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小武器问题调查》
日常危险

《2013年小武器问题调查》探讨武装冲突层面外的武装暴力的方方面面。有关在亲密伴侣暴力中使用枪

支、尼加拉瓜各帮派的发展过程、意大利人有组织犯罪集团以及南非武装暴力趋势的章节描述了在家庭和

公众场所使用枪支暴力的趋势和影响。“武器和市场”一节主要集中研究了某些武装分子如贩毒组织和叛

乱分子使用的具体武器。有关章节包括：黎巴嫩、巴基斯坦和索马尼亚黑市武器和弹药价格；墨西哥和菲

律宾日益泛滥的非法武器；以及简易爆炸装置对平民百姓的影响。有关联合国行动纲领二审会议和弹药非

军事行业的章节同样纳入《2013年小武器问题调查》范围。

小武器问题调查每年发行一次，由瑞士日内瓦的一组研究人员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研究人员完成。各决策

人、外交官和非政府组织均将本次调查视为分析小武器相关问题和武装暴力减少策略的关键资源。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INTERPOL）秘书长Ronald KNoble称赞《2013年小武器问题调查》：

《2013年小武器问题调查》提供的基于证据的研究可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涉及使用轻武器的暴力犯罪问题。诚挚希望所有组

织、机构以及全世界致力于预防及打击犯罪的服务组织都能从新版调查结果中找到有价值的东西”。

关键调查结果

枪支和亲密伴侣暴力（IPV）

• 虽然与枪支相关的谋杀案大多数受害人和犯罪者都是男性，但在亲密伴侣暴力中，被杀害、受伤或受到恐吓的更多的是女性

而不是男性。

• 在枪支暴力泛滥的国家，亲密伴侣暴力中对女性使用枪支的风险往往高于其他国家。

• 由于家庭中存有枪支，包括与工作相关的枪支，女性遭遇亲密伴侣致命暴力、受伤或恐吓的风险日益加大。

• 发生亲密伴侣暴力事件后，撤销枪支使用权并对亲密伴侣凶杀进行风险评估有助于避免接踵而来的暴力，但前提必须报告该

类事件，但这只是极少数。

•   减少与枪支相关的亲密伴侣暴力行之有效的策略包括制定更为严苛的民用枪支持有条例、更多可提高亲密伴侣间枪支危险意

识的预防策略，以及改变与某些男性概念相关的枪支文化态度的干预措施。

尼加拉瓜帮派演变

• 后冷战时期尼加拉瓜帮派（称为pansillas）的发展和规模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尼加拉瓜内战的影响关系密切，包括应征青年

士兵的复员。后来，随着当地区域化的形成，各帮派各成一派，并且目前尚未呈直线或渐进式发展。

•   不同城区的帮派可有不同的发展方式，影响其枪支的使用及相应的暴力水平。由于存在诸多外在和内在因素，如武器和弹药

的可得性以及其他武装分子的存在，这些帮派也随着时间不断改变。

• 20世纪90年代的枪支主要为工厂制造，在随后的十年，自制武器更为普遍，甚至成为了帮派使用的主要武器类型。

意大利黑手党暴力

• 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常常“经济有效”地使用暴力，尽管不同帮派会采用不同方法，但蓄意谋杀通常是终极手段。

• 克拉莫集团诞生于那不勒斯及其周边地区，1992年至2010年间，记录在案的黑手党凶杀案中，几乎一半（48%）都出自克

拉莫集团之手。该区域枪支可得性较高、有组织的犯罪成员活跃、各帮派间冲突频发，都能部分说明黑手党集团常使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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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 enforcement must address and anticipate new trends in the illegal acquisition, use, 
and transfer of firearm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our communities. Evidence-based research 
provided by the Small Arms Survey 2013 can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oblem of 
violent crime involving the use of firearms. I invite all those organizations, authorities, and 
services tasked with preventing and combating crime worldwide to draw full benefit 
from this new edition of the Survey.’

—Ronald K. Noble

Secretary General, INTERPOL

 ‘The 2013 edition of the Small Arms Survey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 into the uses of fire-
arms by organized criminal groups. The information it contains will be of interest to those 
looking to understand and ultimately prevent armed violence by such groups.’

—Don Luigi Ciotti 

President, Libera (Italy)

About the Small Arms Survey 2013
The Small Arms Survey 2013 explores the many faces of armed violence outside the con-
text of armed conflict. Chapters on the use of firearms 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the 
evolution of gangs in Nicaragua, Italian organized crime groups, and trends in armed 
violence in South Africa describe the dynamics and effects of gun violence in the home 
and on the street. Many of the chapters in the ‘weapons and markets’ section zero in on 
the use of specific weapons by particular armed actors, such as drug-trafficking organiza-
tions and insurgents. These include chapters on the prices of arms and ammunition at illicit 
markets in Lebanon, Pakistan, and Somalia; illicit weapons recovered in Mexico and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impacts of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 on civilians. Chapters on 
the Second Review Conference of the UN Programme of Action and the ammunition 
demilitarization industry round out the 2013 volume. The chapters are:

 •    Everyday Dangers: Non-conflict Armed Violence
 •    Too Close to Home: Guns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    Turning Points: Gang Evolution in Nicaragua
 •    Guns in the Family: Mafia Violence in Italy
 •    Survival at Stake: Violent Land Conflict in Africa
 •    Trend Lines: Armed Violence in South Africa
 •    Second Wind: The PoA’s 2012 Review Conference
 •    Trade Update: Authorized Small Arms Transfers
 •    Burning the Bullet: Industrial Demilitarization of Ammunition
 •     ‘Infernal Machines’: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
 •    Price Watch: Arms and Ammunition at Illicit Markets
 •    Captured and Counted: Illicit Weapons in Mexico and the Philippines

About the project
The Small Arms Survey is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project located at the Graduate Insti-
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in Geneva, Switzerland. It serves as the 
principal source of public information on all aspects of small arms and armed violence 
and as a resource centre for governments, policy-makers, researchers, and activists. The 
project has an international staff with expertise in security studies, political science, law, 
economics, development studies, sociology, and criminology, and collaborates with a net-
work of partners in more than 50 countries.



力。

• 从2007年至2010年，黑手党凶杀案减少43%。分析人士表明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已进入滑坡阶段，进一步转向合法市场，在

那里，使用暴力和枪支对业务运作越来越不利。

• 大部分黑手党帮派都拥有其自己的军械库并配备负责采购、储藏、维修和分派枪支的精英成员，以应对不同要求或情况。

•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各帮派的复杂程度和枪支种类均有所增加。尽管黑手党成员甚至使用二战时期的枪支或改良玩具枪，

但目前主要使用机枪、左轮手枪、手枪和AK突击步枪。

• 黑手党集团通过抢劫获取枪支，换取毒品和其他违禁品。

• 阿尔巴尼亚、前南斯拉夫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的犯罪集团向意大利有组织犯罪集团提供大量枪支。

非洲暴力土地争端

• 在非洲，几乎每一次暴力事件都与土地有关，但大部分不仅仅只涉及土地问题。

• 过去十年间，非洲暴力土地冲突，包括资源冲突、群体冲突和社会冲突，已导致数万人死于直接冲突以及数十万人流离失

所。

• 土地争端发生极为频繁，且很容易发展成为暴力事件，民众怨声载道，安全受到了威胁，加上制裁机制的缺失，暴力事件的

发起人便能轻易地发动满腹不平的群众起来反抗。

南非武装暴力

• 自1994年以来，南非的凶杀率虽不断下降，但仍居世界之最。

• 2000年《枪支控制法》的实施与枪支凶杀案的减少呈正相关。若能更好地实施法律，则可进一步减少枪支凶杀案。

• 尽管南非警察总署做出公开承诺并履行解决武装暴力的合法义务，但仍面临着改革其自身实践的严峻挑战，包括警察动用武

力和对枪支的使用。

• 虽然在南非，不平等是引发武装暴力的重要因素，但旨在解决并减少不平等情况的国家政策并未取得什么成效。

2012年联合国《行动纲领》审查会议（PoA）

• 审查会议的结果具有前瞻性，详细列出了在未来六年会议周期期间，一系列旨在支持《行动纲领》和《国际追查文书》

（ITI）有效执行的措施。

• 虽然审查会议文本利用之前行动纲领会议的结论，但很少涉及《行动纲领》和《国际追查文书》的实施“进展”，这表明缺

乏正式的监督手段。

• 审查会议结果有助于人们更加关注小武器扩散和滥用的长期趋势，包括《行动纲领》和《国际追查文书》有效性的相关问

题。

小武器授权转让

• 根据现有海关资料，2010年小武器和轻武器主要出口国（年出口量超过为1亿美元的国家）（按降序排列）分别是：美国、

德国、意大利、巴西、瑞士、以色列、奥地利、俄罗斯联邦、韩国、瑞典、比利时和西班牙。

• 2010年小武器和轻武器的主要进口国（年进口量超过1亿美元的国家）（按降序排列）分别是：美国、英国、加拿大、德

国、澳大利亚、韩国、法国和泰国。

• 2013版“晴雨表”确定了瑞士、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为最透明的主要出口国，而伊朗、朝鲜、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则为最不

透明的出口国。

弹药非军事化

• 非军事化工业目前主要集中在西欧和美国，遵循标准竞争性招标规则。

• 除了美国有部分承包商试图减少大规模常规弹药储备外，许多北约（NATO）国家工业设施的非军事化能力也未得到充分利



用。

• 集束弹药，尤其是多管发射系统火箭，仍是绝大部分美国和西欧非军事化活动使用的主要武器。

• 运输和解除大量弹药的成本高昂，这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

• 目前，还没有明确针对商业承包商解决弹药非军事化问题的，统一的国际或欧洲标准、法律或遵约机制。

• 在非军事化工业不发达且承包商达不到通行安全标准的国家，其工业生产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的潜在可能性要高得多。

简易爆炸装置

• 据报道，2011年简易爆炸装置在44个国家造成了至少13000个平民伤亡。实际人数可能更多，因此需要进行更多研究，对简

易爆炸装置对群众、发展和治理的影响进行评估。

• 2011年，简易爆炸装置在全球导致的非致命伤害与死亡的比率约为3：1。

• 2011年，简易爆炸装置导致的伤亡大部分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

• 可以限制激进分子获取制作大型简易爆炸装置的材料，但这类措施很难执行，尤其是在那些受爆炸袭击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 由于逊尼派伊斯兰组织激进分子大量使用大型简易爆炸装置及无差别战术，因此，他们应对绝大多数因简易爆

    装置造成的平民伤亡负责。

黑市武器弹药

• 在各调查地点（黎巴嫩、巴基斯坦和索马里），武器和弹药的价格通常呈相似的趋势线。

• 黎巴嫩的弹药价格与邻国叙利亚报道的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普通“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价签后面，有不同型号冲锋枪的价签，型号不同价格差别较大。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改装版

上市后，使用7.62x39mm弹药筒的冲锋枪比使用5.45x39mm弹药筒的冲锋枪更便宜。

墨西哥和菲律宾非法武器

• 墨西哥和菲律宾的武装组织几乎没有技术先进的轻武器，如便携式导弹。

• 在菲律宾，缴获的非法步枪中几乎90%都源自美国设计。

• 尽管墨西哥卡塔尔垄断组织拥有巨大财富，但并未拥有给政府以及某些国家资助的武装组织的全阵列轻武器。

• 数据显示，一些被认为是墨西哥毒品走私分子“首选武器”的枪支并不像想象中那样使用广泛。如.50口径的步枪和

5.7mmx28mm手枪，这些仅占所有缴获枪支的1%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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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日内瓦布朗大街47号《小武器问题调查》项目组，邮编：1202

电话 +41 22 908 5777  •  传真 +41 22 732 2738  • 邮箱 sas@smallarmssurvey.org  •  网址 www.smallarmssurvey.org

出版日：2013年7月  •  平装本：ISBN 978-1-107-67244-4  •  精装本：ISBN 978-1-107-04196-7

本书可通过www.cambridge.org和包括www.amazon.com在内的网上书店购买。若有需要，我们可为您提供赠阅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