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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乍得和苏丹局势 

 概览 

 2008-2009 年期间，安全理事会举行了一次有

关乍得和苏丹人道主义局势的会议。206  

 2008 年 12 月 3 日：乍得和苏丹人道主义局势 

 2008 年 12 月 3 日，安理会听取了主管人道主义事

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关于乍得和苏丹人道主

义局势的报告。他报告说，乍得的局势仍然很脆弱，因

为犯罪日益恶化、长期内部冲突和达尔富尔的溢出影响

导致紧张局势持续存在。在这方面，他指出，乍得的难

民营和一些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政治化和军事化是

主要和日益增长的关切，并补充说，武装团体、特别是

正义与平等运动(正义运动)对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的

招募威胁到难民营的平民和人道主义性质。他还指出，

迅速和有效部署联合国驻中非共和国和乍得特派团(中

乍特派团第二阶段)以及部署新训练的乍得宪兵部队对

于加强难民营内的安保至关重要。关于苏丹，副秘书长

指出，达尔富尔局势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和人道主义
__________________ 

206 欲获取更多信息，见本部分有关乍得、中非共和国及该次区

域局势的第 16 节和有关秘书长关于苏丹的报告的第 13 节。 

挑战，该国政府和反叛运动对此都负有责任。他强调必

须维持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

混合行动)目前的授权和能力，以改进对平民和人道主

义工作人员的人身保护，缓解总体紧张局势。207  

 乍得代表表示希望中乍特派团第二阶段有效达

到平民受益者的期望，并有助于将苏丹团体进行招募

的营地非军事化。他还指出，关于乍得支持苏丹叛军

的指称没有根据，乍得没有武器提供给另一国叛乱分

子。乍得代表欢迎乍得和苏丹实现关系正常化，并确

认，该国将积极致力于巩固与苏丹的睦邻和友好关系。

但他担心，只要达尔富尔局势得不到解决，与苏丹的

关系就有可能受到负面影响。208  

 安理会成员欢迎乍得和苏丹之间恢复外交关系，

并对持续暴力行为导致人道主义局势的恶化表示关

切。与此同时，安理会成员呼吁停止在难民营的招募

和政治化，并呼吁立即停止所有攻击人道主义工作人

员的行为。

__________________ 

207 S/PV.6029，第 2-5 页。 

208 同上，第 5-6 页。 

 
 

会议：乍得和苏丹局势 

会议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邀请 发言人 

决定和表决 

(赞成-反对-弃权) 

      第 6029 次会议
2008 年 12 月 3 日 

  第 37条规则 
乍得 

第 39条规则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
紧急救济协调员 

安理会所有成员
和所有受邀者 

 

 
 

15. 巩固西非和平 

 概览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举行了四次关于

巩固西非和平的会议，并通过了两项主席声明。安理

会的重点是该次区域面临的挑战，包括毒品贩运的影

响和对治理构成的挑战，以及联合国西非办事处在处

理这些问题方面发挥的作用。安理会听取了秘书长特

http://undocs.org/ch/S/PV.6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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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代表兼联合国西非办事处主任的两次通报以及联

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执行主任的一次通报。 

 2009年 1月 21日至 7 月 7 日：秘书长特别代表

的通报 

 2009年 1 月 21 日，安理会听取了秘书长特别代

表的通报，他介绍了秘书长的报告，209 该报告侧重

于西非的交叉和跨界事态发展。他指出，尽管西非在

巩固和平与稳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一些西非国

家的冲突根源尚未得到有效和持久地解决。他着重说

明了在该区域特别关切的问题，并指出了以下问题：

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和粮食不安全；跨界有组织犯罪的

传播；在毛里塔尼亚和几内亚发生的军事政变；以及

萨赫勒地区的脆弱局势。他还指出，安全部门改革必

须被视为各项建设和平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西非国

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必须在联合国的全力支

持下，发挥领导作用。此外，他概述了联合国西非办

事处与西非经共体、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西非领

导人一起，在促进以协调一致的次区域办法实现和平

与安全以及解决他强调的问题方面的举措及其关键

作用。最后，他报告了喀麦隆-尼日利亚混合委员会

对沿喀麦隆与尼日利亚之间边界开展的划界和标界

进程提供的支持。为此，他指出，在巴卡西半岛把权

力从尼日利亚移交给喀麦隆之后，现在的工作重点是

加快标界进程。210  

 2009 年 7 月 7 日，安理会听取了秘书长特别代表

以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的通报。特别代表

在介绍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西非办事处的报告时，211 突

出说明了次区域和平与安全总体局势的好转，特别是

冲突后复原和建设和平方面的积极进展，以及施政和

法治方面的进展。他表示，西非维持和平部队的承诺

证明，其领导人和人民具有坚定的政治意愿，即继续
__________________ 

209 S/2009/39。 

210 S/PV.6204，第 2-3 页。 

211 S/2009/332。 

在联合国和广大国际社会的支持下，站在次区域和平

努力的前列。他告知安理会，这使得整个次区域的暴

力范围和程度大大减小，并且目前在西非没有正在持

续的武装冲突。但是，西非和平与安全的巨大挑战依

然存在，包括再度出现最令人震惊的威胁之一的以违

宪或暴力手段改变政府的行为；安全部门改革；贩毒

以及社会经济和发展挑战。212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报告，通过西

非地区贩运的毒品数量似乎正在显著减少，但在造

成该区域脆弱性的根本条件——贫困、不发达以及

治理不足——得到解决之前，局势局势依然非常动

荡不定。他还表示关切毒品不是唯一的非法贩运物

品，也不是唯一的非法活动，有组织犯罪使西非更

有可能出现政治动荡。最后，执行主任请安理会全

体成员从全球角度看待西非的局势，提请注意这样

一个事实，即多数非法活动只是利用西非过境，毒

品被运往欧洲。他要求富国停止把西非当作武器、

废品和假药的倾弃场。213  

 2009 年 7 月 10 日：关于西非安全和发展挑战的

主席声明 

 在 2009 年 7 月 10 日的主席声明中，214 安全理事

会满意地注意到西非总的和平与安全状况持续好转。但

是，安全理事会深为关切地注意到在西非再度发生违宪

政府更迭、以不民主手段夺取政权的情况，并再次强调

以包括举行公开、透明的选举在内的各种方式迅速恢复

宪法秩序的重要性。安理会还对所获进展依然脆弱表示

关切，尤其关切西非安全面临日渐增长或不断出现的威

胁，尤其是萨赫勒一带的恐怖主义活动、几内亚湾海上

不安全情况和非法贩毒，这些都对区域稳定构成威胁，

而且可能影响到国际安全。此外，安理会对全球经济危

机对西非经济的影响表示关切，因为该区域已经面临诸

多发展方面的挑战，例如，日趋严重的粮食无保障的情
__________________ 

212 S/PV.6157，第 2-5 页。 

213 同上，第 5-6 页。 

214 S/PRST/2009/20。 

http://undocs.org/ch/S/2009/39
http://undocs.org/ch/S/PV.6204
http://undocs.org/ch/S/2009/332
http://undocs.org/ch/S/PV.6157
http://undocs.org/ch/S/PRST/20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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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适应和减轻气候变化以及青年失业。安理会鼓励继

续促使金融机构和发展伙伴参与，以减轻西非经济增长

下滑及其他不稳定因素的不利影响。 

 2009年 10月 28日：关于几内亚局势的主席声明 

 安理会在 2009 年 10 月 28 日的主席声明中，215 

除其他外，对 9 月 28 日在科纳克里发生军队向参加
__________________ 

215 S/PRST/2009/27。 

集会的平民开枪、造成人员死亡的事件之后可能威

胁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几内亚局势依然表示深为关切。

安理会强烈谴责据报告导致 150 多人死亡、数百人

受伤的暴力事件，以及包括许多强奸妇女和对妇女

实施性犯罪行为在内的其他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

并强烈谴责任意逮捕和平示威者和反对派领导人的

做法。

 

会议：巩固西非和平 

会议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邀请 发言人 

决定和表决 

(赞成-反对-弃权) 

      第 6073 次会议 

2009 年 1 月 21 日 

秘书长关于联

合国西非办事

处的报告 

(S/2009/39)。 

 第 39 条规则 

秘书长特别代表

兼联合国西非办

事处主任 

秘书长特别代表

兼联合国西非办

事处主任 

 

第 6157 次会议 

2009 年 7 月 7 日 

秘书长关于联

合国西非办事

处的报告 

(S/2009/332)。 

 第 39 条规则 

秘书长特别代表、

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执行主任 

秘书长特别代表、

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执行主任 

 

第 6160 次会议 

2009 年 7 月 10 日 

秘书长关于联

合国西非办事

处的报告 

(S/2009/332) 

   S/PRST/2009/20 

第 6207 次会议 

2009 年 10 月 28 日 

    S/PRST/2009/27 

 
 

16. 乍得、中非共和国及该次区域局势 

 概览 

 2008 至 2009 年期间，安理会举行了 13 次会议，

包括与部队派遣国举行一次非公开会议，216 并通过了

关于乍得、中非共和国及该次区域的两项决议和三项主

席声明。安理会侧重于乍得东部和中非共和国东北部的

动荡不安的安全局势及其对该区域人道主义局势的负

面影响，并监督了一个多层面存在的部署，其任务包括
__________________ 

216 2008 年 9 月 19 日举行的第 5975 次会议。 

保护人道主义行动和流离失所者。安理会还侧重于武装

团体对乍得政府实施的袭击以及 2008年 3月 13日签署

的《达喀尔协定》和 2009 年 5 月 3 日签署的《多哈协

定》的执行工作。217 

__________________ 

217 乍得政府和苏丹政府签署了《达喀尔协定》和《多哈协

定》(S/2009/249，附件)，以期化解紧张局势和停止双方

对叛乱分子的支持。欲获取更多资料，见本部分关于乍

得和苏丹局势的案例研究。 

http://undocs.org/ch/S/PRST/2009/27
http://undocs.org/ch/S/2009/39
http://undocs.org/ch/S/2009/332
http://undocs.org/ch/S/2009/332
http://undocs.org/S/PRST/2009/20
http://undocs.org/S/PRST/2009/27
http://undocs.org/ch/S/2009/2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