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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信托基金 
拨款申请表 

 

 

0.1 申请国 萨德斯坦 

0.2 申请国的《武器贸易条约》身份 缔约国 

0.3 项目名称 建设加共体国家根据《武器贸易条约》提交报告的能力 

0.4 项目持续时间 6个月 

0.5 总预算（美元） 152,293 

0.6 项目摘要 萨德斯坦计划为加共体国家举办为期4天的区域讲习班，以提高对《武器贸

易条约》第13条规定的报告义务的认识，并建设加共体国家及时编写和提

交《武器贸易条约》报告的能力。 

0.7 项目执行伙伴 军备控制中心（CCA） 

本概述部分包括您稍后将在表格中提供的信息。  

我们建议您在提交申请之前填写这一部分。 

项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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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请国 
 

1.1 申请国名称 萨德斯坦 

1.2 主要负责实施项目的政府部门或机构 外交部 

1.3 是与另一个国家的联合申请吗？ ☐是 

联合申请国名称： 

☐否 

单击此处输入文本 

2 受益国 
 

2.1 是否会有其他国家从此项目中受益 

例如通过让他们参加区域会议？ 

☐是 ☐不 

2.2 如果对2.1的回答为是，请列出此项目 

拟令其受益的国家 

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多米尼加、格林纳达、圭亚那、海地、牙

买加、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里南、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3 联系人 
 

主要联系人1 第二联系人2 

头衔（如先生、女士、博

士） 

女士 头衔（如先生、女士、博

士） 

先生 

名字 阿曼达 名字 托比 

姓氏 贝灵顿 姓氏 温特斯 

职位 副主任 职位 政策官员 

政府部门或机构 外交部 政府部门或执行伙伴 外交部 

电话号码 +23 79 854 69 70 电话号码 +23 79 854 69 75 

电子邮件 a.bellington@mfa.sdn.gov 电子邮件 t.winters@mfa.sdn.gov 

 

1主要联系人担任项目协调员，负责实施项目，并提供说明和财务支出 

向《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报告。他们必须为第1.1项中指定的国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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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联系人可以是联合申请国的国家代表或贵国的执行伙伴（如果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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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执行伙伴 
 

4.1 贵国是否正聘请一家执行合作伙伴 

例如非政府组织或区域组织？ 

☐是 ☐不 

4.2 执行伙伴的名称 军备控制中心（CCA） 

4.3 执行伙伴将扮演哪些角色？ CCA是一个位于拉各斯的智库，在与各国合作提供技术知识和能力

建设方面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可以根据《条约》第13条编写和提交

《武器贸易条约》初步报告和年度报告。CCA将承担讲习班的后勤

准备工作（包括为参与者预订机票、场地、餐饮、住宿和交通），

并准备讲习班的培训材料。  

4.4 执行伙伴会直接从自愿信托基金获得资金

吗？ 

☐是 ☐不 

5 申请国的《武器贸易条约》身份 
 

5.1 申请国的《武器贸易条约》身份 ☐缔约国 ☐签署国 ☐两者都不是 

5.2 如果贵国还不是《武器贸易条约》的缔约

国，请说明贵国在批准或加入《条约》方面

的进展 

单击此处输入文本 

如果贵国还不是缔约国，贵国必须按照《自愿信托基金职权范围》的要求，提供一封正式信函或普通照会，表明加入《武器贸易
条约》明确且毫不含糊的政治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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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目描述 
 

6.1 项目名称 建设加共体国家根据《武器贸易条约》提交报告的能力 

6.2 开始日期 01/10/2021 结束日期 31/03/2022 

6.3 项目摘要 萨德斯坦计划为加共体国家举办为期4天的区域讲习班，以提高对《武器贸易条约》第

13条规定的报告义务的认识，并建设加共体国家及时编写和提交《武器贸易条约》报

告的能力。 

6.4 项目目标 本项目将建设加共体国家履行各自在《武器贸易条约》下的报告义务的能力，并将

提高该地区的《武器贸易条约》报告率。 

6.5 项目理由 
加共体国家是报告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约有36%的加共体条约缔约国根据第13(1)条提交了

初步报告，仅18%的国家根据第13(3)条提交了年度报告。该地区的低报告率由几个因素造

成，其中包括：加共体国家对存在的报告义务和截止日期缺乏认识；对报告要求感到困

惑；缺乏内部协调和沟通；信息收集程序不完善；缺乏能力和资源；缺乏完成报告的时

间。本项目将寻求解决其中的一些挑战。  

6.6 项目受益人 加共体国家是本项目的直接受益者。具体来说，参与《武器贸易条约》报告的关键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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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请在下面列出项目的不同阶段，包括对每个阶段主要活动的描述、活动的顺序或时间安排，以及每个阶段的产出或可交

付成果 

活动 1.组织讲习班，以建立加共体国家的报告能力 

在萨德斯坦政府的支持下，CCA将组织区域讲习班，以建设与《武器贸易条约》报告有关的能力，包括。 

a) 以每个国家参与记录保管和报告的人士为目标，从每个加共体国家确定并邀请3名参与者。 

b) 确定并邀请国际专家出席和协助讲习班。 

c) 做好后勤安排，包括预订机票、住宿、场地、餐饮和地面交通。  

产出：参与者名单和讲习班的后勤工作已确认。 

 

活动 2。准备讲习班的议程和培训材料 

CCA将与萨德斯坦政府协商，准备讲习班的议程，并准备讲习班的培训材料，包括一份关于参与者可参考资源的指南，以

获得与《武器贸易条约》报告有关的援助。该议程将包括以下要素和主题： 

1) 加共体国家在完成和提交《武器贸易条约》报告方面面临的挑战。 

2) 《武器贸易条约》报告义务和截止日期概述。 

3) 国家报告编写程序。 

4) 完成《武器贸易条约》报告的信息来源。 

5) 在报告中发挥作用的个人和实体。 

6) 如何提交《武器贸易条约》报告：备选方案和障碍。 

7) 完成《武器贸易条约》报告的模拟练习。 

此外，参与国在参加会议前还需通过调查问卷提交具体信息，如：负责报告的个人和部门；报告和报告编制的状况；报告

编制的内部流程；以及报告方面的挑战。 

产出：讲习班的培训材料针对参与者量身定做，并在讲习班前准备和印刷。 

 

活动 3。举办讲习班 

为期4天的讲习班将于2022年1月在萨德斯坦的首都斯特凡镇举行。总共将有50名参与者，包括：来自加共体国家的42名

参与者（14个国家 x 每个国家3名参与者），加上CCA的3名工作人员、1名国际专家、1名加共体区域组织代表和3名当地

支助人员。此外，还将鼓励萨德斯坦政府在当地的人员参加。讲习班将结合讲课、小组讨论、个人和小组模拟练习等形

式。 

产出：来自14个加共体国家的42名参与者/政府官员将接受关于《武器贸易条约》报告的培训，并将自此以后掌握编制和

提交《武器贸易条约》报告的能力和工具。理想情况下，每个参与国都会确定其国内负责《武器贸易条约》报告的关键人

士。 

 

活动 4.讲习班结束后对每个参与国进行跟进，鼓励并协助其提交2021年年度报告 

CCA将在讲习班结束后两个月（即3月份）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对每个国家参与者进行跟进，以评估参与者是否认为讲习

班对他们的日常工作有益，鼓励他们在2022年5月31日前提交2021年年度报告，并为准备和完成2021年年度报告提供帮

助。 

产出：14个加共体国家将获得个别支助/辅导，以编写和提交其2021年年度报告。理想情况下，与前几年相比，该地区各

国提交的年度报告的数量将有所增加。 

 

 

活动5。起草区域讲习班的总结报告，包括成果和对该区域进一步活动的建议 

CCA将通过与萨德斯坦协商，起草一份讲习班总结报告（与本项目项下应提交给《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自愿信托基金的

临时报告和最终报告不同），强调讲习班的结论，并酌情为该区域和/或个别参与国今后关于这一主题的活动提出建议和意

见。这些建议可能会带来未来的项目。  

  产出：报告讲习班的成果，包括吸取的教训和对该区域进一步活动的建议。 

6
.
列明项目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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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家管制清单 ☐出口管制 

 
☐国家主管当局 ☐进口管制 

 
☐国家联络点 ☐中介管制 

 
☐报告 ☐过境/转运管制 

 
☐差距分析/需求评估 ☐防止转移 

 
☐法律援助 ☐记录保存 

 

其他。请具体说明： 单击此处输入文本 

6.9 此项目对推进《武器贸易条

约》战略的实施有何贡献？ 

萨德斯坦已制定一份实施《武器贸易条约》的五年战略计划。第一年的计划包括根据第5

条确立国家管制系统的要素，并建立确保萨德斯坦能够履行第13条规定的报告义务的机

制。本项目将帮助萨德斯坦（以及该区域的其他国家）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机制，以确保

《武器贸易条约》报告得到及时的编制和提交。 

6.10 请描述整个项目的预期影响 加共体国家将拥有履行第13条规定的《武器贸易条约》报告义务所需的能力。该地区国家

提交《武器贸易条约》报告的情况将改善（数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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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请解释是否（以及如何）

顾及性别平等因素 

向参与国发出的邀请将要求每个参与国努力实现性别平衡，本项目的目标是确保至少40%

的讲习班参与者为女性，并确保她们积极参加讲习班。此外，受聘在讲习班上提供培训的

专家中将有50%为女性。 

6.12 请描述贵国整体项目计划

中的任何其他相关考虑 

加共体地区是《武器贸易条约》参与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但却是《武器贸易条约》报告率

最低的地区之一。本项目将寻求针对这一不正常现象的集体解决方法，以提高该地区的报

告率和该区域对整个《武器贸易条约》进程的参与。 

 

7 财务信息 
 

7.1 总预算（美元） 美元 152,293 

总申请额不得超过100,000美元，除非项目涉及多个申请国 

或多个国家会从此项目受益。 

7.2 表明国家对此项目的实物捐助 在讲习班期间，萨德斯坦将为所有参与者提供地面交通，包括往返机场

的交通。 

7.3 贵国为此项目提供资金吗？ ☐是 ☐否 

如果是，请提供申请国的出资金额？ 

美元 单击此处输入文本 

7.4 贵国是否正在为该项目寻求或接受任何其他国

家或组织的资助（即共同资助）？ 

☐是 ☐否 

7.5 如果对第7.4项的答案为是，则请提供共

同资助的金额？ 

例如，X捐助国直接资助为30,000美元（占项目总额的45%）。 

8 与其他项目的关系 
 

8.1 贵国过去是否因《武器贸易条约》相关项目而收

到过援助，包括其他来源的援助？例如，《武器

贸易条约》自愿信托基金、欧盟《武器贸易条

约》外展项目和联合国支持军备管制合作信托基

金 

☐是 ☐否 

8.2 如果对第8.1项的回答为是，则请说明资助提供

者及年份？ 

例如，《武器贸易条约》自愿信托基金（2017年）、联合国支持军备管
制合作信托基金（2016年）。 

8.3 如果对第8.1项的回答为是，请解释该援助与

本申请中提议的项目有何关系？ 

例如，此项目如何以先前项目为基础，或者是否与《武器贸易条约》

实施的不同方面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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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项目控制（内部控制机制） 
 

9.1 与项目相关的主要风险3是什么？ 1. 主要国家官员对参加讲习班缺乏兴趣（低风险） 

2. 讲习班参与者在讲习班结束后不久就因轮换离开岗位，不再参与

报告的编撰（中风险） 

3. 缺乏政治意愿和所需的机构间合作，无法在讲习班后汇编和提交

准确的报告（低风险） 

4. 缺乏编制报告所需的可获取记录资源（中风险） 

5. 该区域的恶劣天气使参与者无法参加讲习班（低风险） 

9.2 请概述贵国的风险管理策略 
1. 萨德斯坦和CCA将在本项目之前提前游说主要的国家政府官员，

以提高对讲习班的认识，营造势头和认同感，并鼓励参加讲习

班。 

 

2. 为缓解这一风险，本项目将侧重于建设机构能力并将程序落实到

位，而不是侧重于个人的技能。采用国家报告程序将有助于确保

无论工作人员如何更替，都有书面的报告汇编指南可供遵循。 

 

3. 作为讲习班前游说工作的一部分，确保每个参与国政府的一名或

多名高级官员（将负责核可或签发未来《武器贸易条约》报告的

内容和提交）参与，应有助于缓解缺乏政治意愿的风险。 

 

4. CCA小组拥有与能力和资源有限的国家合作，以建设报告能力的

经验。此类经验将用于根据各参与国国情确定适当的国家程序，

以进行有效的报告。讲习班还将确定潜在的基础设施需求，以就

报告目的改善记录保存和记录获取做法。 

 

5. 加勒比海的飓风季节从每年的6月1日到11月30日。讲习班定于1

月举行，以避免因飓风而可能造成的干扰。 

9.3 在项目的生命周期中，贵国将如何管理项

目，包括监控其进度？ 

萨德斯坦政府和CCA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其

中如下概述了双方各自的责任： 

CCA： 

- 负责讲习班的后勤安排 

- 起草讲习班的议程和培训材料 

- 主持讲习班（从行政和内容角度，在国际专家的协

助下）。 

- 讲习班结束后对参与国进行跟进 

- 起草讲习班的总结报告，包括建议 

- 为提交给《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自愿信托基金的

中期报告和最终报告编写叙述性及支出报告草案，

供萨德斯坦核可并定稿 

 

萨德斯坦政府 

- 协助CCA确定邀请参加讲习班的人员，并发出正

式邀请函 

- 与CCA就议程进行磋商 

- 协助做好后勤准备工作（如确定合适的场地）。 

- 为参与者提供在萨德斯坦的地面交通 

- 核可并定稿由CCA编写的中期和最终自愿信托基

金报告 

- 担任项目与《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之间的联络

人 

 

为跟踪项目的进展，萨德斯坦和CCA将通过以下方式保持

定期联系： 

- 每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进度报告 

- 每月通过Skype召开“虚拟”进度会议 

这些定期的沟通将确保项目活动按部就班地实现本申请书

中概述的产出，并在实现项目的目标方面取得进展。萨德

斯坦的主要联络人贝灵顿女士将作为CCA与萨德斯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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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以及本项目与《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之间的主要联

络人。 

9.4 贵国打算如何评价此项目？ 上述的定期沟通将有助于监测项目的进展，并确保其正常

开展。为评估项目的影响，组织者将在讲习班结束时向讲

习班参与者发出问卷或调查，以确定在参与者看来，讲习

班组织得如何以及是否认为讲习班“有用”。作为讲习班跟进

工作的一部分，CCA将询问参与者在讲习班后开展的工作

中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了讲习班期间提供的信息，并在讲习

班后的几个月/一年内对该区域的报告率进行衡量，以确定

报告率是否有所上升（但请理解不可能最终证明任何确实

发生的上升确是由讲习班本身促成的）。 

9.5 贵国是否承诺向《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定期

报告进展情况？ 

☐是 ☐否 

9.6 贵国同意接受《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的

审计吗？ 

☐是 ☐否 

申请国签字4 

 

姓名和头衔 签名 日期 

   

 

3风险是任何可能影响项目目标实现的不确定事件或条件。 

4所有申请国必须签署申请表并提交所需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