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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
动纲领》((((《行动纲领》))))

和

《使各国能够及时和可靠地识别和追查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国际
文书》((((《国际追查文书》))))执行情况的报告模板

� 国家报告是我们评估《行动纲领》执行工作的首要工具。 2008 年，各

国要求将报告的提交进一步标准化。

� 本报告模板的制作兼顾了使用的便捷性和进一步的分析价值，并且在 2010年收到所

有成员国的欢迎。报告模板严格遵循《行动纲领》和《国际追查文书》。

� 并非所有领域对每个国家都适用或都是其优先领域。因此，请注意答

案中并没有“对”与“错”之分。 各国可以在定于2012 年3月19 到23
日召开的《行动纲领》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以前，为下一份报告提出

一份全面报告。以后，只需每两年对相关部分进行更新。

� 只有经正式指定的国家联络点或成员国常驻代表团才能提交国家报

告。

� 报告模板可以下载。草本可以储存和打印，以便必要时在获得内部核

准后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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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1节：联络点

来源 问题 是 否 发展中

国家协调机构国家协调机构国家协调机构国家协调机构

《行动纲领》第

二节第4段
1. 贵国是否设立了负责提供政策指导、进行研究和监测工作

的国家协调机构或其他机构，以便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

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

[如果是‘否’，请转至 2]

(a) 机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军控司

(b) 地址：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2号

(c) 联系详情：

㈠ 联系人：

㈡ 电话号码： 0086-10-65963900

㈢ 传真号码：0086-10-65963909

㈣ 电子邮件：jks3@mfa.gov.cn

国家联络点国家联络点国家联络点国家联络点

《行动纲领》第

二节第5和24 段
2. 贵国是否指定了国家联络点，就与实施《联合国小武器行

动纲领》(《行动纲领》)有关事项进行联络?

[如果是‘否’，请转至 2.3]

2.1. 详情：

(a) 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军控司

(b) 组织或机构：

(c)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2号

(d) 电话号码：0086-10-65963900

(e) 传真号码：0086-1065963909

(f) 电子邮件：jks3@mfa.gov.cn

《国际追查文

书》第25 段
2.2. 上文提及的国家联络点是否还负责就与《国际追查文

书》（ITI）有关的事项交流信息和进行联络？

《国际追查文

书》第25 段
2.3. 如果对问题2的答复是“否定”的，贵国是否设有国家

联络点，以便就与《国际追查文书》有关的所有事项交流情

报和进行联络？

2.3.1.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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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问题 是 否 发展中

(a) 名称：

(b) 组织或机构：

(c) 地址：

(d) 电话号码：

(e) 传真号码：

(f) 电子邮件：

政府专家组报告

第63㈨段

3. 以上问题2或问题2.3 中确认的国家联络点是否还负责就与

轻小武器中介活动有关的事项交流情报和进行联络？

3.1. 如果没有，贵国是否设有联络点，以便就与轻小武器中

介活动有关的事项交流情报和进行联络？

3.1.1. 详情。

(a) 名称：

(b) 组织或机构：

(c) 地址：

(d) 电话号码：

(e) 传真号码：

(f)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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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22节：制造

来源 问题 是 否

法律、规章和行政程序法律、规章和行政程序法律、规章和行政程序法律、规章和行政程序

4. 贵国是否制造任何轻小武器？

[如果是‘否’，请转至 5]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2段
4.1. 贵国是否订有对轻小武器的制造实施有效控制的法律、条

例和/或行政程序？

[如果是‘否’，请转至 4.2]

4.1.1 请列明对贵国制造的轻小武器进行规范的法律、条例和

/或行政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武器装备和科研生产管理

条例》、《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实施办法》

4.1.2 贵国是否对轻小武器的制造发放许可证？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3段
4.1.3 贵国是否将非法制造轻小武器视为刑事犯罪？

制造时打印标记制造时打印标记制造时打印标记制造时打印标记

《行动纲领》第二节第

7段；《国际追查文

书》第8a段

4.2. 贵国是否要求在制造轻小武器时打上标记？

[如果是‘否’，请转至 4.3]

《国际追查文书》

第8a 段
4.2.1 标记中包括哪些资料 (在相关格子中打勾)?

(a) 制造厂商名称

(b) 制造国

(c) 序号

(d) 制造年份

(e) 武器种类/型号

(f) 口径

(g) 其他 : 根据进口国要求打印制造国等其他信息。

[如果是‘其他’，请解释]

《国际追查文书》第10a
段

4.2.2 在轻小武器的哪个部分打上标记?

明显易见、不易磨损处，一般打印在武器的基本部件上，标识

耐久性大于武器的储存和使用寿命。

4.2.3 在制造轻小武器时是否有不要求打印标记的例外情况？

4.2.3.1 如果有，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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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问题 是 否

制造厂商保留记录制造厂商保留记录制造厂商保留记录制造厂商保留记录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

9段；《国际追查文

书》 第11段

4.3. 贵国是否要求制造厂商保留其活动记录？ [如
果是‘否’，请转至 4.4]

《国际追查文书》 第

12a段
4.3.1. 哪些资料必须留有记录(在相关格子中打勾)?

(a) 已制造的轻小武器的数量

(b) 已制造的轻小武器的种类或型号

(c) 对已制造的轻小武器打上的标记

(d) 交易(例如，已制造的和打上标记的轻小武器的销售 )

(e) 其他:

[如果是‘其他’，请解释]

《国际追查文书》

第12a 段
4.3.2. 制造记录须保留多长时间?

(a) 无限期

(b) 30 年

(c) 其他 :

本报告期间采取的行动本报告期间采取的行动本报告期间采取的行动本报告期间采取的行动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6段
4.4. 在本报告期间是否采取了行动打击参与非法制造轻小武器

的团体或个人(例如，起诉)?
[如果是‘否’，请转至 5]

4.4.1. 详情。

国际援助国际援助国际援助国际援助

《行动纲领》

第三节第6段
5. 贵国在订立与轻小武器制造有关的法律、条例和/或行政程序时是
否希望获得援助？
[如果是‘否’，请转至 6]

5.1. 贵国希望得到哪些援助？

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等渠道，与各国加强交流，希其他国家提供轻

小武器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以供中方参考。

5.2. 贵国是否拟定了要求援助的项目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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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33节：国际转移

来源 问题 是 否

法律、条例和行政程序法律、条例和行政程序法律、条例和行政程序法律、条例和行政程序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2和12 段
6. 贵国是否订立了对轻小武器的出口、进口、过境和再转移进行有

效控制的法律、条例和/或行政程序？

[如果是‘否’，请转至 7]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11段
6.1. 请列明对轻小武器的出口、进口、过境和再转让进行有效

控制的法律、条例和/或行政程序。

《军品出口管理条例》、《军品出口管理清单》、《枪支管理

法》

下发许可证和批文下发许可证和批文下发许可证和批文下发许可证和批文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11段
6.2. 转移轻小武器的个人或实体在对贵国进行轻小武器出入境

转移时是否需要获得许可证或其他形式的批文？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3段
6.3. 在贵国未获许可证或批文进行的轻小武器贸易，或与许可

证或批文条件相悖的轻小武器贸易是否构成刑事犯罪？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11段
6.4. 请列举贵国政府在评价出口许可证申请时实施或考虑的有

关国际承诺。

中国军品出口坚持有助于接受国正当自卫能力、不损害有关地区

和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不干涉接受国内政的原则。不向非政

府实体、受安理会武器禁运制裁的国家出口武器。

6.5. 贵国在批准向另一个出口轻小武器之前要求提供哪些文

件？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12 段

(a) 进口国提供的最终用户证书

[如果是‘否’，请转至 6.5b]

㈠ 贵国的最终用户证书中包括哪些内容(在相关格子中打勾)?

(1) 轻小武器或技术的详细说明 (种类、数量、特征)

(2) 合同号或订单查询号和日期

(3) 最终目的地国

⑷ 轻小武器的最终用途说明

⑸ 出口商详情 (姓名、地址和商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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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问题 是 否

⑹ 最终用户资料 (姓名、职务、详细地址和原始签名)

⑺ 参与交易的其他方资料

⑻ 政府主管当局对最终用户真实性的证明

⑼ 颁发日期

⑽ 其他: 承诺不经中方许可不向第三方转让或转做他

用 [如果是‘其他’，请

解释]

(b) 最终用户的其他各类文件

6.6. 当贵国出口轻小武器时是否对再出口实施任何限制？

如果是的，对再出口实施哪些限制？

(a) 只有在事前通知的情况下才容许再出口

(b) 只有在事前获准的情况下才容许再出口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12 段

6.7. 贵国是否核实或寻求认证最终用户证书或提供的其他形式

的最终用户文件？

[如果是‘否’，请转至 6.8]

6.7.1 详情：

[如果是‘是’] 在认为有必要时，通过向对方主管部门、驻华使

馆核实或经由我驻接受国使馆核实。

6.8. 贵国是否采取措施，以便防止伪造和滥用最终用户证书或

其他形式的最终用户文件？

6.8.1 详情：[如果是‘是’]

1、必须提交最终用户证明原件 2、如有必要，要求对最终用

户证明进行认证

6.9. 贵国在某些情形下是否容许未经许可或根据简化程序出口

轻小武器？

6.9.1 如果是的，是在哪种情形下？

(a) 维持和平

(b) 临时出口

(c) 培训活动所需设备

(d) 维修所需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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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问题 是 否

(e) 备件的运送

(f) 其他 :

[如果是‘其他’，请解释]

运送后控制运送后控制运送后控制运送后控制

6.10. 贵国在出口时是否要求提供运送核查证书，以证实进口国

的预定最终用户或预定进口商收到了轻小武器？

6.11. 贵国在出口后是否核实或寻求认证所提供的运送核查证书

的真实性？

6.11.1. 详情。[如果是‘是’]

根据相关交易及运输途中风险，视情要求接受国提供提货单、

收货证明、进口清关等文件。

6.12. 贵国在进口时是否给予出口国在交货点进行实物检查的权

利？

进口时打印标记进口时打印标记进口时打印标记进口时打印标记

《国际追查文书》

第8b 段

6.13. 贵国是否要求进口到贵国的轻小武器在进口时打上标记？

[如果是‘否’，请转至 6.14]

6.13.1. 谁被要求在轻小武器上作标记?

6.13.2. 在进口时所作的标记上包括哪些资料 (在相关格子中打

勾)?

(a) 进口国

(b) 进口年份

(c) 其他 :[如果是‘其他’，请解释]

6.13.3. 是否有不要求在进口轻小武器时打印标记的例外情况？

6.13.3.1. 如果有，请说明。

6.13.4. 如果贵国进口的有标记的轻小武器在运抵时没有独特标

记，贵国是否要求打印这类标记？

6.13.4.1. 详情：[如果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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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问题 是 否

保留记录保留记录保留记录保留记录

《行动纲领》第二节第

9段；《国际追查文

书》第12 段

6.14. 贵国是否要求轻小武器进出口商保留其活动记录？

[如果是‘否’，请转至 6.15]

6.14.1. 哪些资料必须留有记录(在相关格子中打勾)?

(a) 交易的轻小武器的数量

(b) 交易的轻小武器的种类或型号

(c) 转移的轻小武器上显示的标记

(d) 交易

㈠ 买方/卖方身份

㈡ 轻小武器将运送的国家或从其购置的国家

㈢ 运送日期

(e) 其他 : [如果是‘其他’，请解释]

《国际追查文书》

第12b 段
6.14.2. 有关转移的记录需保留多长时间?

(a) 无限期

(b) 30年

(c) 其他: [如果是‘其他’，请解释]

本报告期间采取的行动本报告期间采取的行动本报告期间采取的行动本报告期间采取的行动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6段
6.15. 在本报告期间是否采取了行动打击参与非法转移轻小武器

的团体或个人(例如，起诉)?

6.15.1. 详情。

2011至2013 年，中国海关一共查办走私枪支弹药案142 起，收

缴枪支429 支，子弹23.6 万余发，枪支散件1500 件。

国际援助国际援助国际援助国际援助

《行动纲领》

第三节第6段
7. 贵国在订立法律、条例和/或行政程序以有效控制轻小武器的出

口、进口、过境或再转让时是否希望得到国际援助?

[如果是‘否’，请转至 8]

7.1. 贵国希望得到哪些国际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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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问题 是 否

7.2. 贵国是否拟定了要求援助的项目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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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44节：中介活动

来源 问题 是 否

法律、条例和行政程序法律、条例和行政程序法律、条例和行政程序法律、条例和行政程序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14 段

8. 贵国是否订立了对轻小武器中介活动进行规范的法律、条例和 /
或行政程序 ？

[如果是‘否’，请转至 9]

8.1. 请列明贵国规范轻小武器中介活动的法律和/或行政程序。

在中国，军品贸易只能由获得国家许可的军贸公司经营，中国境

内不存在法律许可的武器贸易中间商。

8.1.1 这些法律和程序是否属于国家出口管制制度的一部分？

8.2. 贵国是否要求对轻小武器中间商进行登记？

8.3. 贵国是否要求每笔中介交易都须获得执照、许可证或文？

[如果是‘否’，请转至 8.4]

政府专家组报告

第44 段

8.3.1. 是否在个案基础上审议批准有关执照、许可证或其他批

文申请？

8.3.2. 对于中介交易是否有不要求持有执照或批文的例外情

况？

8.3.2.1. 详情 (例如，是否是以警察或武装部队或其他政府官

员的名义进行交易)

[如果是‘是’]

8.3.3. 核准执照、许可证或其他批文的标准是什么？

8.4. 贵国有否采取措施核实中间商所提文件的真实性？

8.4.1 请说明这些措施。

[如果是‘是’]

8.5. 在贵国在无执照或批文情况下参与的轻小武器中介交易，

或有悖于执照或批文条件的中介交易是否构成刑事犯罪？

8.6. 贵国是否允许与其他国家分享关于取消中间商资格和撤销

登记方面的资料？

8.7. 贵国是否对与轻小武器中介活动密切有关的活动进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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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问题 是 否

范？

8.7.1. 如果是的，对以下哪些活动进行规范(在相关格子中打
勾)?

(a) 担任交易商或代理

(b) 提供技术援助

(c) 培训

(d) 运输

(e) 货物转运

(f) 存储

(g) 融资

(h) 保险

(i) 维修

(j) 安全

(k) 其他服务 :

[如果是‘其他’，请解释]

8.8. 贵国对非法中介活动如何惩罚或制裁？

本报告期间采取的行动本报告期间采取的行动本报告期间采取的行动本报告期间采取的行动

8.9. 本报告期间是否采取了行动打击参与非法中介活动的团体
或个人(例如，起诉)?

8.9.1 详情。

[如果是‘是’]

国际援助国际援助国际援助国际援助

《行动纲领》
第三节第6段

9. 贵国在订立法律、条例和/或行政程序以便对轻小武器的中介活动
进行规范时，是否希望获得援助？

[如果是‘否’，请转至 10]

9.1. 贵国希望获得哪些援助？

9.2. 贵国是否拟定了要求援助的项目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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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55节：库存管理

来源 问题 是 否

法律、条例和行政程序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17 段

10. 贵国是否订立了与武装部队、警方或获准持有轻小武器的任何其

他机构持有的这些武器的管理和安全有关的标准和程序？

[如果是‘否’，请转至 11]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17 段

10.1. 如果是的，以下哪些规定被列入这些标准和程序 (在相关

格子中打勾)?

(a) 适当的储存地点

(b) 实物保安措施

(c) 取用库存的管制

(d) 库存管理和会计监控

(e) 工作人员培训

(f) 由作业单位或指定人员持有或运输的轻小武器的安全、

统计和控制

(g) 失窃或损毁时适用的程序和处罚

(h) 其他:

[如果是‘其他’，请解释]

多余库存多余库存多余库存多余库存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18 段

10.2. 是否建立了武装部队、警方和其他指定机构持有的轻小武

器库存的审查制度，以查明多余或过时的轻小武器？

10.3. 审查的经常性/频率如何?

日常检查与抽查相结合

10.4. 如查明属多余武器，贵国对多余武器采取哪些措施 (在相

关格子中打勾)?

(a) 正式宣布为多余武器

(b) 淘汰

(c) 按种类、类型、批量和序号记录

(d) 单独存放

(e) 其他 :

[如果是‘其他’，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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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问题 是 否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18 段

10.5. 在处理多余库存时可能会采取以下哪些方法(在相关格子中

打勾)?

(a) 销毁

(b) 出售给另一个国家

(c) 捐赠给另一个国家

(d) 转让给另一个国家机构

(e) 卖给平民

(f) 出售或转让给合法实体(例如，博物馆、私人安保公司

等)

(g) 其他:
[如果是‘其他’，请解释]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19段
10.5.1. 如果在问题10.5 中选择了(a)销毁，则采取下列哪些措

施(在相关格子中打勾)?

㈠ 烧毁或熔化

㈡ 露天引爆

㈢ 切割/粉碎

㈣ 折弯/碾碎

㈤ 倾倒海里

㈥ 土中掩埋

㈦ 其他 :
[如果是‘其他’，请解释]

本报告期间采取的行动本报告期间采取的行动本报告期间采取的行动本报告期间采取的行动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19 段

10.6. 贵国在本报告期间有否销毁过多余库存？

[如果是‘否’，请转至 11]
10.6.1. 共销毁了多少件轻小武器? 包括销毁详情。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20 段

10.6.2. 有否公开进行过任何这类销毁活动？

10.6.3. 对于销毁是否有任何进一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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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问题 是 否

国际援助国际援助国际援助国际援助

《行动纲领》第二节第

29 段；第三节第6段
11. 贵国是否希望为拟定库存管理方面的标准和程序寻求援助？

[如果是‘否’，请转至 12]

11.1. 贵国希望得到哪些援助？

11.2. 贵国是否拟定了要求援助的方案提案？

《行动纲领》第三节第

6段；第14 段

12. 贵国在建立销毁武器的能力时是否希望获得援助？

[如果是‘否’，请转至 13]
12.1. 贵国希望得到哪些援助？

12.2. 贵国是否拟定了要求援助的方案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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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66节：没收、扣押和收缴

来源 问题 是 否

没收和扣押没收和扣押没收和扣押没收和扣押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23a段
13. 在本报告期间，贵国是否在本国管辖范围内查获、扣押或没收

过任何轻小武器？

[如果是‘否’，请转至 14]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23a段
13.1. 查获、扣押或没收了多少件轻小武器?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16 段

13.2. 对查获、扣押或没收的轻小武器采取了哪些行动 (在相关

格子中打勾)?

(a) 安全存放以待采取进一步行动

(b) 打上标记

(c) 登记或记录在案

(d) 销毁

(e) 其他:

[如果是‘其他’，请解释]

收缴收缴收缴收缴

14. 在本报告期间贵国有否收缴过任何轻小武器？

[如果是‘否’，请转至 16]

14.1. 收缴活动属于哪类性质?

(a) 对平民持有的轻小武器实施回购方案

(b) 对平民持有的轻小武器实行武器大赦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21 段

(c)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

(d) 武器换发展方案

14.2. 共收缴了多少件轻小武器?

14.3. 对收缴的轻小武器采取哪些行动(在相关格子中打勾)?

(a) 安全存放以待采取进一步行动

(b) 打上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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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问题 是 否

(c) 登记或记录在案

(d) 销毁

(e) 其他

[如果是‘其他’，请解释]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23a段
15. 在问题13.1 和14.2 中报告的已查获、扣押、没收或收缴的轻小

武器中有多少件已被销毁？

国际援助国际援助国际援助国际援助

《行动纲领》

第三节第6段
16. 贵国在建立没收和扣押非法轻小武器的能力时是否希望获得

援助?
[如果是‘否’，请转至 17]

16.1. 贵国希望得到哪些援助？

16.2. 贵国是否拟定了要求援助的方案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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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77节：打印标记和保留记录

来源 问题 是 否

打印标记打印标记打印标记打印标记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8段
17. 贵国是否实施了措施，以防止制造、储存、转移和拥有任何未

加标记或标记不当的轻小武器？

17.1. 详情。[如果是‘是’]

获得制造许可的企业数量有限，制定统一的枪支标识标准，登记

保存出口枪支详细信息

《国际追查文书》

第8d 段

18. 贵国有否采取措施确保政府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拥有的自己使用
的轻小武器均有适当标记？
[如果是‘否’，请转至 19]

《国际追查文书》

第8c 段
18.1. 请说明打印标记是否也适用于政府拥有的库存。

是，所有存储的枪支弹药均是合法厂家生产，经过严格的购置程

序，打印标识

18.2. 当政府将库存转移给贵国境内的平民或私人公司时，是否

要在这类库存上打印标记，以表明是贵国转移的库存？

《国际追查文书》

第8e 段
19. 贵国是否鼓励轻小武器制造厂商制定防止去除或更改标记的措

施？

19.1. 详情。[如果是‘是’]

保留记录保留记录保留记录保留记录

《行动纲领》

第二节第9段
20. 贵国是否订立了与境内所有已做过标记的轻小武器的记录保留有
关的标准和程序？ [如
果是‘否’，请转至 21]

20.1. 国家保留了哪些与轻小武器有关的记录(例如，制造、中介

活动、获得的进出口许可证、向其他国家的销售、国家机构，如

武装部队持有的轻小武器等)？

生产厂家、制造数量、品种、进出口许可证情况、向其他国家销

售的详细情况、国家机构持有的轻小武器的情况等

《国际追查文书》

第12a、b段
20.2. 国家机构将这些记录保留多长时间？[请提供详细说明]

30 年

《国际追查文书》

第13 段

20.3. 如果参与轻小武器活动(例如，制造、进出口等)的公司倒

闭了，是否要求它们将其保留的所有记录交给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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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问题 是 否

国际援助国际援助国际援助国际援助

《行动纲领》第三节第

6段；《国际追查文

书》 第27 段

21. 贵国在建立保留记录的能力时是否希望获得援助？
[如果是‘否’，请转至 22]

21.1. 贵国希望获得哪些援助？

21.2. 贵国是否拟定了要求援助的方案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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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88节：国际追查

来源 问题 是 否

法律、条例和行政程序法律、条例和行政程序法律、条例和行政程序法律、条例和行政程序

《行动纲领》第二节第10
段；《国际追查文书》第14、
24段

22. 贵国是否制定了追查轻小武器的程序？ [如
果是‘否’，请转至 23]

追查请求追查请求追查请求追查请求

22.1. 贵国曾经发出过对轻小武器进行国际追查的请求

吗？

《国际追查文书》

第25 段；第31a段
22.2. 哪个政府机构负责向另一国提出追查请求？

《国际追查文书》第17 段 22.3. 指定机构在追查请求中列明哪些资料？(在相关格子

中打勾)

(a) 轻小武器被查获的情形

(b) 轻小武器被认为违反或非法的原因

(c) 所收集的资料的预订用途

(d) 轻小武器上的任何标记

(e) 轻小武器种类/口径

(f) 其他 :
[如果是‘其他’，请解释]

《国际追查文书》第15 段 22.4. 如果贵国提出追查请求后收到了与轻小武器有关的

资料，贵国是否订有程序可确保遵守限制其使用的一切规

定，并保证这类资料的机密性？

对追查请求的回应对追查请求的回应对追查请求的回应对追查请求的回应

22.5. 哪个政府机构负责对另一国的追查请求作出回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公安部等部门

22.6. 在本报告期间，贵国共收到多少次追查请求？

20余次

《国际追查文书》第22 段 22.7. 在本报告期间，各国有否延迟回应、限制或拒绝追

查请求？

[如果是‘否’，请转至 22.8]

延迟回应

[如果‘如此’] 理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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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问题 是 否

㈠ 提供资料将损害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

㈡ 违反保护机密资料的立法规定

㈢ 请求国不能保证资料的机密性

㈣ 与《联合国宪章》相符的国家安全原因

限制追查请求

[如果‘如此’] 理由是什么？

㈠ 提供资料将损害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

㈡ 违反保护机密资料的立法规定

㈢ 请求国不能保证资料的机密性

㈣ 与《联合国宪章》相符的国家安全原因

拒绝追查请求

[如果‘如此’]理由是什么？

㈠ 提供资料将损害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

㈡ 违反保护机密资料的立法规定

㈢ 请求国不能保证资料的机密性

㈣ 与《联合国宪章》相符的国家安全原因

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

《行动纲领》第二节第37
段；《国际追查文书》第33
段

23. 在本报告期间，贵国在追查轻小武器方面与国际刑事警

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合作过吗？

[如果是‘否’，请转至 24]

23.1. 如合作过，在哪些领域？

《国际追查文书》第35a段 (a) 在《国际追查文书》框架内为进行的追查工作提

供便利。

《国际追查文书》第35b 段 (b) 为确认和追查非法的轻小武器进行调查。

《国际追查文书》第35c段 (c) 建立国家能力，以发出和回应追查请求。

《行动纲领》第三节第9段 23.2. 贵国是否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火器追踪系统(前称

IWeTS )来追查轻小武器？

国际援助国际援助国际援助国际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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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问题 是 否

《行动纲领》第二节第36
段；第三节第6段；《国际追

查文书》第27 段

24. 贵国在制定追查轻小武器程序时是否希望获得援助？
[如果是‘否’，请转至 25]

24.1. 贵国希望得到哪些援助？

24.2. 贵国是否拟定了要求援助的方案提案？

《行动纲领》第三节第10
段；《国际追查文书》第28
段

25. 贵国是否已考虑就审查技术提供援助，以便改进对违法

轻小武器的追查和探测?
[如果是‘否’，请转至 26]

25.1.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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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99节：国际合作与援助

来源 问题 是 否

请求请求请求请求////获得获得获得获得////提供的援助提供的援助提供的援助提供的援助

《行动纲领》第三节第3、6
段

26. 在本报告期间，除了上文第2-8 节提到请求/获得的援助

外，贵国是否还为执行《行动纲领》和《国际追查文书》

请求/获得/提供了援助？

[如果是‘否’，请继续进行至报告模板的末尾]

26.1 如果是的，在哪些领域(在相关格子中打勾)?

a.a.a.a. 设立////指定国家协调机构////国家联络点

(a) 援助性质：

㈠ 财政： 请求/获得/提供（选择合适的选项）

㈡ 技术 ： 请求/获得/提供（选择合适的选项）

(b) 提供/收到的援助数额(如果是财政方面)：

(c) 援助活动说明：

(d) 提供/获得的援助期限：

(e) 提供/获得援助的国家或机构：

b.b.b.b.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DDRDDRDDRDDR）

(a) 援助性质：

㈠ 财政： 请求/获得/提供（选择合适的选项）

㈡ 技术 ： 请求/获得/提供（选择合适的选项）

(b) 提供/收到的援助数额(如果是财政方面)：

(c) 援助活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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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问题 是 否

(d) 提供/获得的援助期限：

(e) 提供/获得援助的国家或机构：

c.c.c.c. 有关轻小武器问题的能力建设和培训

(a) 援助性质：

㈠ 财政： 请求/获得/提供（选择合适的选项）

㈡ 技术 ： 请求/获得/提供（选择合适的选项）

(b) 提供/收到的援助数额(如果是财政方面)：

(c) 援助活动说明：

(d) 提供/获得的援助期限：

(e) 提供/获得援助的国家或机构：

d.d.d.d. 执法

(a) 援助性质：

㈠ 财政： 请求/获得/提供（选择合适的选项）

㈡ 技术 ： 请求/获得/提供（选择合适的选项）

(b) 提供/收到的援助数额(如果是财政方面)：

(c) 援助活动说明：

(d) 提供/获得的援助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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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问题 是 否

(e) 提供/获得援助的国家或机构：

e.e.e.e. 海关和边界

(a) 援助性质：

㈠ 财政： 请求/获得/提供（选择合适的选项）

㈡ 技术 ： 请求/获得/提供（选择合适的选项）

(b) 提供/收到的援助数额(如果是财政方面)：

(c) 援助活动说明：

(d) 提供/获得的援助期限：

(e) 提供/获得援助的国家或机构：

f.f.f.f. 以行动为目的的研究

(a) 援助性质：

㈠ 财政： 请求/获得/提供（选择合适的选项）

㈡ 技术 ： 请求/获得/提供（选择合适的选项）

(b) 提供/收到的援助数额(如果是财政方面)：

(c) 援助活动说明：

(d) 提供/获得的援助期限：

(e) 提供/获得援助的国家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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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问题 是 否

g.g.g.g. 儿童////青年

(a) 援助性质：

㈠ 财政： 请求/获得/提供（选择合适的选项）

㈡ 技术 ： 请求/获得/提供（选择合适的选项）

(b) 提供/收到的援助数额(如果是财政方面)：

(c) 援助活动说明：

(d) 提供/获得的援助期限：

(e) 提供/获得援助的国家或机构：

h.h.h.h. 提高认识

(a) 援助性质：

㈠ 财政： 请求/获得/提供（选择合适的选项）

㈡ 技术 ： 请求/获得/提供（选择合适的选项）

(b) 提供/收到的援助数额(如果是财政方面)：

(c) 援助活动说明：

(d) 提供/获得的援助期限：

(e) 提供/获得援助的国家或机构：

i.i.i.i. 有组织犯罪、毒品贩运和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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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问题 是 否

(a) 援助性质：

㈠ 财政： 请求/获得/提供（选择合适的选项）

㈡ 技术 ： 请求/获得/提供（选择合适的选项）

(b) 提供/收到的援助数额(如果是财政方面)：

(c) 援助活动说明：

(d) 提供/获得的援助期限：

(e) 提供/获得援助的国家或机构：

j.j.j.j. 其他

请注明：

(a) 援助性质：

㈠ 财政： 请求/获得/提供（选择合适的选项）

㈡ 技术 ： 请求/获得/提供（选择合适的选项）

(b) 提供/收到的援助数额(如果是财政方面)：

(c) 援助活动说明：

(d) 提供/获得的援助期限：

(e) 提供/获得援助的国家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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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动纲领》和《国际追查文书》，包括执行方面的挑战和机会是否有进一步意见？

[[[[请提供详细说明]]]]

本报告应发送至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DN-2501DN-2501DN-2501DN-2501室，传真：+1 (212) 963-8892，或 发送
电子邮件至 conventionalarms-unoda@un.org。可以随附或包括任何相关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