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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及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邀 请

出席 发言人士 

决定和投票情况 

(赞成-反对-弃权) 

      第 5838 次会议 

2008年 2月 15日 

 厄立特里亚代表关于埃厄特派

团搬迁的信(S/2008/100) 

  S/PRST/2008/7 

第 5883 次会议 

2008年 4月 30日 

秘书长关于埃厄

特派团的特别报

告(S/2008/226) 

   S/PRST/2008/12 

第 5946 次会议 

2008年 7月 30日 

秘书长关于埃厄

特派团的特别报

告(S/2008/226) 

比利时提交的决议草案 (S/ 

2008/491)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今

后参与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

亚和平进程的信(S/2008/496) 

 1 位安理

会 成 员

( 比 利

时) 

第 1827(2008) 

号决议 

15-0-0 

 
 

11. 几内亚比绍局势 

 概况 

 2008 年和 2009 年，安全理事会就几内亚比绍局势

问题召开了 11 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和 4 份主席声

明。安理会重点讨论了建设和平进展情况、安全部门改

革、有组织犯罪和贩毒、几内亚比绍总统和武装部队参

谋长遇刺以及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等事项。安理会听取

负责几内亚比绍问题秘书长代表、联合国几内亚比绍建

设和平支助办事处(联几支助处)主任、建设和平委员会

几内亚比绍组合主席、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联合国维也纳办事

处总干事以及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定期通报情况。 

 安理会决定延长联几支助处的任务期限6个月，122 

并请秘书长成立联合国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综合支

助办事处(联几建和办)取代联几支助处，任务期限初

步设定为 12 个月。 

 2008年 3月 26日至 2009年 11 月 5日：建设和

平活动 

 2008 年 3 月 26 日，安理会听取秘书长代表通

报情况并介绍秘书长报告。123 秘书长代表除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 

122 第 1876(2009)号决议。有关联几支助处任务规定的更多

详情，请参见第十部分第二节。 

123 S/2008/181。 

外强调指出，2008 年第一季度非常活跃，显示出几

内亚比绍政府在接触国际社会方面取得了实际进展。

特别是，建设和平委员会访问团和欧洲联盟技术援

助队的到来，正在民众当中产生对具体和平红利的

预期，特别是在与安全部门改革相关的方面。124

建设和平委员会几内亚比绍组合主席向安理会介绍

了委员会与几内亚比绍开展接触的情况。他解释说，

几内亚比绍组合的工作目标是与几内亚比绍当局密

切接触，评估建设和平的主要挑战和优先事项，制定

战略框架，以及处理该国最关键的建设和平问题。她

说，该国的挑战包括安全理事会指出的那些领域，例

如建设政府能力、公共部门和安全部门改革、加强法

治以及协助选举进程。125 

 几内亚比绍代表指出，几内亚比绍在巩固民主

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强调几内亚比绍需要国际

社会帮助推动改革，其中包括安全部门和公共行政

部门的改革，还需要在对人权采取的做法方面获得

援助。126 

__________________ 

124 S/PV.5860，第 2-4 页。 

125 同上，第 5-6 页。 

126 同上，第 6-7 页。 

http://undocs.org/S/2008/100
http://undocs.org/S/PRST/2008/7
http://undocs.org/S/2008/226
http://undocs.org/S/PRST/2008/12
http://undocs.org/S/2008/226
http://undocs.org/S/2008/491
http://undocs.org/S/2008/491
http://undocs.org/S/2008/496
http://undocs.org/ch/S/RES/1827(2008)


安全理事会惯例汇辑，2008-2009 年 
 

 

12-07779 (C) 36 

 

 2008 年 10 月 15 日，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表示

满意地注意到，建设和平委员会几内亚比绍组合于

2008 年 10 月 1 日通过了《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战略

框架》，并指出必须快速有效地执行由联合国建设和

平基金供资的速效项目。安理会期待建立《战略框架》

的监测和跟踪机制。127 

 2009 年 6 月 23 日，建设和平委员会几内亚比绍

组合主席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强调，减轻该国的

严重社会经济问题并通过其发展长期战略至关重要。

她呼吁国际社会对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工作采取综

合办法，因为解决办法的政治和经济方面是相辅相

成的。她说，几内亚比绍的政治不稳定表明国别组

合必须加倍努力。此外，2009 年 4 月 20 日在佛得角

举行的安全部门改革圆桌会议指出必须为军队人员

建立养恤基金。她还说，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要取

得成功，就需要实地更有力和更有一致性的联合国

存在。128 

 2009 年 11 月 5 日，建设和平委员会几内亚比绍

组合主席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再次强调，必须继续

推进养恤基金进程和安全部门改革的其他组成部分。

此外，该国需要得到援助建设国家机构的能力，建设

一个发挥职能的国家，有能力满足基本社会需求、确

保安全和促进人权。她还重申联合国延长并加强在当

地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129 

 2008 年 6 月 25 日至 2009 年 11 月 5 日：贩毒的

威胁 

 2008 年 6 月 25 日，安理会听取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执行主任就几内亚比绍局势通报情况。执行主

任指出，摆上议程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严重毒品问题，

而且还有跨国有组织犯罪给西非区域安全构成的严

重威胁问题。130 

__________________ 

127 S/PRST/2008/37。有关战略框架的讨论详情，请参见

S/PV.5988。 

128 S/PV.6149，第 4-5 页。 

129 S/PV.6212，第 6-9 页。 

130 S/PV.5925，第 6-8 页。 

 几内亚比绍代表强调，作为一个小国，几内亚比

绍是打击贩毒的次区域链条上的薄弱一环，必须以有

效的手段来迅速处理，以使毒品问题不致阻碍几内亚

比绍的社会经济发展。131 

 2008 年 10 月 7 日，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在向

安理会通报情况时指出，国际社会为帮助该国提高

打击贩毒分子的国家能力所作的努力还不够，因为

他们对该国及其邻国构成了重大威胁。他指出，秘

书长报告 132 建议安理会成了一个专家小组研究这

一问题。133 

 发言的代表团重申致力于支持几内亚比绍的建

设和平努力，尤其是考虑到政治和安全方面的紧张局

势及日益猖狂的贩毒活动。虽然安理会成员均对贩毒

问题表示关切，但在成立专家小组调查几内亚比绍贩

毒人员和有组织犯罪分子的身份和活动问题上，各方

存在分歧。 

 2008 年 10 月 15 日，安理会在主席声明中表示，

安全理事会仍然严重关切贩毒活动和有组织犯罪的

持续增多，并呼吁国际社会在这方面与几内亚比绍积

极合作，特别是为建设国家执法和司法当局的能力提

供持续支持。134 

 2009 年 4 月 9 日，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对几内

亚比绍境内及该次区域非法贩毒活动和跨国有组织

犯罪的增多感到严重关切。安理会赞扬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政治事务部/联合国西非办事处、维持和

平行动部和国际刑警组织采取联合行动，帮助执行西

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的打击贩毒行动计

划，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执行几内亚比绍的禁毒

行动计划和西非经共体的行动计划。135 

__________________ 

131 同上，第 10-11 页。 

132 S/2008/628。 

133 S/PV.5988，第 2-4 页。 

134 S/PRST/2008/37。 

135 S/PRST/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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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11 月 5 日，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除其

他外，敦促几内亚比绍政府采取必要行动打击西非的

贩毒和有组织犯罪行为。136 

 2009 年 3 月 3 日至 11 月 5 日：总统和武装部队

参谋长遇刺 

 2009 年 3 月 3 日，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最强烈

地谴责 2009 年 3 月 1 日和 2 日发生的几内亚比绍总

统若奥·贝尔纳多·维埃拉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塔格

梅·纳·瓦耶被杀事件。安全理事会呼吁几内亚比绍

政府将这些暴力行为的责任人绳之以法，并吁请几内

亚比绍政府、政界领导人、武装部队和人民保持平静，

力行克制，维持稳定和宪政秩序，尊重法治和民主进

程。安理会还敦促各方在民主体制框架内，通过和平

的政治手段解决他们的争端，并反对任何以违宪手段

变更政府的企图。137 

 2009 年 4 月 8 日，秘书长特别代表介绍了秘书长

的报告，138 称负责调查这两起暗杀事件的调查委员

会已经开始工作。139 他表示，检察长对以下问题表

示关切：委员会缺乏必要的物质和技术支助；调查人

员和证人面对威胁和恐吓缺乏安全保障；缺少军方在

军事调查情报交流上的合作。特别代表报告说，军方

于同一时间成立调查委员会，对塔格梅·纳瓦耶将军

被暗杀事件展开调查。军事委员会拘留了一些军事人

员和平民。140 

 建设和平委员会几内亚比绍组合主席指出，暗杀

事件和最近的事态发展，包括对审计法院院长和前海

军参谋长的律师等几内亚比绍知名人士进行的恐吓，

使人想起几内亚比绍局势的脆弱性，以及国际社会向

该国提供政治和财政支持的必要性。141 

__________________ 

136 S/PRST/2009/29。 

137 S/PRST/2009/2。 

138 S/2009/169。 

139 有关几内亚比绍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更多详情，请参

见第六部分。 

140 S/PV.6103，第 2-5 页。 

141 同上，第 5-6 页。 

 2009 年 11 月 5 日，安理会通过主席声明，要求

几内亚比绍加速调查 2009 年 3 月和 6 月的政治刺杀

事件。142 

 2008 年 10月 15 日至 2009 年 11 月 5 日：举行议

会和总统选举 

 2008 年 10 月 15 日，安理会通过主席声明，欢迎

几内亚比绍政府承诺于 11 月 16 日举行立法选举，并

呼吁该国政府和各行为方，包括各政党、安全部队和

民间社会，确保为举行透明、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创造

有利环境，并尊重投票结果。143 

 几内亚比绍代表强调，当务之急是几内亚比绍

人彼此和解。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必须施加积极

和立即的影响。他表示，至关重要的是，安理会和

国际社会应帮助几内亚比绍营造有利的氛围，以便

在 2009 年 6 月 28 日举行选举。他补充说，国际社

会必须帮助几内亚比绍启动并完成国防与安全部队

的改革，因为这是一个对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至关

重要的因素。144 

 2009 年 4 月 9 日，安理会通过主席声明，欣见

雷蒙多·佩雷拉先生宣誓就任几内亚比绍临时总统，

并促请该国政府和所有政治行为体为定于 2009 年 6

月 28 日举行的自由、公平、透明、可信的总统选举

创造最佳条件。安全理事会谴责最近发生的任意拘

留、武装袭击和恐吓事件，并要求充分保护几内亚

比绍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安理会敦促武装部队

领导人确保全面履行其关于服从文职政府和尊重宪

法秩序的承诺。145 

 2009 年 11 月 5 日，安理会通过主席声明，除其

他外，欣见 2009 年 6 月 28 日和 7 月 26 日和平举行

总统选举，着重指出几内亚比绍政府面临各项挑战，
__________________ 

142 S/PRST/2009/29。 

143 S/PRST/2008/37。 

144 S/PV.6103，第 6-8 页。 

145 S/PRST/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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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确保安全部门富有实效、具有专业精神并承

担问责方面的挑战。为此，安理会强调，必须在国际

伙伴的支持下，努力制订并执行一项有效全面的全国

安全部门改革战略。146 

 2009 年 6 月 23 日至 6 月 29 日：延长联几支助处

和授权成立联几建和办 

 2009 年 6 月 23 日，特别代表介绍了秘书长关于

几内亚比绍政治、安全和选举最新情况的报告。147

他提及了秘书长关于设立联合国几内亚比绍综合建

设和平办事处的建议，认为该建议认识到在几内亚比

绍民不聊生、政局紧张且不稳的这一关键时刻，需要

加强联合国在该国的存在。拟议设立的综合建设和平

办事处将支持几内亚比绍当局的努力，侧重于国防和

安全部门改革、促进发展和人权、加强政治对话和民

族和解，以及加强国家机构。综合办事处还将支持建

设和平委员会的工作，特别是协调国际社会在几内亚

比绍开展的多项安全部门改革举措，只有这样才能使
__________________ 

146 S/PRST/2009/29。 

147 S/2009/302。 

安全部门改革取得切实成果，而这是该国巩固和平的

必要条件。148 

 建设和平委员会几内亚比绍组合主席指出，若

干事态发展，特别是总统选举候选人巴希罗·达博

先生、议员和前任国防部长艾尔德·普罗恩萨先生

遇刺，对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工作造成了影响。她

认为，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要取得成功，就需要实

地更有力和更有一致性的联合国存在。正因如此，

关于把联几支助处转变为综合办事处的建议应当得

到支持。149 

 2009 年 6 月 26 日，安理会第 1876(2009)号决议

决定将联几支助处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09年 12月 31

日，并请秘书长根据其报告 150 中的建议设立联几建

和办，以接替联几支助处，初步为期 12 个月，自 2010

年 1 月 1 日开始。

__________________ 

148 S/PV.6149，第 2-4 页。 

149 同上，第 4-5 页。 

150 S/2009/302。 

 

关于几内亚比绍局势的会议 

会议及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邀请出席 发言人士 

决定和投票情况 

(赞成-反对-弃权) 

      第 5860 次会

议2008年3月

26日 

秘书长关于几内亚比绍

国内事态发展和联合国

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支

助办事处的活动的报告

(S/2008/181) 

 规则第 37 条 

几内亚比绍 

规则第 39 条 

建设和平委员会几内亚

比绍组合主席，秘书长

代表和联几支助处主任 

所有受

邀人 

 

第 5925 次会

议2008年6月

25日 

秘书长关于几内亚比绍

国内事态发展和联合国

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支

助办事处的活动的报告

(S/2008/395) 

 规则第 37 条 

几内亚比绍 

规则第 39 条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执行主任兼联合国维也

纳办事处总干事，建设

和平委员会几内亚比绍

组合主席，秘书长代表 

所有受

邀人 

  

http://undocs.org/ch/S/RES/1876(2009)
http://undocs.org/S/2008/181
http://undocs.org/S/2008/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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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及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邀请出席 发言人士 

决定和投票情况 

(赞成-反对-弃权) 

      第 5988 次会

议 2008 年 10

月 7日 

秘书长关于几内亚比绍

国内事态发展和联合国

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支

助办事处的活动的报告

(S/2008/628) 

 规则第 37 条 

几内亚比绍 

规则第 39 条 

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

长，建设和平委员会几

内亚比绍组合主席 

安理会

所有成

员和所

有受邀

人 

 

第 5995 次会

议 2008 年 10

月15日 

秘书长关于几内亚比绍

国内事态发展和联合国

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支

助办事处的活动的报告

(S/2008/628) 

 规则第 37 条 

几内亚比绍 

 S/PRST/2008/37 

第 6089 次会

议2009年3月

3日 

    S/PRST/2009/2 

第 6103 次会

议2009年4月

8日 

秘书长关于几内亚比绍

国内事态发展和联合国

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支

助办事处的活动的报告

(S/2009/169) 

 规则第 37 条 

几内亚比绍 

规则第 39 条 

建设和平委员会几内亚

比绍组合主席，秘书长

代表 

所有受

邀人 

 

第 6105 次会

议2009年4月

9日 

秘书长关于几内亚比绍

国内事态发展和联合国

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支

助办事处的活动的报告

(S/2009/169) 

   S/PRST/2009/6 

第 6149 次会

议2009年6月

23日 

秘书长关于几内亚比绍

国内事态发展和联合国

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支

助办事处的活动的报告

(S/2009/302) 

 规则第 39 条 

建设和平委员会几内亚

比绍组合主席，秘书长

代表 

所有受

邀人 

 

第 6152 次会

议2009年6月

26日 

秘书长关于几内亚比绍

国内事态发展和联合国

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支

助办事处的活动的报告

(S/2009/302) 

布基纳法索提

交的决议草案

(S/2009/327) 

  第 1876(2009)号

决议 

15-0-0 

http://undocs.org/S/2008/628
http://undocs.org/S/2008/628
http://undocs.org/S/PRST/2008/37
http://undocs.org/S/PRST/2009/2
http://undocs.org/S/2009/169
http://undocs.org/S/2009/169
http://undocs.org/S/PRST/2009/6
http://undocs.org/S/2009/302
http://undocs.org/S/2009/302
http://undocs.org/S/2009/327
http://undocs.org/ch/S/RES/187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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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及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邀请出席 发言人士 

决定和投票情况 

(赞成-反对-弃权) 

      第 6212 次会

议 2009 年 11

月 5日 

秘书长关于几内亚比绍

国内事态发展和联合国

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支

助办事处的活动的报告

(S/2009/552) 

 规则第 37 条 

几内亚比绍 

规则第 39 条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执行主任兼联合国维也

纳办事处总干事，建设

和平委员会几内亚比绍

组合主席，秘书长代表，

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代

理观察员 

所有受

邀人 

 

第 6213 次会

议 2009 年 11

月 5日 

秘书长关于几内亚比绍

国内事态发展和联合国

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支

助办事处的活动的报告

(S/2009/552) 

 规则第 39 条 

秘书长代表 

 S/PRST/2009/29 

 

12. 科特迪瓦局势 

 概览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共举行了 19

次会议，包括 4 次与部队派遣国的非公开会议，151
 

在这些会议上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了六项决议

和五项主席声明，并听取了负责科特迪瓦问题秘书

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联科行动)负责

人有关科特迪瓦局势的四次通报。在总统选举一再

推迟期间，安理会把工作重点放在选举进程上，选

举原计划于 2007 年 10 月 27 日举行，后推迟到 2008

年 11 月 30 日、2009 年 11 月 29 日和 2010 年 3 月，

从而对执行 2007 年通过的目的为在科特迪瓦实现

政治和解的《瓦加杜古政治协议》的工作构成严重

障碍。152  

__________________ 

151 第 5819 次、第 5943 次、第 6070 次和第 S/PV.6166 次会
议，分别于 2008 年 1 月 14 日、2008 年 7 月 24 日、2009

年 1 月 21 日和 2009 年 7 月 23 日举行。 

152 S/2007/144，附件。 

 安理会四次延长联科行动和对其提供支持的法国

部队的任务期限。153 安理会两次延长了制裁制度，154 

并将专家小组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155  

 2008 年 6 月，作为访问非洲工作的一部分，安理

会访问了科特迪瓦。156  

 2008 年 1 月 15 日至 10月 29日：瓦加杜古政治

协议和选举进程 

 2008 年 1 月 15 日，安理会在第 1795(2008)号决

议中，吁请科特迪瓦各方本着诚意，在《补充协定》

所列的修正时限内，全面执行《补充协定》和《瓦加
__________________ 

153 第 1795(2008)、1826(2008)、1865(2009)和 1880(2009)号决议。 

154 第 1842(2008)号和第 1893(2009)号决议。欲获取更多资
料，见第七部分第三节关于《宪章》第 41 条的内容。 

155 第 1842(2008)号决议。欲获取更多资料，见第九部分第
一.B 节关于科特迪瓦的第 1572(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的内容。 

156 欲获取更多资料，见本部分第 40 节和第六部分第二节有
关安全理事会访问团的内容。 

http://undocs.org/S/2009/552
http://undocs.org/S/2009/552
http://undocs.org/S/PRST/2009/29
http://undocs.org/ch/S/PV.6166次会议
http://undocs.org/ch/S/PV.6166次会议
http://undocs.org/ch/S/2007/144
http://undocs.org/ch/S/RES/1795(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