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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预防犯罪大会 
65周年

从事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工作的决策者和从业人员

每五年一次齐聚联合国预防犯罪大会，帮助制定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议程和标准。京都预

防犯罪大会原定于2020年举行，但因COVID-19疫

情推迟到2021年，这次大会将为国际社会提供一次

不可多得的机会，开展全面的摸底工作，以期制定

前进路线，使刑事司法系统及其组成机构能够作为

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各项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发挥作用。

联合国预防犯罪大会是全世界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规模最大、最多样化的政府、

民间社会、学术界和专家的聚会。65年来，预防犯罪大会对刑事司法政策产生了

影响，并为应对跨国有组织犯罪这一全球威胁加强了国际合作。

每五年举行一次犯罪控制事项国际会议的做法可以追溯到1872年，当时的会议是

在国际监狱委员会主持下举行的，该委员会后来成为国际刑罚和感化委员会。

第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大会于1955年在日内瓦举行。

六十五年后，这一传统延续下来，由日本政府在京都主办第十四届联合国预防犯罪

大会。第十四届预防犯罪大会的主题是“推进预防犯罪、刑事司法和法治：努力

实现《2030年议程》”。



第一届联合国 
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955年8月22日至9月3日
瑞士日内瓦

第一届预防犯罪大会 
通过了《囚犯待遇 

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第一届预防犯罪大会结束时通过了《囚犯

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其中涵盖机构

的一般管理，适用于审前羁押或定罪和判

刑后的所有类型的囚犯，无论是刑事还是

民事囚犯，包括法官下令对其采取“安全

措施”或纠正措施的囚犯。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自制定和

通过以来，对全世界囚犯

的待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

影响。今天，它仍然是许

多相关人权组织、政府间

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确定囚

犯待遇时所依据的标准。

参加首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大会的有

50多个国家政府和500多名与会者。

这次活动的主要焦点是青少年罪犯和

囚犯的待遇，因为战后欧洲青少年

罪犯和囚犯的数量急剧增加。

预防犯罪大会的议题

• “开放”的惩教机构

• 监狱人员的选拔和培训

• 正确使用监狱劳力

• 大众传媒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影响

预防犯罪大会就以下方面提出了建议：

通过社区、家庭、学校和社会服务预

防青少年犯罪，以及监狱人员的选拔

和培训。

51个国家政府 +++ 43个非政府组织 +++ 512名与会者



68个国家政府 +++ 50个非政府组织 +++ 1,046名与会者

第二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960年8月8日至19日
英国伦敦

第二届预防犯罪大会 
建议为少年司法提供 

特别警察服务

之间就预防少年犯罪的措施开展尽可能

最大程度的合作。

设立区域网络

为使发展中区域更密切地参与联合国犯

罪问题方案，第二届预防犯罪大会启动了

创建区域犯罪研究所的工作。

有一千多名与会者聚集在伦敦参加

1960年的预防犯罪大会，会议的重点

是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变革所

产生的犯罪，包括少年犯罪。1959年

通过《儿童权利宣言》后，预防犯罪

大会集中讨论了新形式的青少年犯罪

来源、预防和处理。

预防犯罪大会就以下方面提出了建议：

• 短期监禁

• 监狱劳力与国民经济的结合

• 囚犯的报酬

• 释放前对受囚犯扶养人的待遇和
援助

• 假释和获释囚犯向社区生活的过渡

• 出狱后关怀，包括职业指导、培训
和安置

• 国家规划在预防犯罪中的作用

预防少年犯罪特别警察服务

第二届预防犯罪大会就预防少年犯罪

的特别警察服务提出了建议，特别

强调在警察、国家各专门机构和公众

第二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960年8月8日至19日
英国伦敦



第三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965年8月9日至18日
瑞典斯德哥尔摩

第三届预防犯罪大会 
分析了犯罪与社会变革 

之间的关系

斯德哥尔摩大会的主题是“预防犯罪”，

会上开始关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

的技术援助，强调预防犯罪需要犯罪学

研究。

预防犯罪大会的主题集中于：

• 社会变革与犯罪

• 社会力量与预防犯罪

• 预防犯罪的社区行动

• 针对少年和青年的特殊预防和
对待措施

• 减少累犯的措施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 

预防犯罪大会认识到，应在犯罪领域

开展研究和培训，包括发起区域举措

和区域间举措。作为第三届预防犯罪

大会行动的后续行动，联合国社会防卫

研究所于1968年在罗马成立。1989年，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承认联合国社

会防卫研究所扩大成为联合国区域间

犯罪和司法研究所。

74个国家政府 +++ 39个非政府组织 +++ 1,083名与会者

第三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965年8月9日至18日
瑞典斯德哥尔摩



79个国家政府 +++ 31个非政府组织 +++ 998名与会者

第四届预防犯罪大会要求改进预防

犯罪规划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预防犯罪大会的议题：

• 与发展规划有关的社会防卫政策

• 公众参与预防犯罪及控制犯罪和违法
行为

• 组织开展研究以促进社会防卫政策发展

• 惩教领域的发展

改进预防犯罪规划，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京都预防犯罪大会上首次通过了一项

宣言，呼吁各国政府采取有效步骤，在

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协调并深化预防

犯罪工作。

会上进一步认识到，所有形式的犯罪破坏

为实现更健康的环境和人民更美好的生活

所作的努力，从而削弱各国的精力。此外，

预防犯罪大会还首次讨论了恐怖主义和

劫持飞机问题。

京都大会的主题是“犯罪与发展”，

首次在会前举行了非洲、亚洲、欧洲、

拉丁美洲和中东各区域的筹备会议。

在此之前，很少有机会供所有区域的

专家就议程上的项目制定共同的政策

方针。

第四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970年8月17至26日
日本京都

第四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970年8月17至26日
日本京都



第五届预防犯罪大会核准了 
《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

1975年预防犯罪大会回到日内瓦举行。

讨论首次集中于犯罪行为的新形式和新

方面，包括作为一种行业的有组织犯罪，

以及犯罪成本。

预防犯罪大会就以下方面提出了建议：

• 涉及艺术品及其他文化财产的罪行

• 与酗酒和滥用药物有关的犯罪行为

• 人际暴力行为

• 与躲避自然灾害和敌对行动的移徙
和逃亡有关的犯罪行为

• 女性犯罪

• 恐怖主义

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 

第五届预防犯罪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

其中建议联大通过《保护人人不受酷刑

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

或处罚宣言》，后来人权委员会将该

宣言发展成为一部公约。预防犯罪大

会还建议制订一部国际执法人员行为

守则。

第五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975年9月1日至12日
瑞士日内瓦

101个国家政府 +++ 33个非政府组织 +++ 909名与会者



102个国家政府 +++ 38个非政府组织 +++ 920名与会者

第六届预防犯罪大会的 
主题是“预防犯罪与生活质量”， 

认识到预防犯罪必须以各国的 
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情况 

为基础

《加拉加斯宣言》

会员国通过《加拉加斯宣言》强调了联合

国在鼓励国际合作和制定刑事政策领域

的规范和准则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还

呼吁会员国确保负责刑事司法系统运作

的人员具有适当资格执行其任务，并以

独立于个人或集团利益的方式执行任务。

预防犯罪大会还建议在非洲建立一个

区域研究所。

第六届预防犯罪大会要求广泛支持

和参与预防犯罪并制订替代监禁的

办法以及解决犯罪和滥用权力问题的

措施。

预防犯罪大会就以下方面通过了决议：

• 犯罪趋势和预防犯罪战略

• 改善犯罪统计

• 制定少年司法最低标准

• 制止酷刑和法外处决的措施

• 监外教养和社区措施

• 女性囚犯的具体需要

第六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980年8月25日至9月5日
委内瑞拉加拉加斯



125个国家政府 +++ 58个非政府组织 +++ 1,395名与会者

第七届预防犯罪大会在 
“为自由、正义、和平与

发展预防犯罪”的主题下

通过了《米兰行动计划》

和若干新的联合国标准

和规范

在米兰大会之前举行了区域和区域间筹备

会议，实践证明这些会议对于获得新信息并

了解正在进行的研究是十分有价值的。这些

会议对于评估执行前几届预防犯罪大会建

议的进展情况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预防犯罪大会核准了：

• 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北京规则）

• 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
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

• 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

• 关于移交外国囚犯的示范协定

《米兰行动计划》： 

《米兰行动计划》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犯罪

问题，视之为阻碍人们的政治、经济、

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令全球关心的问题。

其中重申犯罪威胁着人权、基本自由以及

和平、稳定和安全。其中还建议联合国作

为一个全球论坛，在多边合作中发挥重要

作用，特别是在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打击

恐怖主义、贩毒和有组织犯罪方面。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985年8月26日至9月6日
意大利米兰



127个国家政府 +++ 46个非政府组织 +++ 1,127名与会者

第八届预防犯罪大会

以“二十一世纪的国际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为主题，建议采取行动

打击有组织犯罪和

恐怖主义

有组织犯罪的预防和控制与反恐措施

预防犯罪大会建议研究有组织犯罪的

结构并评估现有的对策，还建议加强

国际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哈瓦那大会

还建议于1991年在巴黎举行

一次首脑会议，从而建立

一个政府间预防犯罪和刑事

司法委员会，作为联合国的

主要决策机构。

哈瓦那大会召开之时，正值人们认识到

具有国际规模的犯罪正在以令人震惊的

速度增加。

预防犯罪大会核准了以下标准：

• 犯囚犯待遇基本原则

• 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

• 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

• 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

• 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

• 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

• 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预防犯罪大会还核准了：

• 引渡示范条约

• 司法协助示范条约

• 刑事诉讼转移示范条约

• 有条件判刑或有条件释放罪犯转移
监督示范条约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990年8月27日至9月7日
古巴哈瓦那



138个国家政府 +++ 73个非政府组织 +++ 1,899名与会者

第九届预防犯罪大会 
在“寻求所有人的

安全和正义”这一

主题下重点讨论了开展

国际合作和实际技术 
援助加强法治的问题

1995年预防犯罪大会在埃及首都举行，

首次将技术讲习班作为会议程序的组成

部分。讲习班讨论了预防暴力犯罪的

战略、刑事司法电脑化、大众媒体在

预防犯罪和引渡方面的作用。

预防犯罪大会的议题

•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行动

• 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 刑事司法和警察系统

• 城市地区的预防犯罪策略

• 青年犯罪

开展国际合作和实际技术援助加强法治

预防犯罪大会高度重视联合国提供技术

合作和咨询服务以协助会员国实现在

国内和国家之间预防犯罪和更好地应

对犯罪等目标。援助建议包括在区域、

次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的培训方案、

实地研究和以行动为导向的研究。

研究所方案网络 

1995年，研究所方案网络欢迎美国

司法部国家司法研究所和加拿大

温哥华的国际刑法改革和刑事司法

政策中心加入。研究所方案网络的

成员开展研究，传播信息，提供

培训和技术援助。

第九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995年4月28日至5月5日
埃及开罗



137个国家政府 +++ 58个非政府组织 +++ 1,902名与会者

第十届预防犯罪大会

通过了《维也纳宣言》，

承诺会员国采取国际行动 
打击腐败

人口、非法火器贸易、偷运移民

和洗钱。《宣言》进一步承诺各

国加强国际反腐败行动，强调除

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公约》之外，还需要一项新的国

际法律文书。

研究所方案网络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

与各区域研究所和协作研究所

（研究所方案网络）一起协助举办

讲习班，从而继续协助国际社会

加强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的

合作。

2000年，近2,000名与会者汇聚在奥

地利首都维也纳，参加新千年第一次

预防犯罪大会。本届预防犯罪大会的

主题是“犯罪与司法，迎接21世纪

的挑战”。

预防犯罪大会的议题和讲习班：

• 如何推进法治和加强
刑事司法系统

• 国际合作打击跨国
有组织犯罪

• 有效预防犯罪：与时俱进

• 反腐败

• 与计算机网络有关的犯罪

• 社区参与预防犯罪

• 刑事司法系统中的女性

《关于犯罪与司法的维也纳宣言》

第十届预防犯罪大会以鼓掌方式

通过了《关于犯罪与司法的维也纳

宣言》，其中会员国承诺采取果断和

迅速的措施，打击恐怖主义、贩运

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2000年4月10日至17日
奥地利维也纳



预防犯罪大会的议题

•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有效措施

•  经济和金融犯罪：对可持续发展的
挑战

•  腐败：二十一世纪面对的威胁和
趋势

•  开展国际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及恐怖
主义与其他犯罪活动的联系

•  使标准发挥作用：预防犯罪和刑事
司法标准制订工作五十年

讲习班

•  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包括引渡措施

•  加强刑事司法改革，包括恢复性
司法

•  预防犯罪战略和最佳做法

•  采取措施打击恐怖主义

•  采取措施打击包括洗钱在内的
经济犯罪

•  采取措施打击计算机犯罪

第十一届预防犯罪大会

通过了《曼谷宣言》，这是

一份至关重要的政治文件，

为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努力

奠定了基础并指明以此为

方向，以预防和打击犯罪

11

129个国家政府 +++ 35个非政府组织 +++ 3,000多名与会者

第十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大会
协同作用和对策：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战略联盟
2005年4月18日至25日
泰国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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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犯罪大会的议题

• 儿童、青年和犯罪

• 恐怖主义

• 预防犯罪

•  偷运移民和贩运人口

• 洗钱

• 网络犯罪

•  打击犯罪的国际合作

•  对移民及其家人的暴力

讲习班

•  促进法治国际刑事司法教育

•  刑事司法制度内囚犯待遇方面

联合国最佳做法及其他最佳做法

概览

•  预防城市犯罪实用方法

•  毒品贩运与其他形式有组织犯罪

之间的联系

•  防止管教设施过度拥挤的战略和

最佳做法

第十二届预防犯罪大会 
通过了《萨尔瓦多宣言》，

除其他外为讨论针对

网络犯罪的新的国家对策和

国际对策打开了大门。

104个国家政府 +++ 45个非政府组织  
+++ 17个政府间组织 +++ 2,000多名与会者

第十二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大会
应对全球挑战的综合战略：预防犯罪和 
刑事司法系统及其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发展
2010年4月12日至19日
巴西萨尔瓦多



13第十三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大会
将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纳入更广泛的 
联合国议程以应对社会和经济挑战并 
促进国内和国际法治及公众参与
2015年4月12日至19日
卡塔尔多哈

预防犯罪大会的议题

•  为支持可持续发展而加强法治方面
的成功经验和挑战

•  加强国际合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  新的和正在出现的犯罪形式：世界
必须正视的威胁

•  公众在加强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方面的作用

讲习班

•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
和规范在支持有效、公正、人道
和接受问责的刑事司法系统方面
的作用

•  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

•  加强针对不断演变的犯罪形式的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对策 

•  公众为预防犯罪作贡献以及提高
对刑事司法的认识：汲取的经验
和教训

第十三届预防犯罪大会

通过了《多哈宣言》， 
其重点是安全、司法和法治

之间的联系，以及实现一个

更美好、更公平的世界。

141个国家政府 +++ 46个非政府组织 +++ 4,000多名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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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犯罪大会的议题

•  预防犯罪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
全面战略

•  应对刑事司法系统所面临挑战的
综合办法

•  采取多维度方法促进法治，包括
培养守法文化，同时尊重文化特性

•  开展国际合作并提供技术援助
以预防和应对一切形式的犯罪，
包括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
新兴犯罪形式

讲习班

•  循证预防犯罪：统计、指标和评价
工作作为成功做法的支持手段

•  减少再次犯罪：查明风险并制定
解决办法

•  教育和青年参与是使社会具有
抵御犯罪能力的关键

•  目前的犯罪趋势、最近动态和
新出现的解决办法，特别是既
是犯罪手段又是打击犯罪工具
的新技术

[COVID-19疫情的影响和重建更美好社会的必要性将在整个预防犯罪大会期间
进行讨论 ]

第十四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大会
推进预防犯罪、刑事司法和法治： 
努力实现《2030年议程》 
2021年3月7日至12日 
日本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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