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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2 月 5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

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了黑山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提交的报告

（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米里亚娜·姆拉迪内奥（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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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8 年 1 月 29 日黑山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的 
普通照会 

 黑山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致意，谨随函转递黑山政府

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第一次报告（见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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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黑山第一次报告关于制止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执行情况 

 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6段吁请会员国向安全理事会

委员会报告为执行该决议而采取的步骤。黑山提出报告如下。 

 黑山当局知道，在当今世界中，处理安全威胁必须基于新的理由，而且应系

统地处理安全问题，同时寻找解决这些现象根源的长期办法。恐怖主义与罪行之

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明显，因而综合办法成为保证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恐怖主

义其实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政治暴力，也是 恶劣形式的国家和国际有组织犯罪。

考虑到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不同形式、构架和原因，黑山战略文件将所有这些活

动分为防御措施（预防）、镇压措施和打击活动－反恐怖主义行动和危机管理（消

除后果）。预防行动被视为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关键因素。 

 黑山是小国，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从人口上看均如此，但黑山具有十分重要

的地缘政治位置。黑山是过渡国家，这有碍其经济发展，但黑山正尽全力促进区

域和全球整体安全。因此，黑山一直进行民主、经济、政治和体制改革，这是实

现预期进展的必要前提。 

 黑山于 2006 年 5 月获得独立。此后，黑山当局通过了下列战略文件：《打击

腐败和有组织犯罪方案》、《实施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方案行动计划》、《边界综

合管理战略》和《黑山国家安全战略》。 后一份文件确定了黑山国家安全系统

的发展和运作，表明黑山对加入区域和全球安全体系的承诺。《战略》涉及国家

利益、安全目标、安全危险和挑战及黑山国应对这些危险和挑战的措施以及国家

安全系统的构架。《战略》为彻底改革国家安全部门和立法调整以及进一步发展

国家安全系统奠定了政治和法律基础。《战略》是确定黑山安全概念的基本文件。

国家安全系统的要素包括参与规划、组织、协调和执行安全系统内各项措施和活

动的国家当局和机构，如下：黑山总统、黑山议会、黑山政府、国家安全理事会、

司法部、外交部、国防部、内政部、国家安全机构、法官和国家检察官、海关、

安全部队和国土安全局。 

 《黑山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战略》是与欧安组织和欧洲委员会合作编写

的。现已执行新的现代法律：《刑事诉讼法》、《刑法》和《国家检察官法》。这些

法律引进特别调查技能和方法，以提供更有效、更高质量的刑事重罪证据，并起

诉同谋证人。国家检察院设立了打击有组织犯罪股，由特别检察官进行管理。考

虑到有组织犯罪中存在外来因素，特别检察官与本区域其他检察官和广大社区成

功进行合作。黑山国家检察官是东南欧检察官咨询小组成员，该小组确定每个国

家的具体活动，并在 高级别进行合作。黑山国家检察官已经签署许多双边合作

协定，这些协定已经充分显示出它们的实质和效果。此外，还必须通过《证人保

护法》和《武器法》，其中制定限制性措施和严惩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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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和合作打击犯罪领域中的国际法律文书，黑山已经向下列

公约交存继承文书： 

 - 联合国秘书长是指定保存人的公约： 

1.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2.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3.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

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 

4.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 

5.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6.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7.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签署继承； 

 - 国际海事组织是指定保存机构的公约： 

1.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1988 年）； 

2. 《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1988 年）； 

 - 各国是指定保存国的公约： 

1. 1970 年 12 月 16 日在海牙签署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2. 1988 年 2 月 24 日在蒙特利尔签署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

法行为的公约》的《关于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

力行为的议定书》。 

3. 1970 年 9 月 23 日在蒙特利尔签署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

法行为的公约》。
1
 

 黑山承担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与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联盟之间签署的协定

所产生的义务。黑山承担下列协定产生的义务： 

1. 与希腊共和国签署的合作协定，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非法贩运毒品和

精神药物、恐怖主义和其他严重的犯罪活动； 

2. 与保加利亚共和国签署的合作协定，共同制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物、国际恐怖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犯罪活动； 
__________________ 

 
1
 这三项国际文书的保存国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黑山

将其继承文书交由联合王国政府保存，此后，该国外交部通知黑山外交部，其他成员和保存国

希望了解此项法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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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克罗地亚共和国签署的合作协定，共同制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物、国际恐怖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国际犯罪活动； 

4. 与意大利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除其他外，设

想协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5. 与奥地利共和国签署的警察合作协定。 

 黑山还接受并履行 2002 年 7 月 10 日《柏林宣言》产生的义务，并就国际刑

警组织涉及有关个人的红色通告、蓝色通告和其他正式行动开展必要活动，有理

由怀疑这些人煽动、参加或犯下恐怖活动。 

 黑山《刑法》载有制裁恐怖主义的措施，其中确认下列犯罪行为：恐怖主义、

国际恐怖主义、劫持人质和资助恐怖主义。因此，黑山刑法符合《欧洲制止恐怖

主义公约》和《联合国制止恐怖主义公约》。为了防止可疑的金融交易，黑山通

过了《防止洗钱法》，以及执行该法所需的相关准法律行为。此外，还设立了防

洗钱管理局，它是行政管理类型的金融情报机构。随着与警察管理局、海关管理

局、税务管理局、黑山中央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基层法院签署合作协定，防

洗钱管理局的地位更加详细和正规。此外，支持开展必要的国际合作，与本区域

金融情报机构签署合作协定，详细说明本区域和广大地区金融情报机构交流情况

的方法。防洗钱管理局的努力和工作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管理局已正式成为埃格

蒙特集团成员，该集团是金融情报机构国际联盟。管理局代表参加埃格蒙特集团

所有工作组的工作，包括以简化、安全的方式交流信息；推动交流打击洗钱和资助

恐怖主义方面的 新成就和做法。防洗钱管理局在工作中遵照执行欧盟指示中提出

的标准及欧洲委员会和经合组织的建议。关于交流信息，警察管理局已加入国际刑

警组织，这是有效、有系统地打击有组织犯罪并消除其影响的另一关键要素。 

 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 迫切问题是成功保护边界、监察人员和货物

跨越陆地和海上边界流动情况以及旅行证件现代化和计算机与情报挂钩，以期在

此领域交流信息。这导致提出所谓的“机警边界”概念，使人员和货物能够自由、

迅速流动，但同时加强安全措施，采用共同区域计算机系统中储存的护照和签证

生物鉴别指标。这将创造条件，制止跨界犯罪和恐怖主义。黑山当局了解这些实

际解决办法的重要性，已经开始制定必要的法律／技术办法，用于根据生物鉴别

技术制作的证件。预期这一项目在 2008 年 3 月之前完成。 

 2003 年底，黑山警察部队接替塞尔维亚和黑山部队负责黑山边界安全。在国

际社会继续提供援助和支持下，黑山成功执行这项任务的能力不断提高，特别是

通过与所有周边国家的有关边界管理局进行合作。 终目标是建立边界综合管理

系统。因此，黑山出席了 2007 年 10 月在萨拉热窝举行的禁止化学武器国家当局

代表区域会议。会上，讨论了化学物质进出口制度和管制领域的经验交流，以及

是否有可能共同确定化学物质过境的过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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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际操作上，刑警内设立打击有组织犯罪部，内政部内设立反恐特别股，

已正式运作。此外，还设立打击毒品和走私中心。关于同国际社会一道打击有组

织犯罪，警察局已签署许多协定，并与对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特别是邻国和本

区域的对应机构。警察局积极参加所有国际和区域项目和会议，旨在加强区域内

和欧洲各国的警察合作，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罪行。现已在下列方面采取了进一

步重要措施：重组国家安全机构，使之成为情报机构；将前军事安全处改为防卫

安全部，负责通信和密码保护；成立黑山外交部信息安全与技术支持部。 

  黑山立法措施 

  《黑山宪法》 

  第 55 条 违禁活动 

 禁止政治组织、工会和其它组织进行旨在暴力推翻宪法秩序、侵犯黑山领土

完整、侵犯有保证的自由和权利或鼓动和煽动民族、种族、宗教和其他仇恨或不

容忍的活动。禁止建立秘密（地下）组织和准军事集团。 

  《黑山刑法》 

  第 365 条 犯罪行为－恐怖主义 

 “凡意图危及黑山宪法秩序和安全……造成爆炸或起火或采取其他危险措

施或绑架人质，或犯下其他暴行，或威胁采取危险行动或威胁使用核化、细菌

或其他危险物质因而使公民产生恐惧或不安全感的，应被处以 3 年至 15 年监

禁”。 

  第 373 条 准备采取行动破坏黑山宪法程序和安全 

 “(1) 凡准备实施第 365 条所述犯罪行为的……应被处以 1 年至 5 年监禁。 

 (2) 凡向黑山境内指派个人或武器、爆炸物、毒药、设备、弹药或其他物资

以实施本章所述一项或多项犯罪行为的，应被处以 2 年至 10 年监禁。 

 (3) 本条第 1 款所指的筹备活动包括获取或提供实施犯罪行为的可用手段；

为实施犯罪行为消除障碍；与实施犯罪行为或进行其他活动以便为立即实施犯罪

行为创造条件的其他方面进行安排、规划或组织。” 

  第 447 条 犯罪行为－国际恐怖主义 

 “(1) 凡为了对外国或组织造成伤害而绑架个人或采取其他暴力行为，造成

爆炸或起火或采取其他危险行动，或威胁使用核化、细菌或其他类似手段的，应

被处以 3 至 15 年的监禁。 

 (2) 如果本条第 1 款所述罪行导致一人或多人死亡，罪犯应被处以 5 至 15

年的监禁。 



 S/2008/76

 

708-23112 (C) 

 

 (3) 如果实施本条第 1 款所述罪行时，罪犯蓄意杀人，则应被处以至少 10

年监禁或 30 年监禁。” 

  第 448 条 犯罪行为－资助恐怖主义 

 “(1) 凡绑架或威胁杀害人质，伤害或一直扣押人质，意图迫使一国或国际

组织做或不做某事的，应被处以 2年至 10 年监禁。 

 (2) 如果本条第 1 款所指罪犯虽未达到绑架目的但自愿释放人质，则可被减

刑。 

 (3) 如果本条第 1 款所指罪行导致人质死亡，罪犯应被处以 3 年至 15 年监

禁。 

 (4) 如果在实施本条第 1 款所指罪行期间，罪犯蓄意杀害人质，则应被处以

至少 10 年监禁或 30 年监禁。” 

  第 449 条 犯罪行为－资助恐怖主义 

 “(1) 凡为资助《刑法》第 447 条至 448 条所述刑事罪而提供或筹集资金的，

应被处以 1至 10 年监禁。 

 (2) 应没收本条第 1 款所述资金。” 

  黑山刑事诉讼法 

  第 81 条－根据法院命令没收物品 

 “(1) 根据《刑法》，应暂时没收那些必须没收或可用作刑事诉讼证据的物

品，并将其送交法院保管，或以其他方式予以妥善保管。 

 (2) 凡拥有此类物品的，必须根据法院命令交出这些物品。凡拒绝交出物品

的，可被罚款不超过 200 欧元；如果仍然拒绝，可被监禁。监禁应持续到交出物

品或刑事诉讼结束，但不得超过两个月。此程序还将适用于履行公务者或国家机

构、企业或其他法律实体的负责人。 

 (3) 本条第1款和第2款的规定应适用于自动或电子数据处理装置保存的数

据和保存此类数据的媒体，一俟法院下令，就必须以易读、易懂的形式交出这些

数据。法院和其他机关应遵守关于某些数据保密的规定。 

 (4) 暂时没收规定不涉及： 

(1) 国家机构公文和其他文件，公布这些公文和文件有悖工作、国家和

军事保密义务，除非主管机构另作决定； 

(2) 被告给其辩护律师或《刑事诉讼法》第 97 条第 1 款第 1 项至第 3

项所述人员的信，除非被告自愿决定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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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刑事诉讼法》第 96 条第 3 项所述人员拥有和编制的录制品、登

记摘录和类似文件，其内容涉及这些人员在履行公务时从被告获取

的事实，如果予以公布，则违反工作保密的义务。 

 (5) 如果有理由怀疑辩护律师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97 条第 1 款豁免作

证义务的人员协助被告犯下刑事罪，或在犯下刑事罪后帮助被告，或因隐瞒而成

为共犯，则本条第 4 款第 2 项中的规定不应适用他们。  

 (6) 全体陪审员（第 24 条第 6 款）应就针对罚款或监禁裁决提出的上诉作

出决定。针对监禁提出的上诉不应阻碍执行判决。 

 (7) 警察当局在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30 条和第 246 条的规定执行公务或

执行司法令状时，可没收本条第 1款所述物品。 

 (8) 没收物品时，应说明发现物品的地点并对物品作出描述，必要时应以某

种方式说明物品的特点。应为没收物品开具收据。 

  第 523 条 暂时没收物品和财产收益 

 (1) 如果有理由怀疑或合理怀疑已经犯下有组织犯罪的刑事罪，法院可不考

虑《刑事诉讼法》第 81 条至 87 条和第 538 条至 545 条规定的条件，下令暂时没

收物品和财产收益。 

 (2) 除非本章另作规定，在暂时没收《刑事诉讼法》第 1 条所述物品和财产

收益时，应相应遵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防止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法 

 黑山根据该法采取多项措施和行动，以其查明并防止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 

  第 3 条 构想 

 在接收、交换、保存、使用或以其他方式处理金钱或其他财产（下称：交易）

的所有业务和交易中，根据本法和有关附属条例要求进行的其他交易，以及在有

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嫌疑的任何业务交易中，应采取措施，查明并防止洗钱和资

助恐怖主义。有义务采取这些措施的单位如下：(1) 银行和金融机构；(2) 进行

支付交易的组织；(3) 邮局；(4) 投资基金、养恤基金和资本市场其他参与人；

(5) 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交易媒介；(6) 保险公司；(7) 人道主义组织、非政府组

织和其他非营利组织；(8) 赌场和其他赌博经营者；(9) 交易所；(10) 当铺；

(11) 参与以下贸易或业务的商业组织、企业家和自然人： 

- 债权买卖， 

- 代理， 

- 管理第三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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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放和经营提款卡和信用卡， 

- 租赁， 

- 旅游组织， 

- 房地产贸易， 

- 保管， 

- 贵重金属和宝石及其产品的贸易， 

- 提供担保和其他保证， 

- 贷记和信用机构， 

- 贷款和贷款谈判中介， 

- 销售保单中介， 

- 组织和进行拍卖， 

- 艺术品贸易， 

- 销售汽车， 

- 销售船只， 

- 与使用货币或其他财产的类似贸易有关的其他活动。 

 目前正在起草临时和永久没收财产的行政管理法，该法将与《联合国反腐败

公约》及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联盟的有关文件相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