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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追回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 

2020 年 11 月 16 日至 18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4(b) 

专题讨论：常见的挑战和障碍，以及追回和 

返还犯罪所得方面的最佳做法，特别侧重于 

在外国法域执行刑事没收令，以及不同 

法律制度之间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的差异 

 

 

  从缔约国收集关于国际资产追回的信息，包括报告的挑战和障碍 

 

  秘书处编写的说明 

 

一. 导言 

 

1.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在题为“加强资产追回方面的国际合作以

及对所冻结、扣押和没收资产的管理”的第 8/1 号决议中决定，资产追回问题

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应继续开展工作，除其他外，继续努力收集关于缔

约国面临的挑战和障碍以及追回和返还犯罪所得的最佳做法的信息，以期就全

面和有效实施《公约》第五章提出可能的建议。 

2. 在题为“加强资产回收以协助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8/9

号决议中，缔约国会议除其他外认识到，自 2014 年完成题为“成绩有限，任

重道远：追回被盗资产实况”的研究报告以来，为加强资产追回开展了进一步

工作，并欣见世界银行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追回被盗资产举措最

近提出的更新和收集资产追回案件相关数据的倡议。 

3. 在同一决议中，缔约国会议请秘书处并邀请追回被盗资产举措，除其他

外，向缔约国收集与根据《公约》确立的犯罪有关的国际资产追回案件的信

息，包括关于冻结、扣押、没收和返还的资产数量的信息；向工作组和缔约国

会议的下一届会议报告调查结果，并更新资产追回观察数据库。 

__________________ 

 * CAC/COSP/WG.2/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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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还是在同一决议中，缔约国会议请秘书处并邀请追回被盗资产举措与缔

约国协商，除其他外考虑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第一和第二审

议周期收集的信息，以及专家小组和研究报告收集的信息，继续收集关于各国

为追回根据《公约》确立的犯罪获取的所得而采取的法律框架、法律程序和司

法行动的信息；并向缔约国收集关于资产追回的司法程序中最常见挑战的信

息，并提供一份分析报告以指导技术援助。 

5. 为便利执行这些任务，秘书处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向缔约国发出普通照

会，请它们填写追回被盗资产举措编制的关于国际资产追回工作专题的调查

表。 

6. 秘书处编写本说明的目的是为工作组第十四次会议期间就上述专题进行

专题讨论提供便利。本说明利用了为答复秘书处 4 月份发出的普通照会而提供

的信息。1 

 

二. 数据收集活动的主要目标 

 

7. 关于国际资产追回实际做法的大部分信息都是以少数几个比较突出的资产

返还案件为基础。由追回被盗资产举措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出

版的题为“成绩有限，任重道远：追回被盗资产实况”的报告，2是通过向各国

主管机关发送调查表而系统收集信息的最近一次尝试。该报告基于 8个经合组织

国家的答复对数据进行了分析，这些国家报告在 2010 年至 2012 年 6 月期间曾处

理国际资产追回案件。没有关于 2012年以后或非经合组织国家的此类信息。 

8. 数据收集活动是根据第 8/9 号决议的任务授权开展的，其目的是通过更好

地了解缔约国为追回和返还腐败所得而采用的实际做法，以及冻结、没收并返

还请求国、前所有人或腐败受害者的资产数量，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另一个

目的是了解除知名的资产追回所涉及的几个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外，有多少国家

正在或曾经积极参与国际资产追回。数据收集活动的另一个目的是更多地宣传

如《公约》第五章所设想将追回和返还腐败所得作为优先事项的国家，并查明

剩余的影响国际资产追回的最主要障碍。 

 

三. 调查表的内容和案件选择的标准 

 

9. 调查表包含以下部分：国际资产返还、资产没收和资产冻结（与根据

《公约》确立的腐败犯罪有关）案件统计，国际资产追回的障碍，以及资产追

回的政策、法律和体制框架。请正在或曾经在 2010 年至 2019 年参与国际资产

__________________ 

 1 截至 2020 年 9 月 18 日，秘书处收到了下列国家的答复：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澳大利

亚、奥地利、巴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保

加利亚、智利、中国（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哥斯达黎加、捷克、埃

及、芬兰、法国、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罗马教廷、匈牙利、印度、伊拉克、爱

尔兰、意大利、约旦、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立陶宛、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

哥、蒙古、摩洛哥、新西兰、北马其顿、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菲律宾、波

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塞尔维亚、塞舌尔、新加坡、

南非、巴勒斯坦国、瑞士、突尼斯、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包括根西、马恩岛和泽西）、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越南。 

 2 可查阅：https://star.worldbank.org/publication/few-and-far-hard-facts-stolen-asset-recovery-0。 

https://star.worldbank.org/publication/few-and-far-hard-facts-stolen-asset-recover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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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回案件的缔约国填写调查表的所有部分。也请未参与任何国际资产追回案件

的缔约国仅填写关于障碍和政策、法律、体制框架的部分。3 

10. 请缔约国分享关于冻结、扣押、没收和返还的资产总量的信息，以及关

于涉及下列因素的资产追回案件的信息： 

  (a) 《公约》第十五条至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腐败所得； 

  (b) 国际因素（即涉及至少两个国家的案件，以及已完成将腐败所得移交

请求国、原合法所有人或腐败受害者这项工作或计划开展这项工作的案件）。 

 

四. 所收到答复的概要 

 

11. 截至 2020 年 8月 31日，秘书处和追回被盗资产举措共收到对调查表的答

复 67 份，其中 50 名答复者报告在 2010 至 2019 年期间至少参与一起涉及腐败

所得的国际资产追回案件（即返还、没收或冻结资产）。其余 17 份答复没有列

入任何资产追回案件，仅包含对调查表中关于资产追回障碍和（或）政策、立

法和体制框架的部分的答复。 

12. 一些缔约国在答复中没有列入任何案件统计数字的主要原因有两个：至

少有四个缔约国确认，它们在 2010 至 2019 年期间没有参与本研究范围内追回

腐败所得的任何国际努力。更常见的情况是，缔约国报告说这种案件确实（或

可能）存在，但任何政府机构都没有收集系统的信息。 

13. 约有 20 个缔约国确认其数据收集过程正在进行，并要求延长提交调查表

的期限。这包括一些正在（或曾经参与）大量国际追回努力的缔约国，无论是

作为请求国还是作为被请求国。因此，秘书处和追回被盗资产举措正在根据大

会第 8/9 号决议继续收集缔约国尚未提交的答复。 

14. 截至 2020年 8月 31日收到的答复共包括 286起已报告案件（92起已完成

返还、34 起没收和 160 起冻结/扣押）。4其中大多数案件是由资产所在地国报

告的（60%），约有 20%的案件是由资产来源国报告的，另有 20%是由发挥另

一种作用的国家，或在一些案件中作为资产所在地国而在另一些案件中作为资

产来源国的国家报告的。在提交答复的法域中，将近一半（31 个）报告在

2010 至 2019 年期间至少参与了一起已完成的资产返还，18 个国家报告了腐败

所得的资产没收，43 个国家报告了资产冻结。 

15. 虽然多数缔约国主要参与国际资产追回进程的一个方面，要么作为被请求法

域，要么作为提出请求的法域，但有关答复表明，有一部分（迄今报告案件的 50

个缔约国中的 9 个）曾参与涉及腐败所得的国际资产追回努力的两个方面——在

某些案件中作为资产所在地国，在另一些案件中作为来源国。尽管鉴于犯罪所得

的国际目的地国的多样化，这一调查结果并不令人惊讶，但这一点在资产追回领

域很少受到较多关注，在这一领域，辩论通常涉及来源国和资产所在地国有时相

互冲突的利益。与既是所在地国又是来源国的国家更多地讨论可能对如何将《公

约》第五章付诸实施的讨论有益处，尽管还需要作进一步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 

 3 可查阅：https://star.worldbank.org/sites/star/files/star-questionnaire-english-updated_me.pdf。 

 4 这一数字可能包括参与同一案件的不同国家的一些重复报告。 

https://star.worldbank.org/sites/star/files/star-questionnaire-english-updated_m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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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0 至 2020 年期间报告的资产返还案件涉及总额约 24 亿美元。5 

17. 到目前为止收集的数据虽然不全面，但表明一种趋势，即从 2017年起，腐

败所得的国际返还金额和频率有明显增加。在此期间，就返还来源国的资产总

额而言，最大总额（而且高出其他案件很多）是由马来西亚报告的，与滥用一

马发展有限公司国家投资基金有关，2019年和 2020年总共返还近 7.4亿美元。6 

 

 五. 资产追回的挑战和障碍 

 

18. 追回被盗资产举措调查表包括可能代表国际资产追回在资产追回进程的

不同阶段遇到的障碍的 25 个因素。7要求各国根据各自法域的经验，评价这些

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成功追回腐败所得的障碍。在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收

到的提交材料中，有 57 个国家对资产追回的障碍这一部分作出了答复。 

19. 下表 1至列示调查表中所有国家和特定国家组列为最大障碍的因素。各种

因素按 1 至 5 分值评分，1 代表完全没有障碍，5 代表主要障碍。表格中的排

序是根据回答相应问题的国家给出的平均分数计算出来的。排名越高，意味着

更多的国家认为该因素是其资产追回努力的重要障碍。 

20. 对于表 2 至表 4，对填写关于国际资产追回障碍这一部分的国家按其在资

产追回进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分组。共有 19 个国家报告作为资产所在地国参与

案件，14 个国家报告作为来源国参与，14 个国家报告没有参与国际资产追回

案件。填写障碍部分的其余 10 个国家未能归入表 2 至表 4 所列的子类别，或

者它们报告说既作为资产所在地国又作为来源国参与资产追回努力。 

21. 平均而言，最一致地列为主要障碍的两个因素是在其他法域执行非定罪

没收令，以及查明和核实涉嫌腐败所得的实益所有权，而无论答复者在资产追

回进程中发挥什么作用。 

表 1 

资产追回的最大障碍：所有答复（总计：57份） 

排序 因素（平均得分） 

  
1 与在外国法域执行非定罪没收令有关的问题（3.3） 

2 资产所在地国拒绝司法协助函没有响应性或过于笼统（3.2） 

3 在查明和核实涉嫌腐败所得的实益所有权方面存在困难（3.1） 

由于缺乏国内非定罪没收，无法执行外国非定罪没收令(3.1) 

4 与在外国法域执行刑事没收令有关的问题（3.0） 

 

  

__________________ 

 5 这个数字是初步数字，仅基于截至 2020 年 9 月 18 日收到的答复，且没有考虑历史汇率。由

于正在进行数据收集工作和缔约国的答复正在最后定稿，一些大型、知名的资产返还尚未

包括在内。 

 6 这一数字包括因与美利坚合众国达成和解协议而返还的 4.385 亿美元（2019/2020 年分两个

阶段返还），因与美国达成的另一份和解协议而在 2020 年返还的 4,900 万美元，以及印度尼

西亚、新加坡和美国 2019 年三次返还的 2.517 亿美元。 

 7 追回被盗资产举措此前出版了一份题为“追回资产的障碍：关键障碍分析和行动建议”的

出版物，其中讨论了追回资产过程中的主要挑战以及解决这些挑战的政策建议。见

https://star.worldbank.org/publication/barriers-asset-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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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资产追回的最大障碍：资产所在地国（19份答复） 

排序 因素（平均得分） 

  
1 在查明和核实涉嫌腐败所得的实益所有权方面存在困难（3.1） 

2 在证明资产与刑事犯罪之间的联系方面存在困难（2.9） 

3 不同法律制度之间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的差异（2.8） 

追回过程中的资产管理成本较高（2.8） 

与在外国法域执行非定罪没收令有关的问题（2.8） 

 

 表 3 

资产追回的最大障碍：来源国（14份答复） 

排序 因素（平均得分） 

  
1 在查明和核实涉嫌腐败所得的实益所有权方面存在困难（3.6） 

与在外国法域执行非定罪没收令有关的问题（3.6） 

2 与在外国法域执行刑事没收令有关的问题（3.5） 

3 不同法律制度之间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的差异（3.4） 

4 资产所在地国拒绝司法协助函没有响应性或过于笼统（3.3） 

在证明资产与刑事犯罪之间的联系方面存在困难（3.3） 

由于缺乏国内非定罪没收，无法执行外国非定罪没收令（3.3） 

没有辩诉交易机制（3.3） 

  

表 4 

资产追回的最大障碍：没有参与国际资产追回案件的国家（14份答复） 

排序 因素（平均得分） 

  
1 资产所在地国拒绝司法协助函没有响应性或过于笼统（3.1） 

缺乏降低所返还资产“重新被贪腐”风险的可用选择（3.1） 

与在外国法域执行非定罪没收令有关的问题（3.1） 

2 由于缺乏国内非定罪没收，无法执行外国非定罪没收令（3.0） 

3 在就《公约》第五十七条第五款规定的协定或一项资产分享协定谈判达成双方均

可接受的条款方面遇到困难（2.9） 

追回过程中的资产管理成本较高（2.9） 

资产管理能力不足（2.9） 

4 与在外国法域执行非定罪没收令有关的问题（2.8） 

 

六.  国际资产追回数据收集面临的挑战 

 

22. 缔约国报告说，它们在收集填写调查表所需信息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在

许多国家，这一领域没有集中的统计数据，也没有指定的政府机构负责收集国

际资产追回数据。可用的数据通常分散在不同的机构中，即使在一个机构内也

往往不容易获得。几个缔约国概述曾作出广泛努力，向不同政府、司法和检察

机关索取信息，但这些机关没有提供任何相关信息，使它们只能推测——但无

法确认——该国自 2010 年以来没有参与任何旨在收回腐败所得的国际努力。

另一些缔约国表示，它们正在进行这种努力，但由于缺乏数据而无法提供任何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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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集中保存统计数据的情况下，冻结、扣押和没收的资产总量并不总是

根据犯罪类型或根据具有国际因素的参与加以区分，因此很难确定与《公约》

所规定的腐败犯罪有关、属于本次活动的范围的所得的数量。此外，在许多国

家，收集调查表所需信息的工作因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而中断或推迟。 

 

 七. 接下来的步骤 

 

24. 秘书处感谢迄今已填写调查表的所有缔约国所作的努力，并将继续向仍

在编写其答复的缔约国收集更多数据。 

25. 此外，还将向工作组提供最新的调查结果，以便为关于资产追回的挑战

和障碍以及关于新出现的良好做法的讨论提供信息依据。最终结果将在追回被

盗资产举措的一份出版物中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