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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1 号决议 
 
执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各项国际合作条款 
 
 㑋⼰⺛⫓〘㌈⺛䇱䔊䐐ⳙ䔐⹌䊝⭿䊝Ⳟ。䅊᷍ 

 䓃䅃⭞国际合作在《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1总体范围内具有突出地

位，处理相关问题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为协助缔约国有效实施《公约》

及其各项议定书2而开展的工作的一个基本部分， 

 ⿹其 2005 年 10 月 19 日题为“《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国际合作

条款的执行情况”的第 2/2 号决定中决定在其第三届会议上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

工作组，以便就与引渡、司法协助和没收事宜国际合作相关的实际问题举行实质性

讨论， 

 䐹㪋其 2006 年 10 月 18 日题为“《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国际合作

规定的执行情况”的第 3/2 号决定，根据该项决定，国际合作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

作组将是缔约方会议的一个常设组成部分， 

 ⿹其同是题为“执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各项国际合作条款”

的 2008 年 10 月 17 日第 4/2 号决定和 2010 年 10 月 22 日第 5/8 号决议、题为“确

保有效实施《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的 2012 年 10 月

19 日第 6/1 号决议，以及题为“实施《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各项国

际合作规定”的 2014 年 10 月 10 日第 7/4 号决议， 

 䇷⿹其 2016 年 10 月 21 日题为“增强中央机关在刑事事项国际合作方面的

有效性以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第 8/1 号决议，其中，缔约方会议促请缔约国依

照《公约》条款和本国国内法彼此提供最大程度的协助，并鼓励缔约国依据本国法

律框架尽可能最广泛地将《公约》用作国际合作的一个依据， 

 ⿹其 2018 年 10 月 19 日题为“执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各项国际合作条款”的第 9/3 号决议，其中缔约方会议核可了国际合作工作组第八

次、第九次和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建议， 

 ⿹其 2020 年 10 月 16 日题为“庆祝《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通

过二十周年并推动其有效实施”的第 10/4 号决议，其中缔约方会议除其他外，请缔

约国充分有效地利用《公约》，特别是借助《公约》第 2 条(b)项所载“严重犯罪”

定义的广泛适用范围，以及关于国际合作的规定，特别是关于引渡的第 16 条和关

于司法协助的第 18 条，促进合作以预防和打击新的、新出现的和不断演变的跨国

有组织犯罪形式， 

 䇎国际合作工作组所开展的工作，特别是考虑到工作组第十二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包括联合调查机构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方面的应用和作用、涉及特殊侦查手

段的国际合作以及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刑事事项国际合作的影

响，工作组第十三次会议讨论的被判刑人员的移交，以及与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25 卷，第 39574 号。 
 2 同上，第 2237、2241 和 2326 卷，第 39574 号。 



工作组联合讨论的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实施情况审

议机制有关的事项， 

 1. ⼬㋪ 2021 年 3 月 25 日和 26 日举行的国际合作工作组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的建议，这些建议载于本决议附件一； 

 2. ⼬㋪ 2022 年 5 月 23 日至 27 日与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第十三

次会议同时举行的国际合作工作组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建议，这些建议载于本决议

附件二。 
 
附件一 
 
2021 年 3 月 25 日和 26 日举行的国际合作工作组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建议 
 
 2021 年 3 月 25 日和 26 日举行的国际合作工作组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下列建

议3供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核可： 
 
㑋⼰⮘⥊〛䊻⫓〘㌈⺛䇱䔊䐐ⳙ䔐Ⳟ㘇⭥䇇䇤⼮䔘䇤 
  
 (a) 鼓励缔约国在可能和适当的情况下，根据国内法律法规以及适用的国际协

定使用联合调查，包括协调调查，以此作为一种现代国际合作形式，以加快对《打

击有组织犯罪公约》所涵盖的尽可能最广泛的犯罪的跨境调查，并提高其效力。鼓

励缔约国在此期间及时采取行动回应建立这种联合调查的请求，同时铭记所要获取

的信息或证据可能经过一段有限的时间后就无从获取； 

 (b) 又鼓励缔约国按照国内法律框架酌情进一步利用《公约》第 19 条以及国

际、区域和双边各级的其他适用文书，作为联合调查的法律依据。为此，缔约国可

酌情制定关于设立联合调查机构的示范协定，或利用区域一级的现有协定，同时充

分尊重参与国的主权，考虑到双边合作可能存在的特殊之处，并进一步向其司法、

检察和执法主管机关传播这些协定； 

 (c) 还鼓励缔约国交流在实施《公约》特别是第 19 条开展联合调查方面的最

佳做法和经验教训。在这方面，应以成功案例和有效案例为重点； 

 (d) 鼓励缔约国促进对参与联合调查的法官、检察官、执法官员或其他从业人

员开展培训活动； 

 (e) 又鼓励缔约国确保在联合调查的所有阶段适当维持沟通渠道并确定主管

机关，以便高效处理实际问题、法律问题、实质性问题和业务问题，包括澄清适用

的法律要求和披露要求。还鼓励缔约国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努力克服因

调查安排和原则不同造成的困难或者在管辖权问题、一事不二理原则和联合调查获

得的证据在法庭上的可采性等方面的挑战； 

 (f) 还鼓励缔约国利用区域机构或机制提供的资源和设施，以及国际刑事警察

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等现有司法和执法网络，加强各主管机关在从规划到建立、

从运作到结束和评价等联合调查所有阶段的协作； 

__________________ 

 3 CTOC/COP/WG.3/2021/3，第 2-4段。 

http://www.undocs.org/ctoc/cop/wg.3/2021/3


 (g) 鼓励缔约国酌情以灵活从而留出调整余地的方式在关于联合调查的协定

中列入财务安排规定或条款，以期建立一个明确的费用分摊框架，包括分摊在联合

调查期间产生的翻译和其他行动开支； 

 (h) 秘书处应继续开展工作，收集国家和区域各级规范联合调查各相关方面的

适用法律或安排的有关信息，并在名为打击犯罪信息与法律网络共享平台（夏洛克

数据库）的知识管理门户网站上提供，还应进一步促进使用重新开发的司法协助请

求书撰写工具，其中除其他外，为如何在必要时起草开展联合调查的司法协助请求

书提供了指导； 

 (i) 秘书处应根据缔约方会议第 5/8 号决议所载任务授权以及工作组审议得出

的相关指导意见，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编制一个汇总表，列明在实施《公约》第 19
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和实际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可行解决办法，包括

收集缔约国之间为此目的缔结的安排或协定的实例，还应根据请求协助缔约国为第

19 条实施工作制定一套法律、实践和业务方面的准则； 

 
㪇ゑ㲹㭃䎍⥊㬷⭥⺛カ⼰䔘 
 
 (j) 鼓励缔约国依据国内法律酌情进一步利用《公约》第 20 条作为法律依据

开展涉及特殊侦查手段的国际合作，并利用其他适用的区域文书和双边协定或安

排，或者在没有此类协定或安排的情况下，在个案基础上使用特殊侦查手段，以促

进这一领域的合作； 

 (k) 又鼓励缔约国交流特殊侦查手段方面的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特别是与实

施《公约》第 20 条有关的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 

 (l) 还鼓励缔约国促进为参与采取特殊侦查手段的调查或予以监督的法官、检

察官、执法官员或其他从业人员开展培训活动，同时铭记使用这类手段（特别是用

于获取电子证据）所涉问题的复杂性，并考虑到各国在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所

处的不同发展阶段； 

 (m) 鼓励缔约国在合作的早期规划阶段促进加快沟通和协调，以确保依据国内

法律，包括采用电子手段，有效发现、查获和共享证据； 

 (n) 在使用特殊侦查手段时，缔约国应特别注意保障公众不受伤害，同时尊重

国家主权； 

 (o) 鼓励缔约国在部署联合调查机构和特殊侦查手段打击跨国犯罪和有组织

犯罪时，适当考虑人权，因为这样可有助于有效使用这些方法； 

 (p) 秘书处应根据缔约方会议第 5/8 号决议所载任务授权以及工作组审议得出

的相关指导意见，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编制一个汇总表，列明在实施《公约》第 20
条和使用特殊侦查手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和实际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

可行解决办法，包括收集缔约国之间关于使用此类手段的安排或协定的实例，还应

根据请求协助缔约国为第 20 条实施工作制定一套法律、实践和业务方面的准则； 
 

  



2019䓕⤂Ⱏ⤂᷉COVID-19᷊ⰵ㾭㬣㬣㼏⺛カ⼰䔘⭥䇑㼍ᷛ䄜㛋䓼㭗 
 
 (q) 鼓励各国稳定而可持续地提供资金，促使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能够为刑事事项国际合作领域的能力建设提供技术援

助。在此过程中，应特别关注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带来的新挑战，

这些挑战可能对参与此类合作的中央机关和其他主管机关的工作产生持久影响； 

 (r) 鼓励各国在国际合作领域利用技术加快相关程序，特别是应对 COVID-19
大流行对这一领域造成的挑战。这可能包括在司法协助中更频繁地使用视频会议，

通过电子方式传送国际合作请求，使用和接受电子签名，并在可行的情况下，在中

央机关和其他主管机关与外国对口单位的合作中推行无纸化工作管理； 

 (s) 大力鼓励缔约国根据国内法律的基本原则，制定打击跨国犯罪和有组织犯

罪的有效战略，侧重加强国际合作，并确保在制定战略和犯罪干预措施时考虑到人

权、性别视角和社会经济脆弱性，以免造成危害，特别是考虑到 COVID-19 大流行

造成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影响； 

 (t) 缔约国应参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实施情况

审议机制，以便推广实施方面的良好做法范例，并应查明在实施《公约》及其各项

议定书方面存在的差距、挑战和能力建设要求； 

 (u) 鼓励缔约国加大努力，分享主管机关在处理不同形式的刑事事项国际合作

请求时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并为发展中国家获取适当的信

息和通信技术提供便利，以期加强国际合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v) 认识到 COVID-19 大流行对全球刑事司法系统的运作方式产生了深远影

响，而且全球为应对 COVID-19 大流行而实施的全面保持身体距离措施导致电子工

具的使用大幅增加，鼓励会员国允许采取灵活的方法，接受带有电子或数字签名的

正式文件； 

 (w) 认识到本次大流行病造成的状况导致以电子方式发送国际合作请求的情

况增多，而且这些状况已表明可以采用电子手段，以安全、及时、灵活和有效的方

式传送和回复此类请求，鼓励会员国根据国内法律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加强使用电

子手段传送司法协助请求以及在回复此类请求时寻求澄清和接受电子版相关材料

的能力，包括着眼于提高在后 COVID-19 时代的能力； 
 
㡅㰜㬣㼏 
 
 (x) 鼓励各国进一步探索和考虑《公约》如何能够帮助自身在国际合作背景下

应对新的、正在出现的和不断演变的有组织犯罪形式。 
  

  



附件二 
 
2022 年 5 月 23 日至 27 日举行的国际合作工作组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建议 
 
 2022 年 5 月 23 日至 27 日与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第十三次会议同时

举行的国际合作工作组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下列建议4供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

罪公约缔约方会议核可： 

 
⡜㝱㾭㦬䊒⭥䄧ㅜ ᱗᷉⫓〘䇱䔊䐐ⳙ䔐⹌䊝᱘⭻ 17㳖᷊ 
 
 (a) 鼓励缔约国通过双边或多边协定或安排和（或）通过使此类协定或安排生

效的国家立法或可用于便利移交的国家立法，为实施《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第 17
条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并在适当情况下采取灵活的办法，支持综合利用现有的法

律工具； 

 (b) 如果移交被判刑人员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在有国家立法授权的情况下，

鼓励各国考虑在囚犯移交案件中酌情利用对等原则以及其他可用的法律依据； 

 (c) 鼓励各国在国内法和任何适用条约允许的情况下，考虑被判刑人员与管理

国之间任何潜在的密切联系，以此作为移交被判刑人员的一项关键要求，并作为对

其国籍要求的一种替代办法，以便利被判刑人员重新融入社会和改造； 

 (d) 鼓励各国在决定是否批准被判刑人员移交请求时考虑到执法利益以及最

佳的改造前景； 

 (e) 鼓励各国考虑规定一个最低剩余刑期，作为移交被判刑人员的一项要求，

以便利囚犯的社会改造和重新融入社会，并充分利用这一领域的现有资源； 

 (f) 鼓励各国寻求被判刑人员移交方面的技术援助，在这方面鼓励联合国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根据请求为培训活动提供便利，并加

强对参与被判刑人移交领域的国内主管机关或人员的培训，酌情包括对检察官、法

官、监狱官员、领事官员和律师的培训； 

 (g) 鼓励各国加强沟通和协调，包括促进主管机关之间的直接联系，以此简化

被判刑人员的移交程序； 

 (h) 鼓励各国加强就具体问题进行协商的做法，在实际移交被判刑人员之前协

商的问题包括有条件释放、程序时长、重新融入社会和改造的可能性、拘留条件和

医疗，在移交过程中协商的问题包括双重犯罪、部分承认判刑和调整刑罚，同时酌

情考虑到《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则》）； 

 (i) 鼓励各国在可行情况下利用能够在早期阶段对符合移交条件的囚犯进行

甄别的软件； 

 (j) 鼓励各国积极促进被判刑人员移交领域的合作，并且加入相关网络或组

织； 

__________________ 

 4 CTOC/COP/WG.2/2022/4-CTOC/COP/WG.3/2022/4，第 7段和第 10段。 

http://www.undocs.org/ctoc/cop/wg.3/2022/4


 (k) 鼓励缔约国在收到其他缔约国取得囚犯同意后发出的移交请求后，适当考

虑该请求并及时回复请求国是否允准该请求； 
 
䈌㑋⼰⺛⫓〘㌈⺛䇱䔊䐐ⳙ䔐⹌䊝ゑ㡅ⷘ㼏䅊Ⰹ㭊㬖㬊㤊㌗㪔䅊〛䐧䇱⭥㬣㼏 
 
 (l) 鼓励受审议缔约方向缔约方会议今后各届会议通报其国别审议进展情况，

以使审议进展情况与缔约方会议第 9/1 号决议附件《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

约及其各项议定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运作程序和规则》所载时间表以及缔约方会议

第 10/1 号决议附件所载进行国别审议的准则保持一致； 

 (m) 鼓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缔约方会议各工作组会议的间隙，组织非正

式会议，供有兴趣的缔约方交流其在进行国别审议方面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