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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性说明 

 第三章探讨安全理事会邀请参加安全理事会议事的惯例。第一部分述及发出

邀请的依据。第二部分讲述发出邀请后与参加议事有关的程序。 

 《宪章》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及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

条和第三十九条规定，属以下情况者，可向非安理会成员的国家发出邀请：(a) 联

合国某一会员国根据《宪章》第三十五条第一项提请安理会注意某一争端或局势

(第三十七条)；(b) 联合国某一会员国或非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是某一“争端当

事国”(第三十二条)；(c) 联合国某一会员国的利益“特别受到影响”(第三十

一条和第三十七条)；(d) “秘书处人员或其他人员”受邀提供情况或其他协助

(第三十九条)。只有在第二类情况中(上文(b))，安全理事会才有义务发出邀请。  

 在惯例中，安理会在发出邀请时仍然不明确提及《宪章》的相关条款。安理

会对涉及属第三十二条含义范围内的“争端”的控诉、“局势”或其他性质的事

项仍然不作任何区分。但是有一次，若干会员国明确援引第三十一条和三十二条

以支持某项参与请求，但该请求随后被拒绝(案例 7)。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参加安全理事会议事的邀请通常“根据《宪章》有关规

定”，并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或第三十九条的明确规定而发

出。本章第一部分及附件一和二的邀请分类体现了这种惯例，所依据的是各自所

指明的相关议事规则。对安理会决定发出参加其议事的邀请但未说明此种邀请依

据的情况，则另作论述(案例 1-6)。如上文所述，在一个案例(案例 7)中，安理

会认为不宜发出邀请。  

 第二部分——与受邀代表参加议事有关的程序——包括一个关于再次邀请

一名代表的案例(案例 8)和两个关于参加议事的限制的案例(案例 9和 10)。 

 

 



  

 

11-21844 (C) 50 

 

第一部分 

邀请参加议事的依据 

  说明 

 本部分分四节叙述安全理事会发出邀请方面的

惯例。A 节叙述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

七条(该条是邀请非安理会成员的会员国参加安理会

议事的依据)发出的邀请。本节说明这方面的一般惯

例，并由附件一加以补充说明，其中包含有关此类邀

请的资料。 

 B 节探讨安理会根据第三十九条发出邀请的惯

例。该条是邀请“秘书处人员或其他人员”向安理会

提供情况或其他协助的依据。这一简要概述由附件二

加以补充说明，其中包含有关这些邀请的资料。邀请

对象包括：(a) 联合国秘书处、安全理事会访问团以

及安全理事会附属机构的代表；(b) 联合国其他机

关、附属机构或专门机构的代表；(c) 区域和其他政

府间组织的代表；以及(d) 其他人员。 

 C 节叙及非明确根据第三十七条或第三十九条发

出的邀请。本节除了说明本补编所述期间发出的此类

各种邀请，还包括 2001 年规定的关于“在不妨碍安

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的情况下”邀请部队派遣

国参加安全理事会公开或非公开会议的新条款。
1
 本

节还说明了允许安全理事会新加入成员参加非正式

全体磋商及附属机构正式会议的新惯例。 

 D节叙及被拒绝或未采取行动的受邀请求。 

 A. 根据第三十七条发出的邀请(联合国会员国)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非安理会成员的联合国会员

国通常“根据《宪章》的相关条款及安理会《暂行议

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受邀参加安理会议事，但不明

确提及《宪章》中的相关条款。第三十七条规定： 

在讨论提交安全理事会的任何问题时，任何非安

全理事会理事国的联合国会员国，在安全理事会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第 1353/2001 号决议，附件二 A 节第 1 段。 

认为其利益特别受到影响时，或某一会员国按照

《宪章》第三十五条第一项将某事项提请安全理

事会注意时，可经安全理事会决定，受邀参加讨

论，但无表决权。 

 在惯例中，发出这类邀请通常是理所当然的，不

必经过讨论。有关国家以信函形式向安理会主席提出

受邀请求。主席则在会议开始时或会议期间通知安理

会已收到此类信函，并提议如安理会同意即发出邀

请。通常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就这样决定。 

 若举行会议续会，则通常无须提及延续邀请。此

外，除非另有提及，否则在关于某一议程项目的连续

若干次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发出的邀请在每一次会

议上自动延续。 

 与往年一样，根据第三十七条受邀的会员国有时

会以其他身份，如作为区域组织的代表发言。
2
 

 在邀请以联合国附属机构或其他组织代表身份发

言的会员国代表方面，惯例各不相同。有的是根据第三

十七条发出邀请的，有的是根据第三十九条发出邀请

的，有的则没有明确的邀请依据。在最通常的情况下，

邀请是应会员国的请求而发出的，会员国在请求中往往

__________________ 

 
2
 参见，下面例子中某个会员国的代表根据第三十七条代

表另一个实体发言：第 4092 次会议上，阿尔及利亚代表

代表阿尔及利亚总统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主席发

言(S/PV.4092(Resumption 1))，第 6 页；第 4128 次会

议上，葡萄牙代表代表欧洲联盟发言(S/PV.4128)，第 26

页；第 4139 次会议上，吉布提代表以东部非洲次级区域

协调员的身份发言(S/PV.4139)，第 25 页；第 4140 次会

议上，奥地利代表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轮

值主席身份发言(S/PV.4140)，第 16 页。有几次，哥斯

达黎加代表以临时秘书的身份代表里约集团会员国发言

(见 S/PV.4453(Resumption 1)，第 10 页；S/PV.4506 

(Resumption 1)，第 12 页；S/PV.4512(Resumption 1)，

第 2 页)。与此类似，秘鲁代表以里约集团协调员的身份

在安全理事会发言(见 S/PV.4710，第 20 页和 S/PV.4734 

(Resumption 1)，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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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到它希望受邀的依据。有一次，一名代表在同次

会议上以两种不同身份做了两次发言，一次是根据第三

十七条，另一次是根据第三十九条获得邀请的。
3
 

 根据第三十七条发出的邀请清单载于本章末的附

件一。仅为便于参考起见，这些邀请按议程项目分组。 

 B. 根据第三十九条发出的邀请(秘书处人员

或其他人员)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特别扩大了邀请

惯例的范围，其中包括邀请广泛的各类人员参加议事

以及就正在审议的事项向安全理事会作简报。作为比

较，1990 年根据第三十九条发出了 15 个邀请；2000

年根据该条发出了 56 个邀请。2003 年，根据第三十

九条发出的邀请数增至 159个，是 1990年的 15倍以

上。第三十九条规定： 

为审议理事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安全理事会可

邀请其认为合适的秘书处人员或其他人员向理

事会提供情况或其它协助。 

 除了向秘书处高级官员和秘书长特别代表发出

的邀请大量增加，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向除其他外如下

人员/机构首次发出邀请的次数也有所增加：联合国

主要机关(大会、
4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国际法院)的

__________________ 

 
3
 在 2002 年 7 月 24 日举行的关于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

坦问题的第 4588 次会议上，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帕里

利亚先生首先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

代理主席的身份请求根据第三十九条获得邀请后发言。

后来在同次会议上，他以古巴代表的身份根据第三十七

条发言。他以此身份表示：“我刚才作为巴勒斯坦人民

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代理主席而在本次辩论中发

言。但鉴于促成举行本次紧急会议的问题的严重性，古

巴不能不表明其国家的立场”(S/PV.4588，第 34 页)。

而与此相反，在 2000年 11 月 22 日举行的关于同一议程

项目的第 4231 次会议上，古巴代表根据第三十七条获得

邀请，但是首先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

会代理主席的身份发言，随后以古巴代表的身份发言

(S/PV.4231 及 Corr.1，第 23页)。 

 
4
 记录显示大会主席唯一一次参加安理会议事是在 1946 年 2

月 6 日的安全理事会第 9 次会议上。但是，安全理事会主

席在该次会议上邀请大会主席发言并未明确援引《暂行议

事规则》第十七条。该条后来被第三十七至三十九条取代。 

首脑；联合国系统的各专门机构、方案和基金(包括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妇女发

展基金和世界卫生组织)；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银行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区域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包括

美洲国家组织、法语国家国际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

同体、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葡萄牙语国家共同

体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具有安全理事会访问

团团长和安理会附属机构主席双重身份的安全理事

会成员。在 2000-2003 年期间，还向过渡政府(伊拉

克)和作为停火或和平协议一方的反叛运动代表发

出了邀请，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例子。在本文件所

述期间，大约首次发出了 40 份邀请。根据第三十九

条发出的邀请清单载于本章末的附件一。仅为便于

参考起见，列明首次受邀人员的身份，并且邀请按

如下四类分组：(a) 联合国秘书处、安全理事会访

问团和安全理事会附属机构；(b) 联合国机关、附

属机构或专门机构；(c) 区域和其他政府间组织；

(d) 其他人员。 

 应注意安理会在根据第三十九条发出邀请方面

的惯例的若干一般特征。向联合国各机关和附属机构

代表发出的邀请是不经任何正式讨论，理所当然地发

出的。安全理事会主席会宣读有关机构的请求信，将

其录入会议记录，但不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印

发。向联合国专门机构发出邀请也采取同样的办法。

向区域组织的代表发出邀请由一个会员国以拟受邀

者的名义提出请求，均无须任何正式讨论即获得批

准。至于其他人员，也是应某个会员国的请求发出邀

请。有几次，主席在安理会正式会议开始时明确表示，

安理会成员在事先磋商中已经商定向某位人员发出

邀请。 

 在有些情况下，如果会员国的代表与本国代表之

外的某个身份有关，也可向他发出邀请。这包括向担

任安全理事会访问团团长和安全理事会附属机构主

席的安理会成员发出的邀请。例如，在 2002年 3月 6

日举行的关于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问题的第

4485次会议上，安理会根据第三十九条邀请担任安理



安全理事会惯例汇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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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访问团团长的挪威代表
5
 

介绍访问团的报告。 

 C. 非明确根据第三十七条或第三十九条发出

的邀请 

 虽然第三十七条或第三十九条是最被经常援引的

邀请依据，但是有些邀请是根据事先磋商、或以往惯例，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没有依据而发出的。这包括向国家

元首、观察团代表等人员发出的邀请。在这些情况下，

给个人发出的邀请的依据不会引起任何评论或讨论。 

 下文举出 6个案例。案例 1 说明了关于向联合国

维持和平特派团部队派遣国发出邀请的新惯例；案例

2 详细说明了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允许安全理事会新加

入成员参加非正式全体磋商及附属机构正式会议的

程序；案例 3至 6说明了既不根据第三十七条也不根

据第三十九条发出邀请的安理会惯例。 

 案例 1 

部队派遣国参加议事 

 为加强与部队派遣国的合作，安全理事会第

1353(2001)号决议附件二 A节决定，在维持和平行动

的不同阶段，安全理事会将举行公开或非公开会议，

由部队派遣国参加议事，包括应它们要求并且在不妨

碍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的情况下参加，以确

保在高级别充分审议对特定维持和平行动极其重要

的问题。 

 安理会主席在 2002年 8月 27日的说明
6
 中进一

步澄清了部队派遣国参加安理会非公开会议的程序，

并决定列于附件二 B节第 3(c至 h)段内的行动者欲参

加特定会议，应向安全理事会主席提出请求。 

__________________ 

 
5
 在挪威常驻代表介绍报告时，他安理会席的一端就座，

而不是在挪威代表团的座位上。因为挪威是 2002年 3 月

份的安理会轮值主席，所以挪威外长担任该国代表团团

长和会议主席。参见根据第三十九条向安理会成员发出

邀请的其他例子：S/PV.4264、S/PV.4283、S/PV.4325、

S/PV.4405 ； 2002 年 ： S/PV.4485 、 S/PV.4538 和

S/PV.4561。 

 
6
 S/2002/964。 

 2002-2003 年期间，按照第 1353(2001)号决议，

现有和未来的部队派遣国共参加了 53 次非公开会

议。
7
 按照第 1353(2001)号决议，安理会举行会议时，

并不按照第三十七条向部队派遣国发出邀请。而是这

些国家根据主席以往发出的邀请信参加会议。
8
 

 案例 2 

对新加入的安理会成员的邀请：非正式磋商和附

属机构正式会议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两份说明

叙述关于邀请安理会新当选成员的事项。2000 年 2月

28日的第一份说明
9
 称，安理会商定，经新当选的安

理会成员请求，将邀请他们在任期开始之前的一个月

期间观察安理会成员的非正式磋商，熟悉安理会的各

项活动。参加人员应为常驻代表或副常驻代表级别。 

 2002年 11月 22日的第二份说明
10
 作出详细的

说明并取代了 2000 年 2 月的说明。该说明称，将邀

请新当选的安理会成员在任期开始前一个月(即 12月

1日起的1个月)期间出席全体非正式磋商会议及安理

会附属机构的正式会议。 

 安理会成员又商定，如果新成员在任期开始后头

两个月内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则将邀请该成员在其

任期开始前两个月，出席全体非正式磋商会议。安理

会成员还商定，每一新成员代表团出席正式磋商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 

 
7
 S/PV.4369、S/PV.4371、S/PV.4386、S/PV.4391、S/PV.4397、

S/PV.4425、S/PV.4426、S/PV.4435、S/PV.4446、S/PV.4455、

S/PV.4456、S/PV.4457、S/PV.4477、S/PV.4483、S/PV.4491、

S/PV.4496、S/PV.4520、S/PV.4527、S/PV.4545、S/PV.4549、

S/PV.4550、S/PV.4553、S/PV.4569、S/PV.4576、S/PV.4586、

S/PV.4587、S/PV.4599、S/PV.4610、S/PV.4612、S/PV.4617、

S/PV.4648、S/PV.4620、S/PV.4669、S/PV.4687、S/PV.4689、

S/PV.4690、S/PV.4716、S/PV.4724、S/PV.4733、S/PV.4755、

S/PV.4763、S/PV.4767、S/PV.4769、S/PV.4778、S/PV.4781、

S/PV.4795、S/PV.4796、S/PV.4821、S/PV.4827、S/PV.4847、

S/PV.4854、S/PV.4866和 S/PV.4878。 

 
8
 S/2002/603，第 6 页。 

 
9
 S/2000/155。 

 
10
 S/2002/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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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应为常驻代表或副常驻代表级别，出席安理会附

属机构正式会议的代表可为代表团任何一名成员。对于

后者，该说明补充称，安理会附属机构的主席未经安理

会指示，不应偏离安理会有关新成员出席会议的惯例。 

 案例 3 

对国家元首的邀请 

 通常无须援引任何依据即可对国家元首发出邀

请。例如，在 2000年 1月 24日举行的关于刚果民主

共和国局势的第 4092 次会议上，主席以如下格式依

次邀请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赞比亚、莫桑比克、

乌干达、津巴布韦和安哥拉的总统： 

现在，我非常容幸地请秘书长和礼宾司长陪同

_____总统_____阁下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11
 

 2000年 9月，吉布提共和国总统伊斯梅尔·奥马

尔·盖莱仅“受邀参加讨论”——一次非公开会议，

期间他向安理会通报了关于索马里局势的吉布提和

平倡议。 

 在 2001 年 2 月 2 日和 7 日的公开会议上，“按

照安理会事先磋商达成的谅解”，分别向刚果民主共

和国总统约瑟夫·卡比拉和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

梅发出了邀请。
12
 

 案例 4 

对观察员的邀请 

 瑞士常驻观察员。根据安理会事先磋商达成的谅

解，在 2002 年 9 月瑞士成为联合国会员之前，其常

驻观察员通常受邀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13
 但是有

两次，在未援引依据的情况下邀请了瑞士常驻观察员

参加会议。
14
 

__________________ 

 
11
 同次会议根据第三十七条向外长发出了邀请(S/PV.4092，

第 2-3 页)。 

 
12
 S/PV.4271 和 S/PV.4273。 

 
13
 参见，例如 S/PV.4108、S/PV.4109、S/PV.4286、S/PV.4312

和 S/PV.4568。 

 
14
 S/PV.4128 和 S/PV.4264。 

 罗马教廷常驻观察员。罗马教廷常驻联合国观察

员“根据事先磋商中达成的谅解”，获得参加议事的

邀请。
15
 

 巴勒斯坦常驻观察员。主席经安理会同意，通常

“按照《暂行议事规则》和这方面的先例”，邀请巴

勒斯坦常驻观察员“参加本次辩论”。
16
 

 案例 5 

对过渡政府的邀请 

 在 2001年 1月 11日的一次非公开会议上，“根

据事先磋商中达成的谅解”，索马里过渡全国政府总

理受邀向安理会作简报。
17
 没有提及第三十七条，因

为过渡全国政府未占有联合国的索马里席位。也没有

援引第三十九条，因为总理并非以本人身份，而是以

过渡全国政府首脑的身份获得邀请的。 

 在 2001 年 12 月 6 日和 20 日举行的讨论阿富汗

局势的第 4434次和第 4443次会议上，主席(马里)告

知安理会，他收到了阿富汗代表的信。阿富汗代表在

信中请求受邀参加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主席在

两次会议上都没有援引第三十七条(或任何条款)作

为邀请依据，但表示： 

 在接受这项要求时，安全理事会回顾，阿富汗临

时政府将于 2001年 12月 22日成立。根据 2001年 12

月 5 日在波恩签署的《关于阿富汗在重新建立长期政

府机构前的临时安排的协定》第 3段，阿富汗在联合

国及其专门机构以及其他机构和会议中的席位将由

临时政府占有。
18
 

__________________ 

 
15
 S/PV.4709(Resumption 1 and Corr. 1)，第 2 页。 

 
16
 参见，例如 S/PV.4588 和 S/PV.4726。 

 
17
 S/PV.4196。 

 
18
 S/PV.4434，第 2 页和 S/PV.4443，第 2 页。另外与此有

关的是本补编第3章(参加议事)关于过渡期国家的讨论。

参见第一部分 A 节“根据第三十七条发出的邀请”和第

一部分 C 节“非明确根据第三十七条或第三十九条发出

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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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6 

未经正式邀请的参加议事 

 在 2001 年 11 月 20 日举行的关于儿童和武装冲

突问题的第 4422次会议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

会)执行主任根据第三十九条邀请并介绍了来自塞拉

利昂的一名前战士 Alhaji Sawaneh 先生。他未经正

式邀请而在安理会发言。
19
 与此类似，在 2002 年 5

月 7日举行的讨论同一议程项目的第 4528次会议上，

安理会听取了三名儿童(Wilmot Wungko 先生、Eliza 

Kantardzic 女士、Jose Cabral 先生)的发言。这些

儿童未经正式邀请，但是当主席邀请儿基会执行主任

在安理会席就座时主席注意到执行主任身边的这些

儿童。执行主任在发言结束时，介绍了这三名儿童，

随后主席请他们发言。
20
 

 在 2002 年 1 月 29 日举行的关于非洲局势的第

4460次会议上，欧洲联盟外交政策和共同安全高级代

表哈维尔·索拉纳先生未经正式邀请而在安理会发

言。他由西班牙代表在发言结束时以欧洲联盟主席的

身份作介绍。
21
 

 与此类似，在 2002年 2月 13日举行的关于安哥

拉局势的第 4472 次会议上，安哥拉人道主义协调员

埃利克·德穆尔先生未经正式邀请而在安理会发言。

在该次会议上，根据第三十九条受邀向安理会作简报

的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指

出，在主席的允许下，他将请德穆尔答复所提出的一

些问题。因此，为完成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

紧急救济协调员对安理会成员问题的回应，主席请德

穆尔发言。
22
 

__________________ 

 
19
 S/PV.4422，第 7 页。 

 
20
 S/PV.4528，第 7-9 页。 

 
21
 S/PV.4460(Resumption 1)，第 23 页。在本文件所述

期间，根据第三十九条索拉纳先生还以同样身份受到

若干次邀请。见本章附件中关于根据第三十九条发出

邀请的表。 

 
22
 S/PV.4472，第 20 页。 

 另外有一次，在 2002年 5月 22日举行的关于非

洲局势的第 4538 次会议上，安理会听取了欧洲联盟

主席驻马诺河联盟国家特别代表的发言。未经正式邀

请的特别代表由西班牙代表以欧洲联盟主席的身份

作介绍。
23
 主席在请西班牙代表发言前，特别提及，

西班牙代表在请求参加辩论时写给主席的信中还通知

安理会，在作介绍性发言之后，他将请欧洲联盟主席

团驻马诺河联盟国家特别代表达尔格伦先生发言。
24
 

 有 6个人在 2000年 1月 18日举行的为讨论安哥

拉局势而举行的第 4090 次会议上通过录像在安全理

事会发言。主席报告了他最近对安哥拉的访问情况，

并在报告中播放了 6个人的证词录像。这 6个人分别

从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叛逃，或者在

近期战斗中被抓获。
25
 

 D. 被拒绝或未采取行动的受邀请求 

  说明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继续执行不经任

何正式讨论，理所当然地发出邀请的惯例。但是，有

一次(案例 7)，安理会的确讨论并且正式拒绝了一个

希望受邀参加议事的请求。 

  案例 7 

 在 2000年 6月 23日举行的与秘书长巴尔干问题

特使卡尔·比尔特先生简报有关的第 4164次会议上，

主席告知安理会，他已经收到各种希望根据第三十七

条、第三十九条受邀参加议事以及希望获得邀请但未

提及第三十七条或第三十九条的请求。他提议分三个

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他将询问是否有人反对同意

那些提及《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请求；在第

二阶段，他将询问是否有人反对两个根据第 39 条获

得邀请的提议。在第三阶段中，他将询问是否有人反

对同意弗拉迪斯拉夫·约瓦诺维奇先生的请求，他的
__________________ 

 
23
 S/PV.4538，第 28 页。 

 
24
 同上，第 28 页。 

 
25
 S/PV.4090，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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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没有提及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或

第三十九条。如果有人反对这些希望应邀参加议事的

请求中的任何一个请求，他将把这个请求提交安理会

成员表决。
26
 

 俄罗斯代表指出，在前一天磋商中讨论这个问题

时，他建议安理会积极看待所收到的希望参加当天会

议的所有请求。由于这是第一项提议，如果能够就这

项提议作出决定，他将非常感激。
27
 

 主席请安理会就俄罗斯联邦的提议进行表决，其

提议是将所有请求作为一个整体作出统一的决定。换

句话说，安理会或者接受，或者拒绝所有请求。 

 表决结果是 4 票赞成、10 票反对、1 票弃权。

俄罗斯联邦的提议没有得到采纳，因为未能获得法

定票数。 

 主席请安理会依次考虑以下各项请求：根据第三

十七条提出的、提及第三十九条的以及约万诺维奇先

生提出的请求。安理会同意考虑希望根据第三十七条

和第三十九条受邀参加议事的请求。最后，主席询问，

是否有人反对同意约万诺维奇先生提出的参加议事

的请求。
28
 

 美国代表反对允许约万诺维奇先生或声称代表

其政府的任何其他人在安理会发言的提议，因为约万

诺维奇先生所代表的政府的高级领导人已经因战争

罪行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其他行为而被起诉。

美国代表还注意到，允许这个领导阶层的任何代表参

加安理会当天的会议或任何其他会议都是藐视这些

起诉的行为，将破坏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

权威，在道义上和法律上将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并
__________________ 

 
26
 S/PV.4164，第 2 页。 

 
27
 同上。 

 
28
 在 2000年 2月 16日和 2000年 3月 6日举行的审议安全

理事会第 1160(1998)、1199(1998)、1203(1998)、1239 

(1999)和 1244(1999)号决议的第 4012 次和第 4108 次会

议上，“应约万诺维奇先生的请求”向他发出邀请。 

且将破坏当天会议的严肃性。因此他要求对邀请提议

进行表决。
29
 

 乌克兰代表注意到安理会工作方法和程序出现

了许多重大新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发展是，非安理会

成员越来越多地参加本机构的各种讨论。他强调指

出，关于就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代表参加安理会会议

问题进行表决的要求与这个趋势是相互矛盾的。乌克

兰代表补充说，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仍然是巴尔干和

平进程的参与者。该国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

平总框架协定》签字国，是在科索沃的国际存在的东

道国，是普雷维拉卡争端解决办法的当事方。他回顾

《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

必须邀请安全理事会所审议争端的任何当事国参加

关于该争端的讨论。他表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

事实上仍然是巴尔干和平进程每个轨道的当事方，

因此可以参与安全理事会的讨论。乌克兰代表在发

言最后回顾，安全理事会采取了一种特殊的邀请形

式。根据这种形式，安理会主席——根据南斯拉夫

联邦共和国代表的书面请求——指名该代表在讨论

安理会面前的项目时在安理会发言。他坚持认为，

在现阶段，他看不到有任何理由放弃这种已存在近

八年的做法。
30
 

 鉴于没有其他人发言，主席请安理会就约万诺维

奇先生提出的要求进行表决。表决结果是 4票赞成、

7 票反对、4 票弃权，提议没有得到批准，因为未能

得到需要的票数。在表决后，若干成员作了发言。 

 中国指出，在安理会排斥南联盟的作法，不允许

它发言，无助于巴尔干问题的解决，并且“安理会不

应该随意剥夺一个主权国家阐述意见的权利”。这是

与《联合国宪章》精神背道而驰的。
31
 

 阿根廷表示，该国弃权是因为该国代表团“对拒

绝约万诺维奇先生参加这次辩论的理由有严重怀
__________________ 

 
29
 S/PV.4164，第 3-4 页。 

 
30
 同上，第 4 页。 

 
31
 同上，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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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但是这一票绝不意味着支持、赞成或同情贝尔

格莱德政权。
32
 

 法国投票反对，是因为法国认为约万诺维奇先生参

加这次会议是“不妥当的”。但是法国对约万诺维奇先

生有机会参加安全理事会会议的基本原则没有争议。
33
 

__________________ 

 
32
 同上。 

 
33
 同上。 

 俄罗斯联邦回顾，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一

条，鉴于讨论直接影响到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利益，

该国有权参与讨论。他最后表示，安全理事会关于巴

尔干地区问题的会议没有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充

分参加，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因为关键方面之一将被

排除在解决问题的讨论之外。
34
 

__________________ 

 
34
 同上，第 5-6 页。 

 
 

第二部分 

与受邀代表和个人参加议事有关的程序 

  说明 

 第二部分述及发出邀请后与受邀请国家或个人

参加议事有关的程序。A 节述及在哪一个阶段听取

应邀参加议事国的发言，并包括一个涉及邀请时机

问题的案例(案例 8)。B 节述及对参加议事的限制，

它包括一个涉及一名未经正式邀请的代表通过安理

会一名成员提问的案例(案例 9)，并包括另一个其

中涉及安理会主席与一个非成员会员国就后者认为

限制参与议事的拟议格式交换信函的案例(案例

10)。 

 A. 听取应邀参加议事者发言的阶段 

  案例 8 

 在 2003年 9月 16日举行的有关中东局势，包括

巴勒斯坦问题的第 4828 次会议上，安理会就一项决

议草案
35
 进行表决，但因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票

而未通过。在表决和安理会成员作了解释投票的发言

之后，主席根据“第 4824次会议的决定”，邀请巴勒

斯坦常驻观察员和以色列代表参与会议。
36
  

 巴勒斯坦常驻观察员在发言之前首先指出， 

__________________ 

 
35 

S/2003/891。 

 
36 

S/PV.4828，第 5 页。 

安全理事会在审议一个具体问题时邀请我们在

安理会就座，然后决定背着我们进行表决，我在

这里工作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情形，我谨将此记

录在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了解，

这并不是以前任何会议的惯例。
37
 

 针对巴勒斯坦观察员的发言，主席指出，他要向

整个安理会和观众保证，主席所采取的程序符合秘书

处的意见，符合安理会惯例。
38
 

 B. 对参加议事的限制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没有对受邀参加议事者的参

加期限这一问题进行讨论。这一惯例通常沿用的做法

是，如某一问题分数次会议审议，则主席在每次接续

举行的会议议程获得通过后立即再次发出邀请。 

 安理会继续遵循不允许受邀代表讨论程序事项，

如通过议程、发出邀请以及推迟审议某一问题的一般

惯例。
39
 

 案例 9涉及通过一个安理会成员在通报时提问的

新作法。案例 10 涉及另一个通过预先安排对安理会

非成员国参与议事加以限制的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 

 
37 

同上，第 6 页。 

 
38 

同上。 

 
39
 巴勒斯坦常驻观察员在第4828次会议上的发言是明显的

例外情况，见本章第二部分，A 节案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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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9 

 在 2001 年 4 月 5 日举行的有关东帝汶局势的第

4308 次会议上，根据第 39 条邀请主管维持和平行动

助理秘书长赫迪·阿纳比先生向安理会通报情况。主

席说， 

安理会成员希望我能以轻松的方式主持这次会

议。我们正在把我们非正式磋商的形式带到安理

会的公开会议上，带给安全理事会非成员国，带

给我们在联合国的伙伴，因为安理会希望提高其

工作的透明度，并让安理会非成员国和新闻媒体

更多地了解情况，毕竟没有理由如此谨慎和保

密，以致于需要在另一间会议室开会……。 

我还感到高兴的是，我们鼓励参加这次会议的安

理会非成员国通过安理会成员提出它们有关东

帝汶的问题。它们可在讨论过程中这样做。如果

它们希望提出什么意见，它们可以请安理会中的

一个友国成员提出问题。
40
 

 之后，哥伦比亚代表代表巴西代表团向阿纳比先

生提出四个问题。
41
 

__________________ 

 
40
 S/PV.4308 和 Corr.1，第 2 页。 

 
41
 同上，第 12 页。 

  案例 10 

 在 2003年 4月底举行的总结会议之前，主席(墨

西哥)分发了一份非正式文件，表示主席将与各区域

集团主席联系，以确保各集团有两个成员国参加。在

2003年 4月 28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
42
 印度

反对这个想法，理由是期望一两个会员国代表有如此

多样会员国的区域参加安理会辩论的想法“是不合理

的，是违反正常做法的”。此外，要求每一个区域集

团由相同数目的代表发言也是“不合逻辑”，因为每

个集团的会员国数量有差异。印度还认为，对参加总

结会议国家的数目加以限制的做法，与提高安理会运

作的透明度和公开性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墨西哥在 2003 年 5 月 1 日信
43
 中答复说， 它

坚决致力于确保安理会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并指出，

它选用了在安理会以前各次会议、其中包括 2002 年

举行的总结会议成功使用的一个方式，以便尽可能有

效使用时间，同时让来自所有区域的与会者在会上平

等地发表意见。
44

__________________ 

 
42
 S/2003/508，附件。 

 
43
 S/2003/516。 

 
44
 根据 2003 年 4 月 30 日举行的总结会议的简要记录

(S/PV.4748 和 Corr.1)，主席在非正式文件中提议的形

式得到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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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根据第 37条发出的邀请 

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邀请的会议 

   2000年   

非洲局势 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巴西、保

加利亚、佛得角、克罗地亚、古巴、

塞浦路斯、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

提、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意

大利、日本、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蒙古、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

葡萄牙、大韩民国、塞内加尔、南

非、乌干达、赞比亚、津巴布韦 

第 4087次会议 

 阿尔及利亚、南非 第 4096次会议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德国、意大利 第 4088次会议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 第 4090次会议 

 安哥拉、巴西、日本、莱索托、莫
桑比克、挪威 

第 4178次会议 

布隆迪局势 布隆迪 第 4091次会议(第 4201次会议)
a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 阿尔及利亚、比利时、巴西、布隆
迪、哥伦比亚、埃及、厄立特里亚、
印度、以色列、日本、莱索托、阿
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挪威、葡萄牙、
南非、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第 4092次会议 

 刚果民主共和国 第 4237次会议 

 刚果民主共和国、葡萄牙 第 4104 次会议(第 4132 次(非公
开)会议) 

 阿尔及利亚 第 4156次会议 

 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刚果民主

共和国、日本、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巴基斯坦、葡萄牙、卢旺达、

南非、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赞比亚、津巴布韦 

第 4143次会议(第 4207和 4247次

会议) 

塞拉利昂局势 塞拉利昂 第 4099 次会议(第 4111、4134、

4253、4145，4168、4184、4186、

4199和 4216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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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邀请的会议 

    阿尔及利亚、吉布提、印度、日本、

约旦、莫桑比克、挪威、巴基斯坦、

葡萄牙、塞拉利昂 

第 4139次会议 

 马里、加纳、几内亚、利比里亚、

尼日利亚、多哥 

第 4163次会议 

保护冲突区的联合国人员、有关人

员和人道主义人员 

澳大利亚、白俄罗斯、巴西、埃及、

日本、新西兰、挪威、葡萄牙、大

韩民国、新加坡、斯洛文尼亚、南

非、乌拉圭 

第 4100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第 1160(1998)、第 1199 
(1998)、第 1203(1998)、第 1239 
(1999)和第 1244(1999)号决议 

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
加利亚、智利、克罗地亚、捷克共
和国、丹麦、埃及、芬兰、德国、
希腊、匈牙利、印度、爱尔兰、意
大利、日本、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立陶宛、墨西哥、摩洛哥、挪威、
秘鲁、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
罗马尼亚、新加坡、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土耳
其 

第 4102次会议 

 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澳大利亚、
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智利、克
罗地亚、古巴、捷克共和国、丹麦、
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
芬兰、德国、希腊、匈牙利、印度尼
西亚、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日
本、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
马耳他、墨西哥、摩洛哥、挪威、
巴基斯坦、秘鲁、波兰、葡萄牙、
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
尼亚、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
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前南
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土耳其 

第 4108次会议 

 阿尔巴尼亚、奥地利、南斯拉夫 第 4225、4232和 4249次会议 

 阿尔巴尼亚、葡萄牙、西班牙 第 4153次会议 

秘书长巴尔干问题特使卡尔·比尔

特先生通报情况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前南斯拉

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第 4105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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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邀请的会议 

    阿尔巴尼亚、奥地利、白俄罗斯、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

亚、克罗地亚、希腊、伊拉克、日

本、挪威、巴基斯坦、葡萄牙、罗

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前南斯拉夫

的马其顿共和国、土耳其 

第 4164次会议 

维持和平与安全：安全理事会面前

的各项问题的人道主义方面 

奥地利、白俄罗斯、巴西、保加利

亚、哥伦比亚、埃及、印度、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挪威、巴基斯坦、

葡萄牙、南非 

第 4109次会议 

有关海地的问题 海地 第 4112次会议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白俄罗斯、比利时、布基

纳法索、摩洛哥、卢旺达、南非、

多哥、赞比亚 

第 4113次会议 

 安哥拉 第 4126次会议 

 安哥拉、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加蓬、莫桑比克、新西

兰、葡萄牙、卢旺达、西班牙、多哥、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津巴布韦 

第 4129次会议 

东帝汶局势 印度尼西亚 第 4114、4198和 4206次会议 

 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尼西亚、日

本、新西兰、挪威、葡萄牙、大韩

民国 

第 4165和 4191次会议 

 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日本、新

西兰、葡萄牙 

第 4180次会议 

 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尼西亚、日

本、莫桑比克、新西兰 

第 4203次会议 

塔吉克斯坦和塔吉克-阿富汗边境

的局势 

塔吉克斯坦 第 4115次会议 

 奥地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

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葡萄牙、

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

曼斯坦 

第 4140次会议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德国、意

大利、葡萄牙、土耳其 

第 4117 次会议(第 4169、4209 和

4245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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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邀请的会议 

    德国、意大利 第 4162次会议 

 奥地利、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第 4222次会议 

维持和平与安全和冲突后建设和平 阿尔及利亚、巴林、哥斯达黎加、

克罗地亚、埃及、印度尼西亚、日

本、蒙古、新西兰、挪威、葡萄牙、

新加坡、南非 

第 4118次会议 

几内亚比绍局势 几内亚比绍 

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莫

桑比克、塞内加尔 

第 4121次会议 

第 4238次会议 

阿富汗局势 阿富汗 第 4124次会议 

 阿富汗、印度、吉尔吉斯斯坦、塔
吉克斯坦 

第 4251次会议 

 阿富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第 4325次会议 

有关卢旺达的局势 卢旺达 第 4127次会议 

与制裁有关的一般性问题 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古巴、德国、
伊拉克、意大利、阿拉伯利比亚民
众国、新西兰、巴基斯坦、葡萄牙、
瑞典、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
国、土耳其 

第 4128次会议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

林、哥伦比亚、埃及、印度尼西亚、

以色列、日本、新西兰、巴基斯坦、

葡萄牙、大韩民国、新加坡、苏丹 

第 4130次会议 

中东局势 黎巴嫩 第 4146次会议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

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 

起诉应对 1994年 1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

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

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

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卢旺达 第 4150次会议 

索马里局势 吉布提、埃及、埃塞俄比亚、阿拉

伯利比亚民众国、葡萄牙、也门 

第 4166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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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邀请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方面的责任：艾滋病毒/艾滋病与国

际维持和平行动 

印度尼西亚、马拉维、乌干达、津

巴布韦 

第 4172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在预防武装冲突方面的

作用 

奥地利、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尼

西亚、日本、肯尼亚、挪威、巴基

斯坦、大韩民国、卢旺达、塞内加

尔、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第 4174次会议 

儿童与武装冲突 奥地利、巴巴多斯、哥伦比亚、刚

果民主共和国、厄瓜多尔、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日本、肯尼

亚、莱索托、莫桑比克、尼泊尔、

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塞内加

尔、塞拉利昂、南非、苏丹、 

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第 4176次会议 

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局

势 

日本、挪威、厄立特里亚、埃塞俄

比亚 

第 4187次会议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阿尔及利亚、巴林、古巴、埃及、印

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伊拉克、以色列、日本、约旦、

科威特、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

众国、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摩洛哥、

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南非、西班牙、苏丹、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越南、也门 

第 4204次会议 

 以色列 第 4218(非公开)、4234(非公开)

和 4248次会议 

 古巴、埃及、以色列、约旦、阿拉

伯利比亚民众国、南非 

第 4231次会议 

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澳大利亚、白俄罗斯、博茨瓦纳、
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刚果民主共
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危地马
拉、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列
支敦士登、马拉维、莫桑比克、尼
泊尔、新西兰、挪威、巴基斯坦、
大韩民国、卢旺达、新加坡、南非、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津巴布韦 

第 4208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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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邀请的会议 

   没有战略，就无法撤离 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克
罗地亚、丹麦、埃及、芬兰、德国、
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意大
利、挪威、巴基斯坦、菲律宾、葡
萄牙、卢旺达、新加坡、斯洛伐克、
南非、泰国 

第 4223次会议 

2000年 11月 10日所罗门群岛常驻

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所罗门群岛 第 4224次会议 

继最近几内亚与利比里亚和塞拉利

昂边界沿线的攻击事件之后几内亚

的局势 

几内亚 第 4252次会议 

2001年   

加强与部队派遣国的合作 阿根廷、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加

拿大、埃及、斐济、印度、日本、

约旦、马来西亚、尼泊尔、新西兰、

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波兰、大韩

民国、罗马尼亚、塞内加尔、南非、

瑞典、赞比亚 

第 4257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第 1160(1998)、第 1199 

(1998)、第 1203(1998)、第 1239 

(1999)和第 1244(1999)号决议 

瑞典、南斯拉夫 第 4258次会议(第 4277次会议) 

 比利时、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

国、南斯拉夫 

第 4359次会议 

 阿根廷、保加利亚、加拿大、德国、

希腊、匈牙利、意大利、日本、波

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瑞典、土耳其、南斯

拉夫 

第 4286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方面的责任：艾滋病毒/艾滋病与国

际维持和平行动 

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印度、尼日

利亚、瑞典 

第 4259次会议 

中非共和国局势 中非共和国 第 4261次会议 

 比利时、中非共和国、埃及 第 4380次会议 

 中非共和国 第 4382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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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邀请的会议 

   塞拉利昂局势 比利时、布基纳法索、加拿大、科

特迪瓦、冈比亚、几内亚、利比里

亚、尼日尔、塞拉利昂、瑞典 

第 4264次会议 

 塞拉利昂 第 4306次会议 

 加拿大、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塞

拉利昂、瑞典 

第 4340次会议(第 4374次会议) 

东帝汶局势 澳大利亚、巴西、智利、斐济、印

度尼西亚、日本、莫桑比克、新西

兰、菲律宾、大韩民国、瑞典 

第 4265次会议 

 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印度尼

西亚、日本、新西兰、葡萄牙、大

韩民国、瑞典 

第 4321次会议 

 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

印度尼西亚、日本、新西兰、菲律

宾、葡萄牙、大韩民国 

第 4351次会议 

 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

加拿大、丹麦、芬兰、德国、印度

尼西亚、日本、墨西哥、纳米比亚、

荷兰、新西兰、葡萄牙、大韩民国、

瑞典 

第 4358次会议 

 澳大利亚、比利时、智利、印度尼

西亚、日本、新西兰、葡萄牙 

第 4367次会议 

 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文莱达鲁

萨兰国、柬埔寨、斐济、印度尼西

亚、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莫

桑比克、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

菲律宾、葡萄牙、大韩民国、泰国 

第 4403次会议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罗马

尼亚外交部长米尔恰·杰瓦纳先生

阁下的通报 

罗马尼亚 第 4266次会议 

格鲁吉亚局势 格鲁吉亚 第 4269次会议 

建设和平：走向全面方式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克罗地亚、

埃及、危地马拉、印度、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日本、马来西亚、蒙古、

尼泊尔、新西兰、尼日利亚、罗马

尼亚、大韩民国、塞内加尔、瑞典 

第 4272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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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邀请的会议 

   继最近几内亚与利比里亚边界沿线

的攻击事件之后几内亚的局势，利

比里亚局势和塞拉利昂局势 

冈比亚、几内亚、利比里亚、马里、

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多哥 

第 4276次会议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 多哥 第 4279次会议 

 安哥拉、布隆迪、加拿大、刚果民

主共和国、日本、纳米比亚、卢旺

达、苏丹、瑞典、乌干达、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津巴布韦 

第 4317次会议 

 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

日本、纳米比亚、卢旺达、瑞典、

乌干达 

第 4327次会议 

 比利时、刚果民主共和国、纳米比

亚、卢旺达、津巴布韦 

第 4348次会议(第 4361次会议) 

 比利时、刚果民主共和国、莫桑比

克、纳米比亚、赞比亚、津巴布韦 

第 4395次会议 

 安哥拉、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

纳米比亚、卢旺达、乌干达、赞比

亚、津巴布韦 

第 4410次会议 

 比利时 第 4412次会议 

 安哥拉、比利时、布隆迪、加拿大、

刚果民主共和国、日本、纳米比亚、

尼日利亚、卢旺达、南非、乌干达、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津

巴布韦 

第 4437次会议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加拿大、莫桑比克、

纳米比亚、葡萄牙、罗马尼亚、斯

威士兰、瑞典、多哥、津巴布韦 

第 4283次会议 

 安哥拉 第 4311次会议(第 4376次会议) 

 安哥拉、比利时、巴西、加拿大、

佛得角、马拉维、纳米比亚、津巴

布韦 

第 4418次会议 

布隆迪局势 布隆迪 第 4285次会议(第 4338次会议)和

第 4297次会议(第 4341和 4383次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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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邀请的会议 

    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

比亚、加蓬、加纳、肯尼亚、尼日

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南非、

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

比亚 

第 4406次会议(第 4417次会议) 

确保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

安全方面特别是在非洲发挥有效作

用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

白俄罗斯、巴西、加拿大、克罗地

亚、埃及、日本、纳米比亚、巴基

斯坦、秘鲁、瑞典 

第 4288次会议 

2001年 3月 4日前南斯拉夫的马其

顿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 

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

希腊、斯洛文尼亚、瑞典、前南斯

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南斯拉夫、

土耳其 

第 4289次会议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以色列 第 4292次会议(第 4305次会议) 

 阿尔及利亚、巴林、比利时、埃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以色

列、日本、约旦、科威特、阿拉伯

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新西兰、

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

南非、苏丹、瑞典、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 

第 4295次会议 

 古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黎巴嫩、

毛里塔尼亚、摩洛哥 

第 4295次会议 

 阿尔及利亚、巴林、比利时、吉布

提、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以色列、

日本、约旦、科威特、阿拉伯利比

亚民众国、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

摩洛哥、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南非、苏丹、土耳其、

也门 

第 4357次会议 

 古巴、塞浦路斯、黎巴嫩、墨西哥、

纳米比亚、 

第 4357次会议 

 比利时、巴西、加拿大、古巴、埃

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

马来西亚、南非 

第 4438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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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邀请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第 1160(1998)、第 1199 

(1998)、第 1203(1998)、第 1239 

(1999)、和第 1244(1999)号决议 

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瑞典、前

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土耳

其、南斯拉夫 

第 4296次会议 

 南斯拉夫 第 4309次会议(第 4331和 4409次

会议) 

 阿尔巴尼亚、瑞典、南斯拉夫 第 4335次会议 

 比利时、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第 4350次会议(第 4430次会议) 

 阿尔巴尼亚、比利时、南斯拉夫  

格鲁吉亚局势 阿根廷、亚美尼亚、比利时、加拿大、

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德国、

匈牙利、意大利、日本、立陶宛、

荷兰、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土耳其 

第 4299次会议 

 格鲁吉亚、瑞典 第 4313次会议 

 比利时、格鲁吉亚 第 4400次会议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

亚、瑞典、南斯拉夫 

第 4303次会议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瑞典、南

斯拉夫 

第 4330次会议 

 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第 4379次会议(第 4433次会议)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第 4333次会议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阿根廷、澳大利亚、巴林、加拿大、

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

以色列、日本、约旦、阿拉伯利比

亚民众国、马来西亚、墨西哥、尼

泊尔、新西兰、巴基斯坦、大韩民

国、塞拉利昂、南非、瑞典、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也门 

第 4312次会议 

大湖区局势 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纳米比

亚、卢旺达、南非、乌干达 

第 4323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在预防武装冲突方面的

作用 

阿根廷、白俄罗斯、巴西、加拿大、

哥斯达黎加、埃及、印度、印度尼

西亚、伊拉克、日本、马来西亚、 

第 4334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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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邀请的会议 

    墨西哥、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

斯坦、大韩民国、南非、瑞典 

 

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的局势 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加拿大、

德国、印度、伊拉克、意大利、日本、

约旦、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马来西亚、荷兰、新西兰、沙特

阿拉伯、南非、西班牙、瑞典、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也门 

第 4336次会议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第 4346次会议 

小武器 阿根廷、澳大利亚、白俄罗斯、比

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

智利、哥斯达黎加、埃及、加纳、

印度、日本、墨西哥、尼泊尔、新

西兰、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

菲律宾、大韩民国、塞拉利昂、南

非、苏丹、泰国、委内瑞拉 

第 4355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 1998 年 3 月 31 日第

1160(1998)号决议 

南斯拉夫 第 4366次会议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副总

理内博伊沙·乔维奇先生阁下通报

情况 

南斯拉夫 第 4373次会议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局势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第 4381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 1996 年 4 月 26 日第

1054(1996)号决议 

苏丹 第 4384次会议 

索马里局势 伊拉克、肯尼亚 第 4392次会议 

与制裁有关的一般性问题 德国、瑞典 第 4394次会议 

利比里亚局势 比利时、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

利昂 

第 4405次会议 

阿富汗局势 阿富汗、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

时、加拿大、智利、埃及、德国、

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

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新西兰、

巴基斯坦、大韩民国、塔吉克斯坦、

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  

第 4414次会议 

 阿富汗 第 4415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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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邀请的会议 

   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亚间局势 厄立特里亚 第 4420次会议 

 埃塞俄比亚 第 4421次会议 

儿童与武装冲突 比利时、加拿大、埃及、伊拉克、

以色列、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

尼日利亚、大韩民国、斯洛文尼亚、

南非 

第 4422次会议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

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 

起诉应对 1994年 1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

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

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

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卢旺达、

南斯拉夫 

第 4429次会议 

2001 年 4 月 30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比利时、埃及、几内亚、摩洛哥、

尼日利亚、塞拉利昂 

第 4439次会议 

2002年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第 4448 次会议(第 4574、4622、

4662次会议) 

塞拉利昂局势 塞拉利昂 第 4451(第 4500 和 4615次会议) 

恐怖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

威胁 

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文莱达鲁萨

兰国、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印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牙买

加、日本、蒙古、摩洛哥、瑙鲁、

尼泊尔、巴基斯坦、秘鲁、波兰、

葡萄牙、卡塔尔、西班牙、塔吉克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第 4453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第 1160(1998)、第 1199 

(1998)、第 1203(1998)、第 1239 

(1999)和第 1244(1999)号决议 

阿尔巴尼亚、西班牙、乌克兰、南

斯拉夫 

第 4454 次会议(第 4473、4498、

4518和 4533次会议) 

 德国、意大利、前南斯拉夫的马其

顿共和国、南斯拉夫 

第 4543次会议 

 西班牙、南斯拉夫 第 4559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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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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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巴尼亚、丹麦、前南斯拉夫的

马其顿共和国、乌克兰、南斯拉夫 

第 4592 次会议(第 4605、4633 和

4676次会议) 

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有关的局势 刚果民主共和国 第 4459 次会议(第 4495、4548、

4554、4583、4626和 4634次会议) 

 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南非 第 4596(第 4597 次会议、4602 次

会议、4608次会议) 

 安哥拉、比利时、丹麦、刚果民主

共和国、阿曼、卢旺达、南非、乌

干达、津巴布韦 

第 4642次会议 

非洲局势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国、

加拿大、科特迪瓦、古巴、刚果民

主共和国、吉布提、埃及、加纳、

印度、牙买加、日本、肯尼亚、阿

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摩

洛哥、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塞内

加尔、塞拉利昂、南非、西班牙、

突尼斯、乌干达、乌克兰、赞比亚 

第 4460次会议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澳大利亚、

巴林、孟加拉国、贝宁、布隆迪、

佛得角、中非共和国、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古巴、吉布提、埃及、

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印度、

日本、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拉

维、马来西亚、马里、摩洛哥、莫

桑比克、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

斯坦、大韩民国、卢旺达、 塞内

加尔、塞拉利昂、南非、西班牙、

突尼斯、乌克兰、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赞比亚 

第 4538次会议 

 丹麦、日本、摩洛哥、塞拉利昂 第 4577次会议 

阿富汗局势 阿富汗 第 4461 次会议(第 4501、4521、

4557、4560、4611、4638、4651

和 4664次会议) 

 阿富汗、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加拿

大、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

本、哈萨克斯坦、新西兰、巴基斯

坦、西班牙、塔吉克斯坦、土耳其 

第 4497次会议(第 4541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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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邀请的会议 

    阿富汗、加拿大、丹麦、印度、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马来西亚、

尼泊尔、巴基斯坦、大韩民国、塔

吉克斯坦、土耳其、乌克兰 

第 4579次会议 

东帝汶局势
b
 

 

孟加拉国、巴西、斐济、日本、印

度尼西亚、新西兰、菲律宾、葡萄

牙、大韩民国、西班牙 

第 4462次会议 

 澳大利亚、巴西、智利、埃及、斐

济、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

新西兰、菲律宾、葡萄牙、大韩民

国、西班牙、泰国、乌克兰  

第 4522次会议 

 澳大利亚、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

哥斯达黎加、古巴、印度尼西亚、

牙买加、日本、马来西亚、尼泊尔、

新西兰、菲律宾、葡萄牙、大韩民国、

西班牙、泰国、委内瑞拉、乌克兰 

第 4537次会议 

 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

葡萄牙 

第 4598次会议 

 澳大利亚、智利、丹麦、斐济、印度、

印度尼西亚、日本、新西兰、葡萄牙、

大韩民国、泰国、东帝汶、乌克兰 

第 4646次会议 

布隆迪局势 布隆迪、南非 第 4467 次会议(第 4609、4655 和

4675次会议)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葡萄牙 第 4472 次会议(第 4514、4517、

4575、4595、4603、4604、4628、

4657、4671次会议)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以色列、也门 第 4474次会议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巴西、加拿大、智利、

古巴、埃及、印度、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伊拉克、日本、约旦、马来

西亚、摩洛哥、阿曼、巴基斯坦、

沙特阿拉伯、南非、西班牙、苏丹、

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 

第 4478次会议 

 以色列 第 4488 次会议(第 4489、4504、

4508和 4511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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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及利亚、古巴、吉布提、埃及、

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

约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摩洛

哥、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

伯、西班牙、突尼斯、土耳其 

第 4503次会议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林、孟加

拉国、不丹、巴西、加拿大、智利、

哥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斯、吉

布提、埃及、印度、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伊拉克、以色列、日本、约

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拉伯利比

亚民众国、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

摩洛哥、纳米比亚、新西兰、阿曼、

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

南非、西班牙、苏丹、突尼斯、土

耳其、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也门 

第 4506次会议 

 阿尔及利亚、巴林、加拿大、古巴、

厄瓜多尔、埃及、印度、印度尼西

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

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

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泊尔、阿

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

大韩民国、沙特阿拉伯、南非、西

班牙、苏丹、突尼斯、土耳其、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 

第 4510次会议 

 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巴西、加

拿大、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以色

列、日本、约旦、科威特、马来西

亚、蒙古、摩洛哥、巴基斯坦、卡

塔尔、沙特阿拉伯、南非、西班牙、

苏丹、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第 4515次会议 

 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智利、古

巴、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以色列、日本、约旦、

黎巴嫩、马来西亚、摩洛哥、巴基

斯坦、南非、西班牙、苏丹、突尼

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第 4525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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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邀请的会议 

    巴林、古巴、埃及、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以色

列、日本、约旦、科威特、马来西

亚、摩洛哥、巴基斯坦、南非、沙

特阿拉伯、西班牙、苏丹、突尼斯、

土耳其 

第 4552次会议  

 巴林、智利、古巴、丹麦、埃及、

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伊拉克、以色列、日本、约

旦、科威特、马来西亚、巴基斯坦、

沙特阿拉伯、南非、苏丹、突尼斯、

也门 

第 4588次会议 

 阿尔及利亚、巴林、孟加拉国、古

巴、丹麦、埃及、印度、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以色列、约旦、阿拉伯

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巴基斯

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南非、

苏丹、突尼斯、土耳其 

第 4614次会议(第 4681次会议) 

 塞浦路斯、印度尼西亚、伊拉克、

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泊尔 

第 4614次会议，决议 1 

关于安全理事会本月份工作的总结

讨论 

安哥拉、阿根廷、布隆迪、智利、

古巴、刚果民主共和国 日本、尼

泊尔、西班牙、前南斯拉夫的马其

顿共和国、土耳其、乌克兰 

第 4482号决议 

 安哥拉、澳大利亚、巴林、孟加拉

国、巴西、古巴、埃及、印度尼西

亚、牙买加、日本、巴基斯坦、大

韩民国、塞拉利昂、西班牙、泰国、

突尼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第 4547号决议 

 巴林、埃及、西班牙、乌克兰 第 4562号决议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

亚、西班牙、乌克兰、南斯拉夫 

第 4484 次会议(第 4558、4564 和

4661次会议)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德国、意

大利 

第 4563次会议 

 阿根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巴西、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克罗

地亚、丹麦、斐济、德国、印度、 

第 4568次会议(第 4573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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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邀请的会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约旦、列支敦

士登、马来西亚、蒙古、新西兰、

萨摩亚、塞拉利昂、南非、泰国、

乌克兰、委内瑞拉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丹麦、日

本、斯洛文尼亚、乌克兰、南斯拉

夫 

第 4631次会议 

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间局势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日本、

荷兰、西班牙 

第 4485次会议(第 4529和 4530次

会议) 

索马里局势 索马里 第 4486 次会议(第 4502、4524、

4663次会议) 

 吉布提、埃及、埃塞俄比亚、肯尼

亚、约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索马里、西班牙 

第 4487次会议 

大湖区局势 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

南非、西班牙 

第 4532次会议 

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丹麦、格

林纳达、牙买加、日本、列支敦士

登、新西兰、尼日利亚、大韩民国 

第 4589次会议 

 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加

拿大、智利、丹麦、埃及、斐济、

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日本、

列支敦士登、摩洛哥、纳米比亚、

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大韩

民国、南非、委内瑞拉 

第 4635次会议 

格鲁吉亚局势 格鲁吉亚 第 4590次会议(第 4591次会议) 

小武器 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

刚果、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丹

麦、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以

色列、牙买加、日本、肯尼亚、马

拉维、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巴基

斯坦、菲律宾、大韩民国、塞内加

尔、南非、瑞士、乌克兰、赞比亚 

第 4623次会议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

阿根廷、澳大利亚、孟加拉国、白

俄罗斯、巴西、加拿大、柬埔寨、

智利、哥斯达黎加、古巴、丹麦、

第 4625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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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邀请的会议 

   吉布提、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以色

列、牙买加、日本、约旦、科威特、 

马拉维、毛里塔尼亚、纳米比亚、

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卡

塔尔、大韩民国、塞内加尔、南非、

斯里兰卡、瑞士、乌克兰、赞比亚、

津巴布韦 

中非共和国局势 中非共和国 第 4627次会议(第 4658次会议) 

加强联合国系统同中非区域在维持

和平与安全方面合作 

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

刚果民主共和国、丹麦、埃及、赤

道几内亚、加蓬、日本 

第 4630次会议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

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 

起诉应对 1994年 1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

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

内种族灭绝和其他 这类违法行为

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

亚、卢旺达、南斯拉夫 

第 4637次会议(第 4666次会议) 

1998 年 3 月 31 日巴布亚新几内亚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澳大利亚、斐济、新西兰、巴布亚

新几内亚 

第 4647次会议 

2002年 11月 29日乍得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乍得 第 4659次会议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阿根廷、奥地利、孟加拉国、布基

纳法索、柬埔寨、加拿大、智利、

丹麦、埃及、印度尼西亚、以色列、

日本、大韩民国、瑞士、东帝汶、

乌克兰 

第 4660次会议 

科特迪瓦局势 科特迪瓦、塞内加尔 第 4680次会议(第 4804次会议)  

2003年   

儿童与武装冲突 奥地利、巴林、布隆迪、加拿大、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刚果民主

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

第 4684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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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邀请的会议 

   比亚、希腊、印度尼西亚、以色列、

日本、列支敦士登、马拉维、摩纳

哥、缅甸、纳米比亚、尼泊尔、菲

律宾、卢旺达、塞拉利昂、斯洛文

尼亚、瑞士、乌克兰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 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 第 4691 次会议(第 4705、4756、

4764、4784、4797、4807、4813

和 4863次会议) 

 孟加拉国、巴西、刚果民主共和国、

埃及、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

尼泊尔、菲律宾、卢旺达、南非 

第 4790次会议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伊拉克 第 4692次会议(第 4707次会议)、

第 4701 次会议(第 4714、4721、

4883和 4884次会议)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

澳大利亚、巴林、白俄罗斯、巴西、

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古巴、厄瓜

多尔、埃及、萨尔瓦多、斐济、冈

比亚、格鲁吉亚、希腊、洪都拉斯、

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伊拉克、日本、约旦、

科威特、拉脱维亚、黎巴嫩、阿拉

伯利比亚民众国、列支敦士登、马

来西亚、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

摩洛哥、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

利亚、挪威、阿曼、巴拉圭、秘鲁、

卡塔尔、大韩民国、圣卢西亚、沙

特阿拉伯、塞尔维亚和黑山、新加

坡、南非、斯里兰卡、苏丹、瑞士、

泰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

国、土耳其、乌克兰、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越南、也门、津巴布韦 

第 4709次会议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

澳大利亚、白俄罗斯、玻利维亚、

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古巴、

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萨尔瓦多、

埃塞俄比亚、格鲁吉亚、希腊、冰

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

第 4717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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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邀请的会议 

   兰共和国、伊拉克、日本、科威特、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拉脱维亚、

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列

支敦士登、马拉维、马来西亚、摩

洛哥、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利

亚、挪威、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

亚、秘鲁、菲律宾、大韩民国、塞

内加尔、新加坡、南非、苏丹、瑞

士、泰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

和国、突尼斯、土耳其、委内瑞拉、

越南、赞比亚、津巴布韦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

澳大利亚、白俄罗斯、巴西、加拿

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

捷克共和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埃

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格鲁

吉亚、希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

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牙买加、日

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吉尔

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拉脱维亚、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列支敦士登、立陶宛、马

来西亚、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蒙古、摩洛哥、

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波兰、

大韩民国、沙特阿拉伯、新加坡、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斯

里兰卡、苏丹、瑞士、泰国、前南

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东帝汶、

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乌兹别克

斯坦、委内瑞拉、越南、也门 、

津巴布韦 

第 4726次会议 

 科威特 第 4887次会议 

阿富汗局势 阿富汗 第 4699 次会议(第 4711、4727、

4730、4750、4840和 4848次会议) 

 阿富汗、哥伦比亚、希腊、印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哈萨克

第 4774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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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邀请的会议 

   斯坦、新西兰、挪威、菲律宾、大

韩民国、塔吉克斯坦、乌克兰、乌

兹别克斯坦 

科特迪瓦局势 科特迪瓦 第 4700 次会议(第 4754、4793、

4804、4857和 4875次会议) 

 科特迪瓦、加纳、尼日利亚、塞内

加尔 

第 4746次会议(第 4873和 4874次

会议) 

安全理事会第 1160(1998)、第 1199 

(1998)、第 1203(1998)、第 1239 

(1999)、和第 1244(1999)号决议 

希腊、挪威、塞尔维亚和黑山 第 4702次会议(第 4880次会议) 

 阿尔巴尼亚、希腊、塞尔维亚和黑

山 

第 4742次会议(第 4770次会议) 

 阿尔巴尼亚、意大利、日本、塞尔

维亚和黑山 

第 4782(第 4809、4823和 4886 次

会议) 

 阿尔巴尼亚、意大利、日本、塞尔

维亚和黑山、乌克兰 

第 4853次会议 

恐怖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

威胁 

哥伦比亚 第 4706次会议 

 阿尔巴尼亚、阿根廷、澳大利亚、

巴林、白俄罗斯、加拿大、哥伦比

亚、克罗地亚、古巴、埃及、萨尔

瓦多、斐济、希腊、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以色列、日本、列支敦士登、

缅甸、秘鲁、南非、土耳其、乌克

兰、也门 

第 4710次会议(第 4867次会议) 

 阿富汗、澳大利亚、白俄罗斯、巴

西、柬埔寨、哥伦比亚、斐济、希

腊、印度、以色列、日本、挪威、

秘鲁、菲律宾、大韩民国 

第 4734次会议 

 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以色列、

意大利、日本、尼泊尔、秘鲁、大

韩民国、乌干达、乌克兰 

第 4792次会议 

 阿根廷、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印

度、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列支

敦士登、乌克兰 

第 4798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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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邀请的会议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巴西、哥伦

比亚、厄瓜多尔、印度、印度尼西

亚、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哈萨

克斯坦、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

众国、列支敦士登、秘鲁、南非、

瑞士、乌干达、也门 

第 4845次会议 

与制裁有关的一般性问题 瑞典 第 4713次会议 

东帝汶局势 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日本、葡

萄牙、东帝汶 

第 4715次会议(第 4735次会议) 

 澳大利亚、巴西、斐济、印度尼西

亚、日本、新西兰、葡萄牙、东帝汶 

第 4744次会议(第 4758次会议) 

 澳大利亚、印度、意大利、日本、

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葡萄

牙、新加坡、东帝汶 

第 4843次会议 

小武器和轻武器扩散及雇佣军活

动：对西非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冈

比亚、利比里亚、马里、尼日尔、

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

多哥 

第 4720次会议 

1998 年 3 月 31 日巴布亚新几内亚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澳大利亚、斐济、日本、新西兰、

巴布亚新几内亚 

第 4728次会议(第 4805和 4881次

会议) 

塞拉利昂局势 塞拉利昂 第 4729次会议(第 4829次会议) 

索马里局势 索马里 第 4737次会议(第 4856和 4885次

会议) 

安全理事会和各区域组织：面对国

际和平与安全遇到的新挑战 

希腊 第 4739次会议 

关于安全理事会本月份工作的总结

讨论 

巴西、加拿大、埃及、格鲁吉亚、

希腊、印度尼西亚、日本、南非 

第 4748次会议 

 巴西、布隆迪、刚果、刚果民主共

和国、埃及、希腊、日本、马来西

亚、毛里求斯、菲律宾、卢旺达、

南非、突尼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乌拉圭 

第 4766次会议 

布隆迪局势 布隆迪 第 4749次会议(第 4832次会议) 

 布隆迪、南非 第 4876次会议(第 4876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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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邀请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

作用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哥伦比亚、

埃塞俄比亚、希腊、洪都拉斯、印

度、印度尼西亚 

第 4753次会议 

联合国维持和平 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古巴、刚

果民主共和国、希腊、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约旦、列支敦士登、马拉

维、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秘

鲁、南非、瑞士、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乌拉圭 

第 4772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派遣的代表团 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  

第 4775次会议 

 阿富汗 第 4855次会议 

几内亚比绍局势 冈比亚、几内亚比绍 第 4776次会议(第 4834和 4860次

会议)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意大利 4786次会议(第 4837次会议) 

格鲁吉亚局势 格鲁吉亚 第 4799和 4800次会议 

利比里亚局势 科特迪瓦、加纳、尼日利亚、塞内

加尔 

第 4815次会议(第 4816次会议) 

 利比里亚 第 4830次会议 

1991 年 12 月 20 日和 23 日法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

利坚合众国的信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第 4820次会议(第二部分)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

巴林、孟加拉国、巴西、加拿大、

古巴、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

以色列、意大利、日本、约旦、马

来西亚、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南

非、苏丹、突尼斯、土耳其、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尼泊尔、挪威 

第 4824次会议 

 阿根廷、巴林、巴西、古巴、埃及、

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以色列、意大利、日本、约旦、黎

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

西亚、尼泊尔、新西兰、挪威、卡

塔尔、沙特阿拉伯、南非、苏丹、

突尼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也门 

第 4841次会议 (4862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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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邀请的会议 

   司法与法治：联合国的作用 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

拜疆、巴林、巴西、加拿大、刚果

民主共和国、丹麦、芬兰、意大利、

日本、约旦、列支敦士登、新西兰、

菲律宾、大韩民国、罗马尼亚、圣

马力诺、塞尔维亚和黑山、塞拉利

昂、瑞典、瑞士、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乌拉圭 

第 4835次会议 

2003 年 10 月 5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 

阿尔及利亚、巴林、古巴、吉布提、

埃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

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拉伯利

比亚民众国、摩洛哥、阿曼、卡塔

尔、沙特阿拉伯、索马里、苏丹、

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 

第 4836次会议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

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

亚、卢旺达、塞尔维亚和黑山 

第 4838次会议 

2003 年 10 月 2 日苏丹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苏丹 第 4839次会议 

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澳大利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

加拿大、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刚

果民主共和国、埃及、斐济、冰岛、

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

列支敦士登、荷兰、挪威、菲律宾、

大韩民国、南非、东帝汶、乌克兰、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第 4852次会议 

大湖区局势 意大利、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 

第 4865次会议 

中部非洲区域 乍得、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赤

道几内亚、意大利、卢旺达 

第 4871次会议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阿塞拜疆、加拿大、哥伦比亚、埃

及、意大利、日本、挪威、大韩民

国、塞拉利昂、瑞士、乌克兰 

第 4877次会议 

 

 
a
 括号中标明重新发出邀请的会议。 

 
b
 从 2002年 11 月 14 日第 4646次会议起，题为“The situation in East Timor”的项目改为“The situation in 东帝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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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根据规则第三十九条发出的邀请 

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2000年 

根据规则第三十九条向联合国秘书处、安全理事会访问团和安全理事会附属机构的代表发出的邀请 

助理秘书长兼性别平等和提高妇女

地位问题特别顾问 

安吉拉·金女士 

阿富汗局势 第 4124次会议 2000年 4月 7日 

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第 4208次会议 2000 年 10 月 24 日

和 25日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紧急救济临时

协调员 

卡罗琳·麦卡斯基女士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

势 

第 4237次会议 2000年 11月 28日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

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

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庭长 

克洛德·若尔达法官 

起诉应对 1991年以来前南

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

者的国际法庭 

第 4161次会议 2000年 6月 20日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

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

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和起诉应对

1994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在

卢旺达境内的灭绝种族和其他严重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

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

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

民的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卡拉·德

尔庞特女士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

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

者的国际法庭 

起诉应对 1994年 1月 1日

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

达境内的灭绝种族和其他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

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其

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

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第 4150次会议 

 

第 4229次会议 

2000年 6月 2日 

 

 

2000年 11月 21日 

 

 

 

秘书长巴尔干问题特使 

卡尔·比尔特先生 

秘书长巴尔干问题特使卡

尔·比尔特先生通报情况 

第 4105次会议 2000年 2月 28日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行动协调员 

雅克·保罗·克莱因先生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

势 

第 4154次会议 2000年 6月 13日 

第 4245次会议 2000年 1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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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南斯拉夫

联邦共和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

派团团长 

贝尔纳·库什内博士 

安全理事会第 1160(1998)、

第 1199(1998) 、第 1203 

(1998)、第 1239(1999)和第

1244(1999)号决议 

第 4108次会议 2000年 3月 6日 

第 4153次会议 2000年 6月 9日 

第 4200次会议 2000年 9月 27日 

第 4225次会议 2000年 11月 16日 

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

别代表 

奥拉拉·奥图诺先生 

儿童与武装冲突 第 4176次会议 2000年 7月 26日 

秘书长代表兼塔吉克斯坦特派团团

长 

伊沃·彼得罗夫先生 

塔吉克斯坦和塔吉克-阿

富汗边界沿线局势 

第 4140次会议 2000年 5月 12日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驻东帝汶过渡行

政长官 

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先生 

东帝汶局势 第 4097次会议 2000年 2月 3日 

第 4165次会议 2000年 6月 27日 

第 4203次会议 2000年 9月 29日 

第 4236次会议 2000年 11月 28日 

副秘书长兼非洲问题特别顾问 

易卜拉欣·甘巴里先生 

安哥拉局势 第 4178次会议 2000年 7月 27日 

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法律顾问 

汉斯·科雷尔先生 

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方面的责任 

第 4242次会议 2000年 12月 6日 

根据规则第三十九条向联合国机关、附属机构或机构的代表发出的邀请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

会
a 

主席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 

第 4204次会议 2000年 10月 4日 

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院长吉尔贝·纪尧姆法官 

国际法院院长吉尔贝·纪

尧姆法官通报情况 

第 4212 次(非

公开) 

2000年 10月 31日 

 

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
b
 

执行主任彼得·皮奥博士 

非洲局势：艾滋病对非洲

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第 4087次会议 2000年 1月 10日 

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方面的责任：艾

滋病毒/艾滋病与国际维

持和平行动 

第 4172次会议 2000年 7月 17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 

执行主任卡罗尔·贝拉米女士 

儿童与武装冲突 第 4176次会议 2000年 7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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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执行主任诺埃琳·海泽女士 

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第 4208次会议 2000年 10月 24日

和 25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 

署长马克·马洛赫-布朗先生
b
 

非洲局势：艾滋病对非洲

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第 4087次会议 2000年 1月 10日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女

士 

促进和平与安全：对难民

的人道主义援助 

第 4089次会议 2000年 1月 13日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绪方贞子女士通报情况 

第 4219次会议 2000年 11月 10日 

世界银行
b 

非洲区域副行长卡利斯托·马达沃

先生 

几内亚比绍局势 第 4238次会议 2000年 11月 29日 

世界银行 

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先生 

非洲局势：艾滋病对非洲

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第 4087次会议 2000年 1月 10日 

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执行主任 

凯瑟琳·贝尔蒂尼女士 

在冲突区保护联合国人员、

有关人员和人道主义人员 

第 4100次会议 2000年 2月 9日 

根据规则第三十九条向区域组织及其他政府间组织发出的邀请 

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
b 

执行秘书 

杜尔西·玛丽亚·佩雷拉女士 

几内亚比绍局势 第 4238次会议 2000年 11月 29日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
b 

执行秘书 

塞拉利昂局势 第 4163次会议 2000年 6月 21日 

欧洲联盟 

欧洲联盟委员会驻联合国代表团 

维持和平与安全：安全理

事会面前的各项问题的人

道主义方面 

第 4109次会议 2000年 3月 9日 

欧洲联盟 

欧洲联盟理事会秘书长兼欧洲联盟 

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哈维尔·索拉纳先生 

秘书长巴尔干问题特使卡

尔·比尔特先生通报情况 

第 4164次会议 2000年 6月 23日 

欧洲联盟 

负责监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

平协定执行情况高级代表沃尔夫

冈·佩特里奇先生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

势 

第 4136次会议 2000年 5月 9日 

第 4209次会议 2000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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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科索沃国际安全存在
b 

团长克劳斯·雷纳德将军 

安全理事会第 1160(1998)、

第 1199(1998)、第 1203 

(1998)、第 1239(1999)和

第 1244(1999)号决议 

第 4108 次会议

(非公开) 

2000年 3月 6日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 

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侯赛因·哈苏纳

博士 

索马里局势 第 4166次会议 2000年 6月 29日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 

第 4204次会议 2000年 10月 4日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 

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阿马杜·凯贝先生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 

第 4204次会议 2000年 10月 5日 

非洲统一组织 

秘书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

势 

第 4092次会议 2000年 1月 24日 

伊斯兰会议组织(伊会组织) 

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穆赫塔尔·拉马

尼先生 

安全理事会在和平解决争

端中的作用 

第 4174次会议 2000年 7月 20日 

儿童与武装冲突 第 4176次会议 2000年 7月 26日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 

第 4204次会议 2000年 10月 4日 

根据规则第三十九条向其他人发出的邀请 

美国负责卫生的助理部长兼公共卫

生署署长
b 

戴维·萨奇尔医生 

非洲局势：艾滋病对非洲

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第 4087次会议 2000年 1月 10日 

布隆迪阿鲁沙和平进程调解人 

纳尔逊·曼德拉先生 

布隆迪局势 第 4091次会议 2000年 1月 19日 

第 4201次会议 2000年 9月 29日 

第 4202 次会议

(非公开) 

2000年 9月 29日 

刚果人对话调解人 

凯图米莱·马西雷爵士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

势 

第 4092次会议 2000年 1月 24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驻联

合国代表团团长 

西尔维·朱诺女士 

在冲突区保护联合国人

员、有关人员和人道主义

人员 

第 4100次会议 2000年 2月 9日 

刚果争取民主联盟-解放运动(刚果

民盟-解运)代表团团长
b 

克拉弗·帕西先生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

势 

第 4156次会议 2000年 6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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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刚果解放运动对外关系负责人
b 

多米尼克·坎库先生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

势 

第 4156次会议 2000年 6月 15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 

雅各布·克伦贝格尔先生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第 4130次会议 2000年 4月 19日 

2001年 

根据规则第三十九条向联合国秘书处、安全理事会访问团和安全理事会附属机构的代表发出的邀请 

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 

易卜拉希马·法尔先生 

与制裁有关的一般性问题 第 4394次会议 2001年 10月 25日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333(2000)号决

议所任命的专家委员会主席
b 

海尔·门克里欧斯先生 

阿富汗局势 

 

第 4325次会议 

 

2001年 6月 5日 

非法开采刚果民主共和国自然资源

和其他形式财富问题专家小组主席
b 

萨菲亚托·巴恩道夫人 

马哈茂德·卡西姆先生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

势 

第 4317次会议 2001年 5月 3日 

第 4437次会议 2001年 12月 14日 

安全理事会关于阿富汗的第 1267 

(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b
 

哥伦比亚的阿方索·巴尔迪维索大使 

阿富汗局势 第 4325次会议 2001年 6月 5日 

安全理事会关于安哥拉的第 864 

(199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理查德·瑞安先生 

安哥拉局势 第 4283次会议 2001年 2月 22日 

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拉利昂的第 1132 

(199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安瓦尔·卡里姆·乔杜里先生 

塞拉利昂局势 第 4264次会议 2001年 1月 25日 

安全理事会关于利比里亚的第 1343 

(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b
 

基肖尔·马布巴尼先生 

利比里亚局势 

 

第 4405次会议 

 

2001年 11月 5日 

维持和平行动部欧洲和拉丁美洲司

司长 

约阿希姆·许特尔先生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 节的

规定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

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

派遣国举行会议 

第 4435次会议 

 

2001年 12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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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司长 

徐国华先生 

利比里亚局势 第 4405次会议 2001年 11月 5日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

(联刚特派团)部队指挥官 

蒙塔加·贾洛少将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A节的

规定与联合国组织刚果民

主共和国特派团部队派遣

国举行会议 

第 4391次会议 2001年 10月 22日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

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

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庭长 

克洛德·若尔达法官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

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

者的国际法庭 

起诉应对 1994年 1月 1日

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

达境内的灭绝种族和其他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

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其

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

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第 4429次会议 2001年 11月 27日 

起诉应对 1994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灭绝种族和

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

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灭

绝种族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

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 

纳瓦尼特姆·皮莱法官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

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

者的国际法庭 

起诉应对 1994年 1月 1日

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

达境内的灭绝种族和其他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

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其

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

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第 4429次会议 

 

2001年 11月 27日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

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

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和起诉应对

1994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在

卢旺达境内的灭绝种族和其他严重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

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

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

起诉应对 1991年以来前南

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

者的国际法庭庭长 

起诉应对 1994年 1月 1日

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

达境内的灭绝种族和其他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第 4429次会议 

 

2001年 1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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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民的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卡拉·德

尔庞特女士 

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

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其

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

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秘书长代表兼联合国驻中非共和国

建设和平支助办事处主任 

拉明·西塞将军 

谢赫·蒂迪亚内·西先生 

中非共和国局势 第 4261次会议 2001年 1月 23日 

第 4380次会议 2001年 9月 21日 

负责索马里问题秘书长代表 

戴维·斯蒂芬 

索马里局势 第 4392次会议 2001年 10月 19日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行动协调员 

雅克·保罗·克莱因先生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

势 

第 4330次会议 2001年 6月 15日 

第 4379次会议 2001年 9月 21日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格鲁吉亚

特派团团长 

迪特尔·博登先生 

格鲁吉亚局势 第 4299次会议 2001年 3月 21日 

第 4313次会议 2001年 4月 24日 

第 4400次会议 2001年 10月 30日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塞拉利昂

特派团团长 

奥卢耶米·阿德尼吉先生 

塞拉利昂局势 第 4340次会议 2001年 6月 28日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

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 

汉斯·海克鲁普先生 

安全理事会第 1160(1998)、

第 1199(1998)、第 1203 

(1998)、第 1239(1999)和

第 1244(1999)号决议 

第 4296次会议 2001年 3月 16日 

第 4387次会议 2001年 10月 5日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

维亚副总理内博伊沙·乔

维奇先生阁下通报情况 

第 4373次会议 2001年 9月 17日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过渡行政长官 

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先生 

东帝汶局势 第 4265次会议 2001年 1月 26日 

第 4351次会议 2001年 7月 30日 

第 4403次会议 2001年 10月 31日 

负责阿富汗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 

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 

阿富汗局势 第 4414次会议 2001年 1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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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负责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秘书长特

别代表卡迈勒·莫尔贾尼先生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

势 

第 4279次会议 2001年 2月 21日 

第 4348次会议 2001年 7月 24日 

负责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秘书长特别

代表阿莫斯·纳曼加·恩贡吉先生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 节

的规定与联合国组织刚果

民主共和国特派团派遣国

举行会议 

第 4391次会议 2001年 10月 22日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

势 

第 4395次会议 2001年 10月 24日 

第 4410次会议 2001年 11月 9日 

第 4411次 

会议(非公开) 

2001年 11月 9日 

负责大湖区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兼

执行监测委员会主席 

布隆迪局势 第 4407 次会议

(非公开) 

2001年 11月 8日 

负责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里特利

亚特派团秘书长特别代表 

勒格瓦伊拉·约瑟夫·勒格瓦伊拉

先生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 节

的规定与联合国埃塞俄比

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部

队派遣国举行会议 

第 4369次会议 2001年 9月 10日 

副秘书长兼秘书长非洲问题特别顾

问易卜拉欣·甘巴里先生 

安哥拉局势 

 

第 4418次会议 2001年 11月 15日 

第 4444次会议 2001年 12月 21日 

副秘书长兼秘书长负责儿童与武装

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

先生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

势 

第 4327次会议 2001年 6月 13日 

儿童与武装冲突 第 4422次会议 2001年 11月 20日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

救济协调员 

大岛贤三先生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第 4312次会议 2001年 4月 23日 

第 4424次会议 2001年 11月 21日 

根据规则第三十九条向联合国机关、附属机构或机构的代表发出的邀请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

员会主席 

易卜拉·德盖内·卡先生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 

第 4295次会议 2001年 3月 15日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

员会代理主席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 

第 4357次会议 2001年 8月 20日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

员会 

主席帕帕·路易斯·法尔先生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 

第 4438次会议 2001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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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

员会 

主席易卜拉·德盖内·卡先生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 

第 4295次会议 2001年 3月 19日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

员会 

主席帕帕·路易斯·法尔先生 

2001年 4月 30日秘书长给

安 全 理 事 会 主 席 的 信

(S/2001/434) 

第 4439次会议 2001年 12月 18日 

大会 

主席哈里·霍尔克里先生 

东帝汶局势 第 4265次会议 2001年 1月 26日 

国际法院 

院长吉尔贝·纪尧姆法官 

国际法院院长吉尔贝·纪

尧姆法官通报情况 

第 4398次会议 2001年 10月 29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b 

亚太部顾问路易斯·巴尔迪维索先生 

东帝汶局势 第 4265次会议 2001年 1月 26日 

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 

执行主任彼得·皮奥博士 

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方面的责任：艾

滋病毒/艾滋病与国际维

持和平行动 

第 4259次会议 2001年 1月 19日 

第 4339次会议 2001年 6月 28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鲁

滨逊女士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第 4312次会议 2001年 4月 23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执行主任卡罗尔·贝拉米女士 

儿童与武装冲突 第 4422次会议 2001年 11月 20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署长马克·马洛赫-布朗先生 

东帝汶局势 第 4265次会议 2001年 1月 26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协理署长泽菲林·迪亚布雷先生 

东帝汶局势 第 4403次会议 2001年 10月 31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非洲区域局代理副局长弗雷德里

克·莱昂斯先生 

中非共和国局势 第 4261次会议 2001年 1月 23日 

世界银行 

国别主任卡尔德里西先生 

中非共和国局势 第 4380次会议 2001年 9月 21日 

世界银行 中非共和国局势 第 4261次会议 2001年 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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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主管对外事务和联合国事务的副行

长马茨·卡尔松先生 

东帝汶局势 第 4403次会议 2001年 10月 31日 

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太平洋岛

屿国家主任克劳斯·罗兰德先生 

东帝汶局势 第 4265次会议 2001年 1月 26日 

根据规则第三十九条向区域组织及其他政府间组织发出的邀请 

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 

执行秘书 

继最近几内亚与利比里亚

和塞拉利昂边界沿线的攻

击事件之后几内亚的局势 

第 4276次会议 2001年 2月 12日 

欧洲联盟 

负责监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

平协定执行情况高级代表沃尔夫

冈·佩特里奇先生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

势 

第 4303次会议 2001年 3月 22日 

第 4379次会议 2001年 9月 21日 

欧洲联盟 

欧洲联盟委员会代表团临时代办理

查德·怀亚特先生 

安全理事会第 1160(1998)、

第 1199(1998)、第 1203 

(1998)、第 1239(1999)和

第 1244(1999)号决议 

第 4286次会议 2001年 3月 6日 

法语国家国际组织
b 

常驻观察员里达·布阿比德先生 

中非共和国局势 第 4261次会议 2001年 1月 23日 

阿拉伯国家联盟 

副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阿里·艾哈迈

德·阿巴斯先生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 

第 4295次会议 2001年 3月 19日 

第 4357次会议 2001年 8月 20日 

第 4357次会议 2001年 8月 21日 

非洲统一组织 

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赛义

德·德杰尼特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

势 

第 4279次会议 2001年 2月 21日 

非洲统一组织 

常驻观察员阿马杜·凯贝先生 

布隆迪局势 第 4406次会议 2001年 11月 8日 

第 4407 次会议

(非公开) 

2001年 11月 8日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

势 

第 4410次会议 2001年 11月 9日 

第 4411 次会议

(非公开) 

2001年 11月 9日 

伊斯兰会议组织 

常驻观察员穆赫塔尔·拉马尼先生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 

第 4295次会议 2001年 3月 19日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第 4312次会议 2001年 4月 23日 

索马里局势 第 4392次会议 2001年 10月 19日 



安全理事会惯例汇编 
 

 

11-21844 (C) 92 

 

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伊斯兰会议组织 

副常驻观察员艾哈迈德·哈吉何塞

尼先生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 

第 4357次会议 2001 年 8 月 20 日

和 21日 

根据规则第三十九条向其他人发出的邀请   

东帝汶第二届过渡政府首席部长
b
 

马里·阿尔卡蒂里先生 

东帝汶局势 第 4403次会议 2001年 10月 31日 

布隆迪阿鲁沙和平进程调解人 

纳尔逊·曼德拉先生 

布隆迪局势 第 4416次会议 2001年 11月 15日 

刚果人对话调解人 

凯图米莱·马西雷爵士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

势 

第 4281 次会议

(非公开) 

2001年 2月 22日 

第 4364 次会议

(非公开) 

2001年 9月 5日 

卢萨卡停火协定政治委员会成员 

布隆迪和赞比亚
b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

势 

第 4411 次会议

(非公开) 

2001年 11月 9日 

布隆迪问题区域和平倡议成员 布隆迪局势 第 4407 次会议

(非公开) 

2001年 11月 8日 

东帝汶过渡内阁负责外交事务的成员 

若泽·拉莫斯·奥尔塔先生 

东帝汶局势 第 4265次会议 2001年 1月 26日 

第 4321次会议 2001年 5月 18日 

第 4351次会议 2001年 7月 30日 

帝汶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主席
b 

萨纳纳·古斯芒先生 

东帝汶局势 第 4321次会议 2001年 5月 18日 

刚果争取民主联盟——基桑加尼代表 

帕希-克拉弗尔先生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

势 

第 4279次会议 2001年 2月 21日 

第 4410次会议 2001年 11月 9日 

刚果间对话调解人代表 

阿希巴尔德·莫惠先生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

势 

第 4410次会议 2001年 11月 9日 

布隆迪和平进程调解人代表 

马克·博马尼法官 

布隆迪局势 第 4378次会议 2001年 9月 20日 

执行监测委员会调解人代表 

尼古拉斯·海森教授 

布隆迪局势 第 4378次会议 2001年 9月 20日 

刚果解放运动派驻联合军事委员会

的代表 

瓦伦丁·森加先生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

势 

第 4279次会议 2001年 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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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刚果争取民主联盟(刚果民盟)秘书长
b
 

阿萨里亚斯·卢伯瓦先生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

势 

第 4279次会议 2001年 2月 21日 

第 4410次会议 2001年 11月 9日 

刚果解放运动秘书长 

奥利弗·卡米塔图先生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

势 

第 4410次会议 2001年 11月 9日 

2002年 

根据规则第三十九条向联合国秘书处、安全理事会访问团和安全理事会附属机构的代表发出的邀请 

助理秘书长兼性别平等和提高妇女

地位问题特别顾问 

安吉拉·金女士 

主管维和行动助理秘书长赫迪·阿

纳比先生 

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第 4589次会议 2002年 7月 25日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 节

的规定与联合国普雷维拉

卡观察团(联普观察团)部

队派遣国举行会议 

第 4446 次会议

(非公开) 

2002年 1月 10日 

第 4620 次会议

(非公开) 

2002年 10月 10日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 节

的规定与联合国驻黎巴嫩

临时部队(联黎部队)部队

派遣国举行会议 

第 4455次会议 2002年 1月 21日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A节的

规定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

政当局(联合国东帝汶过渡

行政当局)部队派遣国举行

会议 

第 4456 次会议

(非公开) 

2002年 1月 23日 

安全理事会第 1160(1998)、

第 1199(1998)、第 1203 

(1998)、第 1239(1999)和

第 1244(1999)号决议 

第 4475 次会议

(非公开) 

2002年 2月 25日 

第 4498次会议 2002年 3月 27日 

第 4605次会议 2002年 9月 5日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A节的

规定与联合国西撒哈拉全

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

团)部队派遣国举行会议 

第 4477 次会议

(非公开) 

2002年 2月 25日 

第 4520 次会议

(非公开) 

2002年 4月 24日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和 B

节的规定与联合国组织刚

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派遣

国举行会议 

第 4483 次会议

(非公开) 

2002年 3月 4日 

第 4612 次会议

(非公开) 

2002年 9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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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 节

的规定与联合国埃塞俄比

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

(埃厄特派团)部队派遣国

举行会议 

第 4491 次会议

(非公开) 

2002年 3月 14日 

第 4599 次会议

(非公开) 

2002年 8月 13日 

东帝汶局势 第 4522次会议 2002年 4月 26日 

第 4598 次会议

(非公开) 

2002年 8月 13日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 节

的规定与联合国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部队

派遣国举行会议 

第 4553 次会议

(非公开) 

2002年 6月 13日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和 B

节的规定与联合国伊拉克-

科威特观察团(伊科观察

团)部队派遣国举行会议 

第 4617 次会议

(非公开) 

2002年 10月 2日 

阿富汗局势 第 4664次会议 2002年 12月 13日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和 B

节的规定与联合国脱离接

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

队)部队派遣国举行会议 

第 4669 次会议

(非公开) 

2002年 12月 17日 

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达尼洛·蒂

尔克先生 

阿富汗局势 第 4497次会议 2002年 3月 26日 

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易卜拉希

马·法尔先生 

非洲局势：预防和解决非

洲冲突特设工作组 

第 4538次会议 2002年 5月 22日 

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图利亚迈

尼·卡洛莫先生 

加强联合国系统与中部非洲

区域在维持和平与安全方面

的合作 

第 4630次会议 2002年 10月 22日 

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主席 

杰格迪什·孔朱尔先生 

非洲局势：预防和解决非

洲冲突特设工作组 

第 4538次会议 2002年 5月 22日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与科

威特间局势的第 661(1990)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安全理

事会关于安哥拉局势的第

第 4673次会议 2002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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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864(1993)号决议所设委员

会、第 1267(1999)号决议所

设委员会、安全理事会关于

利比里亚的第 1343(200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预防

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

组和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维

持和平行动工作组的主席

通报情况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与科威特间

局势的第 661(1990)号决议所设委员

会主席 

奥莱·彼得·科尔比先生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与

科威特间局势的第 661 

(1990)号决议所设委员

会、安全理事会关于安哥

拉局势的第 864(1993)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第 1267 

(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安全理事会关于利比里亚

的第 1343(2001)号决议所

设委员会、预防和解决非洲

冲突特设工作组和安全理

事会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工作组的主席通报情况 

第 4673次会议 2002年 12月 18日 

安全理事会关于安哥拉局势的第

864(199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理查德·瑞安先生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与

科威特间局势的第 661 

(1990)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安全理事会关于安哥拉局

势的第 864(1993)号决议所

设委员会、第 1267 (1999)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安全理

事会关于利比里亚的第

1343(2001)号决议所设委

员会、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

特设工作组和安全理事会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工作

组的主席通报情况 

第 4673次会议 2002年 12月 18日 

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工

作组主席 

韦格·克里斯蒂安·斯特罗门先生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与

科威特间局势的第 661 

(1990)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安全理事会关于安哥拉局

势的第 864(1993)号决议所

设委员会、第 1267(1999)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安全理

第 4673次会议 2002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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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事会关于利比里亚的第

1343(2001)号决议所设委

员会、预防和解决非洲冲

突特设工作组和安全理事

会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工

作组的主席通报情况 

安全理事会关于利比里亚的第 1343 

(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纪梭·马布巴尼先生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与

科威特间局势的第 661 

(1990)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安全理事会关于安哥拉局

势的第864(1993)号决议所

设委员会、第 1267 (1999)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安全理

事会关于利比里亚的第

1343(2001)号决议所设委

员会、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

特设工作组和安全理事会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工作

组的主席通报情况 

第 4673次会议 2002年 12月 18日 

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 

恐怖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造成的威胁 

第 4453次会议 2002年 1月 18日 

第 4512次 2002年 4月 15日 

第 4561次会议 2002年 6月 27日 

第 4618次会议 2002年 10月 4日 

维持和平行动部亚洲和中东司副司长 

路易丝·拉厄尔特女士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节的

规定与联合国西撒哈拉全

民投票特派团部队派遣国

举行会议 

第 4545次会议 2002年 5月 24日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 节

的规定与联合国驻黎巴嫩

临时部队部队派遣国举行

会议 

第 4576 次会议

(非公开) 

2002年 7月 17日 

紧急救济副协调员卡洛琳·麦卡斯

基女士 

非洲局势 第 4577次会议 2002年 7月 18日 

维持和平行动部欧洲和拉丁美洲司

司长约阿希姆·许特尔先生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和 B

节的规定与联合国驻塞浦

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派遣国

举行会议
c
 

第 4549 次会议

(非公开) 

2002年 6月 5日 

第 4648 次会议

(非公开) 

2002年 1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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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节的

规定与联合国格鲁吉亚观

察团(联格观察团)部队派

遣国举行会议 

第 4586次会议 2002年 7月 24日 

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前

主席
b
柯蒂斯·沃德先生 

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行动

工 作 组 的 第 三 次 报 告

(S/2001/1335) 

第 4447次会议 2002年 1月 14日 

安全理事会派往厄立特里亚和埃塞

俄比亚访问团团长
b 

奥莱·彼得·科尔比先生 

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

之间局势 

第 4485次会议 2002年 3月 6日 

性别平等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

特别顾问办公室 

主管加罗林·汉南女士 

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第 4635次会议 2002年 10月 28日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

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

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庭长 

克洛德·若尔达法官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

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

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

国际法庭 

起诉应对 1994年 1月 1日

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

达境内的灭绝种族和其他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

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其

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

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第 4581次会议 2002年 7月 23日 

第 4637次会议 2002年 10月 29日 

起诉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灭绝种族

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

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

灭绝种族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

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庭长

纳瓦尼特姆·皮莱法官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

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

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

国际法庭 

起诉应对 1994年 1月 1日

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

达境内的灭绝种族和其他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

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其

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

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第 4637次会议 2002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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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

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

责者的国际法庭和起诉应对 1994 年 1

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

的灭绝种族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

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

国境内灭绝种族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

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检

察官 

卡拉·德尔庞特女士 

起诉应对 1994年 1月 1日

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

达境内的灭绝种族和其他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

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其

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

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第 4637次会议 2002年 10月 29日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 

卡拉·德尔庞特女士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

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

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

国际法庭 

第 4581次会议 2002年 7月 23日 

秘书长代表兼联合国几内亚比绍建

设和平支助办事处主任 

戴维·斯蒂芬先生 

几内亚比绍局势 第 4567 次会议

(非公开) 

2002年 7月 8日 

秘书长代表兼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

务处主任 

温斯顿·塔布曼先生 

索马里局势 第 4565 次会议

(非公开) 

2002年 7月 3日 

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兼秘书长

个人代表 

泰耶·勒厄德·拉森先生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 

第 4613次 2002年 9月 20日 

第 4668次会议 2002年 12月 16日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东帝汶过渡行政

长官 

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先生 

东帝汶局势 第 4462次会议 2002年 1月 30日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行动协调员 

雅克·保罗·克莱因先生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

势 

第 4484次会议 2002年 3月 5日 

第 4555次会议 2002年 6月 19日 

第 4631次会议 2002年 10月 23日 

第 4661次会议 2002年 12月 12日 

负责阿富汗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拉

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 

阿富汗局势 第 4469次会议 2002年 2月 6日 

第 4579次会议 2002年 7月 19日 

第 4611次 2002年 9月 19日 

第 4638次会议 2002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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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负责安哥拉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兼

联合国安哥拉特派团团长 

易卜拉欣·甘巴里先生 

安哥拉局势 第 4671次会议 2002年 12月 17日 

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

别代表 

奥拉拉·奥图诺先生 

儿童与武装冲突 第 4528次会议 2002年 5月 7日 

负责科索沃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兼

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领导人 

米夏埃尔·施泰纳先生 

安全理事会第 1160(1998)、

第 1199(1998)、第 1203 

(1998)、第1239(1999)和第

1244(1999)号决议 

第 4518次会议 2002年 4月 24日 

第 4592次会议 2002年 7月 30日 

负责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秘书长特

别代表兼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

国特派团团长 

阿莫斯·纳曼加·恩贡吉先生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A节的

规定与联合国组织刚果民

主共和国特派团派遣国举

行会议 

第 4550次会议 2002年 6月 11日 

负责塞拉利昂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

兼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团长 

奥卢耶米·阿德尼吉先生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 和 B

节的规定与联合国塞拉利

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举

行会议
c
 

第 4496 次会议

(非公开) 

2002年 3月 20日 

第 4610 次会议

(非公开) 

2002年 9月 18日 

负责西撒哈拉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 

威廉·莱西·斯温先生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节的

规定与联合国西撒哈拉全

民投票特派团部队派遣国

举行会议 

第 4587 次会议

(非公开) 

2002年 7月 24日 

负责东帝汶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 

卡姆莱什·夏尔马先生 

东帝汶局势
d
 第 4646次会议 2002年 11月 14日 

副秘书长兼秘书长非洲特别任务特

别顾问 

易卜拉欣·甘巴里先生 

安哥拉局势 第 4517次会议 2002年 4月 23日 

第 4595次会议 2002年 8月 7日 

主管裁军事务副秘书长 

贾扬塔·达纳帕拉先生 

小武器 第 4623次会议 2002年 10月 11日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

救济协调员 

大岛贤三先生 

安哥拉局势 第 4472次会议 2002年 2月 13日 

第 4575次会议 2002年 7月 17日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第 4492次会议 2002年 3月 15日 

第 4660次会议 2002年 1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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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 

让-马里·盖埃诺先生 

安全理事会第 1160(1998)、

第 1199(1998)、第 1203 

(1998)、第 1239(1999)和第

1244(1999)号决议 

第 4454次会议 2002年 1月 21日 

第 4533次会议 2002年 5月 16日 

第 4559次会议 2002年 6月 26日 

第 4643次会议 2002年 11月 6日 

塞拉利昂局势 第 4570 次会议

(非公开) 

2002年 7月 11日 

非洲局势 第 4577次会议 2002年 7月 18日 

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第 4589次会议 2002年 7月 25日 

克罗地亚爵士 第 4662次会议 2002年 12月 12日 

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 

基兰·普伦德加斯特先生 

阿富汗局势 第 4479次会议 2002年 2月 27日 

第 4490次会议 2002年 3月 13日 

第 4521次会议 2002年 4月 25日 

第 4541次会议 2002年 5月 23日 

第 4557次会议 2002年 6月 21日 

非洲局势 第 4577次会议 2002年 7月 18日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 

第 4645次会议 2002年 11月 12日 

1998年 3月 31日巴布亚新

几内亚常驻联合国临时代

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998/287) 

第 4647次会议 2002年 11月 21日 

根据规则第三十九条向联合国机关、附属机构或机构的代表发出的邀请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

员会 

主席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 

第 4478次会议 2002年 2月 26日 

第 4506次会议 2002年 4月 3日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

员会主席 

帕帕·路易斯·法尔先生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 

第 4552次会议 2002年 6月 13日 

第 4614次会议 2002年 9月 23日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

员会 

副主席拉万·法哈迪先生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 

第 4525次会议 2002年 5月 3日 



 
第三章. 参加安全理事会议事 

 

101 11-21844 (C) 

 

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

会 

代主席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帕里

利亚先生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 

第 4588次会议 2002年 7月 24日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b 

主席伊万·西蒙诺维奇先生 

非洲局势 第 4460次会议 2002年 1月 29日 

第 4538次会议 2002年 3月 27日 

第 4577次会议 2002年 7月 18日 

加强联合国系统与中部非洲

区域在维持和平与安全方面

的合作 

第 4630次会议 2002年 10月 22日 

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第 4635次会议 2002年 10月 28日 

国际法院庭长 

吉尔贝·纪尧姆法官 

国际法院院长吉尔贝·纪

尧姆法官通报情况 

第 4636次会议 2002年 10月 29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执行主任卡罗尔·贝拉米女士 

儿童与武装冲突 第 4528次会议 2002年 5月 7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西非地区主任阿卜杜拉耶·迪埃耶先

生 

非洲局势 第 4577次会议 2002年 7月 18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预防危机和复苏局主任朱莉娅·塔

夫脱女士 

加强联合国系统与中部非洲

区域在维持和平与安全方面

的合作 

第 4630次会议 2002年 10月 22日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执行主任诺埃琳·海泽女士 

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第 4589次会议 2002年 7月 25日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吕德·吕

贝尔斯先生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吕德·吕贝尔斯先生介绍

情况 

第 4470次会议 2002年 2月 7日 

世界银行 

区域人类发展资深社会保护专家弗

洛列安·菲赫特尔先生 

非洲局势 第 4577次会议 2002年 7月 18日 

世界银行 

主管中南非洲和大湖地区国家主任

埃曼努埃尔·姆比先生 

加强联合国系统与中部非

洲区域在维持和平与安全

方面的合作 

第 4630次会议 2002年 10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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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世界粮食计划署 

执行主任凯瑟琳·贝尔蒂尼女士 

解决冲突过程中的粮食援

助：阿富汗和其它危机地区 

第 4507次会议 2002年 4月 4日 

世界粮食计划署 

执行主任詹姆斯·莫里斯先生 

非洲粮食危机对和平与安

全的威胁 

第 4652次会议 2002年 12月 3日 

根据规则第三十九条向区域组织及其他政府间组织发出的邀请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
b 

副秘书长纳尔逊·科姆先生 

加强联合国系统与中部非洲

区域在维持和平与安全方面

的合作 

第 4630次会议 2002年 10月 22日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副执行秘书切克·奥马尔·迪亚拉

将军 

非洲局势 第 4577次会议 2002年 7月 18日 

欧洲联盟 

欧洲联盟理事会秘书长兼共同外交

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

纳先生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

势 

第 4484次会议 2002年 3月 5日 

阿拉伯国家联盟 

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叶海亚·马赫马

萨尼先生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 

第 4588次会议 2002年 7月 24日 

第 4614次会议 2002年 9月 23日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第 4625次会议 2002年 10月 16日 

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际社会高

级代表办公室高级代表沃尔夫冈·佩

特里奇先生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

势 

第 4484次会议 2002年 3月 5日 

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际社会高

级代表办公室高级代表帕迪·阿什当

勋爵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

势 

第 4631次会议 2002年 10月 23日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非洲联盟

(非盟) 

秘书长阿马拉·埃西先生 

非洲局势 第 4460次会议 2002年 1月 29日 

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联盟 

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阿马杜·凯贝先生 

非洲局势 第 4538次会议 2002年 5月 22日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 

第 4614次会议 2002年 9月 23日 

恐怖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造成的威胁 

第 4618次会议 2002年 10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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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加强联合国系统与中部非洲

区域在维持和平与安全方面

的合作 

第 4630次会议 2002年 10月 22日 

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联盟副常驻联合

国观察员西尔维安·恩贡先生 

非洲局势 第 4577次会议 2002年 7月 18日 

伊斯兰会议组织 

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穆赫塔尔·拉马

尼先生 

阿富汗局势 第 4579次会议 2002年 7月 19日 

恐怖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造成的威胁 

第 4618次会议 2002年 10月 4日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第 4625次会议 2002年 10月 16日 

根据规则第三十九条向其他人发出的邀请 

东帝汶首席部长 

马里·本·阿穆德·阿尔卡蒂里先生 

东帝汶局势 第 4522次会议 2002年 4月 26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总干事安吉洛·格内丁哥先生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第 4660次会议 2002年 12月 10日 

莫桑比克前教育部长、关于武装冲突

对儿童的影响的秘书长前独立专家
b 

格拉萨·马谢尔女士 

儿童与武装冲突 第 4528次会议 2002年 5月 7日 

东帝汶总统当选人
b 

萨纳纳·古斯芒先生 

东帝汶局势 第 4522次会议 2002年 4月 26日 

外交事务和合作高级部长若泽·拉

莫斯-奥塔先生 

东帝汶局势 第 4462次会议 2002年 1月 30日 

2003年 

根据规则第三十九条向联合国秘书处、安全理事会访问团和安全理事会附属机构的代表发出的邀请 

维持和平行动部亚洲和中东司代理司

长 

朱利安·哈斯顿先生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v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和 B

节的规定与联合国伊拉

克-科威特观察团部队派

遣国举行会议 

第 4781 次会议

(非公开) 

2003年 7月 1日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和 B

节的规定与联合国脱离接

触观察员部队部队派遣国

举行会议 

第 4878 次会议

(非公开) 

2003年 1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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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和 B

节的规定与联合国驻黎巴

嫩临时部队部队派遣国举

行会议 

第 4795 次会议

(非公开) 

2003年 7月 25日 

主管维和行动助理秘书长 

赫迪·阿纳比先生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和 B

节的规定与联合国驻黎巴

嫩临时部队部队派遣国举

行会议 

第 4689 次会议

(非公开) 

2003年 1月 21日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和 B

节的规定与联合国西撒哈

拉全民投票特派团部队派

遣国举行会议 

第 4690次会议 2003年 1月 22日 

 第 4763次会议 2003年 5月 28日 

阿富汗局势 第 4727次会议 2003年 3月 27日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和 B

节的规定与联合国伊拉

克-科威特观察团部队派

遣国举行会议 

第 4733次会议 2003年 4月 2日 

安全理事会第 1160(1998)、

第 1199(1998)、第 1203 

(1998)、第 1239(1999)和第

1244(1999)号决议 

第 4742次会议 2003年 4月 23日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和 B

节的规定与联合国组织刚

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派遣

国举行会议 

第 4767 次会议

(非公开) 

2003年 6月 4日 

安全理事会第 1160(1998)、

第 1199(1998)、第 1203 

(1998)、第 1239(1999)和第

1244(1999)号决议 

第 4823次会议 2003年 9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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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和 B

节的规定与塞拉利昂特派

团部队派遣国举行会议 

第 4827 次会议

(非公开) 

2003年 9月 16日 

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 

达尼洛·蒂尔克先生 

与制裁有关的一般性问题 第 4713次会议 2003年 2月 25日 

1998年 3月 31日巴布亚新

几内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 

第 4728次会议 2003年 3月 28日 

第 4881次会议 2003年 12月 15日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 

第 4741次会议 2003年 4月 16日 

第 4810次会议 2003年 8月 19日 

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 

图利亚迈尼·卡洛莫先生 

几内亚比绍局势 第 4834次会议 2003年 9月 29日 

中部非洲区域 第 4871次会议 2003年 11月 24日 

安全理事会第 1363(2001)号决议所

设监测组主席 

迈克尔·钱德勒先生 

恐怖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造成的威胁 

第 4798次会议 2003年 7月 29日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

势的第 661(1990)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京特·普洛伊格先生 

安全理事会所设各委员会

和各工作组的主席通报情

况 

第 4888次会议 2003年 12月 22日 

安全理事会关于卢旺达的第 918 

(199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费萨尔·迈克达德先生代表主席 

安全理事会所设各委员会

和各工作组的主席通报情

况 

第 4888次会议 2003年 12月 22日 

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拉利昂的第 1132 

(199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玛丽亚·安赫利卡·阿尔塞·德琼

纳特女士代表主席 

安全理事会所设各委员会

和各工作组的主席通报情

况 

第 4888次会议 2003年 12月 22日 

安全理事会第 1267 号决议所设委员

会主席 

埃拉尔多·穆尼奥斯先生 

恐怖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造成的威胁 

第 4798次会议 2003年 7月 29日 

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

决议所设反恐委员会主席
b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 

安全理事会高级别会议：

打击恐怖主义 

第 4688次会议 2003年 1月 20日 

恐怖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造成的威胁 

第 4710次会议 2003年 2月 20日 

第 4734次会议 2003年 4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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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6月 26日至 7月 5

日安全理事会派往西非访

问团的报告 

第 4785次会议 2003年 7月 9日 

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

决议所设反恐委员会主席 

伊诺森西奥·阿里亚斯先生 

恐怖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造成的威胁 

第 4845次会议 2003年 10月 16日 

制裁的一般性问题工作组主席
b 

马丁·贝林加·埃布图先生 

安全理事会所设各委员会

和各工作组的主席通报情

况 

第 4888次会议 2003年 12月 22日 

联格观察团首席军事观察员 

卡奇·艾哈默德少将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和 B

节的规定与联合国格鲁吉

亚观察团部队派遣国举行

会议 

第 4687次会议 2003年 1月 17日 

维持和平行动部副军事顾问 

马丁·路德·阿格瓦伊将军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和 B

节的规定与联合国脱离接

触观察员部队部队派遣国

举行会议 

第 4778次会议 2003年 6月 23日 

维持和平行动部非洲司司长 

德米特里·蒂托夫先生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和 B

节的规定与联合国西撒哈

拉全民投票特派团部队派

遣国举行会议 

第 4847 次会议

(非公开) 

2003年 10月 23日 

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兼联合

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执行主任安东尼奥·马里亚·科斯

塔先生 

阿富汗局势 第 4774次会议 2003年 6月 17日 

维持和平行动部欧洲和拉丁美洲司司

长 

约阿希姆·许特尔先生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和 B

节的规定与联合国格鲁吉

亚观察团部队派遣国举行

会议 

第 4687 次会议

(非公开) 

2003年 1月 17日 

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
b 

汉斯·布利克斯先生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第 4692次会议 2003年 1月 27日 

第 4708次会议 2003年 2月 14日 

第 4714次会议 2004年 3月 7日 

第 4721次会议 2003年 3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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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

执行主任 

彼得·皮奥先生 

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方面的责任：艾

滋病毒/艾滋病与国际维

持和平行动 

第 4859次会议 2003年 11月 17日 

伊拉克方案办公室执行主任 

贝农·萨万先生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第 4851次会议 2003年 10月 28日 

联黎部队指挥官
b 

拉利特·莫汉·特瓦里少将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和 B

节的规定与联合国驻黎巴

嫩临时部队部队派遣国举

行会议 

第 4689次会议 

(非公开) 

2003年 1月 21日 

几内亚比绍代表团团长兼安全理事

会关于塞拉利昂的第 1132(1997)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阿道夫·阿吉拉尔·辛塞尔先生 

2003年 6月 26日至 7月 5

日联合国派往西非访问团

的报告 

第 4785次会议 2003年 7月 9日 

布干维尔政治事务处主任 

诺埃尔·辛克莱先生 

1998年 3月 31日巴布亚新

几内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 

第 4805次会议 2003年 8月 6日 

安全理事会派往阿富汗访问团团长 

京特·普洛伊格大使 

安全理事会访问团：2003

年 10月 31日至 11月 7日

安全理事会派往阿富汗访

问团的报告 

第 4855次会议 2003年 11月 11日 

安全理事会派往中部非洲访问团让-

马克·德拉萨布利埃先生 

安全理事会访问团：2003年

6月7日至16日安全理事会

派往中非特派团的报告 

第 4775次会议 2003年 6月 18日 

联合国法律顾问
b 

汉斯·科雷尔先生 

司法与法治：联合国的作

用 

第 4835次会议 2003年 9月 30日 

维持和平行动部军事顾问帕特里

克·卡马尔特少将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 和 B

节的规定与联合国东帝汶支

助团部队派遣国举行会议 

第 4755次会议 2003年 5月 16日 

维持和平行动部欧洲和拉丁美洲司主

管 

沃尔夫冈·魏斯布罗德-韦伯先生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和 B

节的规定与联合国驻塞浦

路斯维持和平部队部队派

遣国举行会议 

第 4866次会议 2003年 1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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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

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

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庭长 

西奥多·梅龙法官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

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

者的国际法庭 

起诉应对 1994年 1月 1日

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

达境内的灭绝种族和其他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

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其

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

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第 4838次会议 2003年 10月 9日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

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

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检察官 

卡拉·德尔庞特女士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

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

者的国际法庭 

第 4838次会议 2003年 10月 9日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

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

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和起诉应对

1994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在

卢旺达境内的灭绝种族和其他严重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

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

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

民的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 

卡拉·德尔庞特女士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

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

者的国际法庭 

起诉应对 1994年 1月 1日

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

达境内的灭绝种族和其他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

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其

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

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第 4806 次会议

(非公开) 

2003年 8月 8日 

起诉应对 1994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灭绝种族和

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

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灭

绝种族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

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 

哈桑·布巴卡尔·贾洛先生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

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

者的国际法庭 

起诉应对 1994年 1月 1日

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

达境内的灭绝种族和其他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

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其

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

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第 4838次会议 2003年 10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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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秘书长代表兼联合国几内亚比绍建

设和平支助办事处主任 

戴维·斯蒂芬先生 

几内亚比绍局势 第 4776次会议 2003年 6月 19日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两

性问题高级顾问埃米·斯迈思女士 

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第 4852次会议 2003年 10月 29日 

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兼秘书长

个人代表 

泰耶·勒厄德·拉森先生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 

第 4722次会议 2003年 3月 19日 

  第 4757次会议 2003年 5月 19日 

  第 4788次会议 2003年 7月 17日 

  第 4824次会议 2003年 9月 15日 

  第 4879次会议 2003年 12月 12日 

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

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 

哈里·霍尔克里先生 

安全理事会第 1160(1998)、

第 1199(1998)、第 1203 

(1998)、第 1239(1999)和第

1244(1999)号决议 

第 4853次会议 2003年 10月 30日 

负责阿富汗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 

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 

阿富汗局势 第 4699次会议 2003年 1月 31日 

第 4750次会议 2003年 5月 6日 

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

别代表 

奥拉拉·奥图诺先生 

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

突的报告 

第 4684次会议 2003年 1月 14日 

负责科特迪瓦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 

阿尔贝·泰沃埃代日尔先生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 和 B

节的规定与联合国科特迪

瓦特派团(联科行动)部队

派遣国举行会议 

第 4854 次会议

(非公开) 

2003年 11月 7日 

负责格鲁吉亚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

兼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团长 

海迪·塔利亚维尼女士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和 B

节的规定与联合国格鲁吉

亚观察团(联格观察团)部

队派遣国举行会议 

第 4796 次会议

(非公开) 

2003年 7月 25日 

格鲁吉亚局势 第 4799 次会议

(非公开) 

2003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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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负责科索沃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兼

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领导人 

米夏埃尔·施泰纳先生 

安全理事会第 1160(1998)、

第 1199(1998)、第 1203 

(1998)、第 1239(1999)和第

1244(1999)号决议 

第 4702次会议 2003年 2月 6日 

第 4782次会议 2003年 7月 3日 

负责伊拉克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 

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先生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第 4791次会议 2003年 7月 22日 

负责利比里亚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 

雅克·保罗·克莱因先生 

安全理事会与拟议联合国

利比里亚维持和平行动部

队和民警派遣国举行会议 

第 4825次会议 2003年 9月 15日 

利比里亚局势 第 4826次会议 2003年 9月 16日 

负责塞拉利昂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

兼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团长 

奥卢耶米·阿德尼吉先生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 和 B

节的规定与联合国塞拉利昂

特派团部队派遣国举行会议 

第 4724次会议 2003年 3月 20日 

主管维和行动助理秘书长 

赫迪·阿纳比先生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 A和 B

节的规定与联合国西撒哈

拉全民投票特派团部队派

遣国举行会议 

第 4763 次会议

(非公开) 

2003年 5月 28日 

负责大湖区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 

易卜拉希马·法尔先生 

大湖区局势 第 4865次会议 2003年 11月 20日 

负责东帝汶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兼

特派团团长 

卡姆莱什·夏尔马先生 

东帝汶局势 第 4744次会议 2003年 4月 28日 

第 4843次会议 2003年 10月 15日 

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问

题特别代表 

勒格瓦伊拉·约瑟夫·勒格瓦伊拉

先生 

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 

(2001)号决议附件二A和B

节的规定与联合国埃塞俄

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

部队派遣国举行会议 

第 4716次会议 

(非公开) 

2003年 3月 10日 

第 4821次会议 2003年 9月 9日 

联合国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 

伯特兰·甘加佩尔绍德·拉姆查兰

先生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

势 

第 4784次会议 2003年 7月 7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塞尔希

奥·比埃拉·德梅洛先生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

势 

第 4705次会议 2003年 2月 13日 

副秘书长兼秘书长塞浦路斯问题特

别顾问 

阿尔瓦罗·德索托先生 

塞浦路斯局势 第 4738次会议 2003年 4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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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

救济协调员 

大岛贤三先生 

伊拉克境内人道主义状况

的对策 

第 4762次会议 2003年 5月 22日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第 4777次会议 2003年 6月 20日 

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 

让-马里·盖埃诺先生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

势 

第 4705次会议 2003年 2月 13日 

第 4784次会议 2003年 7月 7日 

阿富汗局势 第 4711次 2003年 2月 24日 

第 4712 次会议

(非公开) 

2003年 2月 24日 

第 4774次会议 2003年 6月 17日 

第 4848次会议 2003年 10月 24日 

东帝汶局势 第 4715次会议 2003年 3月 10日 

司法与法治：联合国的作用 第 4835次会议 2003年 9月 30日 

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第 4852次会议 2003年 10月 29日 

排雷行动对维持和平行动

的重要性 

第 4858次会议 2003年 11月 13日 

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方面的责任：艾

滋病毒/艾滋病与国际维

持和平行动 

第 4859次会议 2003年 11月 17日 

安全理事会第 1160(1998)、

第 1199(1998)、第 1203 

(1998)、第 1239(1999)和第

1244(1999)号决议 

第 4886次会议 2003年 12月 17日 

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 

基兰·普伦德加斯特先生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 

第 4685次会议 2003年 1月 16日 

第 4704次会议 2003年 2月 13日 

第 4774次会议 2003年 6月 13日 

第 4846次会议 2003年 10月 21日 

第 4861次会议 2003年 11月 19日 

根据规则第三十九条向联合国机关、附属机构或机构的代表发出的邀请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主席格特·罗森塔尔先生 

安全理事会本月工作的总

结讨论会 

第 4748次会议 2003年 4月 30日 

几内亚比绍局势 第 4860次会议 2003年 11月 18日 

布隆迪局势 第 4876次会议 2003年 12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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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几内亚比绍问题特设咨询小组主席

杜米萨尼·库马洛先生 

几内亚比绍局势 第 4776次会议 2003年 6月 19日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 

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先生 

总干事代表古斯塔沃·兹劳维南先生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第 4692次会议 2003年 1月 27日 

第 4708次会议 2003年 2月 14日 

第 4714次会议 2003年 3月 7日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第 4721次会议 2003年 3月 19日 

国际法院 

法官纳比勒·阿拉比先生 

安全理事会在和平解决争

端中的作用 

第 4753次会议 2003年 5月 13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 

执行秘书卡罗尔·贝拉米女士 

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

突的报告 

第 4684次会议 2003年 1月 14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 

紧急方案主任尼尔斯·卡斯特伯格

先生 

伊拉克境内人道主义状况的

对策 

第 4762次会议 2003年 5月 22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署长马克·马洛赫-布朗先生 

伊拉克境内人道主义状况的

对策 

第 4762次会议 2003年 5月 22日 

世界粮食计划署 

执行主任詹姆斯·莫里斯先生 

非洲粮食危机对和平与安全

的威胁：世界粮食计划署执

行主任詹姆斯·莫里斯先生

介绍情况 

第 4736次会议 2003年 4月 7日 

伊拉克境内人道主义状况的

对策 

第 4762次会议 2003年 5月 22日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
b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政策顾问

兼可持续发展和健康环境执行主任

大卫·纳巴罗先生， 

伊拉克境内人道主义状况的

对策 

第 4762次会议 2003年 5月 22日 

根据规则第三十九条向区域组织及其他政府间组织发出的邀请 

非洲联盟 

非洲联盟和平、安全与政治事务临时

专员赛义德·吉尼特先生 

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扩散及

雇佣军活动：对西非和平

与安全的威胁 

第 4720次会议 2003年 3月 18日 

非洲联盟 

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阿马杜·凯贝大使 

中部非洲区域 第 4871次会议 2003年 1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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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非洲联盟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阿尔法·乌马

尔·科纳雷先生 

布隆迪局势 第 4832 次会议

(非公开) 

2003年 9月 22日 

非洲联盟 

非洲联盟主席代表、南非省和地方政府

部长法里萨尼·西德尼·穆法马迪 

安全理事会和各区域组

织：面对国际和平与安全

遇到的新挑战 

第 4739次会议 2003年 4月 11日 

非洲联盟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主管大湖区事

务特使凯利·瓦卢比塔先生 

大湖区局势 第 4865次会议 2003年 11月 20日 

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
b 

代表恩里克·瓦莱先生 

几内亚比绍局势 第 4860 次会议

(非公开) 

2003年 11月 18日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主管政治

事务常务秘书长科姆·纳尔逊先生 

中部非洲区域 第 4871次会议 2003年 11月 24日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执行秘书穆罕默德·伊本·查巴斯先

生 

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扩散及

雇佣军活动：对西非和平

与安全的威胁 

第 4720次会议 2003年 3月 18日 

安全理事会和各区域组

织：面对国际和平与安全

遇到的新挑战 

第 4739次会议 2003年 4月 11日 

利比里亚局势 第 4815次会议 2003年 8月 27日 

第 4816 次会议

(非公开) 

2003年 8月 27日 

科特迪瓦局势 第 4873次会议 2003年 11月 24日 

第 4874 次会议

(非公开) 

2003年 11月 24日 

第 4746次会议 2003年 4月 29日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主席代表纳纳·埃法赫-阿彭滕先生 

几内亚比绍局势 第 4860 次会议

(非公开) 

2003年 11月 18日 

欧洲联盟 

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哈维

尔·索拉纳先生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

势 

第 4790次会议 2003年 7月 18日 

欧洲联盟 

负责监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平

协定执行情况高级代表·阿什当勋爵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

势 

第 4837次会议 2003年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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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阿拉伯国家联盟 

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叶海亚·马赫马

萨尼先生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第 4709次会议 2003 年 2 月 18 日

和 19日 

第 4717次会议 2003年 3月 11日 

第 4726次会议 2003 年 3 月 26 日

和 27日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 

第 4824次会议 2003年 9月 15日 

第 4841次会议 2003年 10月 14日 

2003年 10月 5日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

表的信 

2003年 10月 5日黎巴嫩常

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第 4836次会议 2003年 10月 5日 

 

阿拉伯国家联盟 

秘书长阿姆鲁·穆萨先生 

安全理事会和各区域组织：

面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遇到

的新挑战 

第 4739次会议 2003年 4月 11日 

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 

秘书长塞萨尔·加维里亚·特鲁希

略先生 

安全理事会和各区域组织：

面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遇到

的新挑战 

第 4739次会议 2003年 4月 11日 

伊斯兰会议组织 

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穆赫塔尔·拉马

尼先生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第 4717次会议 2003年 3月 11日 

第 4726次会议 2003 年 3 月 26 日

和 27日 

伊斯兰会议组织 

常驻联合国副观察员、临时代办艾哈

迈德·哈吉候赛尼先生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 

第 4841次会议 2003年 10月 14日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
b
 

秘书长扬·库比什先生 

安全理事会和各区域组织：

面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遇到的

新挑战 

第 4739次会议 2003年 4月 11日 

安全和发展协调援助方案区域主任

易卜拉希马·萨勒先生 

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扩散及雇

佣军活动：对西非和平与安

全的威胁 

第 4720次会议 2003年 3月 18日 

根据规则第三十九条向其他人发出的邀请 

负责协调阿富汗援助的日本大使
b
 

西村先生 

阿富汗局势 第 4711次会议 2003年 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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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 项目 会议 日期 

    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主任
b
 

马丁·达欣登先生 

排雷行动对维持和平行动

的重要性 

第 4858次会议 2003年 11月 13日 

前负责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秘书长

特别代表
b 

阿莫斯·纳曼加·恩贡吉先生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

势 

第 4790次会议 2003年 7月 18日 

前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
b 

布赖恩·厄克特爵士 

安全理事会在和平解决争

端中的作用 

第 4753次会议 2003年 5月 13日 

伊拉克管理委员会成员
b 

阿德南·帕查奇先生 

艾哈迈德·查拉比先生 

阿奇拉·哈希米女士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第 4791次会议 2003年 7月 22日 

东帝汶外交部长兼葡萄牙语国家共

同体几内亚比绍问题特使 

若泽·拉莫斯-奥尔塔先生 

几内亚比绍局势 第 4834次会议 2003年 9月 29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干事雅各布·克

伦贝格尔先生 

伊拉克境内人道主义状况的

对策 

第 4762次会议 2003年 5月 22日 

德国政府主管阿富汗警察部队培训

事务特别代表 

哈洛德·布朗先生 

阿富汗局势 第 4711次会议 

第 4712 次会议

(非公开) 

2003年 2月日 

2003年 2月 24日 

 

 
a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是大会的一个下设委员会。 

 
b
 第一次邀请。 

 
c
 根据 2002年 8月 27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说明(S/2002/964)，关于“依照第 1353(2001)号决议附件二 A 节的规定与……部

队派遣国举行会议”的项目改为“依照第 1353(2001)号决议附件二 A 和 B 节的规定与……部队派遣国举行会议”。 

 
d
 自 2002年 11月 14日第 4646次会起，题为“东帝汶局势” 的项目的英文从“The situation in East Timor” 改为“The situation 

in东帝汶”。 

 
e
 在第 4684 次会议续会上，儿基会副执行主任考尔考尔·甘特姆先生应贝拉米女士的邀请、代表她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