪”受害者的性别和

年龄或所有“财产犯罪”的地理位置）。 

因此，分门别类变量系统是一种能够在全面的犯罪和刑事司法统计系统中使用的附加工具，

而能否实现其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是否存在自动化的数据采集系统。 

世界不同地区理论上可能感兴趣的犯罪特征、受害者特征或行为人特征数量庞大。由于实

际的原因，《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不能提到所有可能的门类。22但是，如已经在实

施或计划在将来实施分门别类的变量系统，则应用一套统一的、与基本政策相关的罪行特

征、行为人特征和受害者特征，以资分析和比较。例如，对受害者-行为人关系（例如现亲

密伴侣/配偶、前亲密伴侣/配偶、血亲等）的数据采用相同的分门别类法，将大大有助于

对暴力犯罪的模式和趋势及其诱发因素和减轻因素进行跨国分析。根据政策相关性，《用

                                                      
22许多理论上可行的分门别类法仅在一些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被关注或者是其可能的详述所特有的，例如受害者和行为

人的种族、民族、种姓、宗教和其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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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补充表格表明，至少有以下分门别类变量如果相关，就应当适

用于刑事犯罪： 

• 事件描述：完成程度、所用武器类型、情境、地理位置、日期和时间、地点

类型、动机、涉及网络犯罪、报案实体； 
• 受害者描述：性别、年龄、年龄状况、国籍、法律地位、（受害企业的）经

济部门、醉酒情况； 
• 行为人描述：性别、年龄、年龄状况、受害者与行为人之间的关系、国籍、

法律地位、醉酒情况、惯犯。 

拟议的这种分门别类变量系统可由国家犯罪记录机构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来实施。一种全面

的统计解决方案应当在用于任何类型犯罪（电子）单位记录的模板中至少包含一套最低限

度的分门别类变量，从而能够通过所需分门别类变量的任何相关组合，全面分析任何罪行、

行为人或受害者。23例如，还有一种较具限制性的选择是，仅仅收集所有犯罪的某些行为

人特征或受害者特征（例如，单独统计青少年犯罪人），或者，另一种临时选择是，仅收

集少数重点罪行（例如杀人、抢劫或贩运人口）的大量事件特征、行为人特征和受害者特

征。 

故意杀人罪由于其犯罪的严重程度及其对广泛社会的影响，因此其数据具有特定价值；有

鉴于此，为了描述此罪行，有必要加入额外的分门别类变量，更加详细地描述相关态势情

景、社会关系和杀人机制（见下文）。 

对于任何可用的统计数据集而言，应当提供进一步的数据描述符，以便于对统计数据做出

解释。虽然大部分的罪行及其统计报告，都提到一个或多个直接行为人（无论是已知或未

知）实际犯下的罪行，但是，在数据中仍可以包含威胁实施某种罪行的情形或是策划或协

助他人犯罪的情形。因此，在相关类别的统计中，提供信息来说明关于刑事犯罪（及行为

人）的可用数据是包含或是排除以下行为，就显得很重要： 

• 威胁实施犯罪 
• 协助/教唆/随从犯罪 
• 同谋犯罪 
• 共谋/策划犯罪 
• 煽动实施犯罪 

最好能够为每项刑事犯罪收集和存储这些信息，以显示所记录的事件是指威胁、或是协助/
教唆/随从犯罪、或是以上列出的任何其他类型。在此情况下，通过在汇总的统计数据中加

                                                      
23并非所有“标签”都适用于所有犯罪类型（例如，“未遂”不适用于过失杀人；“所用武器类型”或“动机”不适用

于盗窃或诈骗；“受害者年龄”不适用于非法采伐。）因此，只有一部分组合是可行的、与政策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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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或排除这些事件，就能够生成满意的统计结果。或者，另一种可替代的做法是，在犯罪

类型更为概括的等级中，以元数据的形式说明是否包含上述情形。 

故意杀人（特别举例） 

研究故意杀人罪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该罪行的严重性，还因为故意杀人罪是用来监测

暴力死亡事件的最可衡量和可比较的指标之一，且常常被认为是暴力犯罪的代名词，也是

衡量国家内部安全水平的指标。根据《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故意杀人是指“以造

成死亡或严重伤害为目的，非法致人死亡。”在制作统计数据时，能够根据此定义的明确

指导，确定某个杀人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 

但是，在一些情况下，（为了统计目的）在确定某些杀人行为是否应当被计入杀人罪时，

还应考虑事件发生当时的情形。这种情况存在于集体暴力时的杀人行为——例如在武装冲

突期间或在内乱期间——其中，区分不同类型的杀人行为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的情形能

够决定这种行为是否应被纳入以及应如何纳入《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虽然制作这

些情形中的统计数据非常具有挑战性，但重要的是要提供指导，说明哪些杀人行为应被视

为属于《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范畴，为了制作国际一致的杀人罪统计数据，如何

对其进行分类。 

在内乱期间杀人 

内乱期间杀人是指在双方或多方之间的暴力敌对行动（但不构成国内武装冲突）中发生的

杀人，24可包括与演变成暴力活动的罢工或抗议/示威活动相关的暴乱或其他零散的暴力行

为。由于这些情况通常不构成国内武装冲突，因此不应在冲突期间生效的法律框架内加以

考虑；在内乱中发生的每个暴力致死事件应根据适用于故意杀人的标准进行分类。这表示，

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根据（例如）杀人行为是否不合法和是否为故意，来审查杀人行为并

纳入适用的类型。如这种杀人行为被归入《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故意杀人范畴，

则还可选择使用故意杀人的分门别类变量标签“态势情景——与内乱有关”，从而从统计

角度确定发生这种杀人行为的态势情景（见表：三）。 

在武装冲突期间杀人 

国际人道主义法对两种类型的武装冲突作出了区分。25（1）国际武装冲突，这是指国家之

间诉诸武力的情形；26及（2）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或国内武装冲突），这是指一国的政府

                                                      
24关于武装冲突的定义，见“在武装冲突期间杀人”一节。 
25另见D. Schindler，“The Different Types of Armed Conflicts According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and Protocols”（“日内
瓦四公约及其议定书规定的不同类型的武装冲突”）。RCADI 卷163，1979-II，第147页，以及前南问题法庭，检察官
诉Fatmir Limaj案，判决书，IT-03-66-T，2005年11月30日，第94-134段。 
26日内瓦四公约共同条款第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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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与国内有组织武装集团之间的或一国国内几个有组织武装集团之间的持久武装暴

力。27 

第一种冲突主要涉及到由国家军事部队开展的武装行动，不过，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更难界

定和识别。特别是，在一国国内连续发生集体暴力的情况下，将内乱与国内武装冲突区分

开来，是非常重要的。决定这两者区别的要素是敌对行动强度的阈值（敌对行动是否具有

集体性质，或者，政府对武装分子是否使用的是武力而不是警察部队）以及集团组织的程

度（武装集团是否有充分的组织，有指挥机构、总部及进行策划和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

在武装冲突局势中，以下杀人类型应在《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中加以分类： 

• 在武装冲突局势中，（联系冲突中或在冲突背景下行动的）战斗人员对没有

积极参与敌对行动的平民进行任何有针对性的或过度的杀害，可在 11013（别

处未加分类的其他犯罪行为；被普遍管辖的行为；战争罪行）中记为战争罪； 
• 在武装冲突局势中，战斗人员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杀害其他战斗人员的行为，

也可归入 11013 类别；例如，故意杀害失去战斗力的冲突方；28 
• 与武装冲突没有直接关联的战斗人员实施的杀人行为，或者，未积极参与武

装冲突中敌对行动的平民实施的杀人行为，不应被视为与冲突有关，而是应

作为任何其他杀人行为加以分析（而不管冲突局势如何），并根据标准定义，

归类为现有的暴力致死类型； 
• 战斗人员的杀人行为如被国内立法认为构成犯罪（并以此起诉）而不构成战

争罪，则应归入 0107 类别（与武装冲突有关的非法杀人）。 

如果在实际操作中，没有能力来衡量和识别不同的杀人行为，则以上这些标准在适用时就

面临很多挑战，而事实上，在集体暴力中，可能仍有大量杀人行为未报告。但是，就有记

录的杀人行为而言，为此模糊的领域确立严格的界限，将有助于将故意杀人与其他杀人行

为相区分，并提高全球的数据质量和可比性。 

故意杀人罪的附加分门别类法 

一旦确定某个杀人行为是否会被划分和统计为故意杀人，往往就需要关于社会背境和故意

杀人机制的更为详细的量化信息，以帮助设计出更好的政策来预防和应对这种特殊类型的

犯罪。为了进行比较和分析，有三个分类标准特别关系到故意杀人行为的特征，可被用于

对故意杀人行为作出更详细的定义。29这三个标准（即态势情景、受害者与行为人之间的

                                                      
27日内瓦四公约共同条款第3条。 
28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故意杀害失去战斗力的冲突方以及背信弃义地杀害冲突方。日内瓦四公约（1947年）。 
29除了（既遂的）故意杀人以外，这些附加的分门别类标准还可同样适用于未遂的故意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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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以及杀人机制）已经被用于构建只适用于故意杀人罪的三个附加分门别类表（见表三、

四和五）。 

三. 《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适用 

《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罪行分类 

为了实施《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有必要将任何既有的罪行恰当地归入《用于统计

的国际犯罪分类》的类别中。这就要求在对罪行分类之前，了解《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

类》的结构。正如前面提到的，《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是一种层级分类，第一步是

确定哪个一级类别与所涉具体罪行最为相关。为便于参照相应的类别，每个一级类别由其

所包含的广泛的行为、属性或事件来定义。例如，导致死亡或意图导致死亡的所有行为都

归入一级 01 类别中。30同样，所有性伤害行为都归入一级 03 类别。 

然后，需将罪行归入二级、三级或四级的某个类别中。这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完成：在刑

事立法中标注简称（例如强奸）、查询以行为/事件为基础的定义、以及遵循来自法律包含

范围和排除情形的指导。为了正确地对某项罪行分类，有必要遵循《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

分类》所有要素的指导。仅使用简称是不够的，因为简称的含义和定义也可能不同于国内

法律体系中使用的简称，而且一国国内不同的法域之间也可能各不相同。31 

类别名称（例如其他欺诈行为）还有“其他”一词代表的其余类别，用于指称犯罪无法归

入既定类别的情况。犯罪应当尽可能少归入这些其余类别，而且也应当先彻底审查全部分

类，以确保没有遗漏某个类别。 

在国内实施《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需要将国内刑事犯罪

审慎纳入《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框架中。在国内，制作《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

类》和国内犯罪分类之间的对应表，将有助于《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在国家层面的

实施。为了支持这一进程，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将开发更多的工具和支持文档，包括一

份实施手册，以促进将国内犯罪数据纳入《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结构。规划实施

手册将分作不同卷，以解决将国内行政犯罪统计系统纳入《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

问题、将受害调查数据纳入《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问题、以及规则统计和编码问

题。 

                                                      
30但排除被归入战争罪的犯罪、被归入一级第11类被普遍管辖的行为中的种族灭绝罪或危害人类罪。 
31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统计员会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欧洲经委会犯罪分类问题工作组给欧洲统计员会

议的报告》。2011年。可查看：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statistics/crime/Report_crime_classification_ 
2012.pdf。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statistics/crime/Report_crime_classification_2012.pdf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statistics/crime/Report_crime_classification_20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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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中使用法律包含范围和排除情形 

包含范围 

每个类别都一个列表，列明包含范围，或者说是应归入该类别的犯罪或行为/事件的例子。

这些并不是子类，而是属于所列各类别的常见犯罪，目的是为罪行的归类提供实际的指导

以及区分一种类别和另一种类别之间的界限。32例如，在“交易或持有动植物群受保护物

种或被禁物种”（1003）类别的包含范围中规定，贩卖野生动物和非法交易或持有野生动

物属于这一类别的犯罪。包含范围并未穷尽，且将来可能进一步扩大包含范围列表。 

排除情形 

大多数类别还有一个列表，列明排除情形，或者说是虽然与本类别具有相似性但应归入别

处分类的犯罪或行为/要素的例子。在每个被排除的罪行后面，是该罪行应被归入的类别代

码。33例如，在“交易或持有动植物群受保护物种或被禁物种”（1003）类别项下的排除

情形规定，盗窃宠物编号归入 0502、违反动物处理、饲养或管理的罪行编号归入 10091、
抢劫牲畜编号归入 04014、盗窃牲畜编号归入 05025。 

总之，这些包含范围和排除情形有助于加强相互排斥。它们阐明了不同类别之间的界限，

以确保行为/事件仅能够归入一个类别。 

附加的分门别类变量 

分门别类变量记录了罪行的其他必要信息，有助于了解每个具体罪行的复杂性，例如，受

害者和行为人的特征。表 A 概述了一组最低限度的分门别类变量，它们可被用于更充分地

描述每个具体犯罪行为/事件或更深入地描述行为人和受害者的属性。在每个类别标题前面

的首字母缩写词，是一种简称，用于在犯罪记录中对这些变量进行编码。 

大多数分门别类变量（“标签”）将仅提供针对某些刑事犯罪的有用详细分类。例如，未

遂/既遂标签（At）不适用于 0101“故意杀人”（因为这里只统计既遂的故意杀人行为），

也不适用于 0102 杀人未遂（因为这里只统计未遂的杀人行为），也不适用于 0103 非故意

杀人（因为根据定义，这不是有意的行为）。但是，对于其他犯罪类型，这种或其他分门

别类变量将提供关于某些犯罪特征的政策相关信息： 

- 武器类型（We）这一标签根据犯罪所用武器的主要种类，区分暴力犯罪； 

- 态势情景（SiC）这一标签提供了犯罪中涉及的某些显著类型犯罪组织的信息； 

                                                      
32世界卫生组织。《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国际统计分类》第10版，卷2，使用说明书。第19页。2010年。可查看： 
www.who.int/classifications/icd/ICD10Volume2_en_2010.pdf。 
33同上，第20页。 

http://www.who.int/classifications/icd/ICD10Volume2_en_20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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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位置（Geo）这一标签可标明发生犯罪的国内区域位置，并指出那些被记录为

“域外”犯罪的罪行； 
- 日期和时间（DaT）这一标签有助于准确确定罪行发生的日期和时间（如果已知），

并且可用于构建相关的派生类别（例如，在白天的特定时间段发生的入室盗窃）； 
- 犯罪地点（Lo）这一标签收集各类型的犯罪地点数据，有助于确定犯罪发生的典型

或常见场所，例如家中或监狱； 
- 动机（Mo）这一标签强调了几种特别与政策相关的犯罪动机，特别是由于受害者的

特征、属性、信仰或价值观而明确针对受害者的某些仇恨犯罪； 
- 涉及网络犯罪（Cy）这一标签可用来识别使用电脑来实施的各种犯罪（例如，网络

诈骗、网络跟踪、或通过电子传播进行的侵犯版权行为）； 
- 报案者（Rep）这一标签有助于分析记录在案犯罪的报案渠道，例如某些罪行是经

常由受害者或证人举报，或是通常由警方发现。 

此外，还有许多不言自明的受害者和行为人分门别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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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分门别类变量 34 

以事件为基础的 
分门别类法 

以受害者为基础的 
分门别类法 

以行为人为基础的 
分门别类法 

数据描述/包含范围 

At – 未遂/既遂 SV – 受害者性别 SP – 行为人性别 Th – 包含威胁 

We – 使用的武器类型 AV – 受害者年龄 AP – 行为人年龄 AA – 包含协助/教唆 

SiC – 态势情景 
STV–受害者年龄状况（未成

年人/成年人） 
STP – 行为人年龄状况（未成

年人/成年人） 
Ac – 包含从犯/同谋 

Geo – 地理位置 
ViP – 受害者与行为人之间

的关系 
ViP – 受害者与行为人之间

的关系 
CP – 包含阴谋/策划/预备 

DaT – 日期和时间 Cit – 国籍 Cit – 国籍 In – 包含煽动犯罪 

 Lo – 地点类型 
LS – 受害者的法律地位（自

然人/法人） 
LS – 行为人的法律地位（自

然人/法人） 
 

Mot – 动机 Int – 受害者的醉酒情况 Int –行为人的醉酒情况  

Cy – 涉及网络犯罪 
ES – 企业受害者的经济部

门 
EASt – 行为人的经济活动 
情况 

 

Rep – 报案者  Rec – 行为人的累犯情况  

 

与其他国际分类的关系 

对于造成人身伤害或死亡的罪行，《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与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

织）的国际疾病分类（病症分类）相关联。病症分类长期以来是流行病学、卫生管理和临

床上的标准诊断工具。35其中，病症分类-10 对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外部原因进行了分类（第

二十章）；就《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而言，最重要的一个类别即被视为“攻击”的

一组原因，“攻击”的定义为“以伤害或杀害为目的，采用任何手段给他人造成伤害”。

在攻击致受害者死亡的情况下，死亡原因在病症分类-10 中被归类为“攻击”，且这种死

亡统计数据通常被用来衡量故意杀人行为，并与杀人罪计算的刑事司法统计数据相比较。 

总体而言，《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对故意杀人罪的定义以及病症分类-10 对攻击致

死的定义并不相互矛盾，因为二者都要求行为是故意的，且二者都提到行为的非法性（例

如，病症分类-10 排除因法律干预和战争行动而产生的杀人行为）。虽说如此，但两种分

类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差异，这主要是由于《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更详细地描述了由

行为人承担不同程度刑事责任的某些杀人行为。例如，在自卫杀人的情况下，就会发生这

                                                      
34每个要素和变量仅可能与所选类别相关。 
35最新版本（病症分类-10）于1994年开始使用，目前正在编制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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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差异，在病症分类-10 中，其被归入“攻击致死”，而在《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

中，仅在自卫时过度使用武力，才会被认为是“故意杀人”。在其他情况下，《用于统计

的国际犯罪分类》更为详细地描述了哪些行为将被包含入或被排除出故意杀人或其他非法

杀人的统计数据。例如，执法官员/国家官员过度使用武力致死的情形被包含在《用于统计

的国际犯罪分类》的故意杀人中，但并不一定被包含在病症分类-10 的攻击致死中；同样，

在战争中的某些杀人可被归入《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故意杀人”或“与武装冲

突有关的非法杀人”或“战争罪行”——视具体情况而定，而相关的病症分类-10 类别没

有作出这样的区分。 

在病症分类-10 中，对“攻击”这一类别进行了详细的分门别类，它包括各种各样造成伤

害或死亡的机制，而《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也采用一贯的方法，以杀人机制为基础

来构建故意杀人罪的附加分门别类法（见表五，其以病症分类-10 的攻击组类别 X85-Y09
为基础）。 

除病症分类以外，《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还提到了《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工业

分类）（《标准工业分类》）；标准工业分类是对生产活动的国际分类，由联合国秘书处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于 1948 年首次编制，并于 2008 年修订。在《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

的分门别类变量表中体现了《标准工业分类》，按经济领域的不同来确定作为犯罪受害者

的企业和机构。这特别有助于确定以企业为对象的犯罪，例如员工犯下的罪行或有组织犯

罪集团对企业犯下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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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 广泛而详细的结构 

第 01 节  导致死亡或有意造成死亡的行为 
02 级 03 级 04 级 犯罪 
0101   故意杀人 
0102   故意杀人未遂 
0103   非故意杀人 

 01031  非预谋致人死亡 
 01032  过失致人死亡 
  010321 车祸致人死亡 
  010322 非车祸致人死亡 

0104   协助或教唆自杀 
 01041  协助自杀 
 01049  其他协助或教唆自杀的行为 

0105   安乐死 
0106   非法杀害胎儿 
0107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非法杀人 
0109   其他导致死亡或有意造成死亡的行为 

第 02 节  对人造成伤害或有意对人造成伤害的行为 
02 级 03 级 04 级 犯罪 
0201   攻击和威胁 

 02011  攻击 
  020111 严重攻击 
  020112 轻微攻击 
 02012  威胁 
  020121 严重威胁 
  020122 轻微威胁 
 02019  其他攻击或威胁 

0202   妨害自由的行为 
 02021  诱拐未成年人 
  020211 父母诱拐 
  020212 其他家庭成员诱拐 
  020213 法定监护人诱拐 
  020219 其他诱拐未成年人的行为 
 02022  剥夺自由 
  020221 绑架 
  020222 非法限制 
  020223 劫持 
  020229 其他剥夺自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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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29  其他妨害自由的行为 
  020291 非法收养 
  020292 强迫婚姻 

  020299 其他妨害自由的行为 

0203   奴役和剥削 
 02031  奴役 
 02032  强迫劳动 
  020321 家政服务强迫劳动 
  020322 工业服务强迫劳动 
  020323 国家或军队的强迫劳动 
  020329 其他强迫劳动 
 02039  其他奴役和剥削行为 

0204   贩运人口 
 02041  以性剥削为目的而贩运人口 
 02042  以强迫劳动或服务为目的而贩运人口 
 02043  以摘除器官为目的而贩运人口 
 02049  为其他目的而贩运人口 

0205   胁迫 
 02051  勒索或敲诈 
 02059  其他胁迫行为 

0206   过失 
 02061  对被照顾人员的过失 
  020611 对被照顾儿童的过失 
  020612 对其他被照顾的受抚养人的过失 
  020619 对被照顾人员的其他过失 
 02062  业务过失 
 02063  与驾驶车辆有关的过失 
 02069  其他过失行为 

0207   危险行为 
 02071  危害健康的行为 
 02072  在精神活性物质的影响下操作车辆 
  020721 在酒精的影响下操作车辆 
  020722 在违禁药物的影响下操作车辆 

  
020729 在其他精神活性物质的影响下操作车辆 

 02079  其他危险行为 
0208   意图引起恐惧或精神折磨的行为 

 02081  骚扰 
  020811 工作场所的骚扰 
  020819 其他骚扰 
 02082  盯梢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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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89  其他意图引起恐惧或精神折磨的行为 
0209   诽谤或侮辱 

 
02091 

 由于受害者的特征或被归于的属性而进行

诽谤或侮辱 

 
02092 

 由于受害者被归于的信仰或价值观而进行

诽谤或侮辱 
 02099  其他诽谤或侮辱 

0210   歧视 
 02101  个人歧视 
 02102  群体歧视 
 02109  其他歧视 

0211   侵犯他人的行为 
 02111  侵犯隐私 
 02119  其他侵犯个人的行为 

0219 
  

其他对人造成伤害或有意对人造成伤害的

行为 

第 03 节  性伤害行为 
02 级 03 级 04 级 犯罪 
0301   性暴力 

 03011  强奸 
  030111 以暴力强奸 
  030112 非以暴力强奸 
  030113 法定强奸 
  030119 其他强奸 
 03012  性侵犯 
  030121 人身性侵犯 
  030122 非人身性侵犯 
  030129 别处未加分类的其他性侵犯 
 03019  其他性暴力行为 

0302   性剥削 
 03021  对成年人的性剥削 
 03022  对儿童的性剥削 
  030221 儿童色情 
  030222 儿童卖淫 
  030223 性诱儿童 
  030229 其他形式的儿童性剥削 
 03029  其他性剥削行为 

0309   其他性伤害行为 

第 04 节  涉及暴力攻击或威胁他人的侵犯财产行为 
02 级 03 级 04 级 犯罪 
0401   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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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11  抢劫他人 
  040111 在公共场所抢劫他人 
  040112 在私人场所抢劫他人 
  040119 其他抢劫他人的行为 
 04012  抢劫运输中的贵重物品或货物 
  040121 抢劫汽车或车辆 
  040129 其他抢劫运输中的贵重物品或货物的行为 
 04013  抢劫设施或机构 
  040131 抢劫金融机构 
  040132 抢劫非金融机构 
 04014  抢劫牲畜 
 04019  其他抢劫行为 

0409 
  

其他涉及暴力攻击或威胁他人的侵犯财产

的行为 

第 05 节  仅侵犯财产的行为 
02 级 03 级 04 级 犯罪 
0501   入室盗窃 

 05011  营业场所入室盗窃 
 05012  私人住宅入室盗窃 
  050121 永久私人住宅入室盗窃 
  050122 非永久私人住宅入室盗窃 
 05013  公共场所入室盗窃 
 05019  其他入室盗窃行为 

0502   盗窃 
 05021  盗窃机动车辆或其零部件 
  050211 盗窃陆地机动车辆 
  050212 非法使用陆地机动车辆 
  050213 盗窃陆地机动车辆的零部件 
  050219 其他盗窃机动车辆或其零部件的行为 
 05022  盗窃个人财产 
  050221 从他人处盗窃个人财产 
  050222 从车辆中盗窃个人财产 
  050229 其他盗窃个人财产的行为 
 05023  盗窃企业财产 
  050231 从店铺中盗窃 
  050239 其他盗窃企业财产的行为 
 05024  盗窃公共财产 
 05025  盗窃牲畜 
 05026  盗窃服务 
 05029  其他盗窃行为 

0503   侵犯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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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4   损坏财产 
 05041  损坏公共财产 
 05042  损坏个人财产 
 05043  损坏企业财产 
 05049  其他损坏财产的行为 

0509   其他仅侵犯财产的行为 

第 06 节  涉及管制药物或其他精神活性物质的行为 
02 级 03 级 04 级 犯罪 
0601   涉及管制药物或前体的非法行为 

 06011  非法持有、购买、使用、种植或生产管制

药物用于个人消费 
  060111 非法持有、购买或使用管制药物用于个人

消费 
  060112 非法种植或生产管制药物用于个人消费 
 06012  非为个人消费而非法贩运、种植或生产管

制药物或前体 
  060121 非为个人消费而非法贩运管制药物 
  060122 非为个人消费而非法生产管制药物 
  060123 非为个人消费而非法种植管制药物 
  060124 非为个人消费而非法转移前体 
  060129 其他非为个人消费而非法贩运、种植或生

产管制药物或前体的行为 
 06019  其他涉及管制药物或前体的非法行为 

0602   涉及酒类、烟草或其他管制物质的非法行

为 
 06021  非法生产、处理、持有或使用酒类产品 
  060211 非法持有或使用酒类产品 
  060212 非法生产、贩运或经销酒类产品 
  060219 其他非法生产、处理、持有或使用酒类产

品的行为 
 06022  非法生产、处理、持有或使用烟草产品 
  060221 非法持有或使用烟草产品 
  060222 非法生产、贩运或经销烟草产品 
  060229 其他非法生产、处理、持有或使用烟草产

品的行为 
 06029  其他涉及酒类、烟草或其他管制物质的非

法行为 
0609   其他涉及管制药物或其他精神活性物质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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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7 节  涉及欺诈、欺骗或腐败的行为 
02 级 03 级 04 级 犯罪 
0701   欺诈 

 07011  金融欺诈 
  070111 对国家实施金融欺诈 
  070112 对自然人或法人实施金融欺诈 
 07019  其他欺诈行为 

0702   伪造/假冒 
 07021  假冒支付手段 
  070211 假冒现金支付手段 
  070212 假冒非现金支付手段 
 07022  假冒产品罪行 
 07023  伪造/假冒文件的行为 
 07029  其他伪造/假冒行为 

0703   腐败 
 07031  贿赂 
  070311 行贿 
  070312 受贿 
 07032  贪污 
 07033  滥用职权 
 07034  影响力交易 
 07035  资产非法增加 
 07039  其他腐败行为 

0704   涉及犯罪所得的行为 
 07041  洗钱 
 07042  非法贩运文化财产 
 07049  其他涉及犯罪所得的行为 

0709   其他涉及欺诈、欺骗或腐败的行为 

第 08 节  侵犯国家公共秩序、权力和规定的行为 
02 级 03 级 04 级 犯罪 
0801   违反公共秩序行为标准的行为 

 08011  暴力扰乱公共秩序罪 
 08012  涉及社会和宗教公共秩序规范和标准的行

为 
 08019  其他违反公共秩序行为标准的行为 

0802   违反公共秩序性标准的行为 
 08021  卖淫犯罪 
 08022  色情犯罪 
 08029  其他违反公共秩序性标准的行为 

0803   涉及言论自由或言论控制的行为 
 08031  危害言论自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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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32  涉及表达被管控社会信仰和规范的行为 
  080321 违反宗教信仰/观点的规范 
  080322 违反关于不容忍及煽动仇恨的规范 
  080329 其他涉及表达被管控社会信仰和规范的行

为 
 08039  其他涉及言论自由或言论控制的行为 

0804   违反公共收入规定或监管规定的行为 
 08041  违反公共收入规定的行为 
 08042  违反商业或金融法规的行为 
 08043  违反赌博规定的行为 
 08044  走私货物 
 08045  市场操纵或内线交易 
 08049  其他违反公共管理规定或监管规定的行为 

0805   与移徙有关的行为 
 08051  偷运移民罪 
 08059  其他与移徙有关的非法行为 

0806   违反司法制度的行为 
 08061  妨碍司法 
 08062  违反司法秩序 
 08063  犯罪意图 
 08064  共谋 
 08069  其他违反司法制度的行为 

0807   与民主选举有关的行为 
 08071  意图在选举中不适当地影响选民的行为 
 08079  其他与民主选举有关的行为 

0808   违反劳动法的行为 
 08081  违反集体劳动法 
 08082  违反个体劳动法 

0809   其他侵犯国家的公共秩序、权力和规定的

行为 

第 09 节  危害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行为 
02 级 03 级 04 级 犯罪 
0901   涉及武器、爆炸物和其他毁灭性材料的行

为 
 09011  持有或使用武器和爆炸物 
  090111 非法持有或使用枪支 
  090112 非法持有或使用其他武器或爆炸物 
  090113 非法持有或使用化学、生物或放射性材料 
  090119 其他与持有或使用武器和爆炸物有关的行

为 
 09012  贩运武器和爆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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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121 贩运枪支 
  090122 贩运其他武器或爆炸物 
  090123 贩运化学、生物或放射性材料 
  090129 其他与贩运武器和爆炸物有关的行为 
 09019  其他与武器和爆炸物有关的行为 

0902   危害健康和安全的行为 
 09021  工作中危害健康和安全的行为 
 09029  其他危害健康和安全的行为 

0903   侵犯计算机系统的行为 
 09031  非法进入计算机系统 
 09032  非法干扰计算机系统或计算机数据 
  090321 非法干扰计算机系统 
  090322 非法干扰计算机数据 
 09033  非法截取或访问计算机数据 
 09039  其他侵犯计算机系统的行为 

0904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0905   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行为 

 09051  参与有组织犯罪集团 
 09059  其他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行为 

0906   恐怖主义 
 09061  参与恐怖主义组织 
 09062  资助恐怖主义 
 09069  其他与恐怖主义组织活动有关的行为 

0907   非伤害性的交通违法行为 
0909   其他危害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行为 

第 10 节  危害自然环境的行为 
02 级 03 级 04 级 犯罪 
1001   造成环境污染或退化的行为 

 10011  造成空气污染或退化的行为 
 10012  造成水污染或退化的行为 
 10013  造成土壤污染或退化的行为 
 10019  其他造成环境污染或退化的行为 

1002   涉及运输或倾倒废物的行为 
 10021  涉及在一国国界内运输或倾倒废物的行为 
 10022  涉及跨国界运输或倾倒废物的行为 

1003   交易或持有动植物群受保护物种或被禁物

种 
 10031  交易或持有野生动植物群受保护物种 
  100311 在一国国界内交易或持有受保护物种 
  100312 跨国境贩运受保护物种 
 10032  交易或持有被禁止的或被管控的动物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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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9  其他交易或持有野生动植物群受保护物种

或被禁物种的行为 
1004   导致自然资源消耗或退化的行为 

 10041  非法伐木 
 10042  非法狩猎、捕鱼或采集野生动植物 
 10043  非法采矿 
 10049  其他导致自然资源消耗或退化的行为 

1009   其他危害自然环境的行为 
 10091  危害动物的行为 
 10099  其他危害自然环境的行为 

第 11 节  别处未加分类的其他犯罪行为 
02 级 03 级 04 级 犯罪 
1101   被普遍管辖的行为 

 11011  酷刑 
 11012  海盗行为 
 11013  战争罪行 
  110131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非法杀人、造成或意图

造成死亡或严重伤害 
  110132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非法损坏或破坏财产 
  110133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性暴力 
  110134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侵犯自由或个人尊严的

行为 
  110135 招募或征募儿童兵 
  110139 其他战争罪行 
 11014  种族灭绝罪 
 11015  危害人类罪 
 11016  侵略罪 
 11019  其他被普遍管辖的行为 

1102   违反青年条例和未成年人法规的行为 
 11021  身份罪 
 11029  其他违反青年条例和未成年人法规的行为 

1109   别处未加分类的其他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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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 

第 01 节 导致死亡或有意造成死亡的行为 

0101 故意杀人 
以造成死亡或严重伤害为目的，非法致人死亡。 

+ 
包含范围：谋杀

36
；荣誉杀人

37
；严重攻击致死

38
；恐怖主义活动导致

死亡
39
；与嫁妆/彩礼有关的非预谋杀人

40
；杀害女性

41
；杀婴

42
；非预谋

故意杀人
43
；法外杀人；执法人员/国家官员过度使用武力导致杀人

44 

- 
排除情形：因法律干预致死

45
、正当防卫杀人

46
、故意杀人未遂(0102)、

缺乏故意要素的杀人是非故意杀人(0103)、非过失或意外杀人
47(01031)、协

助自杀或教唆自杀(0104)、非法杀害胎儿(0106)、安乐死(0105) 

0102 故意杀人未遂 
以造成死亡或严重伤害为目的，企图非法致人死亡。 

+ 包含范围：谋杀未遂、恐怖主义活动导致死亡未遂、杀婴未遂、杀害女性

未遂 

- 排除情形：共谋完成或实施非法杀害胎儿(0106) 

0103 非故意杀人  + 包含范围：过失杀人；危险驾驶致人死亡；适用 01031 – 01032 中列出的

所有包含范围。 

                                                      
36谋杀是以造成死亡或严重伤害为目的，非法致人死亡，包括预谋及（或）恶意预谋非法致人死亡。 
37荣誉杀人是指由于实际的或猜测的性不轨行为或行为越轨（包括通奸、婚外性行为或婚外怀孕），让家庭明显蒙羞，故为了报复或为了恢复家庭名誉，由亲属或其他关系密

切的人实施的非法杀害。（世界卫生组织。《了解及解决暴力侵害妇女问题》。2012年。网站：<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77421/1/WHO_RHR_12.38_eng.pdf>。） 
38严重攻击致死是指明知有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而实施攻击非法致人死亡。 
39恐怖主义活动导致死亡是指非战斗人员（即非冲突方）实施旨在造成死亡或严重人身伤害的行为，根据其性质或相关情况来看，目的在于恐吓人口或迫使一国政府或国际组

织采取或不采取任何行动，结果导致杀人。（联合国大会。《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1999年。A/RES/54/109，第2(1b)条。） 
40与嫁妆/彩礼有关的非预谋杀人是指与在结婚之前、期间或之后的任何时间提供或接收嫁妆/彩礼有关而非法杀害女性。嫁妆/彩礼是指婚姻一方向另一方提供的任何财产或资

产。联合国。（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司。与侵害妇女的“有害做法”有关的良好立法实践。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2009年。网站：<http://www.un.org/womenwatch/ 
daw/egm/vaw_legislation_2009/Final report EGMGPLVAW.pdf>。） 
41杀害女性是指因厌恶女性或性别原因而故意杀害女性。 
42杀婴是指杀害不满一岁的婴儿。 
43非预谋故意杀人是指以造成死亡为目的，非法致人死亡，但其中存在减轻责任的情形，例如挑衅。 
44执法人员或其他国家官员超过国内和国际标准设定的、为了履行其职责而必要的最低限度使用武力而导致死亡。 
45因法律干预致死是指警察或其他执法人员（包括执勤军人）在逮捕或试图逮捕违法者、制止骚乱、维持秩序、及其他合法行动中，出于保护生命的必要而使用武力，从而致

人死亡。 
46正当防卫杀人是指为了自卫或防卫其他人而杀人，且不这样做就不足以防止生命遭受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胁或严重伤害威胁。 
47非过失或意外杀人是指非法致人死亡，但仅有伤害的意图而无致人死亡或严重伤害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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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1 节 导致死亡或有意造成死亡的行为 
非故意地致人死亡。 - 排除情形：严重攻击致死(0101)；非预谋故意杀人(0101) 

01031 
 
非过失杀人 
非法致人死亡，但仅有伤害的意图而无致人死亡或严重伤害的意

图。 

+ 包含范围：意外杀人；人身伤害导致死亡但并无严重伤害的意图 

- 排除情形：适用 0103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1032 
 
过失非预谋杀人 
因过失的行为或非自愿的行为（且该行为并非故意指向受害者）而

导致的预料之外的死亡。
48 

+ 
包含范围：刑法上的过失非预谋杀人；企业非预谋杀人；车祸非预谋杀人；

适用 010321 – 010322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未导致死亡的过失行为(0206)；适用 0103 中的排除情形 

010321 车祸致人死亡 
因驾驶车辆过程中的过失行为、鲁莽行为或非自愿行为（且

该行为并非故意指向受害者）而导致的预料之外的死亡。
49 

-“过失”的定义见脚注 48。 

+ 包含范围：危险驾驶致人死亡；违反交通安全规则致人死亡；在酒精或药

物影响下驾驶致人死亡；车祸非预谋杀人 

- 
排除情形：与交通有关但未导致死亡的过失(02063)；在精神活性物质影响

下驾驶车辆但未导致死亡 (02072)；适用 0103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10322 非车祸致人死亡 
因过失的行为或非自愿的行为（且该行为并非故意指向受害

者）而导致的预料之外的死亡。 
- “过失”的定义见脚注 48。 

+ 包含范围：重大过失非预谋杀人；导致死亡的业务过失 

- 排除情形：适用 0103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104 协助或教唆自杀 

故意促进或教唆他人自杀的非法行为。 

+ 
- 

包含范围：适用 01041 - 0104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48过失是指未对他人给予作为一个明理或谨慎的人在同样情况下会给予的照顾，或者，采取的行动是一个明理或谨慎的人不会采取的行动。 
49车辆至少是指用于运送人或物的设备或结构，包括汽车、摩托车、卡车、公共汽车、火车、船舶、飞机、自行车、马、拖拉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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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1 节 导致死亡或有意造成死亡的行为 

01041 协助自杀 
由协助死亡或提供知识及（或）手段的他人加诸或协助自愿死亡的

人完成意图的死亡。
50 

+ 包含范围：医生协助自杀（但未构成安乐死）；协助自杀 

- 
排除情形：协助他人死亡且目的是无痛致死或减轻顽固性痛苦(0105)；未

能成功协助他人死亡(0109) 

01042 其他协助或教唆自杀的行为 
01041 中未加描述的导致他人自杀的行为。 

+ 包含范围：采用劝说或其他方式教唆自杀 

-  

0105 安乐死  
经本人同意或未经本人同意而使其死亡，目的是无痛致死、减轻顽固性痛苦，或者

在绝症或不可逆昏迷的情况下，不防止自然死亡。
51 

+ 包含范围：无自愿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 

- 排除情形：协助自愿死亡者死亡(0104) 

0106 非法杀害胎儿 

故意导致胎儿非法死亡。
52 + 

包含范围：非法堕胎；国家法律定义的堕胎罪行；隐瞒胎儿出生事实，秘

密处理其遗体；故意流产和导致死胎；致使非法堕胎；违反堕胎法堕胎；强

迫堕胎
53

 

- 
排除情形：合法堕胎/合法杀害胎儿；缺乏医疗技术的人实施的人工流产

(02071) 

                                                      
50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健康发展中心。老年人社区健康护理与服务术语表。2004年。网站：<http://www.who.int/kobe_centre/ageing/ahp_vol5_glossary.pdf>。 
51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健康发展中心。老年人社区健康护理与服务术语表。2004年。网站：<http://www.who.int/kobe_centre/ageing/ahp_vol5_glossary.pdf>。 
52国家法律定义的胎儿非法死亡。禁止或限制导致胎儿死亡的依据可能是孕周、胎儿体重，或是在所有情形下均禁止，或是依据其他理由禁止。 
53未经妇女事先知情和同意而对其实施堕胎；未经妇女事先知情和同意或事先了解程序而对其实施手术，目的或后果是终止其自然生育的能力。（欧洲委员会。《欧洲委员会

预防和抵制暴力侵害妇女和家庭暴力公约》（《伊斯坦布尔公约》）第39条，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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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1 节 导致死亡或有意造成死亡的行为 

0107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非法杀人 
在武装冲突局势中非法杀人（但未构成战争罪） 
- “战争罪”的定义见 1101。 

+ 
包含范围：战斗人员杀人，国内法律认为构成刑事犯罪（并以此起诉）但

未构成战争罪 

- 
排除情形：在武装冲突期间实施的被视为故意杀人的杀人行为(0101)、与

武装冲突有关的但构成战争罪的杀人行为(11013) 

0109 其他导致死亡或有意造成死亡的行为 
0101 - 0107 中未加描述的导致他人死亡或有意造成他人死亡的行为。 

+ 包含范围：未能成功协助他人死亡 

- 排除情形：适用 0101 – 0107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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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2 节 对人造成伤害或有意对人造成伤害的行为 

0201 攻击和威胁 
使用武力造成伤害或威胁造成伤害。 

+ 包含范围：适用 02011 - 0201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严重攻击致死(0101)；所有性伤害行为(03)；使用武力夺走财

产(04)；以武力相威胁，要求他人开展相关行动(0205) 

02011 
 
攻击 

故意或鲁莽地对他人的身体进行打击。
54 

+ 包含范围：适用 020111 - 020112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适用 02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111 严重攻击 
故意或鲁莽地对他人的人身进行严重的身体打击，导致严重

的身体伤害。
55 

- “鲁莽”的定义见脚注 54。 

+ 
包含范围：包含范围：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伤人；加重攻击；造成身体

伤害且情节严重；殴打；腐蚀性液体袭击；残割女性生殖器；投毒；使用武

器攻击；强迫绝育
56
；暴力获取人血、人体器官或人体组织 

- 
排除情形：威胁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020121)；酷刑(11011)；02011 中列

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112 轻微攻击 
故意或鲁莽地对他人的人身进行轻微的身体打击，没有导致

伤害或仅导致轻微的身体伤害。
57 

- “鲁莽”的定义见脚注 54。 

+ 包含范围：造成轻微的身体伤害；一般攻击；推搡；掌掴；脚踢；拳打；

下药或戳刺 

- 
排除情形：威胁造成轻微的身体伤害(020122)；适用 02011 中列出的全部

排除情形 

02012 威胁 

认为能够造成威胁的任何类型的威胁行为。
58 

+ 包含范围：适用 020121 - 020122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以武力相威胁，要求他人开展相关行动(0205)；威胁证人、司

法人员或执法人员(08061)、威胁选民，影响他们的投票(08071)；以武力威胁

夺走财产(0401)；所有性伤害行为(03)；通过威胁来招募、运输、转移、窝藏

或接收人员，以便进行剥削(0204)；适用 0201 中的排除情形 
 

第 02 节 对人造成伤害或有意对人造成伤害的行为 

                                                      
54鲁莽地行动，至少是指不考虑或关心行动的结果而行事。 
55严重身体伤害，至少包括枪击伤或子弹伤、刀伤或刺伤、断肢、骨折或牙齿被打掉、内伤、被打晕、以及其他严重或危重伤害。 
严重身体打击，至少包括被枪击、被刺、被砍、被物体撞击、被抛物击中、中毒、以及其他可能导致严重身体伤害的打击。 

56未经妇女或男性事先知情和同意或事先了解程序而对其实施手术，目的或后果是终止其自然生育的能力。（欧洲委员会。《欧洲委员会预防和抵制暴力侵害妇女和家庭暴力

公约》，第39条，2011年） 
57轻微身体伤害，至少包括擦伤、割伤、划伤、牙齿碎裂、肿胀、被打得发青的眼圈及其他轻微的伤害。 
轻微身体打击，至少包括击打、掌掴、推搡、绊倒、撞到、及其他可能导致轻微身体伤害的打击。 

58威胁行为，至少是指让人害怕受到身体伤害或其他伤害的故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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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2 节 对人造成伤害或有意对人造成伤害的行为 

020121 严重威胁 

 

意图造成死亡或严重伤害而威胁。
59 

- “威胁”的定义见 02012。 

+ 包含范围：威胁造成死亡或严重伤害；威胁造成家人、朋友或其他人死亡

或严重伤害 

- 排除情形：适用 0201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122 轻微威胁 

意图造成轻微伤害而威胁。
60 

- “威胁”的定义见 02012。 

+ 包含范围：威胁造成轻微伤害；威胁造成家人或朋友轻微伤害 

- 排除情形：适用 0201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19 其他攻击和威胁 

02011 - 02012 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造成伤害或威胁造成伤害的行

为。 

+  

- 排除情形：适用 02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2 妨害自由的行为 

剥夺或限制他人的行动或自由。
61 

+ 包含范围：适用 02021 - 0202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奴役和剥削(0203)；贩运人口(0204)；妨害自由或控制言论的

行为(0803)；所有性行为(03) 

02021 
 
诱拐未成年人 
非法带走、藏匿或扣留未成年人，使其离开其法定监护人或父母有

监护权的一方。 

+ 包含范围：适用 020211 - 02021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非法扣留他人且目的是要求非法获得赎金，以此赎回该人自由

(020221)、非法收养(020291)；适用 02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211 父母诱拐 
无专有监护权的父亲或母亲诱拐未成年人。 
- “诱拐未成年人”的定义见 02021。 

+ 包含范围：国际父母诱拐；国内父母诱拐 

- 排除情形：适用 0202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212 其他家庭成员诱拐 
非父母且无专有监护权的家庭其他成员诱拐未成年人。 
- “诱拐未成年人”的定义见 02021。 

+  

- 排除情形：适用 0202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59严重伤害，至少包括脚注13中定义的严重身体伤害或严重身体打击。 
60轻微伤害，至少包括脚注58中定义的轻微身体伤害或轻微身体打击。 
61自由，至少是指公共领域的自由、不被囚禁、压迫或专制统治的自由。(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网站：<http://www.un.org/en/documents/ud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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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2 节 对人造成伤害或有意对人造成伤害的行为 

020213 法定监护人诱拐 

 
非父母、非家庭成员且无专有监护权的法定监护人诱拐未成

年人。 
- “诱拐未成年人”的定义见 02021。 

+  

- 排除情形：适用 0202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219 其他诱拐未成年人的行为 
020211 - 020213 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其他诱拐未成年人的行

为。 
- “诱拐未成年人”的定义见 02021。 

+  

- 排除情形：适用 0201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22 剥夺自由 

违背他人意愿而进行非法扣留。 
+ 

包含范围：绑架；非法限制；劫持；适用 020221 - 020229 中列出的全部

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诱拐未成年人(02021)；适用 02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221 绑架 
违背他人意愿而非法扣留和带走他人（包括使用武力、威胁、

欺诈或引诱等方式），目的是要求非法获得赎金、任何其他

经济利益或其他物质利益以赎回自由，或迫使某人做或不做

某事。 

+ 包含范围：绑架；快速绑架 

- 
排除情形：诱拐未成年人(02021)、贩运人口(0204)、非法收养(020291)、
劫持人质(020222)；适用 0202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222 非法限制 
违背他人意愿而非法扣留他人（包括使用武力、威胁、欺诈

或引诱等方式），但没有将其转移到其他地方。 

+ 包含范围：劫持人质；错误拘禁；非法剥夺自由；非法扣留；强迫失踪
62 

- 
排除情形：诱拐未成年人(02021)；贩运人口(0204)；非法收养(020291)；
强迫婚姻(020292)；非法扣留他人且目的是要求非法获得赎金，以此赎回该人

自由(020221)；适用 0202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62强迫失踪是指以下情况：“政府不同部门或不同级别的官员，或一些代表政府行事或得到政府直接或间接支持、同意或默许的有组织团体或个人，违背其本人的意愿而予以

逮捕、扣留或绑架，或剥夺他们的自由，随后又拒绝透露有关人员的命运或下落，或拒绝承认剥夺了他们的自由，结果将这些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联合国。《保护所有

人不遭受强迫失踪的宣言》。联合国大会1992年12月18日第47/133号决议。网站：<http://www.un.org/en/events/disappearancesday/background.shtml>。 

http://www.un.org/en/events/disappearancesday/backgroun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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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23 劫持 
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非法扣押车辆及其乘客。 
- “车辆”的定义见脚注 49。 

+ 包含范围：劫持飞机、汽车、公共汽车、船只或其他机动车辆 

- 

排除情形：与电子或通讯有关的劫持(0903)；私人船舶或飞机上的船员或

乘客为私人目的，在公海上对另一船舶、飞机或对船舶或飞机上的人或财产

实施暴力、扣留、强奸或掠夺(11012)；盗窃机动车辆或其他类型的盗窃(0502)；
抢劫(0401)；适用 0202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229 其他剥夺自由的行为 
020221 - 020223 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剥夺自由行为。 

+  

- 排除情形：适用 0202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29 其他妨害自由的行为 

02021 - 02022 中未加描述分类的妨害自由的行为。 
- “自由”的定义见脚注 61。 

+ 
包含范围：非法收养；强迫婚姻；适用 020291 - 0203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

范围 

- 排除情形：适用 02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291 非法收养 
非法收养儿童和/或为了收养的目的而非法安排、协助或控制

儿童。
63 

+ 包含范围：收养欺诈；非法收养 

- 
排除情形：诱拐未成年人(02021)；贩运人口(0204)；劫持人质(020222)；
适用 02029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292 强迫婚姻 
未经有效同意的婚姻，或是在恐吓、武力、欺诈、胁迫、威

胁、欺骗、使用药物或酒精、滥用权力、或利用弱势地位的

情况下同意的婚姻。
64 

+ 包含范围：强迫婚姻；童婚 

- 
排除情形：诱拐未成年人(02021)、以强迫婚姻为目的而贩运人口(02049)、
劫持人质(020222)、奴役和剥削(0203)；适用 02029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299 其他妨害自由的行为 
020291 - 020292 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妨害自由的行为。 
- “自由”的定义见脚注 61。 

+  

- 
排除情形：诱拐未成年人(02021)、贩运人口(0204)、劫持人质(020222)；
适用 02029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63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儿童收养：趋势与政策》。2009年。网站：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adoption2010/child_adoption.pdf。 
64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司。《强迫婚姻和早婚：关注中欧和东欧及前苏联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相关法律》。Thomas，Cheryl所编的专家文件，2009年。 
网站：<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egm/vaw_legislation_2009/Expert Paper EGMGPLHP _Cheryl Thomas revised_.pdf>。 

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adoption2010/child_adop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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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 奴役和剥削 
剥夺或限制他人的行动，目的是对其进行剥削以获得经济收入或其他收益（但未构

成贩运人口）。 

+ 包含范围：适用 02031 - 0203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贩运人口(0204)；性剥削(0302)；强迫婚姻(020292)；违反劳动

法的行为(0808) 

02031 
 
奴役 
非法抓捕、获得或处置他人，目的是使其处于特殊地位或处境，以

致于能够对其行使附属于所有权的任何或全部权力；在以出售或交

换为目的而获得奴隶的活动中涉及的所有行为；在以出售或交换为

目的而获得奴隶后，以出售或交换的方式处置奴隶过程中的所有行

为；以及交易或运输奴隶的任何行为。 

+ 包含范围：奴役；债奴；契约劳动或劳役；强制劳役 

- 
排除情形：以给予任何处罚为威胁，非法让他人非自愿地开展工作或服务

(02032)；适用 0203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32 
 
强迫劳动 
以给予任何处罚为威胁，非法让他人非自愿地开展工作或服务。 

+ 包含范围：适用 020321-02032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奴役(02031)、以强迫劳动或服务为目的而贩运人口(02042)；
适用 0203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321 家政服务强迫劳动 
为第三方私人家庭提供服务的强迫劳动。 
- “强迫劳动”的定义见 02032。 

+ 包含范围：强迫家务劳动；家务劳动剥削 

- 排除情形：适用 0203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322 工业服务强迫劳动 

为工业提供服务的强迫劳动。
65 

- “强迫劳动”的定义见 02032。 

+ 包含范围：农业、建筑业、制造业、娱乐业、渔业、血汗工厂、农场的强

迫劳动 

- 排除情形：适用 0203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323 国家或军队的强迫劳动 
为国家或军队提供服务的强迫劳动。 
- “强迫劳动”的定义见 02032。 

+ 包含范围：劳改营非法劳动 

- 
排除情形：招募或征募儿童兵(110135)；适用 0203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

形 

                                                      
65国际劳工组织。《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第29号）、《强迫或强制劳动公约》（生效日期：1932年5月1日）。瑞士日内瓦。 
网站：<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1000:12100:0::NO::P12100_INSTRUMENT_ID:31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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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29 其他强迫劳动 
020321 - 020323 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强迫劳动。 
- “强迫劳动”的定义见 02032。 

+ 包含范围：强迫乞讨 

- 排除情形：适用 0203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39 其他奴役和剥削行为 
02031 - 02032 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奴役和剥削。 

+  

- 排除情形：适用 0203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4 贩运人口 
通过实际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其他形式的胁迫、或通过诱拐、欺诈、欺骗、滥用

权力、或利用弱势地位的方式、或通过给予或收受酬金或利益以取得控制权人的同

意，从而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以便对其进行剥削。剥削至少应包

括：意图营利使人卖淫，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类似奴役

的活动、劳役或摘除器官。
66 

+ 包含范围：贩运成年人；贩运儿童；适用 02041 - 02049 中列出的全部包

含范围 

- 
排除情形：奴役(02031)；强迫劳动(02032)；违反劳动法的行为(0808)；强

迫婚姻(020292)；所有性伤害行为(03)；攻击和威胁(0201)；妨害自由的行为

(0202)；违反公共秩序性标准的行为(0802)；偷运移民及其他移民罪行(0805) 

02041 
 
以性剥削为目的而贩运人口 
为了性剥削而贩运人口。 
- “贩运人口”的定义见 0204。 
- “性剥削”的定义见 0302。 

+ 
包含范围：以性剥削为目的而贩运人口；以意图营利使人卖淫为目的而贩

运人口；以商业性剥削为目的而贩运人口 

- 
排除情形：未构成贩运人口的对成年人的性剥削(03021)；适用 0204 中列

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42 以强迫劳动或服务为目的而贩运人口 

为了强迫劳动或服务而贩运人口。
67 

- “强迫劳动”的定义见 02032。 

+ 
包含范围：以强迫劳动为目的而贩运人口；以奴役或类似活动为目的而贩

运人口；以契约劳役为目的而贩运人口；以家务劳动为目的而贩运人口 

- 排除情形：适用 0204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66联合国。《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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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网站：<http://www.uncjin.org/Documents/Conventions/dcatoc/final_documents_2/convention_ traff_eng.pdf>。 
67服务至少是指被威胁者非自愿开展的工作。（国际劳工组织。《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第29号）《强迫或强制劳动公约》（生效日期：1932年5月1日）。瑞士日内瓦。 
网站：<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1000:12100:0::NO::P12100_INSTRUMENT_ID:31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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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43 
 
以摘除器官为目的而贩运人口 

为了摘除器官而贩运人口。
68 

- “贩运人口”的定义见 0204。 

+ 包含范围：以摘除器官为目的而贩运人口；以摘除肝脏为目的而贩运人口 

- 
排除情形：危害健康的行为(02061)；危害健康和安全的行为(0902)；适用

0204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34 为其他目的而贩运人口 
02041 - 02043 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为了其他剥削目的而贩运人

口。 
- “贩运人口”的定义见 0204。 

+ 
包含范围：以强迫婚姻为目的而贩运人口；以得到骆驼骑手为目的而贩运

人口；以实施犯罪为目的而贩运人口 

- 排除情形：适用 0204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5 胁迫 
通过使用武力、威胁、恐吓、威胁泄露危及名誉的信息、或威胁进行诽谤等手段，

要求实施某种行为。 
- “诽谤”的描述见 0209。 

+ 包含范围：胁迫、敲诈、勒索；适用 02051 - 0205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

围 

- 
排除情形：胁迫他人实施性行为及任何性伤害行为(03)；使用武力、威胁、

或以武力相威胁，夺走财产(0401)；贩运人口(0204)；奴役和剥削(0203)；攻

击和威胁(0201)；意图引起恐惧或精神折磨的行为(0207)；威胁证人、司法人

员或执法人员(08061)；威胁选民，影响他们的投票(08071)；诽谤或侮辱(0209) 

02051 
 
敲诈或勒索 

通过书面或口头的威胁，要求实施某种行为。
69 

+ 包含范围：敲诈个人、企业或机构 

- 排除情形：适用 0205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59 其他胁迫行为 
02051 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胁迫行为。 
- “胁迫”的定义见 0205。 

+ 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适用 0205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6 过失 
因过失、鲁莽或粗心的行为而造成或有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 
- “过失”的定义见脚注 48。 
- “鲁莽”的定义见脚注 54。 

+ 包含范围：适用 02061 - 0206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过失造成的非预谋杀人(01032)、因危险行为而造成或导致人身

伤害(0207) 

                                                      
68器官是人体中可相互区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不同的组织构成，以维持其结构、血管化和发展高度自动的生理功能的能力。（世界卫生组织。捐赠与移植全球术语和定义表。

瑞士日内瓦，2009年。网站：<http://www.who.int/transplantation/activities/GlobalGlossaryonDonationTransplantation.pdf>。)。 
69相关行动至少包括没收财产、没收现金、或提供服务或福利。 
书面或口头威胁是指威胁泄露信息、威胁进行诽谤、威胁使用武力、威胁造成身体伤害、或威胁开展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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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1 
 
对被照顾人员的过失 
在法律上负有义务或责任的人因其在照顾义务上发生的过失而造

成或有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
70 

- “过失”的定义见脚注 48。 

+ 包含范围：适用 020611 - 02061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适用 0206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611 对被照顾儿童的过失 
在法律上负有义务或责任的人因其在照顾义务上发生的过失

而对儿童造成或有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 
- “过失”的定义见脚注 48。 
- “照顾义务”的定义见脚注 70。 
- “儿童”的定义见国内立法。 

+ 包含范围：忽视被照顾的儿童；照管儿童不周；遗弃儿童 

- 排除情形：适用 0206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612 对其他被照顾的受抚养人的过失 
在法律上负有义务或责任的人因其在照顾义务上发生的过失

而对被抚养的成年人造成或有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
71 

- “过失”的定义见脚注 48。 
- “照顾义务”的定义见脚注 70。 

+ 包含范围：忽视老年人；忽视被照顾的成年人；忽视被照顾的老年人；遗

弃需要照顾的老年人 

- 排除情形：适用 0206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619 对被照顾人员的其他过失 
020611 – 020612 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在法律上负有义务或

责任的人因其在照顾义务上发生的过失而造成或有可能造成

的人身伤害。 
- “过失”的定义见脚注 48。 
- “照顾义务”的定义见脚注 70。 

+ 包含范围：与家庭有关的过失；违反对家庭负有的义务；未满足对服务人

员/徒弟的需求 

- 
排除情形：与妥善照管宠物有关的过失(10091)；适用 02061 中列出的全部

排除情形 

02062 业务过失 
因没有履行一个从事本职业的明理人应履行的职业义务而造成或

有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 

+ 
包含范围：开处方中的医疗过失；医疗程序中的重大过失行为；职业不当

行为；在履行职业职责过程中的重大过失行为；飞行员、船长及其他车辆专

业操作人员的刑事过失 

- 
排除情形：导致死亡的职业过失(010322)；适用 0206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

形 

02063 与驾驶车辆有关的过失 
因控制车辆过程中过失、鲁莽或粗心的行为而造成或有可能造成的

+ 
包含范围：过失地驾驶或操作车辆；边驾车边发短信；与操作机动车辆过

程中应力行小心义务有关的过失；造成身体伤害的肇事逃逸 

                                                      
70照顾义务至少是要求对他人及公众应当保持一个理性的人在此情形下应有的警惕、注意、谨慎和审慎。 
71受抚养人至少是指依靠其他人照顾和支持，如果这种照顾和支持撤除，就会身陷危险之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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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伤害。 
- “过失”的定义见脚注 48。 
- “鲁莽”的定义见脚注 54。 
- “车辆”的定义见脚注 49。 - 

排除情形：飞行员、船长及其他车辆专业操作人员的刑事过失(02062)；在

精神活性物质的影响下操作车辆 (02072)；因过失驾驶行为而致人死亡

(010321)；适用 0206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69 
 
其他过失行为 
02061–02063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因过失、鲁莽或粗心的行

为而造成或有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 
- “过失”的定义见脚注 48。 
- “鲁莽”的定义见脚注 54。 

+ 包含范围：未向伤者提供援助；行人过失犯罪 

- 排除情形：适用 0206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7 危险行为 

因危险行为或明知可能导致伤害的行为而造成或有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
72 

+ 包含范围：适用 02071 - 0207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危险行为或导致死亡的行为(01)、过失行为导致的人身伤害

(0206) 

02071 
 
危害健康的行为 

因危险的行为而危害健康及（或）有危害健康的可能性。
73 

- “危险”的定义见脚注 72。 

+ 
包含范围：食品或药品掺假

74
；销售有毒食品或饮料；非法采购、出售或

经销胶水、溶剂或其他有可能醉后滥用的物质；非法传播艾滋病毒/艾滋病 

- 
排除情形：因忽视职业义务而伤害他人健康(02062)；伪造药品和处方产品

(07022)；适用 0207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72 在精神活性物质的影响下操作车辆 
在精神活性物质或其他管制药物的影响下操作车辆，对他人造成或

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 
- “精神活性物质”的定义见脚注 98。 
- “车辆”的定义见脚注 49。 

+ 
包含范围：在酒精或药物影响下驾驶或操作车辆时造成伤害；适用 020721 
- 02072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在精神活性物质的影响下操作车辆致人死亡(010321)；非伤害

性的交通违法行为(0907)；涉及管制药物或前体的非法行为(0601)；以嬉戏方

式驾驶机动车辆或其他非法使用机动车辆的行为(050212)；与操作车辆有关的

过失(02063)；适用 0207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721 在酒精的影响下操作车辆 
在酒精的影响下操作车辆，并对他人造成或有可能造成人身

伤害。 
- “车辆”的定义见脚注 49。 

+ 包含范围：在酒精的影响下驾驶；在酒精的影响下导致事故 

- 
排除情形：涉及酒精的非法行为(0602)；适用 0207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

形 

                                                      
72危险行为至少是指能够或很可能造成身体伤害或其他伤害的行为。 
73健康至少是指没有生病或受伤。 
74食品或药品掺假是指为了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或显示虚假的价值，或为了隐藏缺陷，向食品加入外来的、劣质的或惰性的物质，或排出或去除食品中的宝贵成分或必要成分，

导致食品不纯。（粮食及农业组织。关于食品立法的视角和指导意见——一个新订食品示范法，第209页。意大利罗马。2005年。 
网站：<http://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legal/docs/ls87-e.pdf>。)。 

http://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legal/docs/ls87-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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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722 在违禁药物的影响下操作车辆 
在违禁药物的影响下操作车辆并对他人造成或有可能造成人

身伤害。 
- “违禁药物”的定义见脚注 98。 
- “车辆”的定义见脚注 49。 

+ 包含范围：在违禁药物的影响下驾驶；在违禁药物的影响下导致事故 

- 
排除情形：涉及管制药物或前体的非法行为(0601)；适用 02072 中列出的

全部排除情形 

020729 在其他精神活性物质的影响下操作车辆 
在其他精神活性物质的影响下操作车辆并对他人造成或有可

能造成人身伤害。 
- “精神活性物质”的定义见脚注 98。 
- “车辆”的定义见脚注 49。 

+  

- 
排除情形：涉及管制药物或其他精神活性物质但未构成操作车辆的行为

(06)；适用 0207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79 其他危险行为 
02071–02072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因危险行为而造成或有可

能造成的人身伤害。 
- “危险”的定义见脚注 72。 

+ 包含范围：设置捕人陷阱 

- 排除情形：适用 0207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8 意图引起恐惧或精神折磨的行为 
由人的行为引起的恐惧或精神折磨。 
- 精神折磨至少是指精神或心理的痛苦。 

+ 包含范围：欺凌；网络欺凌；非性骚扰；不停地给人打电话；适用 02081 - 
0208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涉及表达被管控社会信仰和规范的行为(08032)；故一人损害他

人的名誉、尊严及所给信任，或引发敌意或不愉快的观点或感受的故意语言、

行为或交流（口头或其他形式）(0209) 

02081 
 
骚扰 

骚扰或意图骚扰他人的行为。
75 

+ 
包含范围：骚扰；分享具有冒犯性质的材料；适用 020811 - 020819 中列

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性骚扰(030122)；通过使用武力、威胁、恐吓、威胁泄露危及

名誉的信息、或威胁进行诽谤等手段，要求实施某种行为(0205)；攻击和威胁

(0201)；意图损害他人名誉的交流(0209)；适用 0208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75骚扰至少是指明知行为具有冒犯性而仍对他人作出的冒犯不当行为。这包括贬低、轻视或造成人身羞辱或使人难堪的令人反感或不被接受的行为。（联合国。《防止骚扰政
策》。网站：<http://www.un.org/womenwatch/osagi/UN_system_policies/(FAO)Policy_on_the_prevention_of_harass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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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811 工作场所的骚扰 
工作场所中的或相关工作中的同事、上司或其他合作者进行

的骚扰。 
- “骚扰”的定义见脚注 75。 

+ 包含范围：工作场所骚扰；工作场所聚众滋扰；工作场所中的欺凌 

- 排除情形：适用 0208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819 其他骚扰 
并非在工作场所以及并非与工作有关的骚扰。 
- “骚扰”的定义见脚注 75。 

+ 包含范围：工作场所之外的聚众滋扰或欺凌；未构成盯梢骚扰行为的恐吓

电话；私人妨扰；引起惊恐或困扰的行为 

- 排除情形：适用 0208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82 盯梢骚扰 

不受欢迎的交流、跟踪或盯梢。 
+ 包含范围：网络盯梢骚扰；盯梢骚扰 

- 
排除情形：性盯梢骚扰(030122)；非法和无理地侵犯他人隐私(0211)；适

用 0208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89 
 
其他意图引起恐惧或精神折磨的行为 
02081 – 02082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引起恐惧或精神折磨的

行为。 

+ 包含范围：心理暴力 

- 排除情形：适用 0208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9 诽谤或侮辱 
一人损害他人的名誉、尊严和所给信任，或引发敌意或不愉快的观点或感受的故意

语言、行为或交流（口头或其他形式）。 

+ 包含范围：口头诽谤；书面诽谤；侮辱；中伤；诋谤；适用 02091 - 0209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为了要求实施某种行为而威胁进行诽谤或侮辱(0205)；不恰当

的行为（但没有损害他人名誉的意图）(0208) 

02091 
 
由于受害者的特征或被归于的属性而进行诽谤或

侮辱 
由于受害者的特征或口头诽谤；书面诽谤属性而进行诽谤或侮

辱。
76 

- “诽谤或侮辱”的描述见 0209。 

+ 包含范围：口头诽谤；书面诽谤；侮辱；中伤；诋毁 

- 
排除情形：为了要求实施某种行为而威胁进行诽谤或侮辱(0205)、不恰当

的行为（但没有损害他人名誉的意图）(0208) 

02092 由于受害者的信仰或价值观而进行诽谤或侮辱 + 包含范围：基于信仰、政治观点、社会观点或经济观点而进行诽谤或侮辱 
 

                                                      
76特征和属性至少包括性别、性取向、年龄、语言、民族、残疾及（或）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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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害者的信仰或价值观而进行诽谤或侮辱。

77 
- “诽谤或侮辱”的描述见 0209。 - 

排除情形：受害者的信仰和价值观属于刺激因素（是动机标签）的犯罪；

基于信仰或价值观而作出的非法区分、排斥、限制或偏好(0210)；0209 中列出

的全部排除情形 

02099 
 
其他诽谤或侮辱 
02091 –02092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诽谤或侮辱。 
- “诽谤或侮辱”的描述见 0209。 

+ 
包含范围：基于其他原因而进行的口头诽谤、书面诽谤、侮辱、中伤、诋

毁；诽谤或侮辱名誉和尊严 

- 排除情形：适用 0209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10 歧视 
基于某人或某群体的种族、肤色、年龄、性别、语言、宗教、观点、血统、国籍或

民族而作出的区分、排斥、限制、不合法待遇或优待，从而阻碍或妨碍平等承认、享

受和行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任何其他公共生活领域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78 

+ 包含范围：人身歧视；群体歧视；基于被归于的信仰和价值观或者被归于

的属性和特征而进行的歧视；适用 02101 - 0210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涉及言论自由或言论控制的行为(0803) 

02101 
 
人身歧视 
加诸人的歧视和不合法待遇。 
- “歧视”的定义见 0210。 

+ 包含范围：对他人的工作歧视、工资歧视、住房歧视 

- 排除情形：群体歧视(02102) 

02102 群体歧视 
对某一群体整体进行的歧视和不合法对待。 
- “歧视”的定义见 0210。 

+ 
包含范围：对群体的工作歧视、工资歧视、住房歧视；基于性别、年龄、

残疾、种族、性取向、宗教、政治观点、社会经济观点而进行的群体歧视 

- 
排除情形：涉及群体言论自由或群体言论控制的行为(0803)；人身歧视

(02101) 

02109 其他歧视 + 包含范围：鼓动他人对某人或某群体进行歧视 

                                                      
77信仰或价值观至少包括宗教信仰、政治观点及（或）经济社会观点。 
78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69年。网站：<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ERD.asp&xgt;>。 



49 
  

第 02 节 对人造成伤害或有意对人造成伤害的行为 

 02101–02102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歧视和不合法待遇。 
- “歧视”的定义见 0210。 - 排除情形：适用 0210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11 侵犯他人的行为 

非法和无理地侵犯他人隐私或其他权利。
79 

 

+ 包含范围：适用 02111 - 0211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侵犯计算机数据或计算机系统且不是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

(0903)；对他人进行不受欢迎的跟踪、盯梢或交流(02082)；侵犯性隐私或其他

性行为(03)；侵犯财产(0509) 

02111 
 
侵犯隐私 
侵犯或侵扰隐私。 
- “隐私”的定义见脚注 79。 

+ 
包含范围：侵犯隐私；侵犯邮件秘密；窃听电话；侵入独处或私人问题；

侵入私人计算机文件；干扰邮件 

- 排除情形：适用 021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119 其他侵犯他人的行为 
02111 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非法和无理地侵犯他人隐私或其他权

利的行为。 
- “隐私”的定义见脚注 79。 

+ 
包含范围：毁损遗体；贩运人体器官但未构成以摘除器官或组织为目的而

贩运人口的行为；破坏坟墓；非法使用遗体；挖掘坟墓 

- 排除情形：适用 021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219 其他对人造成伤害或有意对人造成伤害的行为 
0201 – 0211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对人造成伤害或有意对人造成伤害的行为。 

+ 包含范围：身体虐待或精神虐待 

- 排除情形：适用 0201-021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79隐私至少是指一个人的个人自主权或不被其他人观察或打扰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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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 性暴力 
非对方自愿的性行为；试图发生性行为；或未经对方有效同意或在恐吓、武力、欺

诈、胁迫、威胁、欺骗、使用药物或酒精、滥用权力或利用弱势地位取得同意后，

带有不想要的性关注的接触或交流。 

+ 包含范围：适用 03011 - 03012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滥用弱势地位、权力或信任，或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从

他人的卖淫或性行为中获取金钱利益、社会利益或政治利益(0302)；胁迫

(0205)；卖淫犯罪、色情犯罪及其他违反公共秩序性标准的行为，例如未构成

强奸的乱伦以及裸露癖(0802)；攻击和威胁(0201)；未构成性伤害行为的奴役

和剥削(0203)；以性剥削为目的而贩运人口(02041)；骚扰和盯梢骚扰(0208) 

03011 
 
强奸 
未经对方有效同意或在恐吓、武力、欺诈、胁迫、威胁、欺骗、使

用药物或酒精、滥用权力、利用弱势地位、或给予或接受利益而取

得同意后，发生的性插入。
80 

+ 包含范围：适用 030111 - 03011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适用 03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30111 以暴力强奸 
未经对方有效同意以暴力加诸对方的性插入。 
- “性插入”的定义见脚注 80。 

+ 包含范围：对身体施暴进行的性插入 

- 排除情形：法定强奸(030113)；适用 0301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30112 非以暴力强奸 
未经对方有效同意但未施加暴力而加诸对方的性插入。 
- “性插入”的定义见脚注 80。 

+ 包含范围：采用欺骗手段发生性关系；借助药物的强奸；未使用暴力但非

经双方同意的性插入 

- 排除情形：法定强奸(030113)；适用 0301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30113 法定强奸 
与不满法定同意年龄的人或依法不能作出同意的人发生的性

插入，无论其是否同意。 
- “性插入”的定义见脚注 80。 

+ 包含范围：与不满同意年龄的人发生性关系；与不能作出同意的人发生性

关系 

- 排除情形：适用 0301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80性插入至少是指使用任何身体器官或物体插入外阴、肛门或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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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19 其他强奸 
030111 - 030113 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强奸。 
- “强奸”的定义见 03011。 

+  

- 排除情形：适用 0301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3012 
 
性侵犯 
非对方自愿的性行为、试图发生性行为、或带有不想要的性关注的

接触或交流（但尚未构成强奸）。 
- “强奸”的定义见 03011。 

+ 
包含范围：借助药物实施的性侵犯；性骚扰；违背婚姻伴侣的意愿对婚姻

伴侣实施的性侵犯；对无助者的性侵犯；适用 030121 - 030129 中列出的全部

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强奸(03011)；适用 03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30121 人身性侵犯 
通过身体接触进行的性侵犯。 
- “性侵犯”的定义见 03012。 

+ 包含范围：借助药物实施的性侵犯；非对方自愿的触摸或抚摸；滥用职位

进行的性侵犯 

- 排除情形：适用 0301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30122 非人身性侵犯 
未通过身体接触进行的性侵犯。 
- “性侵犯”的定义见 03012。 

+ 包含范围：性骚扰、性威胁 

- 排除情形：适用 0301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30129 别处未加分类的其他性侵犯 
030121- 030122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性侵犯。 
- “性侵犯”的定义见 03012。 

+ 包含范围：窥阴癖
81 

- 排除情形：适用 0301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3019 
 
其他性暴力行为 
03011–03012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性暴力。 
- “性暴力”的定义见 0301。 

+  

- 排除情形：适用 03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81窥阴癖是指通过偷看不知情的半裸的、全裸的或正在进行性行为的人而获得性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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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 性剥削 
滥用弱势地位、权力或信任，或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从他人的卖淫或性行为

中获取金钱利益、社会利益或政治利益。
82 

 

+ 包含范围：适用 03021 - 0302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强奸(03011)；性暴力(0301)；卖淫犯罪、色情犯罪及其他违反

公共秩序性标准的行为（例如乱伦和裸露癖）(0802)；滥用职权(07033)；攻击

和威胁(0201)；未构成性伤害行为的奴役和剥削(0203)；以性剥削为目的而贩

运人口(02041)；骚扰和盯梢骚扰(0207)；身份罪(11021) 

03021 
 
对成年人的性剥削 
对成年人的性剥削。 
- “性剥削”的定义见 0302。 
 

+ 
包含范围：招募、诱使或促使他人卖淫；拉皮条；维持、管理或故意资助

妓院；在明知的情况下租用或租赁房屋或其他场所用于他人卖淫 

- 排除情形：适用 03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3022 
 
对儿童的性剥削 
对儿童的性剥削。 
- “性剥削”的定义见 0302。 
- “儿童”的定义见国内立法。 

+ 

包含范围：持有儿童色情制品、制作儿童色情制品、招募、引诱或促使儿

童卖淫；拉皮条；维持、管理或故意资助妓院进行儿童卖淫；在明知的情况

下租用或租赁房屋或其他场所用于儿童卖淫；适用 030221 - 030229 中列出的

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法定强奸(030113)；适用 03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30221 儿童色情 
促使、安排、协助或控制儿童制作儿童色情制品及（或）持

有、传播、广播、传输、展示或销售儿童色情制品。
83 

- “儿童”的定义见国内立法。 

+ 包含范围：持有儿童色情制品；分享儿童色情制品；制作儿童色情制品；

下载儿童色情制品、从儿童那时获得性意象或其他形式的儿童虐待材料 

- 排除情形：色情犯罪(08022)；适用 0302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82卖淫至少是指以金钱或其他形式的报酬来交换性活动。 
83儿童色情至少是指直观呈现或描绘进行露骨性行为的儿童，参与或进行露骨性行为的看起来是儿童的真人，或者参与露骨性行为的虚拟儿童的逼真形象。（《欧洲委员会保

护儿童免遭性剥削和性虐待公约》第2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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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22 儿童卖淫 

招募、诱使及（或）促使儿童卖淫或获得童妓的性服务。
84 

- “卖淫”的定义见脚注 82。 
- “儿童”的定义见国内立法。 

+ 
包含范围：付款接受儿童性服务；招募、诱使或促使儿童卖淫；拉皮条；

维持、管理或故意资助妓院进行儿童卖淫；在明知的情况下租用或租赁房屋

或其他场所用于儿童卖淫 

- 排除情形：适用 0302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30223 性诱儿童 

与儿童联系，随后开展实质行动，促成为性目的见面。
85 

- “儿童”的定义见国内立法。 

+ 包含范围：网络引诱；通过互联网与儿童联系并让他们接触露骨性材料；

亲自出面联系儿童，让他们逐渐接触露骨性材料 

- 排除情形：适用 03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30229 其他形式的儿童性剥削 
030221–030223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儿童性剥削。 
- “性剥削”的定义见 0302。 
- “儿童”的定义见国内立法。 

+ 
包含范围：严重猥亵儿童；引诱儿童；强迫儿童观看性行为或观看色情制

品；儿童性旅游
86 

- 排除情形：适用 0302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3029 
 
其他性剥削行为 
03021 – 03022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性剥削。 
- “性剥削”的定义见 0302。 

+  

- 排除情形：适用 03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309 其他性伤害行为 
0301 – 0302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性伤害行为。 

+  

- 
排除情形：性暴力(0301)；性剥削(0302)；胁迫(0203)；卖淫犯罪、色情犯

罪及其他违反公共秩序性标准的行为（例如乱伦和裸露癖）(0802)；滥用职权

(07033)；攻击和威胁(0201)；未构成性伤害行为的奴役和剥削(0203)；以性剥

削为目的而贩运人口(02041)；骚扰和盯梢骚扰(0207)；适用 0301 - 0302 中列

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84《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的任择议定书》（2000年）第3(1) I (b)条。 
85欧洲委员会《对儿童的性暴力——欧洲立法框架及欧洲委员会公约和欧盟政策概述》第63页。网站：<http://www.coe.int/t/dg3/children/1in5/Source/PublicationSexual-Violence/Ruelle.pdf>。 
86儿童性旅游是指从某地到其他地方旅游并在那里与儿童开展性行为的人对儿童进行的商业性剥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太平洋地区对儿童的商业性剥削和儿童性虐待：一

份区域报告。斐济、苏瓦，2006年）网站：http://www.unicef.org/eapro/Pacific_CSEC_report.pdf)。 

http://www.unicef.org/eapro/Pacific_CSEC_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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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1 抢劫 
以永久或暂时地保留他人或组织的财产为目的，对他人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非法带走或获得财产。 
 

+ 包含范围：以暴力方式盗窃；盗匪活动；土匪抢劫；适用 04011 - 0401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入室盗窃、盗窃及其他仅仅侵犯财产的行为(05)；攻击和威胁

(0201)；持有盗窃的钱物；接收、处理、处置、出售或贩运赃物；使用盗窃的

零件来生产其他产品；藏匿赃物(0704)；损坏财产(0504)；绑架(02022)；通过

书面或口头的威胁，要求实施某种行为(02051) 

04011 
 

抢劫他人 

通过与受害者的直接接触，抢劫受害者的个人财产。
87 

- “抢劫”的定义见 0401。 

+ 包含范围：适用 040111 - 04011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适用 04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40111 在公共场所抢劫他人 

在公共场所抢劫他人的个人财产。
88 

- “抢劫”的定义见 0401。 
- “个人财产”的定义见脚注 87。 

+ 包含范围：街头抢劫；行凶抢劫；武力夺包 

- 排除情形：适用 0401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40112 在私人场所抢劫他人 

在私人场所抢劫他人的个人财产。
89 

- “抢劫”的定义见 0401。 
- “个人财产”的定义见脚注 87。 

+ 包含范围：在住宅入室盗窃过程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进行偷盗 

- 排除情形：适用 0401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40119 其他抢劫他人的行为 
040111–040112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抢劫他人的行为。 
- “抢劫”的定义见 0401。 

+ 包含范围：在各种地方抢劫他人的行为 

- 排除情形：适用 0401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87个人财产至少是指个人除不动产以外的任何资产。 
88公共场所至少是指向所有人开放的地方。 
89私人场所至少是指专供私人目的使用的或专用于私人聚会且公众不能自由出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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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12 
 
抢劫运输中的贵重物品或货物 
抢劫运输中的财产。 
-“抢劫”的定义见 0401。 

+ 包含范围：适用 040121 - 040122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适用 04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40121 抢劫汽车或车辆 
在车辆运输途中抢劫车辆驾驶员或乘客。 
- “抢劫”的定义见 0401。 
- “车辆”的定义见脚注 49。 

+ 包含范围：劫持汽车；在运输途中抢劫车辆中的财产；抢劫出租车；抢劫

护卫车；抢劫火车 

- 
排除情形：盗窃机动车辆或其零部件(05021)；适用 04012 中列出的全部排

除情形 

040129 其他抢劫运输中的贵重物品或货物的行为 
040121 未描述或分类的、抢劫运输中的贵重物品或货物的行

为。 
- “抢劫”的定义见 0401。 

+ 包含范围：抢劫高速公路上的货物 

- 排除情形：适用 0401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4013 
 
抢劫设施或机构 
抢劫设施或机构。 
- “抢劫”的定义见 0401。 

+ 包含范围：适用 040131 - 040132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适用 04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40131 抢劫金融机构 

抢劫金融机构。
90 

- “抢劫”的定义见 0401。 

+ 包含范围：抢劫银行；抢劫自动取款机 

- 排除情形：适用 04013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40132 抢劫非金融机构 
抢劫非金融机构。 
- “金融机构”的定义见脚注 90。 
- “抢劫”的定义见 0401。 

+ 包含范围：抢劫邮局；抢劫加油站；抢劫企业；抢劫商店 

- 排除情形：适用 04013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90金融机构至少是指专门办理金融交易（包括投资、贷款和存款）的公开或私人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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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14 
 
抢劫牲畜 

从看管者处抢走牲畜。
91 

- “抢劫”的定义见 0401。 

+ 包含范围：抢劫牛、山羊、绵羊、鸡或其他牲畜；偷牛 

- 排除情形：盗窃牲畜(05025)；适用 04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4019 
 
其他抢劫行为 
04011–04014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抢劫行为。 
- “抢劫”的定义见 0401。 

+  

- 排除情形：适用 04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409 其他涉及暴力攻击或威胁他人的侵犯财产行为 
0401 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涉及暴力攻击或威胁他人的侵犯财产行为。 

+ 包含范围：从不明地点掠夺/抢夺；打劫 

- 

排除情形：损坏财产(0504)；入室盗窃、盗窃及其他侵犯财产的行为(05)；
攻击和威胁(0201)；持有盗窃的钱物；接收、处理、处置、出售或贩运赃物；

使用盗窃的零件来生产其他产品；藏匿赃物(0704)；抢劫(0401)；绑架或劫持

人质(02022)；适用 04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91牲畜至少是指用作食品、纤维和用于劳动的被驯养动物，包括牛、羊、鸡、猪、马及其他品种。（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畜牧业统计）。网站：<www.fao.org/.../eufao.../ 
SUA_FBS_Workshop_Background_LivestockSt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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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 入室盗窃 
擅自进入建筑物/居所或其他场所（无论是否对建筑物/居所使用武力），意图实施

盗窃或实际实施盗窃。 
- “盗窃”的定义见 0502。  

+ 包含范围：破门而入；以盗窃为目的非法闯入；以盗窃为目的，采用欺骗

方式进入；适用 05011 - 0501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以永久或暂时地从他人或组织处夺走财产为目的，未经同意且

未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暴力威胁、胁迫或欺骗，非法带走或获得财产(0502)；
持有盗窃的钱物；接收、处理、处置、出售或贩运赃物；使用盗窃的零件来

生产其他产品；藏匿赃物(0704)；损坏财产(0504)；以永久或暂时地保留他人

或组织的财产为目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直接从他人处非法带走或

获得财产(0401) 

05011 
 
营业场所入室盗窃 

营业场所的入室盗窃。
92 

- “入室盗窃”的定义见 0501。 

+ 
包含范围：破门闯入营业场所；驾车入室盗窃；非法进入企业，意图实施

盗窃 

- 排除情形：适用 05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5012 
 
私人住宅入室盗窃 

私人住宅入室盗窃。
93 

- “入室盗窃”的定义见 0501。 
+ 

包含范围：破门闯入住宅区；非法进入住宅区，意图实施盗窃；破门闯入

住宅区并进行偷盗；对居所实施入室盗窃；对属于私人住宅的屋棚/车库实施

入室盗窃；侵入住宅 

- 排除情形：适用 05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50121 永久私人住宅入室盗窃 
对受害者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惯常生活的私人住宅实施入室盗

窃。 
- “入室盗窃”的定义见 0501。 

+ 包含范围：对受害者惯常居住的房屋、寓所或其他居所实施入室盗窃 

- 排除情形：适用 05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92营业场所至少是指商业企业或工业企业坐落所在的构筑物或土地，包括办公楼、店铺、会所、银行、工厂、服务站、旅店、商场、零售商店、农场土地、仓库及其他土地或

建筑物。 
93私人住宅至少是指某人拥有、租用或租赁的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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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22 非永久私人住宅入室盗窃 
对受害者一年中临时生活的私人住宅实施入室盗窃。 
- “入室盗窃”的定义见 0501。 
 

+ 包含范围：对避暑屋实施入室盗窃；对次级房屋实施入室盗窃；破门闯入

旅店房间或其他临时租用场所并进行偷盗 

- 排除情形：适用 05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5013 
 
公共场所入室盗窃 

公共场所入室盗窃。
94 

- “入室盗窃”的定义见 0501。 

+ 包含范围：破门闯入公共场所；非法进入公共物业，意图实施犯罪 

- 排除情形：适用 05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5019 
 
其他入室盗窃行为 
05011–05013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入室盗窃行为。 
- “入室盗窃”的定义见 0501。 

+ 
包含范围：对移动式房屋实施入室盗窃；对不能被确认为公共场所、私人

场所或企业场所的场所实施入室盗窃 

- 排除情形：适用 05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502 盗窃 
以永久地从他人或组织处夺走财产为目的，未经同意且未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暴

力威胁、胁迫或欺骗，非法带走或获得财产。 

+ 包含范围：适用 05021 - 0502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持有盗窃的钱物；接收、处理、处置、出售或贩运赃物；使用

盗窃的零件来生产其他产品；藏匿赃物(0704)；通过欺骗或不诚实的行为，获

得金钱或其他利益或逃避责任(0701)；抢劫(0401)；损坏财产(0504)；擅自进

入场所并实施盗窃(0501)；盗窃知识产权(0503)；身份盗用(07019) 

05021 盗窃机动车辆或其零部件 

盗窃机动车辆或机动车辆的零部件。
95 

- “盗窃”的定义见 0502。 
- “机动车辆”的定义见脚注 95。 

+ 包含范围：适用 050211 - 05021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抢劫汽车或车辆(040121)；适用 05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94公共场所至少是指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拥有、租用或租赁的物业。 
95机动车辆是指由引擎或发动机驱动的所有自力推动式车辆，包括汽车、摩托车、船只和飞机。 
陆地机动车辆是指配备引擎、在陆路上行驶的所有陆地车辆，包括汽车、摩托车、公共汽车、卡车、施工车辆和农用车辆。 
车辆零部件是指专门设计用于车辆且对车辆的运行起重要作用的任何要件或替换要件，包括引擎、变速器、轮胎和车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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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211 盗窃陆地机动车辆 
盗窃陆地机动车辆。 
- “盗窃”的定义见 0502。 
- “陆地机动车辆”的定义见脚注 95。 

+ 包含范围：偷盗汽车、面包车或货车；盗窃摩托车 

- 
排除情形：非法使用机动车辆(050212)；盗窃机动车辆的零部件(050213)；
从机动车辆中盗窃个人财产(050221)；适用 0502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50212 非法使用陆地机动车辆 
以暂时地从他人或组织处夺走为目的，未经同意且未使用武

力、武力威胁或暴力威胁、胁迫或欺骗，非法带走或获得陆

地机动车辆。 
- “陆地机动车辆”的定义见脚注 95。 
 

+ 包含范围：以嬉戏方式驾驶 

- 
排除情形：以永久夺走为目的，非法带走或获得机动车辆(050211)；盗窃

机动车辆的零部件(050213)；盗窃船只、飞机和其他车辆(050219)；从机动车

辆中盗窃个人财产(050221)；适用 0502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50213 盗窃陆地机动车辆的零部件 
盗窃陆地机动车辆的零部件。 
- “盗窃”的定义见 0502。 
- “零部件”的定义见脚注 95。 
- “陆地机动车辆”的定义见脚注 95。 

+ 包含范围：盗窃汽车轮胎、发动机、变速器、车窗等。 

- 
排除情形：从机动车辆中抽取汽油或燃料或盗窃个人财产(050221)；适用

0502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50219 其他盗窃机动车辆或其零部件的行为 
050211 – 050213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盗窃机动车辆或

机动车辆零部件的行为。 
- “盗窃”的定义见 0502。 
- “机动车辆”的定义见脚注 95。 
 

+ 包含范围：盗窃船只或飞机；盗窃船只或飞机的零部件 

- 
排除情形：从机动车辆中抽取汽油或燃料或盗窃个人财产(050222)；劫持

汽车和飞机(020223)；适用 0502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5022 盗窃个人财产 
盗窃个人财产。 
- “盗窃”的定义见 0502。 
- “个人财产”的定义见脚注 87。 

+ 
包含范围：在非法进入的地方盗窃；适用 050221 - 050229 中列出的全部

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盗窃陆地机动车辆或陆地机动车辆的零部件(05021)；盗窃企业

财产(05023)；盗窃公共财产(05024)；盗窃牲畜(05025)；盗窃宠物(05025)；适

用 05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50221 从他人处盗窃个人财产 + 包含范围：扒窃；未构成抢劫行为的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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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他人携带的个人财产。 
- “盗窃”的定义见 0502。 
- “个人财产”的定义见脚注 87。 

- 排除情形：盗窃自行车(050229)；适用 0502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50222 从车辆中盗窃个人财产 
从车辆中盗窃个人财产。 
- “盗窃”的定义见 0502。 
- “车辆”的定义见脚注 49。 
- “个人财产”的定义见脚注 87。 

+ 包含范围：从车辆中盗窃钱包；从车辆中盗窃电子设备；盗窃 GPS 装置；

抽取天然气或汽油 

- 
排除情形：盗窃陆地机动车辆的零部件(050213)；适用 05022 中列出的全

部排除情形 

050229 其他盗窃个人财产的行为 
050221–050222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盗窃个人财产。 
- “盗窃”的定义见 0502。 
- “个人财产”的定义见脚注 87。 

+ 包含范围：未破门而入的盗窃；盗窃居所外面的财产；对与居所之间没有

连接门的车库或屋棚及封闭空间实施盗窃；盗窃自行车；盗窃宠物 

- 排除情形：适用 0502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5023 盗窃企业财产 
从企业中盗窃除车辆以外的动产。 
- 动产是指除不动产以外的任何资产。 
- “盗窃”的定义见 0502。 
- “车辆”的定义见脚注 49。 

+ 
包含范围：吃霸王餐；未付款而离开；员工实施盗窃；适用 050231 - 05023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营业场所入室盗窃(05011)；抢劫设施或机构(04013)；盗窃公

共财产(05024)；盗窃私人财产(05022)；盗窃牲畜(05025)；盗窃车辆或其零部

件(05021)；适用 0502 中的排除情形 

050231 从店铺中盗窃 
从零售场所盗窃企业财产。 
- “盗窃”的定义见 0502。 

+ 包含范围：入店行窃；从店铺中盗窃商品 

- 排除情形：适用 05023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50239 其他盗窃企业财产的行为 
从零售场所以外的其他场所盗窃企业财产。 
- “盗窃”的定义见 0502。 

+ 包含范围：员工盗窃企业/办公室用品；从自动售货机中盗窃；从旅店、饭

店、电影院、娱乐场所、办公室、车间中盗窃 

- 排除情形：适用 05023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5024 盗窃公共财产 + 包含范围：盗窃公共财产；盗窃公园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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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除车辆以外的任何公共财产（动产）。

96 

- “盗窃”的定义见 0502。 
- “车辆”的定义见脚注 49。 

- 
排除情形：盗窃电力、水或其他公用事业服务(05026)；抢劫设施或机构

(04013)；盗窃车辆或其零部件(05021)；盗窃私人财产(05022)；盗窃企业财产

(05023)；盗窃牲畜(05025)；适用 05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5025 盗窃牲畜 
盗窃牲畜。 
- “盗窃”的定义见 0502。 
- “牲畜”的定义见脚注 91。 

+ 包含范围：盗窃牛、鸡、羊、鱼等。 

- 
排除情形：抢劫牲畜(04014)；盗窃宠物(050229)；适用 0502 中列出的全

部排除情形 

05026 盗窃服务 
盗窃服务。 
-“盗窃”的定义见 0502。 

+ 
包含范围：盗窃电力、水或其他公用事业服务；盗窃电视信号/有线信号；

逃票；逃避支付服务费用 

- 排除情形：欺诈(0701)；适用 05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5029 其他盗窃行为 
05021–05026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盗窃财产的行为。 
- “盗窃”的定义见 0502。 

+ 包含范围：盗窃邮件；转化构成的盗窃 

- 排除情形：适用 05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503 侵犯知识产权 
非法复印、使用、复制或以其他方式侵犯版权、专利、商标、或其他知识产权。

97 + 
包含范围：盗窃知识产权；侵犯版权；非法盗用版权；对计算机软件实施

盗版行为；未构成假冒或伪造行为的工业间谍活动 

                                                      
96公共财产是指政府拥有的财产（不含不动产）。 
97知识产权至少是指发明、文学艺术作品、以及商业中使用的符号、图像和名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基本定义》。瑞士日内瓦 

网站：<http://www.wipo.int/about-ip/en/studies/publications/ip_definitions.htm>。）。 
专利是指授予发明（即，提供一种新的做事方式、或提供一种新的技术解决方案的产品或工艺）的专有权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基本定义》。瑞士日内瓦 

网站：<http://www.wipo.int/about-ip/en/studies/publications/ip_definitions.htm>。）。 
版权是一个法律术语，是创作者对其文学艺术作品享有的权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基本定义》。瑞士日内瓦 

网站：<http://www.wipo.int/about-ip/en/studies/publications/ip_definitions.htm>。）。 
商标是指一种特殊标志，用于表明某些产品或服务是具体人员或企业生产或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基本定义》。瑞士日内瓦 

网站：<http://www.wipo.int/about-ip/en/studies/publications/ip_definitio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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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除情形：制作、生产、传递或持有假冒的有商标的、有专利的、特许使

用的、或其他受保护的产品(07022)；盗窃(0502)；持有盗窃的钱物；接收、处

理、处置、出售或贩运赃物；使用盗窃的零件来生产其他产品；藏匿赃物(0704)；
身份盗用(07019)；伪造/假冒(0702)；未构成对计算机软件实施盗版的侵犯计

算机系统的行为(0903) 

0504 损坏财产 
故意破坏、损坏或污损财产。 
 

+ 

包含范围：纵火；以爆炸方式损坏财产；故意破坏财产；涂鸦；未构成危险

行为或过失行为的破坏活动；非法水淹；未构成危险行为或过失行为的破坏

活动；造成财产损坏的肇事逃逸；故意损坏机动车；适用 05041 - 05049 中列

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破门闯入物业(0501)；损坏计算机系统或计算机数据被编为侵

犯计算机系统行为(0903)；杀死或伤害动物(10091)；破坏环境(10) 

05041 损坏公共财产 
故意破坏、损坏或污损公共财产。 
- “公共财产”的定义见脚注 96。 

+ 包含范围：破坏政府设施；损坏学校公共财产 

- 排除情形：适用 0504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5042 损坏个人财产 
故意破坏、损坏或污损个人财产。 

+ 包含范围：破坏私人居所；损坏个人财产 

- 排除情形：适用 0504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5043 损坏企业财产 
故意破坏、损坏或污损企业财产。 

+ 包含范围：破坏企业财产；损坏企业财产 

- 排除情形：适用 0504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5049 其他损坏财产的行为 
05041- 05043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故意破坏、损坏或污损财产

的行为。 

+  

- 排除情形：适用 0504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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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9 其他仅仅侵犯财产的行为 
0501 – 0504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仅仅侵犯财产的行为。 

+ 
包含范围：非法挪用财产；擅自占用土地；非法获得住房或土地；非法侵

入；强行进入并占领 

- 
排除情形：损坏财产(0504)；损坏计算机系统(0903)；破坏环境(10)；适用

0501 - 0504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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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1 涉及管制药物或前体的非法行为 
非法处理、持有、购买、使用、贩运、种植或生产管制药物或前体用于个人消费和

非个人消费。
98 

+ 包含范围：适用 06011 - 0601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在精神活性物质的影响下操作车辆(02072)；在酒精或药物影响

下驾驶致人死亡(010321) 

06011 
 
非法持有、购买、使用、种植或生产管制药物用于

个人消费 
非法持有、购买、使用、种植或生产管制药物用于个人消费。 
- “管制药物”的定义见脚注 98。 

+ 
包含范围：持有药物；使用药物；种植药物用于个人消费；适用 060111 - 
060112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适用 06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60111 非法持有、购买或使用管制药物用于个人消费 
非法持有、购买或使用管制药物用于个人消费。 
- “管制药物”的定义见脚注 98。 

+ 包含范围：持有药物；使用药物 

- 排除情形：适用 0601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60112 非法种植或生产管制药物用于个人消费 
非法种植、生产、制造、提炼或配制管制药物用于个人消费。 
- “管制药物”的定义见脚注 98。 

+ 包含范围：种植药物用于个人消费 

- 排除情形：适用 0601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98管制药物是指经修订的《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附表所列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前体是指经常用于非法制造《1988年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定义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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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12 
 
非为个人消费而非法贩运、种植或生产管制药物或

前体 
非法提供、许诺销售、经销、销售、交付、经纪、分派、调运、运

输、进口、出口、种植、生产、制造、提炼或配制管制药物或前体，

但与使用或持有药物用于个人消费无关。 
- “管制药物”的定义见脚注 98。 
- “前体”的定义见脚注 98。 

+ 
包含范围：非为个人消费而种植药物；生产药物；贩运药物；适用 060121 
- 06012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适用 06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60121 非为个人消费而非法贩运管制药物 
非法提供、许诺销售、经销、销售、交付、经纪、分派、调

运、运输、进口或出口管制药物或前体，但与使用或持有药

物用于个人消费无关。 
- “管制药物”的定义见脚注 98。 

+ 
包含范围：药物交易、贩运药物；贩卖药物、通过互联网零售药物；组织、

监督或管理药物经销企业；进口/出口违禁药物；销售、许诺销售、经销、推

广、宣传违禁药物或前体；协助贩运药物 

- 
排除情形：进出口犯罪(08042)；违反海关法罪(08041)；适用 06012 中的

排除情形 

060122 非为个人消费而非法生产管制药物 
非法生产、制造、提炼或配制管制药物，但与使用或持有药

物用于个人消费无关。 
- “管制药物”的定义见脚注 98。 

+ 包含范围：非法制造管制药物；非法煮熬管制药物；在秘密实验室非法制

造药物 

- 
排除情形：非法种植或生产管制药物用于个人消费(060112)；适用 0601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60123 非为个人消费而非法种植管制药物 
非法种植管制药物，但与使用或持有药物用于个人消费 

无关。 
- “管制药物”的定义见脚注 98。 

+ 包含范围：非为个人消费而种植药物 

- 
排除情形：非法种植或生产管制药物用于个人消费(060112)；适用 06012
中的排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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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124 非为个人消费而非法转移前体 
非法制造、运输或经销前体，但与使用或持有药物用于个人

消费无关。 
- “前体”的定义见脚注 98。 

+ 包含范围：非法转移前体化学品；贩运前体化学品 

- 排除情形：适用 0601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60129 其他非为个人消费而非法贩运、种植或生产管

制药物或前体的行为 
060121 – 060124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其他非为个人消费

而非法贩运、种植或生产管制药物或前体的行为。 
- “管制药物”的定义见脚注 98。 
- “前体”的定义见脚注 98。 

+ 包含范围：贩运用于非法制造、生产或种植管制药物的设备 

- 排除情形：适用 0601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6019 其他涉及管制药物或前体的非法行为 
06011 – 06012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非法处理、持有或使用管

制药物或前体用于个人消费和非个人消费的行为。 
- “管制药物”的定义见脚注 98。 
- “前体”的定义见脚注 98。 

+ 
包含范围：开具、处理或交易伪造的或变造的处方；涉及吸毒用具的非法

行为；鼓励消费管制药物；非法宣传管制物质 

- 
排除情形：进出口犯罪(08042)；违反海关法罪(08041)；适用 0601 中列出

的全部排除情形 

0602 涉及酒类、烟草或其他管制物质的非法行为 
非法处理、持有或使用酒类、烟草产品或其他管制物质用于个人消费和非个人 
消费。 

+ 包含范围：适用 06021 - 0602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在精神活性物质的影响下操作车辆(02072)；违反饮酒或吸烟年

龄规定或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类或烟草产品(11021)；在药物或酒精影响下驾驶

致人死亡(010321)；进出口犯罪(08042)；违犯海关法罪(0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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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21 非法生产、处理、持有或使用酒类产品 
非法处理、持有、使用、生产、贩运或经销酒类产品用于个人消费

和非个人消费。 

+ 
包含范围：非法酿酒；非法蒸酒；非法制酒；向醉酒者提供酒；适用 060211 
- 06021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适用 06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60211 非法持有或使用酒类产品 
非法持有或使用酒类产品用于个人消费。 

+ 包含范围：非法持有、使用或消费酒类产品 

- 
排除情形：违反饮酒年龄规定或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类产品(11021)；适用

0602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60212 非法生产、贩运或经销酒类产品 
非法生产、销售、经销、交付、经纪、分派、调运、运输、

进口或出口酒类产品，但并非是用于个人消费。 

+ 包含范围：违反采购酒类产品限制的犯罪行为；违反经销/销售酒类产品限

制的犯罪行为 

- 排除情形：适用 0602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60219 其他非法生产、处理、持有或使用酒类产品的

行为 
060211 – 060219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非法处理、持有、

使用、生产、贩运或经销酒类产品用于个人消费和非个人消

费的行为。 

+ 包含范围：非法宣传或推广酒类产品；鼓动非法消费酒类产品 

- 排除情形：适用 0602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6022 非法生产、处理、持有或使用烟草产品 
非法处理、持有、使用、生产、贩运或经销烟草产品用于个人消费

和非个人消费。 

+ 包含范围：适用 060221 - 06022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适用 06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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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221 非法持有或使用烟草产品 
非法持有或使用烟草产品用于个人消费。 

+ 包含范围：在禁区持有、使用或消费烟草产品；在飞机上吸烟 

- 
排除情形：违反吸烟或嚼烟年龄规定或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产品(11021)；
适用 0602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60222 非法生产、贩运或经销烟草产品 
非法生产、销售、经销、交付、经纪、分派、调运、运输、

进口或出口烟草产品，但并非是用于个人消费。 

+ 包含范围：违反采购烟草产品限制的犯罪行为；违反经销/销售烟草产品限

制的犯罪行为 

- 排除情形：适用 0602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60229 其他非法生产、处理、持有或使用烟草产品的

行为 
060221 – 060222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非法处理、持有、

使用、生产、贩运或经销烟草产品用于个人消费和非个人消

费的行为。 

+ 包含范围：非法宣传或推广烟草产品；鼓动非法使用烟草产品 

- 排除情形：适用 0602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6029 其他涉及酒类、烟草或其他管制物质的非法行为 
06021 – 06022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非法处理、持有或使用酒

类、烟草产品或其他管制物质用于个人消费和非个人消费的行为。 
+ 

包含范围：将管制物质用作兴奋剂；提供或消费医药产品或其他非法产品

以提高体育成绩；鼓动他人使用兴奋剂；交易医药产品或其他管制物质 

- 排除情形：适用 06021 - 0602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609 其他涉及管制药物或其他精神活性物质的行为 
0601 – 0602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涉及管制药物或其他精神活性物质的行为。 
- “管制药物”的定义见脚注 98。 

+  

- 

排除情形：在精神活性物质的影响下操作车辆(02072)；违反饮酒或吸烟年

龄规定或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类或烟草产品(11021)；在酒精或药物影响下驾驶

致人死亡(010321)；进出口犯罪(8042)；违犯海关法罪(08041)；适用 0601 - 06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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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1 欺诈 
通过欺骗或不诚实的行为，获得金钱或其他利益、或逃避责任。 

+ 
包含范围：抵押贷款欺诈、金融欺诈、医疗骗术、假冒他人、身份盗用；

持有、制作或使用假秤砣；适用 07011 - 07019 中的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以占有物主金钱为目的而获得金钱（但并非通过不诚实的行为）

(0502)；破产欺诈、内线交易及其他违反商业金融规定的行为(08042)；选举欺

诈(08079)；资产非法增加(07035) 

07011 
 
金融欺诈 
为获得个人利益而在金融交易中实施欺诈。这包括使用金融消费

产品，例如银行账户、信用卡、支票、赊账卡或网上银行系统。 
- “欺诈”的定义见 0701。 

+ 
包含范围：银行欺诈；投资欺诈；支票/信用卡欺诈；赊账卡欺诈；网上银

行欺诈；开具空头支票；适用 070111 - 070112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隐匿、转移或掩饰犯罪所得的金融交易(07041)；贪污(07032)；
适用 07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70111 对国家实施金融欺诈 
对国家实施金融欺诈。 
-“金融欺诈”的定义见 07011。 

+ 包含范围：采购和承包欺诈；未构成医疗欺诈的虚假索赔欺诈 

- 
排除情形：社会福利和税收欺诈(08041)；适用 0701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

形 

070112 对自然人或法人实施金融欺诈 

对自然人或法人实施金融欺诈。
99 

-“金融欺诈”的定义见 07011。 

+ 包含范围：抵押贷款欺诈；证券欺诈；投资欺诈；银行欺诈 

- 排除情形：适用 0701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7019 其他欺诈行为 
07011 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欺诈行为。 
- “欺诈”的定义见 0701。 

+ 

包含范围：持有、制作或使用假秤砣；未构成医疗事故或医疗过失的医疗

欺诈或医疗骗术；欺诈性地不提供消费品或以欺诈方法取得商品；虚假账目；

隐藏或销毁金钱；电信欺诈；保险欺诈；交易或专业人士无证/未经登记开业；

身份盗用；虚假陈述身份或职业地位；假冒他人；假冒结婚；建立或实施传销；

坑蒙拐骗 

- 
排除情形：隐匿、转移或掩饰犯罪所得的金融交易(07041)；贪污(07032)；
资产非法增加(07035)；税收欺诈(08041)；适用 07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99自然人是指在法律中与法人相区分的人。 
法人是指有能力订立协议或合同、承担义务、并对不法活动承担责任的合法协会、公司、合营公司、独资企业、信托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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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2 伪造/假冒 
制作、制造、销售、传递或持有假冒产品或用于制造假冒产品的工具。 

+ 
包含范围：欺诈性地制作或改变产品、文件或货币；欺诈性地制作、接收、

获得或持有工具、物品、计算机程序及其他假冒手段；明知是假冒而进口、出

口、运输、接收或获得假冒的产品、货币或文件；适用 07021 - 07029 中列出

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制作虚假身份或假冒他人(07019)；使用伪造的签证(0805)；持

有、制作或使用假秤砣(07019)；非法复印、使用、复制或以其他方式侵犯版

权、专利、商标、或其他知识产权(0503)；走私货物(08044) 

07021 
 
假冒支付手段 
制作、制造、传递、使用或持有假冒的支付手段或者使用或不使

用计算机系统制造这种假冒支付手段的工具。 
+ 

包含范围：假冒硬币或纸币；假冒邮票或门票；持有用于制作假冒支付手

段的物品；假冒除现金以外的支付手段；适用 070211 - 070219 中列出的全部

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适用 07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70211 假冒现金支付手段 
制作、制造、传递、使用或持有假冒的现金支付手段或者使

用或不用计算机系统制造这种假冒现金支付手段的工

具。
100 

+ 
包含范围：欺诈性地制作或改变硬币或纸币；欺诈性地制作、接收、获得

或持有工具、物品、计算机程序及其他用于假冒或改变硬币或纸币的手段；明

知是假冒而进口、出口、运输、接收或获得假冒的纸币和硬币 

- 
排除情形：假冒非现金支付手段(070219)；金融欺诈(07011)；涉及犯罪所

得的行为(0704)；适用 0702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70212 假冒非现金支付手段 
制作、制造、传递、使用或持有假冒的非现金支付手段或者

使用或不用计算机系统制造这种假冒非现金支付手段的工

具。
101 

+ 
包含范围：欺诈性地制作或改变非现金支付形式；欺诈性地制作、接收、

获得或持有工具、物品、计算机程序及其他用于假冒或改变非现金支付形式的

手段；明知是假冒而进口、出口、运输、接收或获得假冒的非现金支付形式 

- 
排除情形：假冒现金支付手段(070211)；金融欺诈(07011)；涉及犯罪所得

的行为(0704)；适用 0702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7022 假冒产品罪行 + 
包含范围：假冒产品罪行（包括包、鞋、药品和处方产品）；持有用于制

作假冒产品或工具的物品；假冒药品；假冒医药产品 

                                                      
100现金支付是指法律核准的纸币和硬币。 
101非现金支付是指非使用纸币或硬币的支付方式，例如信用卡、支票、虚拟货币及借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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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制造、出售、传递或持有假冒的有商标的、有专利的、特

许使用的、或以其他方式受保护的产品、或制造假冒产品的工具。 
- 商标和专利的定义见脚注 97。 

- 
排除情形：药品掺假(02071)；走私货物(08044)；侵犯知识产权(0503)；适

用 07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7023 
 
伪造/假冒文件的行为 
制作、制造、出售、传递或持有假冒的或伪造的文件、或者使用

或不用计算机系统制造这种假冒/伪造文件的工具。 
+ 

包含范围：伪造或假冒文件；伪造或假冒护照；伪造签证或制作假冒的签

证；伪造签名；欺诈性地制作、接收、获得或持有工具、物品、计算机程序及

其他用于假冒或改变文件的手段；明知是假冒而进口、出口、运输、接收或获

得假冒的文件 

- 
排除情形：使用伪造/假冒的身份证件(0701)；使用伪造/假冒的签证或护照

以非法进入某国(0805)；非法复印、使用、复制或以其他方式侵犯版权、专利、

商标、或其他知识产权(0503)；适用 07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7029 其他伪造/假冒行为 
07021 – 07023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制作、制造、传递、使用

或持有虚假产品或制造虚假产品的工具。 

+  

- 排除情形：适用 07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703 腐败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其他国内国际反腐败法律文书规定的非法行为。
102 

+ 
包含范围：国家公职人员行贿和受贿；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

行贿和受贿；私营部门中的行贿和受贿；适用 07031 - 07039 中列出的全部包

含范围 

- 排除情形：通过使用武力、威胁、恐吓、威胁泄露危及名誉的信息、或威

胁进行诽谤等手段，要求他人实施某种行为(0205) 

07031 
 
贿赂 
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或私营部门实体的领导或工作人员许诺给

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或者从公职人员或私营部门实体的领

导或工作人员那时直接或间接索取或收受不正当好处，以使该人

在行使其职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动。 

+ 
包含范围：贿赂国家公职人员，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及国际公共组织官员；

私营部门中的贿赂；适用 070311 - 070312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通过使用武力、威胁、恐吓、威胁泄露危及名誉的信息、或威

胁进行诽谤等手段，要求或诱使他人实施贿赂(0205)；适用 0703 中列出的全

部排除情形 

070311 行贿 
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或私营部门实体的领导或工作人员

+ 包含范围：向公职人员行贿；向外国公职人员及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

私营部门中的行贿 

                                                      
102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奥地利维也纳，2004年。网站：<http://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UNCAC/Publications/Convention/08- 
50026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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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实际给予不正当好处，以使该人员在

行使其职务时作为或不作为。102 - 排除情形：适用 0703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70312 受贿 
公职人员或私营部门实体领导或工作人员直接或间接索取

或收受不正当好处，以使该人员在行使其职务时作为或不作

为。102 

+ 包含范围：公职人员受贿；外国公职人员及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私营

单位领导受贿 

- 排除情形：适用 0703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7032 贪污 
公职人员或私营部门实体的领导或工作人员贪污、挪用或侵犯因

其职务而受托的任何财产、公共资金、私人资金、公共证券、私

人证券或者任何其他贵重物品。
103 

+ 包含范围：在公共部门中贪污；在私营单位中贪污；挪用；不诚实地兑换 

- 
排除情形：非法带走不归自己保管的钱物或擅自带走财物(05)；为获得个

人利益而在金融交易中实施欺诈(07011)；适用 0703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7033 
 
滥用职权 
公职人员在履行职务时违反法律，实施或不实施一项行为，以为

其本人或其他人员或实体获得不正当好处。102 

+ 包含范围：滥用职权；任人唯亲；滥用权力；滥用公职；滥用官职。 

- 排除情形：适用 0703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7034 影响力交易 
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不正当

好处，或公职人员直接或间接索取或收受不正当好处，以使其滥

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以获得不正当好

处。102 

+ 包含范围：影响力交易 

- 排除情形：适用 0703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7035 
 
资产非法增加 

公职人员或私营部门领导的资产显著增加，但本人无法以其合法

收入作出合理解释。102 

+ 包含范围：资产非法增加 

- 排除情形：欺诈(0701)；适用 0703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103贪污至少是指未经允许，欺诈性地带走归自己保管的金钱或财产，供自己使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奥地利维也纳，2004年。 

网站：<http://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UNCAC/Publications/Convention/08-50026_E.pdf>。）。 
挪用至少是指未经允许，非法将归自己保管的金钱或财产供自己使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奥地利维也纳，2004年。 

网站：http://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UNCAC/Publications/Convention/08-50026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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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39 其他腐败行为 
07031 – 07035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腐败行为。 
- “腐败”的定义见 0703。 

+ 包含范围：利益冲突；不诚实的挪用 

- 排除情形：适用 0703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704 涉及犯罪所得的行为 
接收、处理或持有直接或间接通过犯罪活动而产生或取得的金钱或财产。 

+ 包含范围：持有盗窃的钱物；适用 07041 - 0704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取得财产或金钱的犯罪活动不编号归入此级别中。 

07041 
 
洗钱 
明知财产为犯罪所得，为隐瞒或掩饰该财产的非法来源，或者帮

助任何参与实施上游犯罪者逃避其行为的法律责任，为隐瞒或者

掩饰该财产的真实性质、来源、所在地、处分、转移或所有权，

而转换或转移该财产。
104 

+ 
包含范围：转换或转移财产；非法隐瞒或掩饰财产相关信息；非法获得、

持有或使用被清洗的财产；“自我洗钱”；隐瞒或继续保留犯罪所得。 

- 排除情形：适用 0704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7042 非法贩运文化财产 
非法销售、经销、交付、经纪、运输、进口、出口或持有文化财

产。
105 

+ 
包含范围：非法贩运文化财产；未构成盗窃或损坏财产的文化艺术财产犯

罪 

- 
排除情形：非法带走文化财产(0502)；进出口犯罪(08042)；违犯海关法罪

(08041)；适用 0704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7049 
 
其他涉及犯罪所得的行为 
07041 – 07042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接收、处理或持有直接或

+ 
包含范围：持有盗窃的钱物；接收、处理、处置、出售或贩运赃物；使用

盗窃的零件来生产其他产品（汽车翻新）；藏匿赃物 

                                                      
104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第6条，纽约州纽约市。2004年。 
网站：<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UNTOC/Publications/TOC Convention/TOCebook-e.pdf>。)。 
105文化财产至少是指基于宗教或世俗的原因，由于其在考古、史前史、历史、文学、艺术或科学方面的重要性，被某缔约国特别规定为应受出口管制的财产。（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采取措施禁止并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公约》，第1条。 
网站：<http://www.unesco.org/new/en/culture/themes/illicit-traffic-of-cultural-property/1970-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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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通过犯罪活动而产生或取得的金钱或财产。 

- 排除情形：非法带走财产(0502)；适用 0704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709 其他涉及欺诈、欺骗或腐败的 

行为 
0701 – 0704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其他涉及欺诈、欺骗或腐败的行为。 

+  

- 
排除情形：收养欺诈(020291)；采用欺骗手段发生性关系(030112)；社会福

利和税收欺诈(08041)；破产欺诈(08042)；涉及海关的欺诈(08044)；移徙欺诈

(0805)；选举欺诈(08079)；适用 0701-0704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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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1 违反公共秩序行为标准的行为 

违反公共秩序行为标准的行为。106 

+ 包含范围行乞；乱丢垃圾罪；组织非法集会；流氓行为；适用 08011-0801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公共秩序性标准(0802) 

08011 

 
暴力扰乱公共秩序 

有组织或自发的，且对公众造成严重骚扰、恐惧或伤害的非法暴力

行为。 

 

+ 
包含范围骚乱；暴动；斗殴；公共场所斗殴；流氓行为；体育活动中的暴

力行为 

- 
排除情形未侵犯公共秩序的行为标准，但使用暴力造成伤害，或威胁造成

伤害的行为（0201）；适用 0801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08012 

 
涉及社会和宗教公共秩序规范和标准的行为 

违反社会和宗教公共秩序规范和标准的行为。107 

 

+ 
包含范围公共场所酗酒；扰乱社会治安行为；损害公共安宁；攻击性语言

或行为；流浪；行乞；乱丢垃圾罪；公共危害；扰乱宗教集会；游荡；噪音

投诉 

- 
排除情形在酒精或精神活性药物的影响下操作车辆（02072）；表达被管控

社会信仰和规范的行为（08032）；通过噪音和震颤造成环境污染（1001）；

向未成年人供应酒精（11021）；适用 08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8019 

 
其他违反公共秩序行为标准的行为 

08011-08012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违反公共秩序行为标准行

为。 

- 公共秩序行为标准定义见脚注 106。 

+ 
包含范围组织非法集会、参加非法集会、征聘人员参加非法集会；拥有或

占有举行非法集会的不动产 

- 排除情形适用 08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802 侵犯公共秩序性标准的行为 + 包含范围色情制品和卖淫罪；非法性交形式；适用 08021-08029 中列出的

                                                      
106公共秩序行为标准至少包括维持公共道德和礼节的行为标准。  
107社会和宗教公共秩序规范和标准至少包括防止作出攻击性或对公众造成严重骚扰、恐惧或伤害的个人行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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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公共秩序性标准的行为。108 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所有性伤害行为（03）；残割女性生殖器（020111）；以性剥削

为目的而贩运人口（02041） 

08021 

 
卖淫罪 

违反公认的卖淫相关公共秩序性标准的行为。 

- 公共秩序性标准定义见脚注 108。 

- 卖淫定义见脚注 82。 

+ 
包含范围提供性服务以获取经济或其他好处；购买性服务；不构成儿童性

旅游的性旅游 

- 
排除情形使人卖淫或剥削卖淫者（0302）；儿童卖淫（030222）；适用 08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8022 

 
色情制品犯罪 

违反公认的色情制品相关公共秩序性标准的行为。109 

- 公共秩序性标准定义见脚注 108。 

+ 
包含范围促使、安排、协助或控制他人参与非法色情；生产、制作、分发、

传播、广播、传输、销售或拥有非法色情制品；猥亵物品 

- 
排除情形儿童色情制品（030221）；征聘或诱使他人卖淫，或剥削妓女

（0302）；适用 08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8029 

 
其他违反公共秩序性标准的行为 

08021-08022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违反公共秩序性标准行为。 

- 公共秩序性标准定义见脚注 108。 

+ 

包含范围公然猥亵；在公共场所进行性行为；裸露癖；非法性交形式；未

构成强奸或性侵犯的乱伦或家庭内性犯罪；同性间非法自愿性行为；兽交；

尸奸；重婚；一夫多妻；通奸；未构成伤害性性行为的鸡奸；黄色淫秽作品、

图片或物品 

- 排除情形适用 08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108公共秩序性标准至少包括防止作出可能冒犯公众或包含被禁止性交形式的性行为的性标准。 
109色情制品至少指直接呈现或描绘一名进行露骨性行为的成年人或一名参与露骨性行为的虚拟成年人的逼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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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3 涉及言论自由或言论控制的行为 
旨在限制言论自由或违反言论控制的行为。110 

+ 包含范围适用 08031-0803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08031 

 
危害言论自由的行为 

旨在限制言论自由的行为。 

- 言论自由定义见脚注 110。 

+ 包含范围非法审查；非法限制言论自由；非法限制艺术自由 

- 
排除情形通过强迫、威胁、威吓、威胁披露损害名誉的信息或诽谤威胁而

限制他人言论（0205） 

08032 

 
涉及表达被管控社会信仰和规范的行为 

出版、表达、生产、拥有、分发或展示受禁止或管制的观点或材料。 

+ 包含范围适用 080321-08032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生产、拥有、分发或展示儿童色情制品（030221）；色情制品犯

罪（08022） 

080321 违反宗教信仰/观点的规范 

出版、表达、生产、拥有、分发或展示违反宗教信仰/观点的

受禁止或管制观点或材料。 

+ 包含范围亵渎、背教、劝人更改宗教信仰 

- 
排除情形歧视（0210）；因受害人认定的信仰或价值观而进行诽谤或侮辱

（02092）；适用 0803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80322 违反关于不容忍及煽动仇恨的规范 

非法表达不容忍以及煽动仇恨。 
+ 包含范围宣传种族、族裔或宗教仇恨；煽动种族仇恨；仇恨言论；美化暴

力；仇恨邮件 

- 
排除情形一人非法表达不容忍和煽动仇恨，以损害他人名誉、尊严和自信，

或诱发敌意或厌恶的意见或感受（0209）；歧视（0210）；适用 08032 中列

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110言论自由至少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网站：<http://www. un.org/en/documents/udh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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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329 其他涉及表达被管控社会信仰和规范的行为 

080321-080322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违反言论控制行为。 

- 言论自由定义见脚注 110。 

+ 包含范围传播、宣传或散布被管控的政治观点或材料 

- 排除情形适用 0803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8039 

 
其他涉及言论自由或言论控制的行为 

08031-08032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违反言论自由或言论控制行

为。 

- 言论自由定义见脚注 110。 

+  

-  

0804 违反公共收入规定或监管规定的行为 

违反公共收入规定的行为和基于道德或伦理原因被规范或禁止的行为。 

 

+ 
包含范围逃税；企业犯罪；非法赌博；适用 08041-08049 中列出的全部包

含范围 

- 

排除情形由任何人的疏忽、鲁莽或大意行为而导致的人身伤害或可能导致

的人身伤害（0206）；由任何人的危险行为而导致的人身伤害或可能导致的

人身伤害（0207）；涉及欺诈、欺骗或腐败的行为（07）；非法贩运文化财

产（07042） 

08041 违反公共收入规定的行为 

违反海关、税收和其他公共收入规定的行为 

+ 包含范围关税、课税、税和收入犯罪 

- 
排除情形社会福利和税务欺诈和其他涉及欺诈、欺骗或腐败的行为（07）；

偷运移民（0805）；适用 0804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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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42 违反商业或金融法规的行为 

违反商业、工业或金融法规的行为 + 
包含范围企业或公司犯罪，包括竞争和破产犯罪；欺诈破产；贸易、贸易

说明或进出口犯罪；违反贸易规定、限制或禁运的行为；投资或股票/股份犯

罪（未构成欺诈）；高利贷 

- 
排除情形侵犯知识产权（0503）；涉及欺诈、诈骗或腐败的行为（07）；

损害健康和安全的行为（0902）；损害自然环境的行为（10）；适用 0804 中

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8043 违反赌博规定的行为 

违反赌博和博彩规定、限制或禁令的行为。 

+ 包含范围博彩和赌博犯罪 

- 排除情形适用 0804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8044 走私货物 

包括海关欺诈和货物秘密穿越关境在内的行为。111 
+ 包含范围走私货物、违禁品贩运 

- 
排除情形进出口犯罪（08042）；伪造货物和产品（07022）；适用 0804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8045 市场操纵或内线交易 + 
包含范围根据内线消息（内幕交易）、不正当披露市场相关信息、滥用市

场相关信息、操纵市场交易、操纵价格 

                                                      
111走私货物指包括海关欺诈和货物秘密穿越关境在内的行为。（世界海关组织。《关于为防止、调查和惩处违犯海关法罪实行行政互助的国际公约》（1977年《内罗毕公约》）， 

第1(d)条。网站：<http://www.wcoomd.org/en/about -us/legal-instruments/~/media/574B25F13D9C4D4BA44AB4CD50A967C5.ash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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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市场操纵或内线交易。112 

- 市场操纵定义见脚注 112。 

- 内幕交易定义见脚注 112。 
- 排除情形适用 0804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8049 其他违反公共行政或监管规定的行为 

08041-08045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违反公共收入规定和涉及基

于道德或伦理原因被规范或禁止行为。 

+ 
包含范围滥用文化遗产；损坏或破坏文化纪念物；其他损害公共行政的行

为 

- 排除情形适用 0804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805 与移徙有关的行为 
与移徙有关的非法行为。113 

+ 
包含范围偷运移民；非法进入某国；非法雇佣或留住外国公民；移民欺诈；

适用 08051-0805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人口贩运（0204）；非法领养（020291）；制作、制造、销售、

传递或拥有伪造或假冒签证、护照或其他入境所需文件（07023） 

08051 偷运移民犯罪 + 包含范围偷运移民犯罪；窝藏被偷运的移民 

                                                      
112市场操纵系指就一个金融工具或一份商品现货合同给出虚假或误导性供应、需求或价格信号的交易、下单交易或任何其他行为；或将一个或多个金融工具或一份商品现货

合同的价格控制在非正常或人为水平。 
 内线交易系指拥有内幕信息，并自行或代表第三方直接或间接获取或处理与该信息相关的金融工具。（欧洲联盟。《欧洲议会和欧洲委员会关于滥用市场刑事处罚的指令》

（《市场滥用指令》）。斯特拉斯堡，2014年4月16日。网站：<http://register.consilium.europa.eu/doc/srv?l=EN&f=PE%208%202014%20REV%201>。)。 
113移徙系指任何个人或群体的移动，可以是跨越国际边境线，或在一国境内的移动（国际移民组织。关键移民术语。网站：<http://www.iom.int/cms/en/sites/iom/home/about- 
migration/key-migration-terms-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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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直接或间接获取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安排非某一缔约国国民或

永久居民的人非法进入该缔约国。114115 - 排除情形适用 0805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8059 其他移徙相关非法行为 

涉及移民但未在 08051 类别中得到描述或分类的行为。 

- 移民定义见脚注 113。 

+ 
包含范围非法进入/非法过境；使用伪造文件入境；非法雇佣或留住外国公

民；组织或协助外国公民非法居留 

- 排除情形适用 0805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806 违反司法制度的行为 
妨碍执法或司法制度运作的行为。116 

+ 
包含范围抗拒逮捕；违反保释条件；阻挠司法进程；作伪证；逃脱羁押；

违反法院命令；未履行陪审团传讯；藐视法庭/侮辱法庭；监狱监管犯罪；佯

装犯罪/捏造证据；适用 08061-0806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导致死亡的行为（01）；构成伤害或威胁的行为（0201） 

08061 妨碍司法 

意图妨碍、颠覆、误导或阻碍司法程序。117 + 

包含范围阻挠司法进程；未出庭或履行陪审团传讯；提供虚假证词/作伪证；

销毁、损害、捏造或篡改证据；阻止、威胁或欺骗证人，威胁或恐吓司法或

执法人员；佯装犯罪；未举报犯罪；提供虚假信息；协助和教唆行为；企图

影响公平审讯 

- 排除情形适用 0806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114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2000年。 
网站：<http://www.uncjin.org/Documents/Conventions/dcatoc/final_documents_2/convention_smug_eng.pdf>。 
115非法进入指在未遵守合法进入目的地国必要要求的情况下穿越边境。（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

补充议定书》。2000年。网站：<http://www.uncjin.org/Documents/Conventions/dcatoc/final_documents_2/convention_smug_eng.pdf>。)。 
116司法制度指直接参与涉嫌或裁定犯有刑事罪行的人逮捕、起诉、辩护、量刑和惩罚的执法系统。 
117司法程序至少指促进司法制度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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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62 违反司法秩序 

意图妨碍、颠覆或阻碍司法秩序有效执行的行为。118 

- 司法制度定义见脚注 116。 

+ 
包含范围抗拒逮捕；违反保释条件；逃脱羁押；逃脱软禁；违反法院命令；

违反假释规定；违反缓刑规定；违反禁止家庭暴力令或其他禁止令；违反法

院制裁；被放逐或流放后非法返回；藐视法庭；监禁后监督犯罪 

- 排除情形适用 0806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8063 犯罪意图 

表明一个人通过协同刑事罪犯往来或拥有工具或其他材料而实施

犯罪之意图的行为方式。 

+ 包含范围犯罪意图；非法持有犯罪工具；非法拥有伪装物品 

- 
排除情形参与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活动（0905）；适用 0806 中列出的全部排

除情形 

08064 共谋 

与他人共谋、协同或策划犯罪。 

 

+ 包含范围共谋/策划实施刑事犯罪；准备犯罪 

- 
排除情形杀人共谋（0101）；安排非法堕胎共谋（0105）；危害国家的共

谋（0904）；实施特定犯罪的共谋被记录贴上共谋标签；适用 0806 中列出的

全部排除情形 

08069 违反司法制度的其他行为 

08061-08064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违反执法或司法制度运作的

行为。 

+ 包含范围侮辱法庭；侮辱执法人员；监狱监管犯罪；诱使犯罪 

- 排除情形适用 0806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807 与民主选举有关的行为 + 
包含范围收买选票；选举欺诈；选举财务法；适用 08071-08079 中列出的

全部包含范围 

                                                      
118司法秩序至少指由司法制度规定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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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主选举有关的行为。119 -  

08071 意图在选举中不适当地影响选民的行为 

通过金钱或其他好处或使用威胁意图在选举中不适当地影响选民

的行为。 

+ 包含范围收买选票；胁迫投票 

- 

排除情形通过恐吓、威胁做出人身伤害或暴力，要求做出与民主选举无关

的具体行为（0205）；任何人意图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接触或所传递言

论（08071）；通过与民主选举无关的欺诈或不诚实行为获得金钱或其他好处

或逃避责任（0701） 

08079 其他与民主选举有关的行为 

08071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其他与民主选举有关的行为。 

- 民主选举定义见脚注 119。 

+ 

- 

包含范围选举欺诈；违反选举财务法；在选举中非法操纵民主程序 

排除情形通过与民主选举无关的欺诈或不诚实行为获得金钱或其他好处或

逃避责任（0701） 

0808 违反劳动法的行为 

违反劳动法的行为。120 

+ 
包含范围雇佣/劳动法犯罪；工业法犯罪；最低工资犯罪；童工；不法调任

和不法解雇；适用 08081-08082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非法雇用外国公民（0805）；疏忽（0206）；职业过失（02062）；

危害健康和安全的行为（0902）；薪酬或就业歧视（02010）；强迫劳动（02032）；
以强迫劳动为目的而贩运人口（02042） 

08081 违反集体劳动法 + 包含范围违反集体谈判行为；工会犯罪 

                                                      
119民主选举指群众选择个人担任公职的正式决策程序。 
120劳动法是为保护工人和安全工作环境或雇主和雇员关系的方方面面而颁布的一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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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集体劳动法的犯罪行为。121 - 排除情形适用 0808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8082 违反个体劳动法 

违反个体劳动法的刑事行为。122 
+ 

- 

包含范围薪酬和合同犯罪；不法调任和不法解雇 

排除情形工作场所的骚扰（02071）；性骚扰（030122）；适用所有列入

0808 的排除情形 

0809 其他侵犯国家的公共秩序、权力和规定的行为 

0801-0808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侵犯国家的公共秩序、权力和规定的行为。 
+ 

包含范围有关家庭法的刑事规定，包括非法给予、接受或索取嫁妆（暴力

家庭犯罪和忽视或遗弃儿童犯罪除外）；侮辱君主、国家、民族或国家标志；

未向当局申报儿童出生情况；未向当局申报自己发现的儿童；以一名儿童替

代另一名儿童 

- 排除情形适用 0801-0808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121集体劳动法包含有关集体谈判和集体组织、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的规则（欧洲联盟。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 
网站：<http://www.eurofound.europa.eu/emire/SWEDEN/ANCHOR-KOLLEKTIVARBETSR-Auml-TT-SE.htm>。)。 
122个体劳动法包含有关雇主和雇员之间个人雇用关系的所有规定（欧洲联盟。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个体劳动法。 
网站：<http://www.eurofound.europa.eu/emire/BELGIUM/INDIVIDUALLABOURLAW-B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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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 涉及武器、爆炸物和其他毁灭性材料的行为 

拥有、使用、制造、进/出口、购置、销售、交付、转移或转让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

药、其他武器或爆炸物。123 

+ 包含范围武器贩运；非法使用或持有武器；适用 09011-09019 中列出的全

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使用武器、爆炸物或其他毁灭性材料犯罪被编码归入特殊犯罪；

使用武器犯罪可被识别为武器事件分类 

09011 

 
持有或使用武器和爆炸物 

非法持有或使用受管制或禁止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其他武器或

爆炸物。 
+ 

包含范围持有受管制或未注册枪支及其零部件或弹药、瓦斯等其他武器、

爆炸物或化学、生物或辐射材料；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获得或使用武

器或爆炸物；非法发射武器；适用 090111-09011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适用 09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90111 非法持有或使用枪支 

非法持有或使用受管制或禁止枪支、其零部件或弹药。 

+ 包含范围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携带或持有手枪；非法发射武器 

- 排除情形适用 0901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90112 非法持有或使用其他武器和爆炸物 

非法持有或使用受管制或被禁止的武器和爆炸物。 
+ 包含范围持有被禁止或未注册但未构成枪支的武器；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

下获得或使用爆炸物 

- 排除情形适用 0901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90113 非法持有或使用化学、生物或放射性材料 + 包含范围获得或持有受管制或未注册的材料 

                                                      
123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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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2001年。 
网站：<http://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Special/2001 Protocol against the Illicit Manufacturing of and Trafficking in Firearm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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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持有或使用被禁止或受管制的化学、生物、放射性或核

材料。124 - 排除情形适用 0901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90119 其他与持有或使用武器和爆炸物有关的行为 

090111-090113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与持有或使用武器

和爆炸物有关的行为。 

+ 包含范围捏造、擦掉、消除或改动枪支标识；烟火犯罪；非法储藏枪支或

爆炸物；持有危及生命物品 

- 排除情形适用 0901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9012 

 
贩运武器和爆炸物 

贩运武器和/或爆炸物。125 
+ 

包含范围制造和贩运枪支、零部件和弹药、受管制或被禁止的武器或爆炸

物、化学、生物或辐射性材料；在没有经销商许可证的情况下销售或向无许

可证者出售；无许可证进/出口；适用 090121-09012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进出口犯罪（08042）；海关犯罪（08041）；适用 0901 中列出的

全部排除情形 

090121 贩运枪支 

贩运枪支、其零部件和弹药。 

- 贩运定义见脚注 125。 

+ 包含范围制造和贩运枪支、零部件和弹药；贩运枪支 

- 排除情形适用 0901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90122 贩运其他武器或爆炸物 

贩运受管制或被禁止的武器或爆炸物。 

- 贩运定义见脚注 125。 

+ 包含范围制造、生产或贩运被禁止的武器或爆炸物 

- 排除情形适用 0901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124非法持有包括在全球反恐法律文书中被定为刑事犯罪的有关行为。  
125贩运至少指非法制造、进口或出口、购置、销售、交付、生产、运送或转让有关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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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23 贩运化学、生物或放射性材料 

贩运受管制或被禁止的化学、生物、放射性或核材料。 

- 贩运定义见脚注 125。 

+ 包含范围制造、生产或贩运化学、生物或放射性材料 

- 排除情形适用 0901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90129 其他与贩运武器和爆炸物有关的行为 

090121-090123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与贩运武器和爆炸

物有关的行为。 

- 贩运定义见脚注 125。 

+  

- 排除情形适用 0901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9019 

 
其他与武器和爆炸物有关的行为 

09011-09012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与武器和爆炸物有关的行

为。 

+ 包含范围非法集体教授使用武器 

- 排除情形适用 09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902 危害健康和安全的行为 

可能危害人类健康和安全的行为。126 

- 健康定义见脚注 73。 

+ 
包含范围危害工作健康和安全的犯罪；公共交通安全犯罪；公共健康犯罪；

制造危及健康和安全的产品；传播传染病；检疫犯罪；医药犯罪；127未构成

食物掺杂或销售有毒食物或饮料的卫生犯罪；适用 09021-09029 中列出的全部

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危害健康和/或可能对他人造成人身伤害的危险行为（02071）；

过失行为（0206）；专业人士失职（02062）；使用或处理管制精神活性物质

损害人的健康的可能（06）；伪造药物和处方药品（07022） 

                                                      
126安全至少指受保护免受损害或受伤的状态。 
127医药犯罪包括未按照监管要求储存、运输和分发医疗产品；向无权拥有该产品的人供应/销售医药产品；向无许可证经销商供应/销售医药产品；制造、进口、出口和销售

不符合国家标签和成分标准的医药产品；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制造、进口、出口和销售医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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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1 

 
危害工作健康和安全的行为 

在工作场所可能损害人类健康和安全的行为。 

- 健康定义见脚注 73。 

- 安全定义见脚注 126。 

+ 包含范围危害工作健康和安全的犯罪；公共交通安全犯罪；医药犯罪 

- 
排除情形食物掺杂、销售有毒食物或饮料和其他危害健康的行为（02071）；
伪造药物和处方药品（07022）；适用 09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9029 

 
其他危害健康和安全的行为 

在非工作场所可能损害人类健康和安全的行为。 

- 健康定义见脚注 73。 

- 安全定义见脚注 126。 

+  

- 排除情形适用 09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903 侵犯计算机系统的行为 

未授权访问、截获、干扰或滥用计算机数据或计算机系统。128 

+ 包含范围适用 09031-0903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通过计算机系统持有、发布或制作儿童色情制品（030221）；计

算机软件盗窃或盗版（0503）；通过计算机系统持有、发布或制作色情制品

（08022）；通过计算机系统进行欺诈和盗窃（0701）或（0502） 

09031 非法进入计算机系统 + 包含范围在无权的情况下进入计算机系统；入侵 

                                                      
128计算机数据至少指以任何适合计算机/信息系统处理的机读形式呈现的事实、信息、概念陈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网络犯罪问题全面研究》。2013年。网

站：<http://www.unodc.org/documents/organized-crime/UNODC_CCPCJ_EG.4_2013/CYBERCRIME_STUDY_210213.pdf>。)。 
 计算机/信息系统至少指的一台或多台互联设备，根据计算机/信息程序，自动处理计算机数据/信息/逻辑/算法/储存功能，包括由任何通讯设施或设备和互联网等计算机/信
息 系 统 储 存 / 处 理 / 读 取 / 传 输 的 计 算 机 数 据 / 信 息 。 （ 联 合 国 毒 品 和 犯 罪 问 题 办 公 室 。 《 网 络 犯 罪 问 题 全 面 研 究 》 。 2013 年 。 网 站 ：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organized-crime/UNODC_CCPCJ_EG.4_2013/CYBERCRIME_STUDY_210213.pdf>。)。 
 计算机/信息程序至少指可使计算机/信息系统处理计算机数据/信息/执行功能/操作并可以由计算机/信息系统执行的机读形式指令。（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网络

犯罪问题全面研究》。2013年。网站：<http://www.unodc.org/documents/organized-crime/UNODC_CCPCJ_EG.4_2013/CYBERCRIME_STUDY_2102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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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在没有授权或理由的情况下进入部分或整个计算机系统的非

法行为。129 

- 计算机系统定义见脚注 128。 
- 

排除情形构成侵犯隐私的非法进入私人计算机文件行为（02011）；适用

0903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9032 

 
非法干扰计算机系统或计算机数据干扰计算机系统运

行的非法行为，以及包括在没有授权或理由的情况下损坏、删除、

磨损、改变或禁止显示计算机数据的行为。130 

- 计算机系统定义见脚注 128。 

- 计算机数据定义见脚注 128。 

+ 
包含范围损坏、删除、改变、禁止显示计算机数据；妨碍计算机系统运作；

拒绝服务攻击，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删除计算机系统文件；计算机系统损坏；

适用 090321-090322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损坏非计算机数据的财产（0504）；适用 0903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

情形 

090321 非法干扰计算机系统 

妨碍计算机系统运作的非法行为。 

- 计算机系统定义见脚注 128。 

+ 包含范围妨碍计算机系统运作；拒绝服务攻击；计算机系统损坏 

- 排除情形适用 0903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90322 非法干扰计算机数据 

包括在没有授权或理由的情况下损坏、删除、磨损、改变或

禁止显示计算机数据的行为。 

- 计算机数据定义见脚注 128。 

+ 包含范围损坏、删除、改变、禁止显示计算机数据；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

删除计算机系统文件 

- 排除情形适用 0903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9033 非法截取或访问计算机数据 

包括在没有授权或理由的情况下进入计算机数据的非法行为，包括
+ 

包含范围在无权的情况下截取计算机数据；在无权的情况下在无线网络中

记录传输内容，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复制计算机文件 

                                                      
129进入至少指利用；访问；查看、展示、指导或交流；储存数据或从中读取数据；复制、移动、增加、改变或移除数据；或利用、设置或重新设置计算机系统或配件的任何资源。（国际电

信联盟。国际电联网络犯罪立法工具包。2010年，瑞士日内瓦。网站：<http://www.cyberdialogue.ca/wp-content/uploads/2011/03/ITU-Toolkit-for-Cybercrime-Legislation.pdf>。)。 
130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网络犯罪问题全面研究》。2013年。网站：http://www.unodc.org/documents/organized-crime/UNODC_CCPCJ_EG.4_2013/CYBERCRIME_ 
STUDY_2102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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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输过程中获取不拟公开的数据；以及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获取

计算机数据（如通过复制数据）。130 

- 进入定义见脚注 129。 

- 计算机数据定义见脚注 128。 

- 
排除情形构成侵犯隐私的非法进入私人计算机文件行为（02011）；适用

0903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9039 

 
其他侵犯计算机系统的行为 

09031–09033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侵犯计算机系统行为。 

- 计算机系统定义见脚注 128。 

+ 包含范围生产、销售、购买、进口、发布或持有计算机滥用工具 

- 排除情形适用 0903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904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损害国家完整性的行为。131 + 
包含范围叛国罪；间谍罪；披露官方机密罪；危害政府安全或运作的犯罪；

未构成战争罪的兵役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的阴谋；破坏行为；未构成国际侵

略罪的向政府发动战争或企图发动战争行为；侵占罪；反对国王或皇室的行

为；煽动叛乱罪 

- 
排除情形承诺、提议、给予或索取或接受不当好处以让他人采取或放弃作

出具体行为（0703）；暴乱和暴力骚动（08011）；除兵役犯罪以外的军事犯

罪 

0905 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行为 + 包含范围参与有组织犯罪集团；适用 09051-0905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131完整性至少指在国家及其公共部门组织日常运行中实行价值观、原则和规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共部门完整审查。 
网站：<http://www.oecd.org/gov/ethics/publicsectorintegrityrevie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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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活动。132 

- 排除情形通过参与有组织犯罪而实施的犯罪被分类为特殊犯罪；由有组织

犯罪集团实施的犯罪可被等同于组织脉络分类 

09051 

 
参与有组织犯罪集团 

参与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活动。 

- 有组织犯罪集团定义见脚注 132。 

+ 包含范围参与有组织犯罪集团 

- 
排除情形通过参与有组织犯罪而实施的犯罪被分类为特殊犯罪；与有组织

犯罪存在关联被列为“态势情景”分类；适用 0905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9059 

 
其他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行为 

09051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其他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行为。 

+  

- 排除情形适用 0905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906 恐怖主义 

参与恐怖主义组织的活动或其他涉及恐怖主义犯罪的个人或团体行为。133 

- 恐怖主义犯罪定义见脚注 133。 

+ 包含范围参与或成为恐怖主义集团成员；为恐怖主义招募与训练人员；向

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煽动恐怖主义；适用 09061-0906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恐怖主义活动致死（0101）； 

所犯恐怖主义犯罪被分类为特殊犯罪；与恐怖主义或恐怖主义组织的关联可

等同于态势情景分类。 

                                                      
132有组织犯罪集团指三人或以上有组织结构的集团，存在一段时间，一致行事，目的是实施一项或多项严重犯罪或罪行，以直接或间接获得经济或其他物质好处。（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纽约：2004年。 
网站：<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UNTOC/Publications/TOC Convention/TOCebook-e.pdf>)。 
 有组织结构的集团系指并非为了立即实施一项犯罪而随意组成的集团，但不必要求有正式界定成员职责，也不必要求成员的连续性或完善的组织结构。（联合国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纽约： 2004年。网站：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UNTOC/Publications/TOC 
Convention/TOCebook-e.pdf)。 
133恐怖主义犯罪指根据全球反恐怖主义法律文书中确定的，或以其他方式意图致使平民或在武装冲突情势中未积极参与敌对行动的任何其他人死亡或重伤的任何行为，只要

这些行为就其性质或相关情况而论旨在恐吓人口，或迫使一国政府或一个国际组织采取或不采取任何行动。（联合国大会。《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1999
年。E/RES/54/109，第2(1b)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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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61 

 
参与恐怖主义组织 

参与以实施一项或多项恐怖主义犯罪为目的的团体的活动。 

恐怖主义犯罪定义见脚注 133。 

+ 包含范围参与或成为恐怖主义组织成员 

- 排除情形适用 0906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9062 

 
资助恐怖主义 

资助恐怖主义行为、个人恐怖主义分子或恐怖主义组织。134 

- 资助定义见脚注 134。 

+ 包含范围资助恐怖主义；资助恐怖主义组织 

- 排除情形适用 0906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9069 

 
其他与恐怖主义组织活动有关的行为 

09061-09062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与恐怖主义组织活动有关的

行为。 

恐怖主义犯罪定义见脚注 133。 

+ 包含范围为恐怖主义招募与训练人员；煽动恐怖主义 

- 排除情形适用 0906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0907 非伤害性的交通违法行为 

违反交通法或交通规则但未造成伤害或死亡的犯罪行为。 

+ 包含范围道路车辆执照、驾驶、登记或上路合适性方面的犯罪；超速；违

反安全规定、车辆登记规定、驾驶执照规定 

- 
排除情形由任何人在控制车辆时的疏忽、鲁莽或大意行为而导致的人身伤

害或可能导致的人身伤害（02063）；在精神活性物质的影响下操作车辆

（02072）；造成财产损坏的肇事逃逸（0504）；造成身体伤害的肇事逃逸

（02063） 

0908 其他危害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行为 + 包含范围组建民兵；雇用雇佣军；藏匿尸体 

                                                      
134资助指提供或筹集资金，意图或明知这些资金将全部或部分用于恐怖主义活动（联合国大会。《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1999 年。E/RES/54/109，第 2(1b)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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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0907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行为。 - 排除情形适用 0901-0907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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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造成环境污染或退化的行为 

造成自然环境污染的行为。135 

 

+ 包含范围空气、水和土壤污染；适用 10011-1001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通过非法运输或倾倒废物而造成污染或恶化（1002）；乱丢垃圾

罪（0801）；蓄意破坏、损坏或损毁公共或私人财产（0504） 

10011 

 
造成空气污染或退化的行为 

造成空气污染或退化的行为。136 

 

+ 包含范围空气污染 

- 
排除情形由非法开采、非法砍伐或其他导致自然资源耗竭或退化的行为造

成的空气污染（1004）；适用 10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10012 

 
造成水污染或退化的行为 

造成水污染或退化的行为。137 

 

+ 包含范围水污染 

- 
排除情形由非法开采、非法砍伐或其他导致自然资源耗竭或退化的行为造

成的水污染（1004）；通过非法运输或倾倒废物而造成水污染或退化（1002）；

适用 10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10013 

 
造成土壤污染或退化的行为 

造成土壤污染或退化的行为。138 

 

+ 包含范围土壤污染 

- 
排除情形由非法开采、非法砍伐或其他导致自然资源耗竭或退化的行为造

成的土壤污染（1004）；通过非法运输或倾倒废物而造成土壤污染或退化

（1002）；适用 10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135自然环境至少指包含所有生物物种互动的环境。 

136空气污染指任何改变大气层自然特性的化学、物理或生物物质对室内或室外环境的直接或间接污染。（世界卫生组织。空气污染。网站：<http://www.who.int/topics/air_ 
pollution/en/index.html>。)。 
137水污染指将物质或能源直接或间接导入水体、水务设施或海洋环境（包括河口），造成损害生物资源、危害人类健康、阻碍捕鱼等海洋活动、降低海水质量和减少便利设

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海洋污染。网站：<http://stats.oecd.org/glossary/detail.asp?ID=1596>。)。 
138土壤污染至少是指任何改变土壤自然特性的化学、物理或生物物质对土壤的直接或间接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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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9 

 
其他造成环境污染或退化的行为 

10011-10013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导致自然环境污染的行为。 

- 自然环境定义见脚注 135。 

+ 
包含范围通过噪音、震颤、热、光或辐射造成污染；危险、核和化学物质

犯罪 

- 排除情形适用 100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1002 涉及运输或倾倒废物的行为 

涉及非法运输或倾倒废物的行为。139 

 

+ 包含范围非法贩运废物；非法运输废物；非法倾倒废物；适用 10021-10022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乱丢垃圾罪（0801） 

10021 

 
涉及在一国国界内运输或倾倒废物的行为 

涉及仅在一国发生、制止和/或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的非法运输或

倾倒废物行为。 

- 运输和倾倒定义见脚注 139。 

+ 包含范围国内非法倾倒废物，国内非法运输或贩运废物 

- 排除情形适用 10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10022 

 
涉及跨国界运输或倾倒废物的行为 

涉及在多于一国发生、制止和/或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的非法运输

或倾倒废物行为。 

- 运输和倾倒定义见脚注 133。 

+ 包含范围跨国界贩运废物 

- 排除情形适用 10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1003 交易或持有动植物群受保护物种或被禁物种 + 包含范围野生生物贩运；非法交易或持有野生生物；适用 10031-10032 中

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139运输或倾倒至少指非法收集、运输、回收、处理或装运导致或可能导致严重人身伤害或对空气、土壤或水的质量或对动植物造成重大损害的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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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交易或持有受保护或被禁野生动植物物种的标本。140 

- 排除情形盗窃宠物（050221）；对待、喂养或饲养动物犯罪（10091）；抢

劫牲畜（04014）；盗窃牲畜（05025） 

10031 

 
交易或持有野生动植物群受保护物种 

非法交易或持有受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标本。 

- 受保护物种定义见脚注 140。 

+ 包含范围贩运象牙；适用 100311-100312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适用 1003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100311 在一国国界内交易或持有受保护物种 

只在一国国内非法交易或持有受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标本。 

- 受保护物种定义见脚注 140。 

+ 包含范围非法交易或持有濒危物种 

- 排除情形适用 10031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100312 跨国境贩运受保护物种 

涉及两个或以上国家非法进口、出口、获取、销售、运输或

转移受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 

- 受保护物种定义见脚注 140。 

+ 包含范围跨国界贩运野生生物 

- 排除情形适用 1003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10032 交易或持有被禁或被管控的动物物种 + 包含范围持有危险或被管控动物；繁殖危险动物；交易被禁物种 

                                                      
140标本指任何动物或植物，不论死活，或任何动植物的可辨认部分或衍生物种。 
 受保护物种指因数量较少、被过度捕猎/捕捞、环境变化、被捕食或其他原因而面临灭绝风险，因而受到保护的动植物物种。(《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73
年。网站：<http://www.cites.org/eng/disc/text.php)。 
 被禁物种指因具有环境入侵性、对人类造成危险或有可能造成其他损害而被国家法律禁止的动植物物种。（欧洲联盟。《制定欧盟入侵性外来物种框架》。 
网站：<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nature/invasivealien/docs/ias_discussion_pap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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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交易或持有被禁或被管控的动物物种标本。 

- 被禁物种定义见脚注 140。 
- 排除情形适用 1003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10039 

 
其他交易或持有野生动植物群受保护物种或被禁

物种的行为 

10031-10032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其他非法交易或持有野生动

植物群受保护物种或被禁物种的行为。 

- 被禁物种定义见脚注 140。 

+  

- 排除情形适用 1003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1004 导致自然资源消耗或退化的行为 

导致非法开采或消耗自然资源、动植物物种、土地、水或空气的行为。 

+ 包含范围适用 10041-1004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造成自然环境污染但未构成消耗或退化的行为（1001） 

10041 非法伐木 

非法集运、砍伐、采伐、运输、购买或销售木材。 

+ 包含范围非法伐木；非法砍伐焚烧；非法采砂 

- 排除情形适用 1004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10042 非法狩猎、捕鱼或采集野生动植物 

非法狩猎、捕鱼、采集或以其他方式获得野生动植物。 

+ 包含范围非法狩猎，非法捕鱼，偷猎 

- 排除情形适用 1004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10043 非法采矿 + 
包含范围贩运贵矿物；非法采矿；在没有土地权或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采

矿；违反环境或安全标准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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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从土地开采铁矿或矿物。 - 排除情形适用 1004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10049 其他导致自然资源消耗或退化的行为 

10041-10043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消耗自然资源的行为。 

+  

- 排除情形适用 1004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1009 其他危害自然环境的行为 

1001-1004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可能对自然环境造成危害的非法行为。 

- 自然环境定义见脚注 135。 

+ 
包含范围未保护动植物的健康和福祉；适用 10091-10092 中列出的全部包

含范围 

- 排除情形适用 1001-1008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10091 危害动物的行为 

非法对待、喂养或饲养动物。 
+ 

包含范围动物所有权或安康方面的犯罪（不构成野生生物交易犯罪）；残

酷对待宠物；违反狩猎季节规定；残酷对待动物；虐待动物 

- 排除情形偷窃宠物（050221）；盗窃牲畜（05025）；抢劫牲畜（04014） 

10099 其他危害自然环境的行为 

10091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其他危害自然环境的行为。 

- 自然环境定义见脚注 135。 

+ 包含范围偷运臭氧消耗物质；非法使用臭氧消耗物质 

- 
排除情形非法对待、喂养或饲养动物（10091）；适用 1001-1008 中列出的

全部排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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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节 别处未加分类的其他犯罪行为 

1101 被普遍管辖的行为 

被归入普遍人权文书并且可以由国际法院侦查的行为。 

+ 包含范围适用 11011-1101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11011 

 
酷刑 

对人实施酷刑。141 

+ 包含范围酷刑 

- 排除情形对人造成或意图造成伤害但未构成酷刑的行为（02） 

11012 

 
海盗行为 

海盗行为是指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为私人

目的，在公海上对另一船舶或飞机，或对另一船舶或飞机上的人或

财物；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对船舶、飞机、人或财物

实施的任何暴力、扣留或掠夺行为，包括参与、教唆或鼓励便利上

述行为的任何行为。142 

+ 
包含范围任何自愿参与船舶或飞机操作，故意使其成为海盗船舶或飞机的

行为；任何煽动或故意便利海盗行为的行为；夺取 

- 
排除情形由海盗船舶或飞机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在非公海区域实施的

犯罪被编码归入特殊犯罪；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在非公海区域非法扣押

车辆及乘客（020223） 

11013 战争罪 

严重违反适用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罗马规约》）和《日内

瓦四公约》（1949 年）所列武装冲突中可适用的法律和惯例的行

+ 
包含范围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所列的战争罪，包括武装冲突各方非法杀害平

民；与武装冲突相关的强奸，以及《罗马规约》第 8 条所列的其他行为；143适

用 110131-11013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141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

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教唆、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联

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纽约，1984年。网站：<http://www.un.org/millennium/law/iv-9.htm>。)。 
142联合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纽约。网站：<http://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 agreements/texts/unclos/part7.htm> 。 
143战争罪根据《罗马规约》包含严重违反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以及适用于国际武装冲突的法律和惯例的行为；在非国际冲突的情况下，任何严重违反1949年8月12日
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的第3条以及其他适用于国际法框架所列涉及此类情况的法律和惯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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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  

110131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非法杀人、造成或意图造成

死亡或严重伤害 

在违反《罗马规约》和日内瓦四公约（1949 年）所列适用于

武装冲突的法律和惯例的情况下，造成死亡或严重伤害，或

意图造成死亡或严重伤害的行为。 

+ 

包含范围故意杀人；故意对人身或健康造成巨大痛苦或严重伤害；武装冲

突各方非法杀害平民；杀害或伤害已缴械并投降的战斗员；意图通过使平民

陷入饥饿作为一种作战方法；在无理由或不符合本人利益的情况下对人进行

物理切割或医学/科学实验；背信杀害或伤害敌对国或军队的人员；宣称格杀

勿论 

- 
排除情形不构成战争罪的故意杀人（0101）；不构成战争罪的故意杀人未

遂（0102）；不构成战争罪的非故意杀人（0103） 

110132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非法损坏或破坏财物 

违反《罗马规约》和日内瓦四公约（1949 年），在武装冲突

中不具备战争需要的情况下非法和肆意实施的造成财产广泛

破坏或损坏的行为。 
+ 

包含范围蓄意造成在程度上超过直接军事优势的损害；对自然环境造成长

期和严重损坏或破坏；攻击或轰炸无防御和非军事目标的城镇、村庄、住宅

或建筑；蓄意攻击非军事目标的宗教、教育、艺术、科学或慈善用途的建筑、

历史纪念物或医院；劫掠 

- 排除情形不构成战争罪的财产损坏（0504） 

110133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性暴力 

违反《罗马规约》和日内瓦四公约（1949 年），作为战术实

施的性行为。 

+ 包含范围实施强奸、性奴役、强迫卖淫、强迫怀孕、强迫绝育或任何其他

形式与武装冲突相关并构成严重违反日内瓦四公约行为的性暴力 

- 排除情形未构成战争罪的性暴力（0103）；未构成战争罪的性剥削（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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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34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侵犯自由或个人尊严的行

为 

违反《罗马规约》和日内瓦四公约（1949 年），剥夺战俘或

其他受保护者自由或人类尊严的行为。 

+ 
包含范围故意剥夺战俘或其他受保护者获得公平和正规审讯的权利；非法

驱逐或移送，或非法监禁；劫持人质；实施人身尊严侵犯（包括不人道和有

辱人格的待遇） 

- 排除情形不构成战争罪的侵犯自由行为（0202） 

110135 招募或征募儿童兵 

违反《罗马规约》和日内瓦四公约（1949 年），使 15 岁一下

儿童成为战斗人员的行为。 

+ 包含范围招募或征募 15 岁以下儿童加入国家武装部队或利用其主动参加

敌对行动 

- 
排除情形不构成战争罪的奴役和剥削（0203）；国家或军队的强迫劳动

（020323） 

110139 其他战争罪行 

《罗马规约》和日内瓦四公约（1949 年）所列的其他行为。 
+ 包含范围使用毒药或有毒武器；使用武器、射弹和具备造成过分伤害或不

必要痛苦性质的战争材料和方法 

-  

11014 

 
种族灭绝罪 

种族灭绝至少指以全部或部分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

体为目的而实施的行为，诸如：杀害该团体成员；致使该团体成员

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

下，以毁灭其全部或部分之生命；强制施行种种措施意图防止该团

体内之生育；强迫转移该团体之儿童至另一团体。 

+ 包含范围《罗马规约》第 6 条所包含的行为 

-  

11015 

 
危害人类罪 

危害人类罪至少包括谋杀、灭绝、强奸、迫害和任何其他类似的不

人道行为（故意对人身或对心里或身体健康造成巨大痛苦或严重伤

+ 包含范围《罗马规约》第 7 条所包含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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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等，“明知是针对任何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的攻击而仍予

以实施的”犯罪 -  

11016 

 
侵略罪 

侵略罪指由对一国拥有有效控制权或可指挥一国政治或军事行动

的个人策划、筹备、发起或实施的侵略行为，而该行为的性质、严

重程度和范围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的明显侵犯。 

+ 包含范围经修订的 2010 年《罗马规约》第 8 条所包含的行为 

-  

11019 

 
其他被普遍管辖的行为 

11011-11016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被普遍管辖的行为。 

+ 包含范围以实施被普遍管辖的行为为意图组建团体 

-  

1102 违反青年条例和未成年人法规的行为 

与未成年人有关的具体法律和规定所定义的非法行为。 

+ 包含范围适用 11021-11029 中列出的全部包含范围 

- 排除情形性伤害行为（03） 

11021 身份罪 

由未成年人实施或由成年人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法定非法行为，仅因

所涉之人的年龄而被视为犯罪。 

+ 
包含范围违反青少年宵禁规定；违反喝酒年龄规定；向未成年人销售酒精

或烟草；助长未成年人犯法；违反义务就学法律/逃学；童婚 

- 排除情形适用 11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11029 其他违反青年条例和未成年人法规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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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1 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违反青年条例和未成年人法规的行为。 - 排除情形适用 11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1109 别处未加分类的其他犯罪行为 

被国家法律界定为刑事犯罪但在 1101-1102 类别中未加描述或分类的行为。 

+  

- 排除情形适用 1101-1102 中列出的全部排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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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分门别类变量类别 144 

事件分类 

At – 未遂/既遂 SiC – 态势情景 Geo – 犯罪的地理位置 Rep – 报案者 DaT – 日期和时间 

1．未遂 145 

2．既遂 146 
3．不适用 
4．不详 

1. 有组织犯罪相关 147 
2．帮派相关 148 
4. 公司犯罪相关 149 
5. 亲密伴侣/家庭相关 150 
6．恐怖主义相关 151 
7．民间动乱 152 
8．其他犯罪 
9．不适用 
10．不详 

1.必需的国家地理划分（一级、二级等） 
2．域外 153 
3．不适用 
4．不详 

1．受害者 
2．证人（非受害者） 
3．警察 
4. 其他执法部门 
5．刑事司法机构 
6．不详 

日期格式：日/月/年 
时间格式：24:00 

  

                                                      
144每个要素和变量仅可能与部门类别有关。 
145犯罪未遂。 
146犯罪既遂。 
147参与有组织犯罪集团为犯罪作案手法的组成部分。有组织犯罪集团定义见脚注132。  
148参与帮派为犯罪作案手法的组成部分。帮派是由一系列特征界定的多人团体，包括长期存在、以街头为导向的生活方式、成员为年轻人、参与非法活动和团体认同。国家

执法实体所使用的定义可能包括其他内容，在一些情况下可能偏离这一通用定义。 
149参与公司或商业实体为犯罪作案手法的组成部分。 
150亲密伴侣/家庭相关犯罪是依行为人与受害者之间关系的性质加以区分的。  
151参与恐怖主义组织为犯罪作案手法的组成部分。恐怖主义组织是从事恐怖主义犯罪的团体。恐怖主义犯罪定义见脚注133。  
152民间动乱指一国内两个或多个派别之间未构成国内武装冲突的集体暴力敌对状态。 
153犯罪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实施犯罪的确切地理参照，如果犯罪是在其他国家或国际水域发生，但由于根据域外管辖权开展调查和起诉而被举报国记录，则需要适用治外法权

参照。治外法权指各国能够将在海外实施的犯罪视作在其国界内实施的犯罪。 



105 
  

We – 使用的武器类型 Lo – 犯罪地点 Mot – 动机 Cy – 涉及网络犯罪 154  

1．枪支 155 
2．刀具或锋利物品 156 
3．其他方式 157 
4．方式不详 158 
5．不适用 
6．不详 

1．私人住宅 159 
2．开放区域、街道或公交车辆 
3．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 
4．监狱、刑罚机构或惩戒机构 
5．照料机构 160 
6．其他商业或私人非居住场所 161 
7．其他 
8．不详 

1．非法收益 
2．仇恨犯罪 162 
3．基于社会性别 163 
4．人际冲突 164 
5．政治议程 165 
6．其他动机 
7．不适用 
8．不详 

1．网络犯罪相关 
2．非网络犯罪相关 
3．不适用 
4．不详 

 

  

                                                      
154如果使用计算机数据或计算机系统为犯罪作案手法的组成部分，则适用网络犯罪标签。计算机数据和计算机系统定义见脚注128。 
155枪支系指利用爆炸物的作用的任何发射、设计成可以发射或者稍经改装即可发射弹丸、弹头或抛射物的便携管状武器，但不包括古董枪支或其复制品。（联合国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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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2001年。 
网站：<http://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Special/2001 Protocol against the Illicit Manufacturing of and Trafficking in Firearms.pdf>，)。 
156刀具指由固定在把手上的刀片组成的工具。 
157其他方式至少包括未构成刀具或锋利物品的钝器、用作武器的物品、弓箭、十字弓、投掷武器/物品、爆炸物、手或拳头武器、武术武器。  
158未确定行为人所用的武器。 
159私人住宅（ 房屋/私人住所）至少指由个人拥有、租赁或出租的房地产。  
160照料机构包括医院、精神治疗设施、家居照料/养老院、青少年拘留所或其他机构照料设施。  
161其他商业或私人非居住场所包括向公众开放的营业场所（零售商店、咖啡店和餐厅、俱乐部、银行、服务站、商场等）；不向公众开放的营业场所（办公楼、仓库、生产

设施、建筑工地、机械园区、农田等）；对公众开放的公共非居住场所（博物馆、图书馆、公共服务等）；以及不对公众开放的其他公共非居住场所（政府办公室、公共工

程、军事设施等）。 
162仇恨犯罪指因受害者的特征、被归于的特质、被归于的信仰或价值观，如种族、宗教、族裔、性取向和残疾等，而专门针对其实施的犯罪。受害人的特征或被归于的特质

或被归于的信仰或价值观定义见脚注76和77。仇恨犯罪包括以种族主义和仇视同性恋为动机的犯罪。基于性别的犯罪和带有明示或默示政治议程的犯罪应予以排除。 
 种族歧视至少指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或原属国或民族本源之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是为取消或损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及

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之承认、享受或行使。（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69年。网站：<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ERD.asp&xgt)。 
 仇视同性恋至少指基于性取向之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是为取消或损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之

承认、享受或行使。（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69年。网站：<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ERD.asp&xgt)。 
163社会性别指特定社会认为适合男性和女性的社会构建角色、行为、活动和特质。（世界卫生组织。性别、妇女和健康。 网站：<http://www.who.int/gender/whatisgender/en/> 。)。 
164人际冲突指在人/社会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时（包括由社会和文化准则造成的摩擦）所发生的失调。 
165政治议程至少指由意识形态或政治团体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目的是尝试影响当前和短期内的政治新闻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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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分类 

SV– 受害者性别 166 STV – 受害者的年龄状况 Cit – 国籍 167 LS– 受害者的法律地位 168  

1．男性 
2．女性 
3．不适用 
4．不详 

1．未成年人 
2．成年人 
3．不适用 
4．不详 

1．本国公民 
2．外国公民 
3．不适用 
4．不详 

1．自然人 169 

2．私人 170 
3. 公职人员 171 

4．法律实体 172 
5．私营实体 173 
6. 公共实体 174 
7．其他实体 
8．不详 

 

AV –受害者年龄 ViP– 受害者与行为人之间的关系  Int– 受害者因管制药物或其他精神活

性物质而昏沉 ES – 经济部门 

1．0-14 岁 
2．15-29 岁 
3．30-44 岁 
4．45-59 岁 
5．60 岁及以上 
6．不详 

1．现行亲密伴侣/配偶 
2．前亲密伴侣/配偶 
3．直系血亲 
4．其他家庭成员 
5．朋友 
6．熟人 
7．同事/工作关系 
8．权威/照料关系（医生、护士、警

察等） 
9．受害者认识的其他犯罪者 
10．受害者不认识的犯罪者 
11．关系不详 

 1．酒精 
2．非法药物 
3．两者皆有 
4．其他 
5．不适用 
6．不详 

《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四次修

订A至U节 175 

                                                      
166性别指界定男性和女性的生物和生理特征。（世界卫生组织。“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定义。网站：http://www.who.int/gender/whatisgender/en/）。 
167国籍指个人及其国家之间通过出生或根据国家立法以声明、选择、婚姻或其他方式归化而获得的具体法律关系。 
168法律地位指个人、公司或其他实体由法律界定的地位。  
169自然人指法律上与法人有别的人。  
170私人指非公职人员的自然人。 
171公职人员指任何根据国内法律执行公共职责或提供公共服务的自然人。此值只适用于受害者是在执行其公共职责时遭遇犯罪的公职人员的情况。  
172法律实体指私人或公共实体。  
173私营实体指有能力订立协议或合同、承担义务和为非法活动负责的合法协会、企业、伙伴关系、独资企业、信托或个人。 
174公共实体指联邦、国家或地方政府部门、机关或机构。 
175《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工业分类》，第四次修订。 

http://www.who.int/gender/whatisgend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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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人 

SP– 行为人性别 STP– 行为人年龄状况 Cit – 国籍 LS– 行为人的法律地位 Rec– 累犯/惯犯 176 
1．男性 
2．女性 
3．不适用 
4．不详 

1．未成年人 
2．成年人 
3．不适用 
4．不详 

1．本国公民 
2．外国公民 
3．不适用 
4．不详 

1．自然人 169 
 2．私人个人 170 
 3．公职人员 171 

4．法律实体 172 
5．私营实体 173 
6．公共实体 174 
7．其他实体 
8．不详 

1．惯犯 
2．非惯犯 
3．不适用 
4．不详 

AP– 行为人年龄 
ViP– 受害者与行为人之间的 
关系 

 
Int– 行为人因管制药物或其他

精神活性物质而昏沉 
EAST – 行为人的经济活动情状 

1．0-14 岁 
2．15-29 岁 
3．30-44 岁 
4．45-59 岁 
5．60 岁 
6．不详 

1．现行亲密伴侣/配偶 
2．前亲密伴侣/配偶 
3．直系血亲 
4．其他家庭成员 
5．朋友 
6．熟人 
7．同事/工作关系 
8．权威/照料关系（医生、护士、
警察等） 
9．受害者认识的其他犯罪者 
10．受害者不认识的犯罪者 
11．关系不详 

 1．酒精 
2．非法药物 
3．两者皆有 
4．其他 
5．不适用 
6．不详 

1．从属雇用 
2．自雇（无从属雇员） 
3．雇主（有从属雇员） 
4．失业 
5．学生/学徒 
6．管家 
7．退休/残疾 
8．不详 

数据描述/包含范围 
Th– 包含威胁 177  
AA– 包含协助/教唆/从犯 178  
Ac– 包含共犯 179  
CP– 包含共谋/策划 180  

In –包含煽动犯罪 181  

 

                                                      
176行为人是累犯/惯犯。 
177威胁定义见02012。  
178协助/教唆/从犯指犯罪实施时不在场，但在事前是了解犯罪，并可能通过给予建议、行动或经济支助的方式协助实施犯罪。 
179共犯指犯罪实施时在场，并且通过给予建议、行动或经济支助的方式协助实施犯罪。 
180共谋定义见08064。  
181煽动犯罪指煽动非法行为或说服他人做出非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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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故意杀人的附加分门别类㈠：态势情景 

故意杀人的态势情景 

与其他犯罪

活动有关的

杀人 182 

 

与有组织犯罪集团或帮派有

关的杀人 

与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的杀人 受害者或行为人是有组织犯罪集团/帮派的成员，或以与有组织犯罪集

团/帮派有关的方式杀人 与帮派有关的杀人 

与其他犯罪活动有关的杀人 
与抢劫有关的杀人 

为完成原本的犯罪和/或逃避侦查而可能实施的杀人。杀人未反映犯罪

行为的主要目标 在实施另一刑事犯罪时实施的杀人 

人际杀人 183 

亲密伴侣/家庭成员 
根据受害者和行为人之间关系的分类，指由一名亲密伴侣或家庭成员

实施的杀人。这包括由一名（前）伴侣/（前）配偶、除伴侣/配偶外

的家庭成员实施的杀人；杀婴和杀父母 

其他人际杀人 
杀害除亲密伴侣或家庭成员外的人。这包括如与邻里纠纷或财产纠纷

有关的杀人、与报复相关的杀人或从打架斗殴到大杀特杀等随机和看

似无端的杀人行为 

社会政治杀

人 

与社会偏见有关的杀人 

因针对特定社会团体的暴力而导致的杀人，包括仇恨犯罪（因受害者

的特征、被归于的特质、被归于的信仰或价值观，而专门针对其实施

的犯罪）。社会偏见是因受害者的特征、特质、信仰或价值观而进行

的歧视行为。特征和特质包括性别、社会性别、性取向、年龄、语言、

族裔、残疾和/或种族。信仰或价值观至少包括宗教信仰和/或经济和

社会观点。 

与政治议程有关的杀人 
与政治议程有关的故意杀人包括由具有某一政治议程的恐怖主义组织

实施的杀人、政治暗杀行动以及出于政治原因而定点杀害记者。政治

议程指由政治或意识形态组织宣扬的一系列价值观、信仰或问题。 

与民间动乱有关的杀人 184 在民间动乱中故意杀人 

与其他社会政治议程有关的杀人 
这包括如通过群体暴力和死刑实施的杀人、警察非法杀人、执法人员

过度使用武力和法外杀人 

                                                      
182与旨在直接或间接获得非法收益的其他犯罪活动相关的故意杀人。 
183杀人是一种解决冲突和/或惩罚受害者的方式。它并不能有助于实现次要目标。 
184民间动乱指一国内两个或多个派别之间未构成国内武装冲突的集体暴力敌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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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故意杀人的附加分门别类㈡：受害者和行为人之间的关系 

故意杀人的受害者和行为人之间的关系 

亲密伴侣或

家庭成员 

亲密伴侣 

现行配偶或亲密伴侣（同居或非同居伴侣或

男/女朋友） 
现行配偶或同居伴侣 

配偶 
同居伴侣 

现行非同居伴侣（未婚男/女朋友） 

前配偶或亲密伴侣（同居或非同居伴侣或男/
女朋友） 

前配偶或同居伴侣 
前配偶 
前同居伴侣 

前非同居伴侣（未婚男/女朋友） 

家庭成员 

直系血亲 
父母 
子女 

其他直系血亲 
同居直系血亲 
非同居直系血亲 

其他家庭成员 185或因婚姻或领养而

成为亲人的人  

其他受害者

认识的行为

人 

朋友/熟人 
朋友 

 

熟人 
 

同事/商业或工作关系  
 

权威/照料关系（医生/护士/教师/
警察/公职人员、神职人员等） 

 
 

受害者认识的其他行为人  
 

受害者不认

识的行为人 
受害者不认识的行为人 

  

                                                      
185其他家庭成员，包括与受害者同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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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故意杀人的附加分门别类㈢：杀人工具或手段 

 本分类以《世卫组织国际疾病分类》（《病症分类》）所列的受袭死亡原因汇总为基础。 
 括号中的字母和数字代表其出现在《病症分类》中。 

杀人工具或手段 

使用枪支或爆炸物实施攻击 枪支 
手枪射击（X93） 
步枪、散弹枪和更大型枪支射击（X94） 
其他和不明枪支射击（X95） 

爆炸物（X96）  

使用其他武器实施攻击 
利器（X99） 
钝器（Y00） 

其他被用作武器的物品（包括驾驶机动车辆故意撞人或辗轧(Y03)） 

不使用武器实施攻击 

 

悬吊、勒杀或窒息（X91） 

溺水或浸没（X92） 
从高处推下（Y01） 
将受害者推到或置于移动物体前（Y02） 

身体暴力 
身体暴力（打或踢）（Y04） 

性侵犯（Y05） 

其他 

药物和化学物质 

包括： 
使用药物、药品和生物物质攻击（X85） 
使用腐蚀性物质攻击（X86） 
使用杀虫剂攻击（X87） 
使用气体和蒸汽攻击（X88） 
使用其他列明的化学品和有毒物质攻击（X89） 
使用其他未列明的化学品和有毒物质攻击（X90） 

其他 

包括： 
火、火焰或烟雾（X97） 
蒸汽、热气或热物（X98） 
忽视和遗弃（Y06） 
其他虐待综合症（Y07） 
以其他列明的方式攻击（Y08） 

以其他列明的方式攻击（Y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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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数据可比性、报告率和计数规则 
 

影响犯罪行政数据的解释和可比性的三个主要因素包括： 

1. 定义和分类犯罪的方式 

2. 侦破或向主管机关举报的犯罪的比例 

3. 记录和计算犯罪的方式 

定义和分类犯罪 

如前文所释（见导言），犯罪行政数据一般根据国家立法或概念汇编，因此造成其缺乏国

际可比性。使用《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所载一套统一定义可以确保同一类别中的犯

罪数据能指代同一基本现象（同一犯罪行为），不用考虑国家法律的不同。在国家一级执

行《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也能促进比较在相同犯罪类别上各国的应对和长期趋势。 

报告和侦破犯罪 

公共机关实际记录的犯罪同一段时间内发生的犯罪“总量”之比的差别和变化也会影响犯

罪行政数据的解释和比较。例如，在审查警察记录犯罪的数据时，必须始终牢记的是未侦

破和未记录的犯罪（“犯罪的隐形数字”）比例往往较大。关于收集有关目标人群所遭受

犯罪信息的犯罪受害调查可以提供某一特定人群所遭受的“真实”犯罪率信息，包括已向

警察或其他机关举报的犯罪百分比数据。所有犯罪受害调查的一个共同模式是，取决于不

同因素，如执法机关应对犯罪的能力和人们在举报犯罪时对其的信任程度，报告率因时间

推移和国家不同可能出现大幅变化。 

记录和计算犯罪 

影响犯罪统计数据解释和可比性的第三个主要因素是不同机关和法域记录和计算犯罪的方

式。例如，如果一个国家警察机关在完成调查后才记录犯罪，那么其记录往往会少于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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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次获悉犯罪就进行记录和计算的警察机关。前一类警察机关收集到的证据会多于在调

查初始阶段就记录犯罪的机关，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记录到的犯罪数量可能更

少，因为许多涉嫌犯罪事件最终可能证据不足。 

以下要素尤其会影响犯罪的总数，从而难以在国家之间和国家之内进行数据比较： 

• 收集数据以纳入犯罪统计数据的时机：刑事司法机构可以在各自刑事司法进程的不

同阶段收集数据。例如，“投入统计”指在犯罪首次向主管机关举报时收集的数据；

而“产出统计”则指在调查犯罪后收集的数据； 

• 统计数据所用的计数单位：一般来说，每个刑事司法机构都根据其工作要求使用计

数单位。警察可能会使用指控、嫌疑人、受害者和事件，而法院则可能使用案件、

定罪和判刑。要在不同机构之间将数据联系起来，就必须使用同样的计数单位（如

嫌疑人和定罪者）； 

• 主要犯罪规则的适用：186如果有多项罪行同时实施，适用主要犯罪规则的国家只会记

录最严重的犯罪；其他国家则会分别记录每项犯罪，导致所记录犯罪的数量更多；187 

• 计算由多于一人实施的犯罪的方式：取决于计数单位，一个计数单位可以包含多于

一名行为人或受害者。一个诉讼案件可能包含多个行为人，但只会被报告为一个案

件，而警察可能记录每个行为人而非案件或所犯的罪行； 

• 计算多项罪行的方式：188如果一个人涉嫌犯下一连串杀人罪行，那么就可能被记录

为一个杀人罪嫌疑人或多个杀人罪嫌疑人。 

有关计数规则的问题并非直接与犯罪本身的定义和分类相关，因此不属于《用于统计的国

际犯罪分类》的范围之内。《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因而不提供有关收集数据时适用

哪些计数规则的指引。总而言之，经验证明，记录犯罪和刑事司法数据适用的计数规则极

其多样，而这些规则往往由来已久而且深深根植于国家记录系统之中。在某些情况下，计

数规则的具体适用取决于数据编制者的数据记录和汇总能力。必须依赖纸质犯罪记录的国

家在实施复杂的计数规则方面可能面临特殊的挑战。因此，统一计数规则最好是在稍后阶

段加以处理，而且与《用于统计的国际犯罪分类》的结构和适用分开。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186“主要犯罪规则”指在有多于一项罪行同时实施之时，只记录最严重的罪行。例如，在杀人和抢劫同时实施之时，根

据主要犯罪规则，只会记录最严重的罪行（杀人）。 
187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特刊“收集犯罪数据指标和数量”，第七卷，第81页。2008年。

纽约。印刷。 
188 Aebi，M. F. 2008年，“测量统计计数规则对跨国记录犯罪差异的影响”，欧洲防罪所，《1994-2005年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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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旨在进一步开展有关计数规则的工作，并且提供这一方面的标准指引和良好做法。在

等待记录和计算犯罪适当规则方面制定广泛商定的标准的同时，当务之急是提供所有犯罪

和刑事司法数据的详尽元数据，以促进其正确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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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字顺索引 

A 
 

Abandonment of an elderly person requiring care 

遗弃需要照顾的老年人 
020612 

Abduction by another family member 

其他家庭成员诱拐 
020212 

Abduction by a legal guardian  

法定监护人诱拐 
020213 

Abduction of a minor 

诱拐未成年人 
02021 

Aborting a foetus against abortion regulations 

违反堕胎法堕胎 
0106 

Abortion offences as defined by national legislation 

国家法律定义的堕胎罪行 
0106 

Abuse of authority 

滥用权力 
 07033 

Abuse of functions 

滥用职权 
 07033 

Abuse of official position 

滥用官职 
07033 

Abuse of public office 

滥用公职 
07033 

Access by deception 

采用欺骗方式进入 
0501 

Access to a computer system without right 

非法进入计算机系统 
09031 

Acid attacks 

腐蚀性液体袭击 
 020111 

Active bribery 

行贿 
 070311 

Active bribery of a foreign public official and of an official of a public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07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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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国公职人员及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 
Active bribery of a public official 

向公职人员行贿 
070311 

Acts against the king or royal family 

反对国王或皇室的行为 
0904 

Acts against animals  

危害动物的行为 
10091 

Acts against collective bargaining 

违反集体谈判行为 
08081 

Acts against commercial or financial regulations  

违反商业或金融法规的行为 
08042 

Acts against computer systems 

侵犯计算机系统的行为 
0903 

Acts against freedom of expression 

危害言论自由的行为 
08031 

Acts against health and safety  

危害健康和安全的行为 
0902 

Acts against 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工作中危害健康和安全的行为 
09021 

Acts against liberty 

妨害自由的行为 
 0202 

Acts against liberty or human dignity associated with armed conflict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侵犯自由或个人尊严的行为 
110134 

Acts against property involving violence or threat against a person  

涉及暴力危害他人或对他人实施威胁的侵犯财产的行为 
04 

Acts against property only  

仅仅侵犯财产的行为 
05 

Acts against public order behavioural standards  

违反公共秩序行为标准的行为 
0801 

Acts against public order sexual standards  

违反公共秩序性标准的行为 
0802 

Acts against public order, authority, and provisions of the State 

侵犯国家的公共秩序、权力和规定的行为 
08 

Acts against public revenue provisions 

违反公共收入规定的行为 
0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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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s against public safety and security  

危害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行为 
09 

Acts against regulations on betting 

违反赌博规定的行为 
08043 

Acts against state security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0904 

Acts against the justice system 

违反司法制度的行为 
0806 

Acts agains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危害自然环境的行为 
10 

Acts against trade regulations, restrictions or embargoes 

违反贸易规定、限制或禁运的行为 
08042 

Acts causing alarm or distress outside of the workplace 

工作场所之外的聚众滋扰或欺凌 
020819 

Acts causing harm or intending to cause harm to the person 

对人造成伤害或有意对人造成伤害的行为 
02 

Acts contrary to labour law  

违反劳动法的行为 
0808 

Acts contrary to public revenue or regulatory provisions 

违反公共收入规定或监管规定的行为 
0804 

Acts contrary to youth regulations and acts on minors 

违反青年条例和未成年人法规的行为 
1102 

Acts intended to unduly influence voters at elections 

意图在选举中不适当地影响选民的行为 
08071 

Acts involving controlled drugs or other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涉及管制药物或其他精神活性物质的行为 
06 

Acts involving fraud, deception, or corruption  

涉及欺诈、欺骗或腐败的行为 
07 

Acts involving proceeds of crime 

涉及犯罪所得的行为 
0704 

Acts involving the movement or dumping of waste  

涉及运输或倾倒废物的行为 
1002 

Acts involving the movement or dumping of waste across national borders  

涉及跨国界运输或倾倒废物的行为 
10022 

Acts involving the movement or dumping of waste within national borders 1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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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在一国国界内运输或倾倒废物的行为 
Acts involving weapons, explosives, and other destructive materials 

涉及武器、爆炸物和其他毁灭性材料的行为 
0901 

Acts leading to death or intending to cause death 

导致死亡或有意造成死亡的行为 
01 

Acts of forgery/counterfeiting documents 

伪造/假冒文件的行为 
07023 

Acts related to democratic elections 

与民主选举有关的行为 
0807 

Acts related to expressions of controlled social beliefs and norms 

涉及表达对被管控社会信仰和规范的行为 
08032 

Acts related to freedom or control of expression  

涉及言论自由或言论控制的行为 
0803 

Acts related to migration 

与移徒有关的行为 
0805 

Acts related to an organized criminal group 

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行为 
0905 

Acts related to social and religious public order norms and standards 

涉及社会和宗教公共秩序规范和标准的行为 
08012 

Acts that caus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r degradation  

造成环境污染或退化的行为 
1001 

Acts that cause the pollution or degradation of air  

造成空气污染或退化的行为 
10011 

Acts that cause the pollution or degradation of soil  

造成土壤污染或退化的行为 
10013 

Acts that cause the pollution or degradation of water  

造成水污染或退化的行为 
10012 

Acts that endanger health  

危害健康的行为 
02071 

Acts that result in the depletion or degrad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导致自然资源消耗或退化的行为 
1004 

Acts that trespass against the person 

侵犯他人的行为 
0211 

Acts under universal jurisdiction  

被普遍管辖的行为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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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ion fraud 

收养欺诈 
 020291 

Adulteration of food or medicine 

食品或药品掺假 
02071 

Adultery 

通奸 
  08029 

Affray 

斗殴 
  08011 

Aggravated assault 

加重攻击 
 020111 

Aiding and abetting 

协助/教唆 
 08061 

Air pollution 

空气污染 
 10011 

Animal ownership or welfare offences (not amounting to wildlife trade offences) 

动物所有权或安康方面的犯罪（不构成野生生物交易犯罪） 
10091 

Apostasy 

背教 
  080321 

Arson 

纵火 
  0504 

Assault 

攻击 
  02011 

Assault with a weapon 

使用武器攻击 
020111 

Assaults and threats 

攻击和威胁 
0201 

Assisting suicide 

协助自杀 
 01041 

Assisting suicide or instigating suicide 

协助自杀或教唆自杀 
0104 

Attacking or bombarding towns, villages, dwellings or buildings that are undefended and are 

not military objectives 

攻击或轰炸无防御和非军事目标的城镇、村庄、住宅或建筑 
110132 

Attempt to influence a fair trail 

企图影响公平审讯 
08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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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mpt to inflict death as a result of terrorist activities 

恐怖主义活动导致死亡未遂 
0102 

Attempted femicide 

杀害女性未遂 
 0102 

Attempted infanticide 

杀婴未遂 
0102 

Attempted intentional homicide 

故意杀人未遂 
0102 

Attempted murder 

谋杀未遂 
 0102 

Avoiding payment for services 

逃避支付服务费用 
05026 

B  
Bag snatching not amounting to robbery 

未构成抢劫行为的抢包 
050221 

Bag snatching with force 

武力夺包 
040111 

Banditry 

盗匪活动 
  0401 

Bank fraud 

银行欺诈 
 070112 

Battery 

殴打 
  020111 

Begging 

乞讨 
  08012 

Bestiality 

兽交 
  08029 

Betting and gambling offences 

博彩和赌博犯罪 
08043 

Bigamy 

重婚 
  08029 

Blasphemy 

亵渎 
 080321 

Bodily injury leading to death when no serious harm was intended 

人身伤害导致死亡但并无严重伤害的意图 
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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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ded labour 

契约劳动 
 02031 

Breach of bail conditions 

违反保释条件 
08062 

Breach of court order 

违反法院命令 
08062 

Breach of domestic violence or other restraining order 

违反家庭暴力或其他禁止令 
08062 

Breach of justice order 

违反司法秩序 
08062 

Breach of parole 

违反假释规定 
 08062 

Breach of probation 

违反缓刑规定 
08062 

Breaking and entering 

破门而入 
0501 

Breaking and entering business premises 

破门闯入营业场所 
05011 

Breaking and entering public premises 

破门闯入公共场所 
05013 

Breaking and entering residential premises 

破门闯入住宅区 
05012 

Breaking, entering, and stealing from hotel rooms or other rented premises 

破门闯入旅店房间或其他临时租用场所并进行偷盗 
05012 

Breaking, entering, and stealing from residential premises 

破门闯入住宅区并进行偷盗 
05012 

Breeding of dangerous animals 

繁殖危险动物 
10032 

Bribery 

贿赂 
  07031 

Bribery in the private sector 

私营部门中的贿赂 
07031 

Bribery of foreign national public officials and official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及国际公共组织官员 
07031 

Bribery of national public officials 07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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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国家公职人员 
Bullying in the workplace 

工作场所中的欺凌 
020811 

Bullying outside the workplace 

工作场所之外的欺凌 
020819 

Burglary 

入室盗窃 
  0501 

Burglary of a shed/garage 

对屋棚/车库实施入室盗窃 
05012 

Burglary of business premises 

营业场所入室盗窃 
05011 

Burglary of premises that cannot be identified as public, private or business premises 

对不能被确认为公共场所、私人场所或企业场所的场所实施入室盗窃 
05019 

Burglary of public premises 

公共场所入室盗窃 
05013 

Burglary of private residential premises 

私人住宅入室盗窃 
05012 

Burglary of non-permanent private residences 

非永久私人住宅入室盗窃 
050122 

Burglary of permanent private residences 

永久私人住宅入室盗窃 
050121 

C    

Calumny 

中伤 
  02091 

Carjacking 

劫持汽车 
 040121 

Carrying or possessing a handgun without a licence 

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携带或持有手枪 
090111 

Cattle rustling 

偷牛 
 04014 

Causing a car accid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 

在酒精的影响下导致事故 
020721 

Causing a car accid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llicit drugs 

在违禁药物的影响下导致事故 
0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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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ing death by dangerous driving 

危险驾驶致人死亡 
010321 

Causing death by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rugs or alcohol 

在酒精或药物影响下驾驶致人死亡 
010321 

Causing death by negligent driving 

因过失驾驶行为而致人死亡 
010321 

Causing death through breach of traffic safety rules 

违反交通安全规则致人死亡 
 

Causing injury while driving or operating a vehic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 or 

drugs 

在酒精或药物影响下驾驶或操作车辆时造成伤害 

02072 

Causing public nuisance 

损害公共安宁 
08012 

Cheque/credit card fraud 

投资欺诈 
07011 

Child abandonment 

遗弃儿童 
 020611 

Child labour 

童工 
 0808 

Child marriage 

童婚 
 020292 

Child neglect 

照管儿童不周 
 020611 

Child pornography 

儿童色情 
 030221 

Child prostitution  

儿童卖淫 
 030222 

Child sex tourism 

儿童性旅游 
 030229 

Child trafficking  

贩运儿童 
 0204 

Coercion 

胁迫 
  0205 

Collective labour law violations 

违反集体劳动法 
0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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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eering 

夺取 
 11012 

Committing outrages upon personal dignity (including humiliating and degrading 

treatment) 

实施人身尊严侵犯（包括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110134 

Committing rape, sexual slavery, enforced prostitution, forced pregnancy, enforced 

sterilization or any other form of sexual violence associated with armed conflict and 

constitution a grave breach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s 

实施强奸、性奴役、强迫卖淫、强迫怀孕、强迫绝育或任何其他形式与武装冲突相

关并构成严重违反日内瓦四公约行为的性暴力 

110133 

Communicating infectious disease 

传播传染病 
0902 

Competition and insolvency offences 

竞争和破产犯罪 
08042 

Completed intentional homicide 

既遂的故意杀人行为 
0101 

Computer software piracy 

对计算机软件实施盗版行为 
0503 

Computer system damage 

计算机系统损坏 
090321 

Concealment of birth by secretly disposing of the body 

隐瞒胎儿出生事实，秘密处理其遗体 
0106 

Concealment of stolen goods 

藏匿赃物 
07049 

Concealment or continued retention of the proceeds of crime 

隐瞒或继续保留犯罪所得 
07041 

Conflict of interest 

利益冲突 
 07039 

Conscripting or enlisting child soldiers 

招募或征募儿童兵 
110135 

Conspiracy 

共谋 
 08064 

Conspiracy against the State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0904 

Conspiracy to murder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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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杀人 

Conspiracy to procure or commit illegal abortion 

非法堕胎 
0105 

Contempt of court 

藐视法庭 
 08062 

Contributing to delinquency of minors 

助长未成年人犯法 
11021 

Copy rights infringements 

侵犯版权 
0503 

Copying computer files without authorization 

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复制计算机文件 
09033 

Corporate manslaughter 

企业非预谋杀人 
01032 

Corporate or company offences 

企业或公司犯罪 
08042 

Corruption 

腐败 
 0703 

Counterfeit means of payment other than cash 

假冒除现金以外的支付手段 
07021 

Counterfeit medicines 

假冒药品 
07022 

Counterfeit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假冒医药产品 
07022 

Counterfeit product offences  

假冒产品罪行 
07022 

Counterfeit product offences (bags, shoes, medicine, and prescriptions goods) 

假冒产品罪行（包括包、鞋、药品和处方产品） 
07022 

Counterfeiting a visa 

伪造签证 
07023 

Counterfeiting coins or notes 

假冒硬币或纸币 
07021 

Counterfeiting means of cash payment 

假冒现金支付手段 
070211 

Counterfeiting means of non-cash payment 

假冒非现金支付手段 
07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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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feiting means of payment 

假冒支付手段 
07021 

Counterfeiting stamps or tickets 

假冒邮票或门票 
07021 

Creating child pornography 

制作儿童色情制品 
030221 

Crime of aggression 

侵略罪 
 11016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危害人类罪 
11015 

Criminal intent 

犯罪意图 
 08063 

Criminal negligence of pilots, boat captains, and other professional operators of vehicles 

飞行员、船长及其他车辆专业操作人员的刑事过失 
02062 

Criminal provisions relating to family (excluding violent family offences, child neglect, 

and abandonment) 

有关家庭法的刑事规定（暴力家庭犯罪和忽视或遗弃儿童犯罪除外） 

0809 

Criminal solicitation 

诱使犯罪 
08069 

Criminal transmission of HIV/AIDS 

非法传播艾滋病毒/艾滋病 
02071 

Criminal trespass 

非法侵入 
 0509 

Criminal violation of restrictions on the distribution/selling of alcohol products 

违反经销/销售酒类产品限制的犯罪行为 
060219 

Criminal violation of restrictions on the distribution/selling of tobacco products 

违反经销/销售烟草产品限制的犯罪行为 
060222 

Criminal violation of restrictions on the procurement of alcohol products 

违反采购酒类产品限制的犯罪行为 
060219 

Criminal violation of restrictions on the procurement of tobacco products 

违反采购酒类产品限制的犯罪行为 
060222 

Criminally negligent manslaughter 

刑法上的过失非预谋杀人 
01032 

Cross-border trafficking in waste 

跨国界贩运废物 
1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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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border trafficking in wildlife 

跨国界贩运野生生物 
100312 

Cruelty to pets 

残酷对待宠物 
 10091 

Cultural and artistic property offences not amounting to theft or property damage 

未构成盗窃或损坏财产的文化艺术财产犯罪 
08049 

Cyber-bullying 

网络欺凌 
0208 

Cyber-grooming 

网络引诱 
 030223 

Cyber-stalking 

网络盯梢骚扰 
 02082 

D 
   

Dacoity 

土匪抢劫 
  0401 

Damage of business property 

损坏企业财产 
05043 

Damage of personal property  

损坏个人财产 
05042 

Damage of public property 

损坏公共财产 
05041 

Damage or destruction of cultural monuments 

损坏或破坏文化纪念物 
08049 

Damage to business property 

损坏企业财产 
05043 

Damage to personal property 

损坏个人财产 
05042 

Damaging, deletion, alteration, suppression of computer data 

损坏、删除、改变、压制计算机数据 
090322 

Dangerous acts 

危险行为 
 0207 

Dangerous, nuclear and chemical and substance offences 

危险、核和化学物质犯罪 
10019 

Death as a result of terrorist activities 

恐怖主义活动导致死亡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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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t bondage 

债奴 
 02031 

Deception to procure sex 

采用欺骗手段发生性关系 
030112 

Declaring that no quarter will be given 

宣称格杀勿论 
110131 

Defamation or insult 

诽谤或侮辱 
0209 

Defamation or insult due to the victim’s ascribed beliefs or values 

由于受害者的信仰或价值观而进行诽谤或侮辱 
02092 

Defamation or insult due to the victim’s characteristics or ascribed attributes 

由于受害者的特征或被归于的属性而进行诽谤或侮辱 
02091 

Defamation or insult to honour and dignity 

诽谤或侮辱名誉和尊严 
02099 

Deleting computer system files without authorization 

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删除计算机系统文件 
090322 

Denial of service attack 

拒绝服务攻击 
090321 

Deprivation of liberty 

剥夺自由 
02022 

Destroy, damage, fabricate or tamper with evidence 

销毁、损害、捏造或篡改证据 
08061 

Destruction of a grave 

破坏坟墓 
02119 

Destruction of a private dwelling 

破坏私人居所 
05042 

Destruction of business property 

破坏企业财产 
05043 

Destruction of government facilities 

破坏政府设施 
05041 

Dine and dash 

吃霸王餐 
 05023 

Disclosure of official secrets 

披露官方机密罪 
0904 

Discrimination  02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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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 

Dishonest appropriation 

不诚实的挪用 
07039 

Dishonest conversion 

不诚实地兑换 
07032 

Disorderly conduct 

扰乱社会治安行为 
 08012 

Disturbing religious assemblies 

扰乱宗教集会 
08012 

Domestic labour exploitation  

家务劳动剥削 
020321 

Domestic parental abduction 

国内父母诱拐 
020211 

Doping using controlled substances 

将管制物质用作兴奋剂 
06029 

Downloading child pornography 

下载儿童色情制品 
030221 

Dowry-related killing 

与嫁妆/彩礼有关的非预谋杀人 
0101 

Drinking age violations 

违反喝酒年龄规定 
11021 

Drinking age violations or selling alcohol to a minor 

违反饮酒年龄规定或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类产品 
11021 

Driving and texting  

边驾车边发短信 
 02063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 

在酒精的影响下驾驶 
020721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llicit drugs 

在违禁药物的影响下驾驶 
020722 

Drug cultivation for personal consumption 

种植药物用于个人消费 
 060112 

Drug cultivation not for personal consumption 

非为个人消费而种植药物 
 060123 

Drug-facilitated rape 

借助药物的强奸 
03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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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facilitated sexual assault 

借助药物实施的性侵犯 
030121 

Drug possession 

持有药物 
 06011 

Drug production 

生产药物 
 06012 

Drug pushing 

贩卖药物 
 060131 

Drug trafficking 

贩运药物 
 060132 

Drug use 

使用药物 
  06011 

Drugging or spiking  

下药或戳刺 
020112 

E 
  

Electoral fraud 

选举欺诈 
 08079 

Electronic or communication related hijacking 

与电子或通讯有关的劫持 
0903 

Embezzlement 

贪污 
 07032 

Embezzlement in the private sector 

在私营单位中贪污 
07032 

Embezzlement in the public sector 

在公共部门中贪污 
07032 

Employing poison or poisoned weapons 

使用毒药或有毒武器 
110139 

Employing weapons, projectiles and material and methods of warfare that are of a nature 

to cause superfluous injury or unnecessary suffering 

使用武器、射弹和具备造成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性质的战争材料和方法 

110139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 group 

对群体的工作歧视 
02102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 person 

对他人的工作歧视 
02101 

Employment/labour law offences 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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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劳动法犯罪 

Encouraging others to dope 

鼓动他人使用兴奋剂 
06029 

Encouraging others to practic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 person or group 

鼓动他人对某人或某群体进行歧视 
02109 

Encouraging the consumption of controlled drugs 

鼓励消费管制药物 
06019 

Encouraging the unlawful consumption of alcohol 

鼓动非法消费酒类产品 
060219 

Encouraging the unlawful use of tobacco products 

鼓动非法使用烟草产品 
060229 

Escape from custody 

逃脱羁押 
08062 

Escape from house arrest 

逃脱软禁 
08062 

Euthanasia 

安乐死 
 0105 

Exhibitionism 

裸露癖 
 08029 

Express kidnapping 

快速绑架 
 020221 

Extortion of persons, businesses, or institutions  

敲诈个人、企业或机构 
02051 

Extortion or blackmail 

敲诈或勒索 
02051 

Extrajudicial killings 

法外杀人 
0101 

F  

Facilitating a drug trafficking operation 

协助贩运药物 
060121 

Failure to appear before court or comply with jury summons 

未出庭或履行陪审团传讯 
08061 

Failure to offer aid leading to death 

未能成功协助他人死亡 
0109 

Failure to offer aid to an injured person 0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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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向伤者提供援助 

Failure to protect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flora and fauna 

未保护动植物的健康和福祉 
1009 

Failure to provide for the needs of a servant/apprentice  

未满足对服务人员/徒弟的需求 
020619 

Failure to report a crime 

未举报犯罪 
08061 

False accounting 

虚假账目 
 07019 

False claims fraud not amounting to medical fraud 

未构成医疗欺诈的虚假索赔欺诈 
070111 

False imprisonment 

错误拘禁 
 020222 

Fals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 or professional status 

虚假陈述身份或职业地位 
07019 

Falsifying, obliterating, removing or altering markings on a firearm 

捏造、擦掉、消除或改动枪支标识 
090119 

Fare evasion 

逃票 
 05026 

Feigning commission of a crime 

佯装犯罪 
08061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残割女性生殖器 
020111 

Femicide 

杀害女性 
  0101 

Financial fraud  

金融欺诈 
 07011 

Financial fraud against natural or legal persons 

对自然人或法人实施金融欺诈 
070112 

Financial fraud against the State 

对国家实施金融欺诈 
070111 

Financing terrorism 

资助恐怖主义 
09062 

Financing terrorist groups 

资助恐怖主义组织 
09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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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work offences 

烟火犯罪 
 090119 

Force or threat of force used to steal during the course of a residential burglary 

在住宅入室盗窃过程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进行偷盗 
040112 

Forced abortion 

强迫堕胎 
 0106 

Forced begging  

强迫乞讨 
 020329 

Forced disappearance 

强迫失踪 
020222 

Forced domestic labour 

强迫家务劳动 
020321 

Forced labour 

强迫劳动 
 02032 

Forced labour for domestic services 

家政服务强迫劳动 
020321 

Forced labour for industrial services 

工业服务强迫劳动 
020322 

Forced labour for the State or armed forces 

国家或军队的强迫劳动 
020323 

Forced labour in agriculture, construction, manufacturing, entertainment, fisheries, 

sweatshops, farms 

农业、建筑业、制造业、娱乐业、渔业、血汗工厂、农场的强迫劳动 

020322 

Forced marriage 

强迫婚姻 
 020292 

Forced sterilization  

强迫绝育 
020111 

Forcible entry and occupation 

强行进入并占领 
0509 

Forcing a child to witness a sexual act or to view pornography 

强迫儿童观看性行为或观看色情制品 
030229 

Forgery/counterfeiting  

伪造/假冒 
0702 

Forging a visa 

伪造签证 
 07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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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ging or counterfeiting documents 

伪造或假冒文件 
07023 

Forging or counterfeiting passports 

伪造或假冒护照 
07023 

Forging signatures 

伪造签名 
 07023 

Forming a militia 

组建民兵 
 0909 

Forming groups with the intention of committing acts under universal jurisdiction 

以实施被普遍管辖的行为为意图组建团体 
11019 

Fraud  

欺诈 
  0701 

Fraudulent failure to supply consumer goods  

欺诈性地不提供消费品 
07019 

Fraudulent insolvency  

破产欺诈 
08042 

Fraudulently making or altering non-cash forms of payment 

欺诈性地制作或改变非现金支付形式 
070219 

Fraudulently making or altering notes and coins 

欺诈性地制作或改变硬币或纸币 
070211 

Fraudulently making, receiving, obtaining or possessing instruments, articles, computer 

programs and other means of counterfeiting or altering non-cash forms of payment 

欺诈性地制作、接收、获得或持有工具、物品、计算机程序及其他用于假冒或改变

非现金支付形式的手段 

070212 

Fraudulent making, receiving, obtaining or possessing instruments, articles, 

computer programs and other means of counterfeiting or altering notes and coins 

欺诈性地制作、接收、获得或持有工具、物品、计算机程序及其他用于假冒或改变

硬币或纸币的手段 

070211 

Fraudulently making, receiving, obtaining or possessing instruments, articles, computer 

programs and other means of counterfeiting or altering documents 

欺诈性地制作、接收、获得或持有工具、物品、计算机程序及其他用于假冒或改变

文件的手段 

07023 

Fraudulent pretence of marriage 

假冒结婚 
07019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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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ocide 

种族灭绝罪 
  11014 

Giving alcohol to an intoxicated person 

向醉酒者提供酒 
06021 

Giving false information 

提供虚假信息 
08061 

Giving false testimony/perjury 

提供虚假证词/作伪证 
08061 

Glorification of violence 

美化暴力 
080322 

Graffiti 

涂鸦 
  0504 

Grave digging 

挖掘坟墓 
 02119 

Gross indecency with a child 

严重猥亵儿童 
030229 

Gross negligent acts in the performance of professional duty 

在履行职业职责过程中的重大过失行为 
02062 

Gross negligent conduct of medical procedures 

医疗程序中的重大过失行为 
02062 

Gross negligent manslaughter 

重大过失非预谋杀人 
010322 

Group discrimination 

群体歧视 
02102 

H 
   

Hacking 

入侵 
  09031 

Harbouring smuggled migrants 

窝藏被偷运的移民 
08051 

Hate mail 

仇恨邮件 
  080322 

Hate speech 

仇恨言论 
 080322 

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offences 

危害工作健康和安全的犯罪 
0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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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ing a dead body 

藏匿尸体 
 0909 

Hiding or destroying money 

隐藏或销毁金钱 
07019 

Hijacking 

劫持 
  020223 

Hijacking of an aircraft, car bus, ship or other motor vehicle 

劫持飞机、汽车、公共汽车、船只或其他机动车辆 
020223 

Hindering the functioning of a computer system 

妨碍计算机系统运作 
090321 

Hiring a mercenary 

雇用雇佣军 
 0909 

Hiring a person to join an unlawful assembly 

征聘人员参加非法集会 
08019 

Hit and run causing bodily injury  

造成身体伤害的肇事逃逸 
02063 

Hit and run causing property damage 

造成财产损坏的肇事逃逸 
0504 

Honour killing 

荣誉杀人 
 0101 

Hooliganism 

流氓行为 
 08011 

Hostage taking 

劫持人质 
 020222 

Housebreaking 

侵入住宅 
 05012 

Housing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 group 

对群体的住房歧视 
02102 

Housing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 person 

对他人的住房歧视 
02101 

I 
  

Identity theft 

身份盗用 
 07019 

Ill treatment of animals 

虐待动物 
1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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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egal adoption 

非法收养 
 020291 

Illegal brewing of alcohol 

非法酿酒 
06021 

Illegal collective teaching of weapons use 

非法集体教授使用武器 
09019 

Illegal discharge of weapons 

非法发射武器 
 090111 

Illegal distilling of alcohol 

非法蒸酒 
06021 

Illegal domestic movement of trafficking of waste 

国内非法运输或贩运废物 
10021 

Illegal domestic waste dumping 

国内非法倾倒废物 
10021 

Illegal feticide 

非法杀害胎儿 
 0105 

Illegal hunting, fishing, or gathering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非法捕猎、捕鱼或采集野生动植物 
10042 

Illegal inundation 

非法水淹 
 0504 

Illegal logging  

非法伐木 
 10041 

Illegal mining 

非法采矿 
 10043 

Illegal movement of waste 

非法运输废物 
1002 

Illegal restraint 

非法限制 
 020222 

Illegal sand mining 

非法采砂 
 10041 

Illegal slash and burn 

非法砍伐焚烧 
10041 

Illegal traffic in contraband 

违禁品贩运 
08044 

Illegal trafficking of waste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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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贩运废物 

Illegal use of a motorized land vehicle  

非法使用陆地机动车辆 
050219 

Illegal waste dumping 

非法倾倒废物 
1002 

Illicit acts involving drug paraphernalia 

涉及吸毒用具的非法行为 
06019 

Illicit concealment or disguise of property related information 

非法隐瞒或掩饰财产相关信息 
07041 

Illicit cooking of controlled drugs 

非法煮熬管制药物 
 060122 

Illicit enrichment 

资产非法增加 
 07035 

Illicit manufacture of drugs in clandestine laboratories 

在秘密实验室非法制造药物 
 060122 

Illicit manufacture of controlled drugs 

非法制造管制药物 
 060122 

Illicit trafficking in cultural property 

非法贩运文化财产 
07042 

Impersonation 

假冒他人 
 07019 

Importation/exportation of illicit drugs 

进口/出口违禁药物 
 060121 

Import, export, transport, receiving or obtaining of counterfeit documents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it is counterfeit 

明知是假冒而进口、出口、运输、接收或获得假冒的文件 

07023 

Import, export, transport, receiving or obtaining of counterfeit non-cash payment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it is counterfeit 

明知是假冒而进口、出口、运输、接收或获得假冒的非现金支付形式 

070219 

Import, export, transport, receiving or obtaining of counterfeit notes and coins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it is counterfeit 

明知是假冒而进口、出口、运输、接收或获得假冒的纸币和硬币 

070211 

Improper disclosure of market-relevant information 

不正当披露市场相关信息 
08045 

Incest or familial sexual offences not amounting to rape or sexual assault 08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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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构成强奸或性侵犯的乱伦或家庭内性犯罪 

Incitement to racial hatred 

煽动种族仇恨 
080322 

Incitement to terrorism 

煽动恐怖主义 
09069 

Individual labour law violations  

违反个人劳动法 
08082 

Industrial espionage not amounting to forgery or counterfeiting  

未构成假冒或伪造行为的工业间谍活动 
0503 

Infanticide 

杀婴 
 0101 

Inflicting bodily harm under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s  

造成身体伤害且情节严重 
020111 

Inflicting grievous bodily harm 

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 
020111 

Inflicting minor bodily harm 

造成轻微的身体伤害 
020112 

Injurious acts of a sexual nature 

性伤害行为 
03 

Insider dealing 

内幕交易 
 08045 

Instigating suicide through persuasion or other means 

采用劝说或其他方式教唆自杀 
01049 

Insult of the sovereign, the state, nation or state symbols 

侮辱君主、国家、民族或国家标志 
0809 

Insulting a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侮辱执法人员 
08069 

Insulting the court 

侮辱法庭 
 08069 

Insurance fraud 

保险欺诈 
 07019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ences  

侵犯知识产权 
0503 

Intentional homicide 

故意杀人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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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ional miscarriages and still births 

故意流产和导致死胎 
0106 

Intentionally attacking buildings dedicated to religion, education, art, science or 

charitable purposes, historic monuments, or hospitals, provided they are not military 

objectives 

蓄意攻击非军事目标的宗教、教育、艺术、科学或慈善用途的建筑、历史纪念物或

医院 

110132 

Intentionally causing damage that is excessive in relation to direct military advantage 

蓄意造成在程度上超过直接军事优势的损害 
110132 

Intentionally using starvation of civilians as a method of warfare 

意图通过使平民陷入饥饿作为一种作战方法 
110131 

Interception of computer data without right 

在无权的情况下截取计算机数据 
09033 

Interfering with mail 

干扰邮件 
02111 

International parental abduction 

国际父母诱拐 
020211 

Invasion of privacy 

侵犯隐私 
 02111 

Invasion of private computer files 

侵入私人计算机文件 
02111 

Invasion of solitude or private concerns 

侵入独处或私人问题 
02111 

Investment fraud 

投资欺诈 
 070112 

Investment or stock/shares offences  

投资或股票/股份犯罪 
08042 

Involuntary euthanasia 

非自愿安乐死 
0105 

Involuntary manslaughter 

意外杀人 
01031 

Involuntary servitude 

强制劳役 
02031 

Issuing, handling, or dealing in forged or altered prescription offences 

开具、处理或交易伪造的或变造的处方 
06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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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ory trafficking 

贩运象牙 
 10031 

J  

Joining an unlawful assembly 

参加非法集会 
08019 

Joyriding 

以嬉戏方式驾驶 
  050212 

K 
 

Keeping, managing, or knowingly financing a brothel 

维持、管理或故意资助妓院 
03021 

Keeping, managing, or knowingly financing a brothel for child prostitution  

维持、管理或故意资助妓院进行儿童卖淫 
030222 

Kidnapping 

绑架 
 020221 

Killing associated with armed conflict amounting to war crime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但构成战争罪的杀人行为 
11013 

Killing by a combatant which is considered a criminal offence in the national  

legislation (and is prosecuted as such) but does not amount to a war crime 

战斗人员杀人，国内法律认为构成刑事犯罪（并以此起诉）但未构成战争罪 

0107 

Killing during armed conflict considered intentional homicide 

在武装冲突期间实施的被视为故意杀人的杀人行为 
0101 

Killing or wounding a combatant who has laid down arms and surrendered 

杀害或伤害已缴械并投降的战斗员 
110131 

Killing or wounding treacherously individuals belonging to the hostile nation or army 

背信杀害或伤害敌对国或军队的人员 
110131 

Killings caused by excessive use of force by law enforcement/state officials 

执法人员/国家官员过度使用武力导致杀人 
0101 

Knowingly letting or renting a building or other place for the purpose of child 

prostitution  

在明知的情况下租用或租赁房屋或其他场所用于儿童卖淫 

030222 

Knowingly letting or renting a building or other place for the purpose of the prostitution 

of others 

在明知的情况下租用或租赁房屋或其他场所用于他人卖淫 

0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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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arceny of a car, van, or truck 

偷盗汽车、面包车或货车 
050211 

Leaving without payment 

未付款而离开 
05023 

Libel 

诋毁 
  02091 

Litter offences 

乱丢垃圾罪 
 08012 

Loitering 

游荡 
  08012 

Long-term and severe damage or destru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对自然环境造成长期和严重损坏或破坏 
110132 

Looting 

打劫 
0409 

Luring a child 

引诱儿童 
 030229 

M 
 

Making contact with a child in person to expose them gradually to sexually explicit 

material 

亲自出面联系儿童，让他们逐渐接触露骨性材料 

030223 

Making contact with a child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exposing them to sexually explicit 

material 

通过互联网与儿童联系并让他们接触露骨性材料 

030223 

Maltreatment through physical abuse or mental cruelty 

身体虐待或精神虐待 
0219 

Manipulating market transactions 

操纵市场交易 
08045 

Manslaughter caused by negligence  

过失造成的非预谋杀 
01032 

Manufacture, production or trafficking of chemical, biological or radio-active materials 

制造、生产或贩运化学、生物或放射性材料 
090123 

Manufacture, production or trafficking of prohibited weapons of explosives 

制造、生产或贩运被禁止的武器或爆炸物 
09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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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ing and trafficking of firearms, parts, components and ammunition 

制造和贩运枪支、零部件和弹药；贩运枪支 
090121 

Manufacturing products that present a risk to health and safety 

制造危及健康和安全的产品 
0902 

Market manipulation or insider trading 

市场操纵或内线交易 
08045 

Medical fraud or quackery not amounting to malpractice or medical negligence 

未构成医疗事故或医疗过失的医疗欺诈或医疗骗术 
07019 

Medical negligence in prescriptions  

开处方中的医疗过失 
02062 

Menacing phone calls not amounting to stalking 

未构成盯梢骚扰行为的恐吓电话 
020819 

Military service offences not amounting to war crimes 

未构成战争罪的兵役犯罪 
0904 

Minimum wage offences 

最低工资犯罪 
0808 

Minor assault 

轻微攻击 
 020112 

Minor threat 

轻微威胁 
 020122 

Misappropriation 

挪用 
 07032 

Misuse of cultural heritage 

滥用文化遗产 
08049 

Misuse of market-relevant information 

滥用市场相关信息 
08045 

Mobbing in the workplace 

工作场所聚众滋扰 
020811 

Mobbing outside the workplace 

工作场所之外的聚众滋扰 
020819 

Money laundering 

洗钱 
 07041 

Moonshining 

非法制酒 
 06021 

Mortgage fraud  07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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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贷款欺诈 

Mugging 

行凶抢劫 
  040111 

Murder 

谋杀 
  0101 

Mutilation of a dead body 

毁损遗体 
02119 

N 
  

Necrophilia 

尸奸 
 08029 

Neglect of a child under care 

忽视被照顾的儿童 
020611 

Neglect of an adult person under care 

忽视被照顾的成年人 
020612 

Neglect of elderly persons  

忽视老年人 
020612 

Negligence in situations of children under care 

对被照顾儿童的过失 
020611 

Negligence in situations of other dependent persons under care 

对其他被照顾的受抚养人的过失 
020612 

Negligence in situations of persons under care 

对被照顾人员的过失 
02061 

Negligence related to driving a vehicle 

与驾驶车辆有关的过失 
02063 

Negligence related to family 

与家庭有关的过失 
020619 

Negligence related to the duty to exercise care while operating a motor vehicle 

与操作机动车辆过程中应力行小心义务有关的过失 
02063 

Negligence 

过失 
 0206 

Negligent driving or operation of a vehicle 

过失地驾驶或操作车辆 
02063 

Negligent manslaughter 

过失致人死亡 
01032 

Negligent pedestrian offences 0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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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过失犯罪 

Nepotism 

任人唯亲 
 07033 

Noise complaints 

噪音投诉 
 08012 

Non-consensual sexual penetration without physical force 

未使用暴力但非经双方同意的性插入 
 030112 

Non-injurious traffic violations  

非伤害性的交通违法行为 
0907 

Non-intentional homicide 

非故意杀人 
0103 

Non-negligent manslaughter 

非预谋致人死亡 
01031 

Non-sexual harassment 

非性骚扰 
02081 

Non-vehicular homicide 

非车祸致人死亡 
010322 

Non-voluntary euthanasia 

非自愿安乐死 
0105 

Not declaring a birth to the authorities 

未向当局申报儿童出生情况 
0809 

Not giving a child one has found 

未向当局申报自己发现的儿童 
0809 

O 
  

Obscene material 

猥亵物品 
 08022 

Obstruction of justice 

妨碍司法 
08061 

Obtaining goods by fraud 

以欺诈方法取得商品 
07019 

Obtaining or possessing prohibited or unregistered materials 

获得或持有受管制或未注册的材料 
090113 

Obtaining or using explosives without a permit 

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获得或使用爆炸物 
09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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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ences against government security or operations 

危害政府安全或运作的犯罪 
0904 

Offences under industrial law 

工业法犯罪 
0808 

Offensive language or behaviou 

攻击性语言或行为 
08012 

Offering for sale, distribution, purchase, of controlled drugs or precursors 

提供销售、经销、购买管制药物或前体 
06013 

Offering sexual services for financial or other benefit 

提供性服务以获取经济或其他好处 
08021 

Online banking fraud 

网上银行欺诈 
07011 

Operating a vehic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 

在酒精的影响下驾驶 
020721 

Operating a vehic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llicit drugs 

在违禁药物的影响下驾驶 
02072 

Operating a vehic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other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在其他精神活性物质的影响下操作车辆 
020729 

Operating a vehic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在精神活性物质的影响下操作车辆 
02072 

Organizing an unlawful assembly 

组织非法集会 
08019 

Organizing or facilitating the unlawful stay of a foreign citizen 

组织或协助外国公民非法居留 
08059 

Organizing, supervising, or managing a drug distribution enterprise 

组织、监督或管理药物经销企业 
060121 

Other abduction of a minor 

诱拐未成年人 
020219 

Other acts against computer systems 

其他侵犯计算机系统的行为 
09039 

Other acts against health and safety 

其他危害健康和安全的行为 
09029 

Other acts against liberty 

其他妨害自由的行为 
02029 

Other acts against property involving violence against a person 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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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涉及暴力攻击或威胁他人的侵犯财产的行为 

Other acts against property only  

其他仅仅侵犯财产的行为 
0509 

Other acts against public administration or regulatory provisions  

其他违反公共管理规定或监管规定的行为 
08049 

Other acts against public order behavioural standards  

其他违反公共秩序行为标准的行为 
08019 

Other acts against public order sexual standards  

卖淫犯罪、色情犯罪及其他违反公共秩序性标准的行为 
08029 

Other acts against public order, authority, and provisions of the State 

其他侵犯国家的公共秩序、权力和规定的行为 
0809 

Other acts against public safety and state security  

其他危害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行为 
0909 

Other acts against the justice system 

其他违反司法制度的行为 
08069 

Other acts agains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其他危害自然环境的行为 
1009 

Other acts agains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其他危害自然环境的行为 
10092 

Other acts causing harm or intending to cause harm to the person  

其他对人造成伤害或有意对人造成伤害的行为 
0219 

Other acts contrary to youth regulations and acts on minors  

其他违反青年条例和未成年人法规的行为 
11029 

Other acts involving controlled drugs or other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其他涉及管制药物或其他精神活性物质的行为 
0609 

Other acts involving fraud, deception or corruption 

其他涉及欺诈、欺骗或腐败的行为 
0709 

Other acts involving proceeds of crime  

其他涉及犯罪所得的行为 
07049 

Other acts leading to death or intending to cause death 

其他导致死亡或有意造成死亡的行为 
0106 

Other acts of assisting or instigating suicide 

其他协助或教唆自杀的行为 
01049 

Other acts of burglary 

其他入室盗窃行为 
05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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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acts of coercion 

其他胁迫行为 
02059 

Other acts of corruption  

其他腐败行为 
07039 

Other acts of forgery/counterfeiting  

其他伪造/假冒行为 
07029 

Other acts of fraud 

其他欺诈行为 
 07019 

Other acts of negligence  

其他过失行为 
02069 

Other acts of robbery 

其他抢劫行为 
04019 

Other acts of sexual exploitation  

其他性剥削行为 
03029 

Other acts of theft 

其他盗窃行为 
05029 

Other acts of sexual violence  

其他性暴力行为 
03019 

Other acts of slavery and exploitation  

其他奴役和剥削行为 
02039 

Other acts related to an organized crime group 

其他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行为 
09059 

Other acts related to democratic elections 

其他与民主选举有关的行为 
08079 

Other acts related to expressions of controlled social beliefs and norms  

其他涉及表达被管控社会信仰和规范的行为 
080329 

Other acts related to freedom or control of expression  

其他涉及言论自由或言论控制的行为 
08039 

Other acts related to migration  

与移民有关的其他行为 
08059 

Other acts related to possession or use of weapons and explosives 

其他与持有或使用武器和爆炸物有关的行为 
090119 

Other acts related to the activities of a terrorist group 

其他与恐怖主义组织活动有关的行为 
09069 

Other acts related to trafficking of weapons and explosives  09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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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与贩运武器和爆炸物有关的行为 

Other acts related to weapons and explosives 

其他与武器和爆炸物有关的行为 
09019 

Other acts that caus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r degradation 

其他造成环境污染或退化的行为 
10019 

Other acts that result in the depletion or degrad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其他导致自然资源消耗或退化的行为 
10049 

Other acts that trespass against the person 

其他侵犯他人的行为 
02119 

Other acts under universal jurisdiction  

被普遍管辖的行为 
11014 

Other assaults and threats 

其他攻击和威胁 
02019 

Other criminal acts not elsewhere classified  

别处未加分类的其他犯罪行为 
11 

Other criminal acts not elsewhere classified  

别处未加分类的其他犯罪行为 
1109 

Other damage of property  

其他损坏财产的行为 
05049 

Other dangerous acts  

其他危险行为 
02079 

Other defamation or insult 

其他诽谤或侮辱 
02099 

Other deprivation of liberty 

其他剥夺自由的行为 
020229 

Other discrimination 

其他歧视 
02109 

Other forced labour 

其他强迫劳动 
020329 

Other injurious acts of a sexual nature 

其他性伤害行为 
0309 

Other motorized vehicle theft  

其他盗窃机动车辆的行为 
050219 

Other negligence in situations of persons under care  

对被照顾人员的其他过失 
02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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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rape 

其他强奸 
 030119 

Other robbery from the person 

其他抢劫他人的行为 
040119 

Other robbery of valuables or goods in transit  

其他抢劫运输中的贵重物品或货物的行为 
040122 

Other sexual assault not elsewhere classified 

别处未加分类的其他性侵犯 
030129 

Other sexu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其他形式的儿童性剥削 
030229 

Other theft of a motorized vehicle or parts thereof 

其他盗窃机动车辆或其零部件的行为 
050219 

Other theft of business property 

其他盗窃企业财产的行为 
050239 

Other theft of personal property  

其他盗窃个人财产的行为 
050229 

Other trade or possession of protected or prohibited species of fauna and flora 

其他交易或持有野生动植物群受保护物种或被禁物种的行为 
10039 

Other unlawful acts involving alcohol, tobacco or other controlled substances  

其他涉及酒类、烟草或其他管制物质的非法行为 
06025 

Other unlawful acts involving controlled drugs or precursors 

其他涉及管制药物或前体的非法行为 
06019 

Other unlawful production, handling, possession or use of alcohol products 

其他非法生产、处理、持有或使用酒类产品的行为 
060219 

Other unlawful trafficking, cultivation or production of controlled drugs or 

precursors not for personal consumption 

其他非为个人消费而非法贩运、种植或生产管制药物或前体的行为 

 060129 

Other war crimes 

其他战争罪行 
 110139 

Owning or occupying the property where the unlawful assembly is held 

拥有或占有举行非法集会的不动产 
08019 

P 
  

Parental abduction 

父母诱拐 
 020211 

Participation in a terrorist group 09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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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恐怖主义组织 

Participation in an organized crime group  

参与有组织犯罪集团 
09051 

Participation or membership in a terrorist group 

参与或成为恐怖主义组织成员 
09061 

Passive bribery  

受贿 
 070312 

Passive bribery of a foreign public official and of an official of a public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外国公职人员及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 

070312 

Passive bribery of a public official 

公职人员受贿 
070312 

Paying for sexual services of a child 

付款接受儿童性服务 
030222 

Performing a sexual act in public 

在公共场所进行性行为 
08029 

Persistently calling a person not amounting to stalking 

未构成盯梢骚扰行为的恐吓电话/不停地给人打电话 
020819 

Personal discrimination 

人身歧视 
02101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妨碍司法 
08061 

Pharmaceutical offences 

医药犯罪 
09021 

Phone tapping 

窃听电话 
 02111 

Physical damage to public property in schools 

损坏学校公共财产 
05041 

Physical sexual assault 

人身性侵犯 
030121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 not amounting to euthanasia 

医生协助自杀（但未构成安乐死） 
01041 

Pick pocketing 

扒窃 
 050221 

Pillaging   11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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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掠 

Pimping 

拉皮条 
  03021 

Pimping a child 

拉皮条 
 030222 

Piracy 

海盗 
  011012 

Planning to commit a criminal offence 

策划犯罪 
08064 

Plundering/pillaging from an unspecified location 

从不明地点掠夺/抢夺 
0409 

Poaching 

偷猎 
  10042 

Poisoning  

投毒 
 020111 

Pollution through noise, vibration heat, light or radiation 

通过噪音、震颤、热、光或辐射造成污染 
10019 

Polygamy 

一夫多妻 
 08029 

Pornography offences 

色情制品犯罪 
08022 

Possessing other weapons such as gas or explosives or chemical, biological or radio-active 

materials 

持有瓦斯、爆炸物或化学、生物或辐射物质等其他武器 

09011 

Possessing prohibited or unregistered firearms, their parts and components or ammunition 

持有受管制或未注册枪支及其零部件或弹药 
09011 

Possessing prohibited or unregistered weapons not amounting to a firearm 

持有被禁止或未注册但未构成枪支的武器 
090112 

Possession of an article for creation of counterfeit goods or instruments 

持有用于制作假冒产品或工具的物品 
07022 

Possession of an article for the creation of counterfeit means of payment 

持有用于制作假冒支付手段的物品 
07021 

Possession of child pornography 

持有儿童色情制品 
030221 

Possession of dangerous or controlled animals 1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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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危险或被管控动物 

Possession of items to endanger life 

持有危及生命物品 
090119 

Possession of stolen goods or money 

持有盗窃的钱物 
07049 

Possession or use of weapons and explosives 

持有或使用武器和爆炸物 
09011 

Possession, creation, or use of false weights for measure 

持有、制作或使用假秤砣 
07019 

Possession, use or consumption of tobacco products in prohibited locations 

在禁区持有、使用或消费烟草产品 
060221 

Post-incarceration supervision offences 

监禁后监督犯罪 
08062 

Preparation to commit a criminal offence 

准备犯罪 
08064 

Prevent, threaten or deceive a witness 

阻止、威胁或欺骗证人 
08061 

Price fixing 

操纵价格 
 08045 

Prison regulation offence 

监狱监管犯罪 
08069 

Private nuisance 

私人妨扰 
 020819 

Procurement and contractor fraud 

采购和承包欺诈 
070111 

Procuring an illegal abortion 

致使非法堕胎 
0106 

Procuring sex under coercion or through abuse of power 

胁迫他人实施性行为 
030112 

Procuring sexual images or other forms of child abuse materials 

从儿童那里获得性意象或其他形式的儿童虐待材料 
030221 

Procuring sexual services 

购买性服务 
08021 

Procuring, arranging, facilitating or controlling a person for illicit pornography 

促使、安排、协助或控制他人参与非法色情 
08022 



153 
  

Production, creating, distribution, dissemination, broadcast, transmission, sale, or 

possession of illicit pornography 

生产、制作、分发、传播、广播、传输、销售或拥有非法色情制品 

08022 

Production, sale, procurement, import, distribution or possession of computer misuse tools 

生产、销售、购买、进口、发布或持有计算机滥用工具 
09039 

Professional malpractice 

职业不当行为 
02062 

Professional negligence 

职业过失 
02062 

Professional negligence leading to death 

导致死亡的职业过失 
010322 

Promotion of ethnic, racial, or religious hatred 

宣传种族、族裔或宗教仇恨 
080322 

Propagation, promo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controlled political views or material 

传播、宣传或散布被管控的政治观点或材料 
080329 

Property damage  

损坏财产 
 0504 

Property damage by explosion 

以爆炸方式损坏财产 
0504 

Proselytism 

劝人更改宗教信仰 
 080321 

Prostitution offences 

卖淫罪 
08021 

Providing or consuming medicinal or other illegal products used to improve performance 

in sport 

提供或消费医药产品或其他非法产品以提高体育成绩 

06029 

Psychological violence 

心理暴力 
02089 

Public drunkenness 

公共场所酗酒 
 08012 

Public Fight 

公共场所斗殴 
 08011 

Public health offences 

公共健康犯罪 
0902 

Public indecency  08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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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然猥亵 

Public mischief 

公共危害 
 08012 

Public transport safety offences 

公共交通安全犯罪 
09021 

Pushing, slapping, kicking, hitting 

推搡；掌掴；脚踢；拳打 
020112 

Q 
  

Quarantine offences 

检疫犯罪 
 0902 

R 
   

Ram raiding 

驾车入室盗窃 
  05011 

Rape 

强奸 
  03011 

Rape with force 

以暴力强奸 
 030111 

Rape without force  

非以暴力强奸 
 030112 

Receiving, handling, disposing, selling or trafficking stolen goods 

接收、处理、处置、出售或贩运赃物 
07049 

Recording transmissions without right within a wireless network 

在无权的情况下在无线网络中记录传输内容 
09033 

Recruiting, enticing or procuring a child into prostitution  

招募、诱使或促使儿童卖淫 
030222 

Recruitment of training for terrorism 

为恐怖主义招募与训练人员 
09069 

Resisting arrest 

抗拒逮捕 
 08062 

Retail selling of drugs through use of the internet 

通过互联网零售药物 
060131 

Riot 

骚乱 
  08011 

Road vehicle licensing, driving, registration, or road worthiness offences 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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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车辆执照、驾驶、登记或上路合适性方面的犯罪 

Robbery 

抢劫 
  0401 

Robbery from a person in miscellaneous locations 

在各种地方抢劫他人的行为 
040119 

Robbery from the person 

抢劫他人 
04011 

Robbery from the person in a private location 

在私人场所抢劫他人 
040112 

Robbery from the person in a public location 

在公共场所抢劫他人 
040111 

Robbery in or from a railway 

抢劫火车 
040121 

Robbery of a bank 

抢劫银行 
 040131 

Robbery of a business 

抢劫企业 
040132 

Robbery of a car or vehicle  

抢劫汽车或车辆 
040121 

Robbery of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抢劫金融机构 
040131 

Robbery of a non-financial institution  

抢劫非金融机构 
040132 

Robbery of a post office 

抢劫邮局 
040132 

Robbery of a security van 

抢劫护卫车 
040121 

Robbery of an ATM 

抢劫自动取款机 
 040131 

Robbery of an establishment or institution 

抢劫设施或机构 
04013 

Robbery of cargo on highways 

抢劫高速公路上的货物 
040122 

Robbery of cattle, goats, sheep, chickens or other livestock  

抢劫牛、山羊、绵羊、鸡或其他牲畜 
0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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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bery of livestock 

抢劫牲畜 
04014 

Robbery of petrol/gas station 

抢劫加油站 
040132 

Robbery of property in a vehicle in transit 

在运输途中抢劫车辆中的财产 
040121 

Robbery of valuables or goods in transit 

抢劫运输中的贵重物品或货物 
04012 

S 
   

Sabotage 

破坏行为 
  0904 

Sabotage not amounting to dangerous or negligent acts 

未构成危险行为或过失行为的破坏活动 
0504 

Sale of noxious food or drink 

销售有毒食品或饮料 
02071 

Sanitation offences not amounting to the adulteration of food or selling noxious food or 

drink 

未构成食物掺杂或销售有毒食物或饮料的卫生犯罪 

0902 

Securities fraud 

证券欺诈 
 070112 

Sedition 

煽动叛乱罪 
  0904 

Self-laundering 

“自我洗钱” 
 07041 

Selling, offering to sale, distributing, marketing, advertising of illicit drugs or 

precursors 

销售、许诺销售、经销、推广、宣传违禁药物或前体 

 060121 

Selling alcohol or tobacco to minors 

向未成年人销售酒精或烟草 
11021 

Selling weapons without a dealer's license or to an unlicensed person 

在没有经销商许可证的情况下销售或向无许可证者出售 
09012 

Serious assault 

严重攻击 
 020111 

Serious assault leading to death 

严重攻击致死 
0101 



157 
  

Serious threat 

严重威胁 
 020121 

Servitude 

劳役 
 02031 

Setting mantraps 

设置捕人陷阱 
 02079 

Setting up or operating a pyramid scheme 

建立或实施传销 
07019 

Sex tourism not amounting to child sex tourism 

不构成儿童性旅游的性旅游 
08021 

Sexual assault 

性侵犯 
 03012 

Sexual assault against a helpless person 

对无助者的性侵犯 
03012 

Sexual assault against a marital partner against his/her will 

违背婚姻伴侣的意愿对婚姻伴侣实施的性侵犯 
03012 

Sexual assault by abuse of position 

滥用职位进行的性侵犯 
030121 

Sexual exploitation 

性剥削 
 0302 

Sexual exploitation of adults 

对成年人的性剥削 
03021 

Sexu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对儿童的性剥削 
03022 

Sexual grooming of children 

儿童性修饰 
030223 

Sexual harassment 

性骚扰 
 030122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a person below the age of consent 

与不满同意年龄的人发生性关系 
030113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a person incapable of consent  

与不能作出同意的人发生性关系 
030113 

Sexual penetration with physical force 

对身体施暴进行的性插入 
030111 

Sexual violence   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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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暴力 

Sexual violence associated with armed conflict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性暴力 
110133 

Sexually indecent writing, pictures, or objects 

黄色淫秽作品、图片或物品 
08029 

Sharing child pornography 

分享儿童色情制品 
030221 

Sharing offensive material 

分享具有冒犯性质的材料 
02081 

Shop robbery 

抢劫商店 
 040132 

Shoplifting  

入店行窃 
 050231 

Simple assault 

轻微攻击 
 020112 

Siphoning oil or fuel  

抽取汽油或燃料 
050219 

Slander 

口头诽谤 
  02091 

Slavery 

奴役 
  02031 

Slavery and exploitation 

奴役和剥削 
0203 

Smoking on aircrafts 

在飞机上吸烟 
060221 

Smuggling of goods 

走私货物 
 08044 

Smuggling of migrants offences 

偷运移民犯罪 
08051 

Smuggling ozone depletion substances (ODS) 

偷运臭氧消耗物质 
10099 

Sodomy not amounting to injurious acts of a sexual nature 

未构成伤害性性行为的鸡奸 
08029 

Soil Pollution 

土壤污染 
 1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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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ing 

超速 
  0907 

Spying 

间谍罪 
  0904 

Squatting 

擅自占用土地 
  0509 

Stalking 

盯梢骚扰 
  02082 

Stalking of a sexual nature 

性盯梢骚扰 
02082 

Status offences 

身份罪 
 11021 

Statutory rape 

法定强奸 
 030113 

Store card fraud 

赊账卡欺诈 
 07011 

Street robbery 

街头抢劫 
 040111 

Subjecting persons to physical mutilation or medical/scientific experiments that are not 

justified or to the person's interest 

在无理由或不符合本人利益的情况下对人进行物理切割或医学/科学实验 

110131 

Substitution of a child for another child 

以一名儿童替代另一名儿童 
 0809 

Swindling 

坑蒙拐骗 
 07019 

T 
 

Taking hostages during an armed conflict 

在武装冲突中劫持人质 
110134 

Taking human blood, organs, or tissues by use of violence 

暴力获取人血、人体器官或人体组织 
020111 

Tariff, taxation, duty, and revenue offences 

违反海关、税收和其他公共收入规定的行为 
08041 

Tax evasion 

逃税 
 0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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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i robbery 

抢劫出租车 
 040121 

Terrorism 

恐怖主义 
 0906 

The conversion or transfer of property 

转换或转移财产 
07041 

The illicit acquisition, possession or use of laundered property 

获得、持有或使用被清洗的财产； 
07041 

The illicit concealment or disguise of property related information 

隐瞒或掩饰财产的真实性质 
07041 

Theft 

盗窃 
  0502 

Theft by burglary of a dwelling 

私人住宅入室盗窃 
05012 

Theft by conversion 

转化构成的盗窃 
05029 

Theft by employees 

员工实施盗窃 
 05023 

Theft from a shop 

从店铺中盗窃 
 050231 

Theft from a vending machine 

从自动售货机中盗窃 
050239 

Theft from garages, sheds, or lockups with no connecting door to a dwelling 

未破门而入的盗窃；盗窃居所外面的财产；对与居所之间没有连接门的车库或屋棚及

封闭空间实施盗窃 

050229 

Theft from hotels, restaurants, cinemas, theatres, places of entertainment, offices and 

workshops 

从旅店、饭店、电影院、娱乐场所、办公室、车间中盗窃 

050239 

Theft of a bicycle 

盗窃自行车 
050229 

Theft of an electronic device from a vehicle 

从车辆中盗窃电子设备 
050222 

Theft of a GPS device 

盗窃全球定位系统装置 
050222 

Theft of a motorcycle 05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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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摩托车 

Theft of a motorized land vehicle 

盗窃陆地机动车辆 
050211 

Theft of a motorized land vehicle or parts thereof  

盗窃陆地机动车辆或陆地机动车辆的零部件 
05021 

Theft of a pet 

盗窃宠物 
 050229 

Theft of a purse from a vehicle 

从车辆中盗窃个人财产 
050222 

Theft of boat or aircraft 

盗窃船只或飞机 
050219 

Theft of boat or aircraft parts 

盗窃船只或飞机的零部件 
050219 

Theft of business property  

盗窃企业财产 
05023 

Theft of business/office supplies by an employee 

员工盗窃企业/办公室用品 
050239 

Theft of car tires, motors, transmissions, windows, etc. 

盗窃汽车轮胎、发动机、变速器、车窗等 
050213 

Theft of cows, chickens, sheep, fish, etc. 

盗窃牛、鸡、羊、鱼等。 
05025 

Theft of electric power, water, or other utility services 

盗窃电力、水或其他公用事业服务( 
05026 

Theft of livestock 

盗窃牲畜 
 05025 

Theft of mail 

盗窃邮件 
 05029 

Theft of merchandise from a shop 

从店铺中盗窃商品 
050231 

Theft of parts of a motor vehicle 

盗窃陆地机动车辆的零部件 
050213 

Theft of personal property 

盗窃个人财产 
05022 

Theft of personal property from a person 

从他人处盗窃个人财产 
05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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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t of personal property from a vehicle  

从车辆中盗窃个人财产 
050222 

Theft of property outside of the dwelling 

盗窃居所外面的财产 
050229 

Theft of public park equipment 

盗窃公园设备 
05024 

Theft of public property  

盗窃公共财产 
05024 

Theft of electric power, water, or other utility services 

盗窃电力、水或其他公用事业服务 
 05026 

Theft of television/cable signals 

盗窃电视信号/有线信号 
05026 

Theft where entry was lawfully gained 

在非法进入的地方盗窃 
05022 

Theft with violence 

抢劫 
 0401 

Threat 

威胁 
  02012 

Threat of a sexual nature 

非人身性侵犯 
030122 

Threaten or intimidate a justice or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 

威胁或恐吓司法或执法人员 
08061 

Threatening death or serious injury 

威胁造成死亡或严重伤害 
020121 

Threatening minor injury 

威胁造成轻微伤害 
020122 

Threatening minor injury to a family member, friend or another person 

威胁造成家人或朋友轻微伤害 
020122 

Threatening the death or serious injury of a family member, friend, or another person 

威胁造成家人、朋友或其他人死 
020121 

Torture 

酷刑 
  11011 

Trade in prohibited species 

交易被禁物种 
10032 

Trade or possession of prohibited or controlled species of fauna or flora  1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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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或持有被禁止的或被管控的动物物种 

Trade or possession of protected or prohibited species of fauna or flora  

交易或持有动植物群受保护物种或被禁物种 
1003 

Trade or possession of protect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or flora 

交易或持有野生动植物群受保护物种 
10031 

Trade or possession of protected species within national borders 

在一国国界内交易或持有受保护物种 
100311 

Trade, trade descriptions, or import/export offences 

违反商业或金融法规的行为 
08042 

Trading financial products based on inside information  

市场操纵或内线交易 
08045 

Trading in influence 

影响力交易 
07034 

Trading medicinal or other illegal products 

交易医药产品或其他管制物质 
06029 

Traducement 

诋毁 
 02091 

Trafficking in body parts not amounting to TIP for organ removal 

贩运人体器官但未构成以摘除器官为目的而贩运人口的行为 
02119 

Trafficking in persons (TIP) 

贩运人口 
0204 

Trafficking in persons for camel jockeying 

以得到骆驼骑手为目的而贩运人口 
02049 

Trafficking in persons for commercial sexual exploitation  

以商业性剥削为目的而贩运人口 
02041 

Trafficking in persons for committing crimes 

以实施犯罪为目的而贩运人口 
02049 

Trafficking in persons for domestic work 

以家务劳动为目的而贩运人口 
02042 

Trafficking in persons for forced labour or services 

以强迫劳动或服务为目的而贩运人口 
02042 

Trafficking in persons for forced marriage 

以强迫婚姻为目的而贩运人口 
02049 

Trafficking in persons for indentured servitude 

以契约劳役为目的而贩运人口 
0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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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ficking in persons for liver removal 

以摘除肝脏为目的而贩运人口 
02043 

Trafficking in persons for organ removal 

以摘除器官为目的而贩运人口 
02043 

Trafficking in persons for other purposes 

为其他目的而贩运人口 
02049 

Trafficking in persons for sexual exploitation 

以性剥削为目的而贩运人口 
02041 

Trafficking in persons for slavery or similar practices 

以奴役或类似活动为目的而贩运人口 
02042 

Trafficking in persons for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prostitution of others 

以剥削他人并让他人卖淫为目的而贩运人口 
02041 

Trafficking in precursor chemicals 

贩运前体化学品 
060124 

Trafficking in wildlife 

贩运野生生物 
1003 

Trafficking of adults 

贩运成年人 
0204 

Trafficking of equipment for illicit manufacture, production or cultivation of controlled 

drugs 

贩运用于非法制造、生产或种植管制药物的设备 

060129 

Trafficking of chemical, biological or radioactive materials 

贩运化学物质、生物物质或放射性物质 
090123 

Trafficking of firearms 

贩运枪支 
090121 

Trafficking of other weapons or explosives 

贩运其他武器或爆炸物 
090122 

Trafficking of protected species across national borders  

跨国境贩运受保护物种 
100312 

Trafficking of weapons and explosives 

贩运武器和爆炸物 
09012 

Treason 

叛国罪 
  0904 

U  

Under-age marriage 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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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婚 

Union offences 

工会犯罪 
 08081 

Unlawful access to a computer system 

非法进入计算机系统 
09031 

Unlawful acquisition of housing or land 

非法获得住房或土地 
0509 

Unlawful acts involving alcohol, tobacco, or other controlled substances 

涉及酒类、烟草或其他管控物质的非法行为 
0602 

Unlawful acts involving controlled drugs or precursors 

涉及管控药物或前体的非法行为 
0601 

Unlawful appropriation of a copyright 

非法盗用版权 
0503 

Unlawful appropriation of property 

非法挪用财产 
0509 

Unlawful censorship 

非法审查 
08031 

Unlawful confinement during an armed conflict 

在武装冲突期间非法监禁 
110134 

Unlawful consensual acts between persons of the same sex 

同性间非法自愿性行为 
08029 

Unlawful cultivation or production of controlled drugs for personal consumption 

非法种植或生产管控药物用于个人消费 
060112 

Unlawful cultivation of controlled drugs not for personal consumption 

非为个人消费而非法种植管控药物 
060123 

Unlawful deportation or transfer during an armed conflict 

在武装冲突中侵犯自由或个人尊严的行为 
110134 

Unlawful deprivation of liberty 

非法剥夺自由 
020222 

Unlawful destruction or damage to property associated with armed conflict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非法损坏或破坏财物 
110132 

Unlawful detainment  

非法扣留 
020222 

Unlawful diversion of precursor chemicals 

非为转移前体化学品 
06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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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awful diversion of precursors not for personal consumption 

非为个人消费而非法转移前体 
060124 

Unlawful entry into a business with intent to commit an offence 

非法进入营业场所，意图实施犯罪 
05011 

Unlawful entry into public property with intent to commit an offence 

非法进入公共物业，意图实施犯罪 
05013 

Unlawful entry into residential premises with intent to commit an offence 

非法进入住宅区，意图实施犯罪 
05012 

Unlawful entry with intent to commit an offence 

以实施犯罪为目非法进入 
0501 

Unlawful entry/illegal border crossing 

非法进入/非法过境 
08059 

Unlawful forms of sexual intercourse 

非法性交形式 
08029 

Unlawful interception or access of computer data  

非法截取或访问计算机数据 
09033 

Unlawful interference with a computer system 

非法干扰计算机系统 
090321 

Unlawful interference with a computer system or computer data  

非法干扰计算机系统或计算机数据 
09032 

Unlawful interference with computer data 

非法干扰计算机数据 
090322 

Unlawful killing associated with armed conflict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非法杀人 
0107 

Unlawful killing of civilians by parties to an armed conflict 

武装冲突各方非法杀害平民 
110131 

Unlawfully killing, causing or intending to cause death or serious injury associated with 

armed conflict 

在武装冲突中非法杀人、造成或意图造成死亡或严重伤害 

110131 

Unlawful labour in labour camps 

劳改营非法劳动 
020323 

Unlawful manipul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rocess during elections 

在选举中非法操纵民主程序 
08079 

Unlawful manufacture of controlled drugs not for personal consumption 

非为个人消费而非法生产管控药物 
06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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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awful possession or use of alcohol products 

非法持有或使用酒类产品 
060211 

Unlawful possession or use of chemical, biological, or radio-active materials 

非法持有或使用化学物质、生物物质或放射性物质 
090113 

Unlawful possession, purchase, use, cultivation or production of controlled drugs for 

personal consumption  

非法持有、购买、使用、种植或生产管控药物用于个人消费 

06011 

Unlawful possession, purchase or use of controlled drugs for personal consumption 

非法持有、购买或使用管控药物用于个人消费 
060111 

Unlawful possession or use of firearms 

非法持有或使用枪支 
090111 

Unlawful possession or use of other weapons or explosives 

非法持有或使用其他武器或爆炸物 
090112 

Unlawful possession or use of tobacco products 

非法持有或使用烟草产品 
060221 

Unlawful procurement sale or distribution of glue, solvents or other substances with the 

potential to abuse by intoxication 

非法采购、出售或经销胶水、溶剂或其他有可能醉后滥用的物质 

02071 

Unlawful production, handling, possession or use of alcohol products 

非法生产、处理、持有或使用酒类产品 
06021 

Unlawful production, handling, possession or use of tobacco products 

非法生产、处理、持有或使用烟草产品 
06022 

Unlawful production, trafficking or distribution of alcohol products 

其他非法生产、贩运或经销酒类产品 
060219 

Unlawful production, trafficking or distribution of tobacco products 

非法生产、贩运或经销烟草产品 
060222 

Unlawful promotion or advertising of alcohol products 

非法宣传或推广酒类产品 
060219 

Unlawful promotion or advertising of tobacco products 

非法宣传或推广烟草产品 
060229 

Unlawful restrictions on freedom of art 

非法限制艺术自由 
08031 

Unlawful restrictions on freedom of speech 

非法限制言论自由 
08031 

Unlawful return from banishment or exile 0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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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放逐或流放后非法返回 

Unlawful storage of firearms or explosives 

非法储藏枪支或爆炸物 
090119 

Unlawful trade of possession of wildlife 

非法交易或持有野生生物 
1003 

Unlawful trade or possession of endangered species 

非法交易或持有濒危物种 
100311 

Unlawful trafficking, cultivation or production of controlled drugs or precursors not for 

personal consumption 

非为个人消费而非法贩运、种植或生产管制药物或前体 

06012 

Unlawful trafficking of controlled drugs not for personal consumption 

非为个人消费而非法贩运管控药物 
060121 

Unlawful use of a dead body 

非法使用遗体 
02119 

Unlawful use of ozone depletion substances 

非法使用臭氧消耗物质 
10092 

Unlawfully employing or housing a foreign citizen 

非法雇佣或留住外国公民 
08059 

Unlawfully giving, receiving or soliciting a dowry  

非法给予、接受或索取嫁妆 
0809 

Unlawfully obtaining or using a weapon without a permit 

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获得或使用武器 
09011 

Unlawfully possessing articles of disguise 

非法拥有伪装物品 
08063 

Unlawfully possessing instruments used for crime 

非法持有犯罪工具 
08063 

Unlicensed importing/exporting of weapons 

无许可证进/出口武器 
09012 

Unlicensed/unregistered practice in a trade or profession  

无证/未经登记开业 
07019 

Unwanted groping or fondling  

非对方自愿的触摸或抚摸 
030121 

Using a forged document to enter a State 

使用伪造文件入境 
08059 

Using forged/counterfeit identity documents 07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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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伪造/假冒的身份证件 

Using stolen parts for producing other goods (car-rebirthing) 

使用盗窃的零件来生产其他产品（汽车翻新） 
07049 

Usurpation 

侵占罪 
 0904 

V 
   

Vagrancy 

涉及社会和宗教公共秩序规范和标准的行为 
  08012 

Vandalism 

损坏财产 
 0504 

Vehicular manslaughter 

车辆致人死亡 
 010321 

Vehicular manslaughter 

车辆致人死亡 
010321 

Violating campaign finance laws 

违反选举财务法 
08079 

Violating compulsory school attendance laws/truancy 

违反义务就学法律/逃学 
11021 

Violation of court-imposed sanctions 

违反司法秩序 
08062 

Violation of driving license regulations 

非伤害性的交通违法行为 
0907 

Violation of privacy 

侵犯隐私 
02111 

Violation of safety regulations 

违反安全规定 
0907 

Violation of secrecy of mail 

侵犯邮件秘密 
02111 

Violation of vehicle registration regulations 

驾驶执照规定 
0907 

Violations against hunting seasons 

违反狩猎季节规定 
10091 

Violations of norms on intolerance and incitement to hatred  

违反关于不容忍及煽动仇恨的规范 
080322 

Violations of norms on religious beliefs/views 08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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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宗教信仰/观点的规范 

Violations of obligations towards family 

违反对家庭负有的义务 
020619 

Violent behaviour at sporting events 

体育活动中的暴力行为 
08011 

Violent disorder 

骚乱 
 08011 

Violent public disorder offences  

暴力扰乱公共秩序 
08011 

Voluntary manslaughter 

故意杀人 
0101 

Vote buying 

收买选票 
 08071 

Vote coercion 

胁迫投票 
 08071 

Voyeurism  

窥阴癖 
 030129 

W  

Wage and contract offences 

薪酬和合同犯罪 
08082 

Wag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 group 

群体歧视 
02102 

Wag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 person 

人身歧视 
02101 

Waging a war or attempting to wage a war against the government not amount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crime of aggression 

未构成国际侵略罪的向政府发动战争或企图发动战争行为 

0904 

War crimes 

战争罪行 
 11013 

Water pollution 

水污染 
 10012 

Wilful killing 

故意杀人 
 110131 

Wilfully depriving a prisoner of war or other protected persons of the rights to a fair and 

regular trial 
11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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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装冲突中侵犯自由或个人尊严的行为 

Wilful damage to a motor vehicle 

故意损坏机动车 
0504 

Wilfully causing great suffering or serious injury to body or health 

在武装冲突中非法杀人、造成或意图造成死亡或严重伤害 
110131 

Wire fraud 

电信欺诈 
 07019 

Workplace harassment 

工作场所骚扰 
020811 

Wounding 

伤人 
 020111 

Writing bad cheques 

开具空头支票 
07011 

Wrongful dismissal 

不法解雇 
 08082 

Wrongful transfer from work 

不法调任 
08082 

X  

No entries 

无条目 
 

Y  

Youth curfew violations 

违反喝酒年龄规定 
11021 

Z 
   

No entries 

无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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