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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Chair, Global Commission on Drug Policy
President of Brazil, 1995–2002

About the Small Arms Survey 2012
The Small Arms Survey 2012 seeks to increase our scrutiny of what is changing, and not
changing, in relation to armed violence and small arms proliferation. Chapters on firearm
homicide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drug violence in selected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nd non-lethal violence worldwide illustrate that security is a moving target;
armed violence, both lethal and non-lethal, continues to undermine the security and wellbeing of people and societ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goal of curbing small arms proliferation, embodied in the UN Programme of Action, appears similarly elusive. Chapters on
illicit small arms in war zones, trade transparency, Somali piracy, and the 2011 UN Meeting
of Governmental Experts highlight some of the successes, but also the continuing challenges, in this area. Country studies on Kazakhstan and Somaliland, along with the final
instalment of the authorized transfers project, round out the 2012 edition. The chapters are:
•
•
•
•
•
•
•
•
•
•
•

A Fatal Relationship: Guns and Death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hen Business Gets Bloody: State Policy and Drug Violence
A Matter of Survival: Non-lethal Firearm Violence
Blue Skies and Dark Clouds: Kazakhstan and Small Arms
Between State and Non-state: Somaliland’s Emerging Security Order
Troubled Waters: Somali Piracy (Photo Essay)
Escalation at Sea: Somali Piracy and Private Security Companies
Precedent in the Making: The UN Meeting of Governmental Experts
Piece by Piece: Authorized Transfers of Parts and Accessories
Point by Point: Trends in Transparency
Surveying the Battlefield: Illicit Arms in Afghanistan, Iraq, and Som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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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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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work
of partners in more than 50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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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arms survey 2012

—Ban Ki-moon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Small Arms Survey 2012 presents valuable new perspectives, drawn from empirical
research, on state efforts to contain drug-related violence in Latin America. While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it suggests that emerging strategies focusing on violence reduction—
rather than on the complete eradication of illicit drug activity—may hold promise for
improving security in communities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of ‘drug wars’.’

《2012年小武器问题调查》力图详细审查与武装暴力和小武器扩散有关的情况变化以及未
small arms survey
发生改变的情况。有关章节对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用枪支杀人的案件、在拉美某些地区的毒品
暴力以及全世界范围的非杀伤性暴力的论述表明，安全问题是个活动目标。不论是杀伤性还是
非杀伤性的武装暴力均在不断损害世界安全以及全世界人民的福祉和社会秩序。本调查对于纳
入联合国行动纲领的遏制小武器扩散的目标似乎同样难以具体表述。有关战争地区的非法小武
器、贸易透明度、索马里海盗以及2011年联合国政府专家会议的章节彰显了在这方面取得的某
些成功，但同时也道出了在这方面仍然存在的挑战。2012年版的最后部分对哈萨克斯坦和索马
里兰为代表的国家个案调研和最后一期被批准的转让项目做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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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ject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Geneva

moving targets
‘Like previous editions, the Small Arms Survey 2012: Moving Targets provides original
research and analysis that can improve policy-making. It can als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easurable goals for small arms control. I commend the Small Arms Survey
2012 as an authoritative volume to Member States and all stakeholders committed to reducing the devastating toll that small arms inflict on individuals, communities, and entire
countries and regions.’

2012

moving targets

《2012年小武器问题调查》乃是一项一年一度的工作，每年出版一次，由常驻瑞士日内瓦的一个研究人员团队
和遍及全世界的由各地研究人员组成的网络负责编写和出版。决策人员、外交官和非政府组织对其极为珍视，把它
视为对与小武器有关的问题以及减少武装暴力战略进行专题分析的重要资源。
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是这样称赞2012年调查报告的：

“犹如往年的版本，《2012年小武器问题调查：活动目标》为我们提供了可以用来改善决策的有独到见解的
研究和分析。同时它也为确立管控小武器的适当目标作出了贡献。我愿把《2012年小武器问题调查》作为权
威性范本推荐给各成员国以及所有致力于减少为个人、社区、乃至整个国家和地区带来生命危险和灾难性毁
灭的小武器的利益相关者。

主要研究成果
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武装暴力

•
•

•
•

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23个国家中，有21个国家的数据被重新审查过，结果发现该地区枪杀事件的比例要高于全球的平
均数（百分之四十二）。其中两个例外的国家是古巴和苏里南。
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牙买加和委内瑞拉从1995年到2010年经历了枪杀案件比例上升阶段，所有上述国家均
深受极高枪杀率的困扰（每10万人中有超过30人被枪杀）。此外还有巴西、哥伦比亚、巴拿马和波多黎各也显示了很高的
枪杀案比例（大于百分之七十）。
相比之下，阿根廷、智利、古巴、秘鲁、苏里南和乌拉圭报告的凶杀案例较低（小于万分之一），显示出从1995年到2010年
之间呈现出改善和稳定的趋势，枪杀案的比例低于百分之六十。
犹如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各国的凶杀案与枪杀案之间呈正比，即高凶杀率常常伴随有高枪杀率。

毒品暴力

•

•
•

墨西哥实施的地毯式镇压逮捕了一些人，捣毁了一些犯罪集团。然而，自从卡尔德隆总统由2006年底开始动用墨西哥军
队打击贩毒活动以来，在贩毒集团之间以及在贩毒集团和国家之间的暴力活动却显示出急剧增加并且仍在继续的趋
势。
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在中美洲，尤其是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找到了立足之地，其部分原因是躲避墨西哥的镇压行动，但
也扰乱了当地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关系并威胁挫败薄弱的警察和军队。
在里约热内卢，国家从以监狱为基地的贩毒辛迪加手中夺回、并又重新掌控了超过20 个贫民窟区，包括该市内若干最
大的区。这些辛迪加似乎正在从武装控制和对抗的战略转变为非暴力、低水平交易的战略。不过，这一有计划有步骤
的“安抚”举措是否会带来持久性武装暴力的减少，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非致命枪支暴力

•
•
•

全世界至少有200万人 — 有可能比此数字多得多 — 身上有在过去10年中的非冲突性事件中所受的枪伤。他们所受的
伤由于需要接受治疗、康复或因此失去劳动力而直接或间接造成了相当可观的花费。
现有的资料表明，在武装暴力的总体水平较低的国家，受到枪击者幸存下来的几率要高。
受到枪击后是否会造成严重残疾或死亡取决于很多因素，主要有枪支的种类、弹药的射速、枪支的口径以及是否具备医
疗条件和医疗质量。

分。该国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对小武器和轻武器认真做了一份国家报告的国家。
获准的转让

•
•
•

个案研究：哈萨克斯坦

•
•
•
•

据估计，2010年哈萨克斯坦的平民大约拥有19万到22.5万枝各类枪支，其人均拥有数要低于国际水平。而在拥有枪支的
平民中，年轻人和城市人口的比例要高，其原因似乎是因为他们认为需要以此来防止受到罪犯的伤害。
尽管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该国枪杀案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大约超过十万分之八。近年来，
使用小武器犯枪杀罪或实施抢劫的比例有所上升，不过仍然低于其它地区的比例。
自2010年以来，哈萨克斯坦总体较正面的安全形势已被乌云所笼罩，该国最近发生的武装暴力事件也均带有恐怖主义、
民族纠纷和政治意味。
哈萨克斯坦发生的弹药储藏地意外爆炸事件不成比例的多，已知的是，自2001年以来总共发生了六起这种重大事件。

•

国际上每年获准转让的小武器、轻武器、零件、附件以及弹药估计至少有85亿美元之多。
国际上每年获准转让的小武器和轻武器零件估计至少价值14.28亿美元，其中1.46亿美元的交易在现有的公开资料中是
找不到的。
军用枪支和轻武器的零件的交易主要由武器生产国经手。世界上56个军用枪支和轻武器生产国出口的零配件按价值计
算占97%，而117个被认为不具备武器生产能力的国家进口的零配件只占3%。
国际上获准的武器瞄准具交易估计价值超过3.5亿美元。现有的资料显示，瞄准具交易在小武器和轻武器零配件贸易中
占大部分。不过，由于资料残缺不全，所以很难做出权威性的评估。

主要出口国和进口国

•
•

根据现有的海关资料，2009年小武器和轻武器的主要出口国（只计算每年至少出口价值一亿美元的国家）依次为：美
国、意大利、德国、巴西、奥地利、日本、瑞士、俄国、法国、韩国、比利时和西班牙。
根据现有的海关资料，2009年小武器和轻武器的主要进口国（只计算每年至少进口价值一亿美元的国家）依次为：美
国、英国、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和法国。

个案研究：索马里兰

•
•
•
•

虽然该国个人的枪支（包括军用枪支）拥有率很高，但其总体安全形势已经得到改善。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以来，重大武装冲突的解决以及国家安全形势的相应改善有助于遏制索马里兰中、西部地区
的大规模武装暴力，并促进了在这片土地上警察队伍的建立。
在地方，在索马里兰警察当局的指导下工作的居民点观察小组正在改善诸如哈尔格萨和布劳地区的治安条件。
在索马里兰，以家族纠纷为主要形式的暴力仍是人身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这些问题的解决仍然有赖于所有相关家
族团体融入社会的进展情况。

阿富汗、伊拉克和索马里国内的非法武器问题

•
•
•
•

阿富汗、伊拉克和索马里国内大部分非法小武器似乎属于卡拉什尼科夫式突击步枪。其他种类的小武器相对罕见。
考察过的大多数非法轻武器及其弹药似乎都是苏联和中国设计的、几十年前装备部队的武器。
资料显示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武装团体获取技术先进的或最新式轻武器的机会微乎其微。
近期获取的有关在伊拉克缴获武器的资料显示，缴获的大多数伊朗制造的武器相当大一部分是近年来制造的。

如想了解更多情况，请与下列单位联系：
索马里海盗和个人安全

•
•
•
•

2011年，索马里海盗实施的攻击数量仍居高不下并呈增加趋势，但是与2010年相比，其成功率有所下降，因此真正被劫
持的船只和人员减少了。
在实施攻击的过程中和在扣押人质期间，海盗团体愈来愈倾向于诉诸致命的暴力和虐待人质行为。
索马里海盗继续主要使用突击步枪、轻机枪和火箭筒。
由于缺少统一的规定，因此私营安保公司没有标准的成套武器装备，使用武力的规则也大相径庭。有些国家只允许海上
私营安保公司拥有半自动武器。实际情况是，私营安保公司使用各种武器，包括狙击步枪、多用途机枪、轻机枪、全自动
突击步枪、手动步枪、猎枪和手枪。

联合国对小武器采取的举措

•
•
•
•

联合国政府专家会议提出的一项主要建议是建立一个技术委员会，负责草拟评定新制造和设计武器的等级的建议。
尽管联合国政府专家会议对这个议题进行了讨论，对于评定轻武器和小武器等级的问题仍待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进一
步探讨。
联合国政府专家会议的代表强调指出了在将书面文件的存档系统改变成电子形式方面所存在的挑战，其中包括缺少合
格的人员和软件问题。
与会者提出在查找枪支需求者方面缺少资料，加上对武器和武器等级的识别不准确，构成了跟踪失败的主要原因。在
其他国家生产的武器常常因生产厂商或国家身份有误而无法确定其出处。

透明度

•
•
•
•

2012年版本的《小武器贸易透明度晴雨表》确认瑞士、英国和罗马尼亚是世界上轻武器和小武器主要出口国中最为透明
的国家。
2012年的《晴雨表》确认伊朗、朝鲜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为最不透明的主要武器出口国。它们的计分为零。
国家在小武器和轻武器转让的透明度方面从2001年至2010年提高了40多个百分点，然而，各国加起来的平均计分仍然不
到现有最好计分的一半。
瑞士在过去十年中，取得了最高的透明度计分，因其报告了2007年至2010年在这方面的情况而获得了21 分，而满分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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