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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小武器问题调查
妇女和枪支

《2014年小武器问题调查》考虑了妇女在武装暴力、安全和小武器议程上的多重角色。本调查的专题部分中有一章关于针对妇女和

女童的暴力，特别是在冲突后的利比里亚和尼泊尔，以及另一章关于最近小武器议程和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交汇。来自女战

士、女叛军和女性安全人员的证言构成对这两章的补充。“武器和市场”部分评估了《武器贸易条约》

的潜在影响，呈现了《2014年透明度晴雨表》，更新了授权小武器贸易情况，并分析了近期在刚果共和

国发生的弹药库爆炸。另外，该部分还分析了非洲和中东的弹药流转，绘制苏丹和南苏丹叛乱分子的武

器来源图，评价了美国的犯罪枪支记录。各章内容如下：

《小武器问题调查》每年发行一次，由日内瓦的一组研究人员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本地研究人员共同完

成。各决策者、外交官、非政府组织均将本调查视为分析小武器相关问题和武装暴力减少政策的关键资

源。

联合国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安吉拉·卡恩称赞《2014年小武器问题调查》：

 “《2014年小武器问题调查》图文并茂、分析严谨，帮助读者理解武器管控、和平与安全的最新发展和未来前景。我毫无保留

地向所有对此类重要议题感兴趣地人推荐这份《调查》。”

关键调查结果

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VAWG)

•	 如果在一个地区当地社会普遍接受家庭暴力作为解决家庭纠纷的正常手段，那么这些地方的家庭暴力比率就更高。

•	 通常冲突之前已经有纵容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VAWG）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会在战争中得到恶化，并且敌对状态正式结束

后依旧长期存在。

•	 在利比里亚，相比男性，女性对丈夫殴打妻子的认可度要高一倍，说明许多妇女受到社会影响接受了家庭暴力。

•	 尼泊尔的种姓制度、种族和经济差异和受害人的情况影响着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类型和发生率。比如，社会边缘群体的妇女

在一生中受到某种形式侵害的风险尤其高。

•	 全球层面上，推进社会发展的人士致力于改变影响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的社会规范。这些措施被视为改变妇女和女童长期安

全的不可缺少的步骤。

妇女、和平与安全

•	 2013年之前的有关妇女、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UNSCR）除提到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DDR）外，没有提到任

何小武器和裁军的话题。

•	 关键的行动方已经将联合国安理会四项妇女、和平与安全决议与小武器的决议授权联系在一起 ，即保护贫民免受包括性暴力在

内的暴力侵害；妇女参与和平与安全的决策；支持当地妇女的和平与冲突解决倡议；及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

•	 近期联合国安理会1325号决议的监督框架中包含了具体的小武器和解除武装相关的指标和目标。

•	 落实联合国安理会1325号决议的国别行动方案中，四分之一的现有方案提到了小武器，但是却很少要求针对该政策采取切实的行

动。同样，由于小武器国别行动方案很少提到妇女，要求采取行动就更无从谈起。

•	 2013年通过的《武器贸易条约》和有关妇女、和平与安全以及有关小武器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将这两项国际政策议程牢牢相连。

《武器贸易条约》（ATT）

•	 条约文本达成一致需要做出让步，但这也让《武器贸易条约》中有几处法律义务不够明确。   

•	 《武器贸易条约》覆盖了广泛的转让相关的活动和内容,但是缺少明确的定义和规范性的细节有可能导致落实的不平衡和不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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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words and images, the Small Arms Survey 2014, with its usual analytical rigour, helps us 
understand the latest developments—and future possibilities—in arms control, peace, and 
security. I have no hesitation recommending it to all those interested in these vital topics.’

—Angela Kane

United Nations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Disarmament Affairs

 ‘The Small Arms Survey 2014 offers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how and why armed violence 
continues to plague the lives of many women and girls around the world—along with some 
of the options we have for building a safer future.’

—Zainab Hawa Bangura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 on Sexual Violence in Conflict

About the Small Arms Survey 2014
The Small Arms Survey 2014 considers the multiple roles of women in the context of 
armed violence, security, and the small arms agenda. The volume’s thematic section com-
prises one chapte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with a focus on post-conflict 
Liberia and Nepal—and another on the recent convergence of the small arms agenda with 
that of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Complementing these chapters are illustrated testimo-
nies of women with experience as soldiers, rebels, and security personnel. The ‘weapons 
and markets’ section assesses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he Arms Trade Treaty, presents the 
2014 Transparency Barometer and an update on the authorized small arms trade, and 
analyses recent ammunition explosions in the Republic of the Congo. In addition, it exam-
ines ammunition circulating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maps the sources of insurgent 
weapons in Sudan and South Sudan, and evaluates crime gun record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apters are:

 • In War and Peac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 Converging Agendas: Women, Peace, Security, and Small Arms 
 • Women behind the Gun: Aiming for Equality and Recognition
 • Breaking New Ground? The Arms Trade Treaty 
 • Trade Update: Transfers, Retransfers, and the ATT
 • Countdown to Catastrophe: The Mpila Ammunition Depot Explosions
 • Across Conflict Zones: Ammunition Profiling 
 • Signs of Supply: Weapons Tracing in Sudan and South Sudan 
 • On the Record: Illicit Weap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the project
The Small Arms Survey is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project located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in Geneva, Switzerland. It serves as the prin-
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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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
nomics, development studies, sociology, and criminology and collaborates with a network 
of partners in more than 50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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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器贸易条约》引入了常规武器国际转让的新标准，对现存的法律框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这些成就和现行的小武器控制

相比，仍不足称道。

•	 《武器贸易条约》适用于出口国和非出口国。非出口国已经并将继续参与条约相关的武器转让决定，并参与制定全球规范以遏

制不负责任的武器转让。

•	 《武器贸易条约》的进程提高了全球对此问题的关注和审慎态度，未来无疑仍将如此。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改变各国的行为。

•	 虽然《武器贸易条约》没有专门提及无授权再转让，但其它文件和好的实践指南已指出了相关办法。然而，指南无法覆盖可疑

的或已被查出的无授权再转让问题。

授权小武器转让

•	 根据可获取海关的数据，2011年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顶级出口国（年出口规模至少是1亿美元）依次为（从高到低）美国、意大

利、德国、巴西、奥地利、瑞士、以色列、俄联邦、韩国、比利时、中国、土耳其、西班牙和捷克共和国。

•	 根据可获取海关的数据，2011年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顶级进口国（年进口规模至少是1亿美元）依次为（从高到低）美国、加拿

大、德国、澳大利亚、泰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

•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统计（UN Comtrade），从2001年到2011年，全球小武器和轻武器的贸易规模几乎翻了一番。小

武器和弹药类别增长最快（增长205%，增加9.59亿美元）。

小武器贸易的透明度

•	 《2014年小武器贸易透明度晴雨表》将瑞士、德国、塞尔维亚和英国列为主要出口国中最为透明的国家；而伊朗、朝鲜、沙特阿

拉伯和阿联酋则是最不透明的国家。

•	 和去年相比，总体的透明度有所提高，更多国家的透明度提高或得到保持。但是晴雨表也显示超过半数的被审议国家没有提供

任何许可证通过或被拒绝的信息，而这类信息对透明度相当重要。

•	 《武器贸易条约》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增加小武器转让的透明度。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武器贸易条约》的报告不仅需要来自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的信息，也需要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和国别武器出口报告的数据。

姆皮拉弹药库爆炸

•	 2012年3月4日，刚果共和国（Roc）布拉柴维尔姆皮拉地区的几所军事营地被连环爆炸摧毁，造成至少300人死亡、2500人受伤

和120000人流离失所。	

•	 根据熟悉此次事件的弹药技术人员和爆炸物处理专家所提供的信息，弹药库存管理不善是造成姆皮拉弹药库爆炸的根本原因。

•	 摧毁的弹药类型包括各种烟火剂、小武器弹药、榴弹、地雷、大口径子弹、导弹、航弹，这些弹药杂乱堆放在姆皮拉极易发生

爆炸的仓库中。

•	 平民在此类爆炸物大量堆放的地点附近无序定居，一旦发生爆炸就会有更高的危险。

•	 对于总体损失情况的部分估计（主要是对私营部门的直接物质损失）超过了3360亿中非金融合作法郎（6.72亿美元）。

•	 撰写此调查时，爆炸后的武器库存管理进展缓慢，刚果共和国的当局无意参与、援助国疲乏不堪、潜在赞助国疑虑重重。

冲突区的弹药追溯

•	 分析了7个国家和地区（科特迪瓦、利比亚、索马里、索马里兰、南苏丹、苏丹和叙利亚）2010年以来的小口径弹药统计文件，

发现这些弹药产自39个不同的国家。

•	 弹药样本中，中国和前苏联（现在组成俄联邦的领土）的生产工厂占了最大的份额，两者相加高达37%。苏丹和伊朗产的子弹广

泛流转也值得注意。

•	 超过四分之三的弹药样本是东欧集团口径的弹药，半数以上生产于冷战时期——凸显了旧弹药在武装冲突中的作用，并强调了削

减过剩库存的重要性。

•	 几个国家出现了新制造的弹药，说明弹药可以快速转移或再转让至武装冲突地区。

•	 除了一个被审议的国家或地区外，几乎所有被审议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多种类型的无标记的子弹，对监管武器提出了新的要

求。某些包装的印记指向埃塞俄比亚为弹药生产国，但在其它情况下很难确定出生产国。



 5

苏丹和南苏丹的武器追溯

•	 苏丹和南苏丹的非国家武装组织有各种类型和数量的武器与弹药，包括内战时期的武器和新的中国和苏丹产武器和弹药。

•	 调查人员在苏丹和南苏丹的非国家武装组织中记录到大量新的（2000年以后）苏丹产小口径和中口径弹药。

•	 苏丹政府的武器库是苏丹和南苏丹各派别非国家武装组织的主要武器来源，有些是有意提供武器装备、有些是缴获的战利品。

•	 调查显示南苏丹武装组织拥有越来越多的被抹去工厂记号（包括序列号）的武器。这么做是为了给辨识和追溯制造困难。

•	 通过回应调查者的信息请求，出口国显示出了在追溯冲突区武器和弹药来源方面的合作意愿。

美国的非法武器

•	 从美国8个城镇的重罪犯、毒贩和黑帮手中缴获的枪支中，超过四分之三（77%）是手枪。

•	 缴获的手枪中，至少70%是各种制式、型号和口径的半自动手枪。半自动手枪是所研究的城镇中最常见的被回收枪械。

•	 美国手枪和长枪的收缴率与墨西哥相反。在墨西哥进行的第二阶段调查中，大约72%的被收缴武器是长枪。

•	 步枪只占被收缴枪械的一小部分：不到12%，其中不到半数为半自动型号，包括常说的“冲锋枪”。这一点尤为值得注意，因

为美国平民的步枪保有量很高，而且经常可以从墨西哥的犯罪分子手中收缴到步枪。

•	 虽然禁止从中国进口枪械，但是收缴的半自动步枪中有数量可观的中国产步枪 。

更多详细信息，请联系：

小武器问题调查，瑞士日内瓦布朗大街47号，邮编：1202

电话：+41 22 908 5777 •传真：+41 22 732 2738 •电子邮件： sas@smallarmssurvey.org •网址：www.smallarmssurvey.org

出版日期：2014年6月 •	平装本：ISBN 978-1-107-66177-6 •	精装本： ISBN 978-1-107-04197-4

本书的纸质版和电子版可通过www.cambridge.org和包括www.amazon.com在内的网上书店购买。如有需要，我们可以

为您提供赠阅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