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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七章”的明确提法而代之以“的规定”的字眼。然后他请求将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S/18087/Rev.1）
付诸表决。31 

 
联合王国的代表请求对该决议草案的序言部分第 12 段和执行部分第 6 段 32分别进行表决。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代表代表决议草案提案国反对对这两段 33分别进行表决。此后，对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整体进行表决。表决

结果为：12 票赞成、2 票反对、1 票弃权。由于有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该决议草案未获通过。34

按照该决议草案 35 的执行段落的内容，安理会除其他外，（a）谴责南非对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军

事袭击；（b）要求南非对这三个国家提供充分和适当的赔偿；（c）赞扬这三国政府对南非难民提供的支助；

（d）表示声援南非人民争取自由和正义的斗争；（e）断定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和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

构成威胁；（f）决定对南非政权实施下列选择性经济及其他制裁，以作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并使南部非洲获

得和平与稳定的有效办法，其中包括（一）停止任何新投资和有担保的出口贷款；（二）禁止销售南非金币和

所有其他硬币，禁止在核领域中的一切新合同和禁止销售一切计算机设备；以及（三）限制体育和文化关系。 
                                                        

31  同上，第 121 和 122 页。 
32  同上，第 126 页。序言部分第十二段与安理会的一项备忘录有关，即，“建设性接触”政策并未奏效；而经口头订正的执

行部分第 6 段，包括一项确认，即，安理会“正在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采取行动。” 
33  同上，第 126 和 127 页。关于分别投票的建议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2 条的程序性讨论，亦见本《补编》第

一章，第五部分，第 32 条规则项下。 
34  关于表决，见 S/PV.2686，第 128 页。 
35  见上文注 28。 

 
 

23.  1986 年 3 月 25 日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86 年 3 月 25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86 年 3 月 26 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初步程序 

 
马耳他代表通过 1986 年 3 月 25 日的信，1 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讨论地中海中部出现的严重局

势，并考虑采取什么适当措施以缓和紧张局势和恢复该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同日，苏联代表请求 2 召开安理会

会议，审议“南地中海局势”问题。1986 年 3 月 26 日作为阿拉伯国家集团主席的伊拉克代表致信 3 要求安全

理事会立即举行一次会议，审议美国侵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问题。 
 
安理会将这三封信列入其议程，并在从 1986 年 3 月 26 日至 31 日召开的第 2668 次至 2671 次会议上审议

该事项。 
 
在 1986 年 3 月 26 日第 2668 次会议上，安理会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应捷克斯洛

伐克、匈牙利、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耳他、波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越南代表的请
求，邀请他们参加会议。在第 2669 次会议上，安理会还邀请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古巴、民主也
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蒙古、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代表参加会议。在第 2670 次会议上，
邀请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参加会议；以及在第 2671 次
会议上，邀请阿富汗、莫桑比克和尼加拉瓜代表参加会议。在第 2670 次会议上，安理会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  S/17940。 
2  S/17941。 
3  S/17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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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请求，4 进一步邀请阿拉伯国家联盟克洛维斯·马克苏德常驻观察员博士参加会议。 
 
第 2668 次会议的第一位发言人是苏联代表。他提到 3 月 24 日和 25 日美利坚合众国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蓄谋已久的武装侵略行径。这导致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急剧恶化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而且，美国威

胁采取进一步侵略行动。 
 
作为美国攻击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预谋性质的证据，他指出，美国直接针对利比亚进行一系列的威胁

和污蔑，采取了破坏利比亚经济稳定的经济制裁措施并公开讨论从肉体上消灭利比亚领导人。 近几个月里，
美国海军不断在利比亚沿海游弋。他声称，美国正在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完全无视《联合国宪章》、国际
法准则和各国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苏联代表把美国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侵略归结为美国不满意利比亚在国际事务中实行独立、反帝的

政策及其坚决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将单方面的投降主义交易强加于阿拉伯人头上的企图。他警告说，虽然阿拉伯
利比亚民众国以及尼加拉瓜在美国的攻势中首当其冲，但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国家运动本身都是这一攻势
的目标。美国旨在证明，如果不听从其警告，它的海军和飞机将准备恢复它那种秩序。 

 
他 后说，安理会有责任强烈谴责美国对一个会员国犯下的侵略行动，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停止这些行

动以及实行有效措施保护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5 
 
马耳他代表声称，马耳他政府支持《宪章》第二条第三和四项表述的关于处理各国之间的分歧的各项原

则。它不能宽恕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提出各种要求，并且认为，采取军事解决办法不可取，在一个国家选择

在离其领土几千哩以外的水域行使它所谓的权利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安理会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并要求美

国停止在靠近利比亚本土有争议的水域举行军事演习，并且停止袭击利比亚的船只和利比亚本土。 
 
他注意到，地中海的许多国家正在不断促进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然而，这一过程正由于一个超级大

国在该区域的军事集结而受到威胁。这种做法正促使另一个超级大国也增加其军事存在。 
 
他引述了 1984 年地中海不结盟国家外长瓦莱塔会议的声明，6 其大意是，应当专为和平目的在像地中海

这样的闭海上谨慎地行使海洋自由，而且不应当有直接或间接威胁不结盟的地中海国家利益的海军部署，特别
是那些该地区以外的国家的海军部署。 

 
他进一步列举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与会国所作出的承诺。关于指导与会国间国家关系的《宣

言》第 2、5 和 10 项原则论及不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和忠实履行国际法义务。他指出，欧
安会的与会者还应确保这些原则同样适用于它们与地中海非与会国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一个与会国正在违背这
些承诺。 

 
马耳他代表呼吁各方通过其选择的和平方式按照《宪章》第六章规定的程序谋求一种解决办法。他忆及，

马耳他政府于 1 月曾呼吁双方举行直接对话。马耳他总理的积极努力得到了利比亚的赞同，但美国却未作出积
极的响应。马耳他重申它呼吁美国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直接进行对话；并随时准备援助和合作开展任何行动
以便解决目前的困难和为公正而持久的解决问题开拓道路。7 

 
第 2668 次会议的 后一位发言人是美国代表。他坚持认为，正在审议的冲突的原因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对于地中海广大地区提出无根据的要求，以及对于那些在该地区行使其航行和航空权利的人实施攻击。 
 
他声称美国进入锡德拉湾历来是要捍卫航行自由，这对于维护国际安全和商业交流至关重要。所有国家

在坚持和捍卫航海和航空自由方面都有共同的根本利益。 
 
他指出，美国经常在包括锡德拉湾在内的世界各地进行航海和航空演习。就目前的演习而言，它已根据

                                                        
4  S/17948。 
5  S/PV.2668，第 7-12 页。 
6  S/16758。 
7  S/PV.2668，第 1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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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惯例发出预先通知，而且演习也是广为公开告示的。他忆及，在 1986 年 3 月 24 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通知秘书长，它将无视安理会的作用而“使用其自己的力量”。而一天之后，利比亚军队在未遭到任何挑衅的

情况下，向国际水域中和上空的美国的船只和飞机发射六枚地对空导弹。他声称，美国对此种攻击的反应是有

克制的，适合当时的情况并符合《宪章》第五十一条。他警告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任何进一步的进攻也将会

遭到武力反抗。 
 
他 后说，美国认为，鉴于利比亚对国际水域的航海自由进行严重挑衅，安理会应重申国际公认的航海

与航空自由，并谴责那些诉诸武力违反这些准则的国家。8 
 
在 1986 年 3 月 27 日第 2669 次会议上，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宣布，在目前的讨论中，在国际

水域自由航行权利的原则遭到了践踏。他确认联合王国政府对这项原则的承诺，包括对无害通过领海的承诺，

联合王国对于针对航行的任何毫无理由地威胁或行动都表示遗憾，无论它们在何时与何地发生。 
 
他指出，利比亚的攻击没有正当的理由，而且，这一攻击违反了利比亚根据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

章》第二条第四项承担的义务。他进一步指出，美国部队按照《宪章》第五十一条以成比例和正当的方式行使

了自己的权利。他 后说，安理会应维护有关的原则，敦促双方保持克制态度以及要求严格遵守国际法。9 
 
法国代表的发言特别指出，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对于锡德拉湾提出的主权要求是没有历史依据的，而且

从 1958 年和 1982 年《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来看也是毫无道理的。这种要求应特别服从仲裁或国际裁决，而且

必须排除任何威胁使用武装干预以实现此种领土要求的做法。法国希望，国际法原则，特别是那些有关在国际

水域自由通航的原则能以和平方式得到维护，以避免发生后果难以控制的军事对抗。10 
印度代表表述其政府的理念：持久和平必须基于各国接受政治和社会−经济多元化的原则并且恪守不使用

武力、不干预和不干涉的原则。 
 
他忆及，1985 年的不结盟部长会议呼吁把地中海区域变成和平、安全和全面合作的区域；并要求各国

不对地中海不结盟运动成员动用其军事部队和设施。1986 年 3 月 26 日，不结盟运动协调局重申完全支持和

声援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捍卫自己的独立、稳定和领土完整，以及要求停止威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安全

和领土完整以及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军事行动。该协调局认为，鉴于美国作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

所肩负的责任，它的行动尤其应受到谴责。11 
 
在 1986 年 3 月 27 日第 2670 次会议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主张，安理会面前的问题既与航行自

由无关，也与锡德拉湾的主权争端无关。他指出，各国之间对于海湾、边界和主权存在各种争端，但它们却是

通过国际公认的和平方式加以解决的。 
 
他声称，美国妄图消灭利比亚政权，这是因为利比亚对《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不结盟国家运动

的目标作出承诺，支持一切形式的非殖民化，支持解放犹太人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斗争和反对旨在消除巴勒斯

坦问题和维护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的各种阴谋。他声称，美国的所有反对任何阿拉伯国家的行动均旨在

帮助以色列。利用这些行动，自 1981 年以来，美国已结成了旨在对阿拉伯实施霸权和控制的战略同盟。美国

正在试图制造使人们接受在阿拉伯区域的军事行动的公众舆论。它试图使人们确信必须打击该区域的恐怖主

义，而 近的侵略意图是：歪曲该区域的斗争并且转移人们对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南部和被占领的戈

兰高地对阿拉伯人民犯下的罪行的关注。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断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未来取决于安理会在制止这一侵略方面的效力。安理

会应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促使美国军队从锡德拉湾撤走，并要求美国从地中海撤出它

                                                        
8  同上，第 18-22 页。 
9  S/PV.2669，第 32-37 页。 
10  同上，第 37-38 页。 
11  同上，第 5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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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事基地。12 
 
中国代表表达中国政府对美国 近行动的关注。中国反对并谴责所有破坏违反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和侵

犯其他国家领土主权的一切行动。中国呼吁美国停止其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军事威胁，并吁请双方根据

《宪章》规定的方式和程序和平解决其分歧。13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向安理会报告说，1986 年 3 月 24 日和 25 日，美国发动了侵犯利比亚主权的军

事演习，入侵利比亚领水并轰炸利比亚国土。他报告说，美国在进入 1986 年的 3 个月里沿利比亚海岸线进行

了四次军事演习。自从 1981 年以来，它开展的军事演习达 18 次以上。美国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其他地中

海国家沿岸设置了舰队。这本身就是不断威胁和侵略的根源，是对其主权决策权力的干预。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主张把地中海变成一个和平与合作区。所有军事舰队均应撤出该区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否认美国轰炸利比亚一直是在采取自卫行动。他指出，两国相距数千公里之遥。

美国毫无理由地否认他国的国家立法，并声称这种行为对美国是危险的，并且宣布利比亚反对这种行径，享有

行使自我防卫的权利。 
 
因此，他争辨说，这场冲突涉及整个世界，危及到所有采取与美国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国家立法的国家。

而且，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侵略成为其他国家今后可能利用的一个严重的先例。 
 
关于美国声称派遣其舰队到该区域是强迫使人们尊重国际法和和平航行的问题，他说，这等于它声称在

无任何磋商的情况下便从国际社会领受一项任务。他吁请安理会谴责美国的违反法治与和平合作规则的行动和

活动。1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指出，美国的军事演习活动旨在掩盖其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全球经济制裁运

动的失败，它通过把公众对其外交政策失误的注意力转移到其军事实力来达此目的。美国声称，它是在捍卫航

行自由，但是国际公约承认的是无害通过权。他引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题为“无害通过权”的第 17 条和

该公约第 19 条的第 2（a）和（b）款。该款规定，免除无害通过的情况除其他外包括：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

武力或以武器进行操练或演习。而且，该公约第 300 条提及，诚意是航海自由和无害通过的所有理由中的一个

重要原则概念。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为如此之多的船只、监视设备和航空母舰贴上“无害通过”的标签和在这种情

况下诉诸航行自由权利是对国际公众智力的侮辱。15 
 
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观察员克洛维斯·马克苏德博士指出，该联盟强烈谴责在锡德拉湾部署美国军舰。

他说，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控诉得到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支持。这不仅仅是因为对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安全的威

胁就是对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威胁，而且是因为阿拉伯国家联盟不愿看到这种先例的出现。 
 
他认为，如果每次一个国家想要验证另一个国家关于其领海的范围（而该国在此范围部署了其战舰并进

行军事活动）的话，此种方法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和边缘政策。而下一次，这将会导致一些使世界深深遗憾的事

情。美国声称它侵入锡德拉湾的理由是反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所采取的法律立场。马克苏德博士提出，利比

亚的要求并非不符合逻辑，而且，如果以经济或法律为由加以反对，那么，在作出任何军事选择之前，本应用

尽众多的和平途径。 
 

                                                        
12  S/PV.2670，第 11-17 页。 
13  同上，第 24-27 页。 
14  同上，第 27-32 页。 
15  同上，第 36-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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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联盟并不否认反对的权利，但它谴责美国所诉诸的手段。鉴于两国之间的敌对的关系背景，

其中包括美国 近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实施经济制裁，可把在锡德拉湾部署美国国军队解释为一种蓄意的挑

衅。马克苏德博士 后说，安理会有责任协助结束对军事部署的选择，并鼓励那些想要检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的要求或类似要求的合法性的国家诉诸法律、政治和外交途径、机构和手段。16 
 
美国、苏联和联合王国在第 2670 次会议上各自行使了其答辩权。 
 
在 1986 年 3 月 3 日第 2671 次会议上，主席提请成员注意保加利亚和苏联提交的决议草案，17 其中表明，

安理会应对由于美国攻击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而对地中海的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深感忧虑；重申联合国所有

会员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不得实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坚决谴责对利比亚的武装侵略行为；要求

美国立即从该地区撤出其军队；认为利比亚有权对这一侵略行为造成的人命和财产损失要求适当赔偿；决定继

续处理此案。 
 
在第 2671 次会议上还有几位代表发言，其中包括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他们再次行

使了其答辩权。该决议草案未被付诸表决。主席在会议结束时声明，安理会审议该事项的下次会议的日期将在

四月份主席与安理会成员磋商之后确定。18 
                                                        

16  同上，第 48-57 页。 
17  S/17954。 
18  S/PV.2671，第 39 页。 

 
24.  1986 年 4 月 12 日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86 年 4 月 14 日（第 2673 次会议）的决定：将本次会议延至第二天 
 
通过 1986 年 4 月 12 日给秘书长的信，1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转递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人民对外联络

办事处人民委员会秘书致秘书长的电报，说明因美利坚合众国决定对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发动新

的军事侵略致使地中海区域安全日益恶化的情况。在电报中，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人民外联办事处人民委员会

秘书指出，美利坚合众国的航空母舰和其他美国海军舰艇正向利比亚海岸进发，以对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

义民众国发动军事侵略，其借口是为一些利比亚否认有任何联系的行为向利比亚报复。他还忆及，在不足两周

前，美国曾派其特遣队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发动侵略，从而侵犯其内水的完整及其对本国海岸和领土的主权。

它还指出，安全理事会应马耳他和苏联的请求召开的对美国上次军事侵略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的

审议虽然尚未结束，但出席安理会会议 2 的所有发言人都谴责这种侵略行为。安理会未能通过制止措施已使美

国坚持侵略，并使它能够取得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会员国的政治和军事支持，从而使侵略法神圣化，

成为国际法则。它进一步强调，面对美国与大西洋联盟勾结在一起，在肆无忌惮地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

法准则的情况下，准备向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发动侵略，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认为本国此刻处于

《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的合法自卫状态，以保护自己的主权和维护自己的独立，其中包括请求执行

它在任何一级缔结的相互防卫协定和条约。 
 
马耳他代表通过 1986 年 4 月 12 月给安理事会主席的信，3 请安全理事会立即开会，审议并紧急采取适当

的行动，制止不断威胁使用武力的情况，以及对地中海中部迫在眉睫的武装攻击。 
 

                                                        
1  S/17983。 
2  关于安理会在 1986 年 3 月 26 日至 31 日召开的第 2668 次至第 2671 次会议对此问题的审议情况，见上文，第 23 节。 
3  S/17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