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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大会 2000 年 12 月 8 日第 55/146 号决议宣布 2001 至 2010 年为第二个铲除殖

民主义国际十年，并吁请会员国加倍努力执行秘书长报告（A/46/634/Rev.1 和

Corr.1）附件所载的行动计划，并作出必要的补充修订，以此作为第二个国际十

年的行动计划。修订后的行动计划载于秘书长第二个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报告

（A/56/61）内。 

2. 大会在 2006年 12月 14日第 61/130号决议中核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

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2007 年预计工作方案，包括特别委员会在加勒比区

域举办讨论会，由所有非自治领土的代表参加。 

3. 正如讨论会的准则和议事规则（A/AC.109/2007/1）指出，讨论会的目的是

审查在执行第二个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行动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以确定在十

年余下几年中非殖民化的下一步后续行动和强化行动。讨论会还将评估自治领土

的形势，特别是其宪政体制向自治和自决的演变进程，以便与管理国和非自治领

土代表合作，为各非自治领土逐个拟订建设性的非殖民化工作方案。讨论会还将

确定联合国系统和整个国际社会可在哪些领域根据一个综合框架加强对自治领

土的援助方案，确保有关领土的政治和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 

4. 讨论会上的讨论将有助于特别委员会对非自治领土的形势作出切合实际的

分析和评价。讨论会将重视这些领土人民的广泛意见，并将确保那些积极参与非

自治领土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组织和机构的参加。 

5. 与会者发表的意见将作为讨论会提出结论和建议的依据，由特别委员会加以

认真研究，以便向大会提交关于实现第二个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各项目标的建

议。 

 二. 讨论会的安排 
 

6. 讨论会于 2007 年 5 月 22 日至 24 日在格林纳达圣乔治举行。 

7. 讨论会包括五次会议，联合国会员国、非自治领土、管理国、非政府组织、

区域组织和其他组织的代表及专家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名单列于附录一。组织讨

论会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公开和坦率地交流意见。 

8. 讨论会由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兼特别委员会主席玛格丽

特·休斯·费拉里主持，与会者计有下列委员会成员：智利、中国、刚果、科特

迪瓦、古巴、格林纳达（东道国）、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俄罗斯联

邦、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东帝汶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

国。管理国法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作为观察员参加讨论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

摩洛哥和西班牙也参加了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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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 2007 年 5 月 22 日第 1 次会议上，下列特别委员会成员被任命为讨论会副

主席：吕克·约瑟夫·奥基奥（刚果）和索菲娅·博尔热斯（东帝汶）。罗德里戈·马

尔米耶卡·迪亚斯获任命为讨论会报告员。报告员还主持起草小组的工作，该小组

由特别委员会出席讨论会的所有成员代表组成：智利、中国、刚果、科特迪瓦、古

巴、格林纳达（东道国）、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圣基茨

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东帝汶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10. 讨论会议程如下： 

1. 在第二个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框架内，特别委员会在促进非自治领土

非殖民化方面的作用： 

 (a) 确定下一步行动； 

 (b) 加强与管理国的合作； 

 (c) 改善非自治领土人民的参与情况。 

2. 管理国和领土政府的观点以及专家对采取步骤完成非殖化进程的意见： 

 (a) 加勒比区域； 

 (b) 太平洋区域； 

 (c) 其他非自治领土。 

3. 2006 年太平洋区域讨论会的后续行动，包括托克劳问题的后续行动： 

 (a) 特别委员会的观点； 

 (b) 管理国的观点； 

 (c) 非自治领土的观点； 

 (d) 专家的意见。 

4. 联合国系统在向非自治领土提供协助方面的作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

代表和其他方面的介绍。 

5. 关于推动第二个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剩余时间工作的建议。 

 三. 讨论会概览 
 

 A. 讨论会讨论情况 
 

11. 5 月 22 日，玛格丽特·休斯·费拉里（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主席身份

宣布讨论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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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格林纳达外交部长埃尔文·尼姆罗德向讨论会致辞。 

13. 在同次会议上，政治事务部非殖民化股股长宣读了秘书长的贺辞（见附录

二）。 

14. 在同次会议上，特别委员会主席发了言。 

15. 在 5 月 24 日第 5 次会议上，主席作了闭幕发言。 

16. 在同次会议上，与会者以鼓掌方式通过一项决议，向格林纳达政府和人民表

示感谢（见附录三）。 

 B. 发言和讨论
a
 

 

17. 在 5 月 22 日第 1 次会议上，主席发了言。阿根廷、古巴、蒙特塞拉特、直

布罗陀和西班牙的代表发了言。主席进一步发言。 

18. 在 5 月 22 日第 2 次会议上，波利萨里奥阵线、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古巴

和主席就程序问题发了言。专家 Howard Fergus 介绍了加勒比非自治领土的非殖

民化努力。 

19. 在 5 月 23 日第 3 次会议上，阿根廷、古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摩洛哥、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b、波利萨里奥阵线和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代表发

了言。阿尔及利亚代表就程序问题发了言。摩洛哥代表进一步发言。专家 La Verne 

E. Ragster 介绍了美属维尔京群岛的拟议宪法。圣赫勒拿的观察员发了言。 

20. 在 5 月 23 日第 4 次会议上，阿尔及利亚和智利的代表发了言。阿尔及利亚

和摩洛哥的代表行使答辩权发了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加勒比次区域

总部的代表介绍了加勒比区域的非自治领土情况。在同次会议上，非政府组织、

安圭拉全国妇女理事会和格林纳达教育和发展方案的代表发了言。 

21. 在 5 月 24 日第 5 次会议上，与会者审议了讨论会报告员罗德里戈·马尔米

耶卡·迪亚斯（古巴）提出的讨论会报告草稿。 

 四. 结论和建议 
 

22. 在 2007 年 5 月 24 日第 5次会议上，主席向与会者提出了下述结论和建议。 

 

 
 

 
a 
讨论会的所有发言和讨论文件可在联合国非殖民化网站上查阅：http://www.un.org/ 
Depts/dpi/decolonization。

 

 
b 
阿根廷政府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对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问

题存在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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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特别委员会在第二个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框架内协助非自治领土实现非殖民

化的作用 
 

 1． 铲除殖民主义，特别委员会的作用和行动计划 
 

1. 讨论会重申联合国应在非殖民化进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作用。特别委员会的

任务是联合国的一项重大方案。在所有悬而未决的非殖民化问题以令人满意的方

式得到解决以前，联合国应提供支助。 

2. 与会者重申特别委员会应作为主要手段、推进非殖民化进程，并如第 55/146

号决议所述，加速执行行动计划以推动实现第二个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的各项

目标以及监测领土的情况。 

3. 讨论会建议特别委员会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和决定，继续积极参与监测非自

治领土朝自决方向发展。 

4. 特别委员会应根据具体情况酌情邀请非自治领土代表参加特别委员会与管

理国之间的协商。 

5. 只要还存在尚未按照相关决议，包括大会和特别委员会关于特殊和个别殖民

状况决议的规定行使自决权的非自治领土，大会 1960 年 12 月 14 日第 1514（XV）

号决议所述《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工作就不能算是完成。联合国

和特别委员会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以及 1960 年 12 月 15 日第 1514（XV）和

第 1541（XV）号决议保障这些领土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6. 只要管理国行使单方面权力未经非自治领土同意，依照诸如立法、枢密院令

和其他方法，制定影响非自治领土的法律和其他条例，领土就不能视为自治。 

7. 在非殖民化过程中，在无主权争议的地方，自决原则无可替代，因为自决是

一项基本人权。只要根据有关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符合《联合国宪章》明确界

定、并且在第 1514（XV）号和第 1541（XV）号决议及其他有关决议和决定中阐

明的各项原则，所有自决选择都有效。 

8. 任何旨在部分或全部破坏一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企图均不符合《联合

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9. 与会者指出，在为没有主权争议的个别领土拟订工作方案时，应该保证这些

领土的代表能够参加拟订工作。他们还指出，任何工作方案均应包括以下内容：

为这些领土的人民开展新闻和教育宣传；由特别委员会派遣视察团以便亲自确定

那些领土的局势；进行那些领土人民所能接受的协商，以使人民能根据联合国的

各项决议行使自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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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为了促进交流信息，特别委员会将与管理国和领土政府协商，探讨可否在每

一个没有主权争端的非自治领土内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协调中心”，协助特别

委员会与当选的领土政府进行工作一级的联系。 

11. 特别委员会应继续拟订一项机制，有系统地对非殖民化各项具体建议的执行

情况进行年度审查，着重实施大会各项决议和第二个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行动

计划规定的任务。 

12. 考虑到各非自治领土的情况各有特点，一些与会者指出需要根据全球现状，

根据具体情况，就非殖民化问题提出一种新思维。委员会同意就各种各样“向自

决过渡”的合法选择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但领土人民必须有机会作出充分知情的

选择。在这方面，主席的发言受到几名发言者的欢迎。 

13. 如果特定的非自治领土明确主张根据目前的情况进一步发展，特别委员会不

妨考虑可以采取的步骤，同时考虑到有关领土在这方面的利益；因此，就可以较

为直接了当地实现联合国的非殖民化目标。 

 2. 公共认识和宣传活动 
 

14. 所有有关各方应继续审查自决的各种选择并向非自治领土人民传播有关信

息，这是实现《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和行动计划目标的重要步骤。 

15. 在这方面，讨论会强调必须就自决和非殖民化问题进行教育、提高认识和持

续对话，对象是非自治领土的人民，并争取他们的参与。 

16. 与会者确认，特别委员会需与新闻部通力协作，积极着手开展宣传活动，特

别是在为个别领土拟订工作方案的范畴内，帮助领土人民了解联合国非殖民化决

议中所列的自决选择方案。有关方案应传播信息和提高领土人民的认识，以提升

他们对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包括 1960 年《宣言》制定的可供选择的各种合法

政治地位的了解。 

17. 为此，与会者鼓励新闻部继续传播相关信息，包括媒体、非政府组织和民间

团体，利用它所拥有的传播工具，善用区域讨论会和视察团等机会。联合国新闻

中心可以协助这项工作。与会者欣见新闻部和政治事务部非殖民化股合作编写了

一个题为“联合国能为协助非自治领土做什么”的新小册子，于 2007 年 3 月予

以印发。小册子也刊登在联合国非殖民化问题网站上。 

18. 与会者鼓励联合国协助那些在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和各次会议以及大会特

别会议中取得观察员地位的非自治领土，向它们传播有关会议的信息。 

19. 与会者重申必须向没有主权争端的非自治领土提供选举援助，不论是否能应

任何管理国和各该领土的要求采取任何自决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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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视察团和特派团 
 

20. 与会者强调，视察团和特派团对于提高公众对非殖民化问题和可供选择的自

决办法的认识，是重要的因素。与会者还注意到视察团和特派团造成的积极影响。

此外，视察团和特派团提供一个评估这些领土状况的机会，并确定这些领土人民

对他们未来地位的希望和愿望。 

21. 此外，与会者注意到非自治领土代表在讨论会上表示对这些视察团和特派团

感兴趣。他们敦促尽早派遣这些团，并呼吁管理国在没有主权争端的情况下给予

合作，向这些团提供便利。他们重申这些团必须配合有创意的、成本-效益更高

的办法，以确定选定的一些非自治领土内有代表性的各种舆论。 

 4. 区域讨论会 
 

22. 区域讨论会是第二个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行动计划开展的活动，是集中讨

论非自治领土所关心问题的有效论坛，并为领土人民代表向特别委员会提出意见

和建议提供了机会。管理国应依照联合国相关决议和决定，协助非自治领土的当

选代表参加讨论会。 

23. 讨论会在加勒比和太平洋之间轮流进行，其区域性是讨论会获得成功的重要

因素。与会者鼓励委员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非自治领土本身举行这些活动。 

24. 与会者注意到特别委员会决定协调年度讨论会与在非自治领土进行的其他

有关活动，包括酌情派出视察团和特派团，以更好地利用资源。 

25. 特别委员会应通过 2007 年 5 月 22 日至 24 日在格林纳达圣乔治召开的区域

讨论会报告，并照以往的作法，将区域讨论会的报告列入提交大会的报告。与会

者还建议特别委员会尽可能将区域讨论会的建议纳入关于非殖民化的有关决议，

因为这些建议严肃地反映了各领土人民的意志。 

26. 讨论会重申以往在以下地点举行的区域讨论会所通过的各项结论和建议的

重要性：瓦努阿图（1990 年）、巴巴多斯（1990 年）、格林纳达（1992 年）、巴布

亚新几内亚（1993 年、1996 年和 2004 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95 年）、安提

瓜和巴布达（1997 年）、斐济（1998 年和 2002 年和 2006 年）、圣卢西亚（1999

年）、马绍尔群岛（2000 年）、古巴（2001 年）、安圭拉（2003 年）及圣文森特和

格林纳丁斯（2005 年）。 

 5. 管理国和其他联合国会员国的作用 
 

27. 与会者欢迎法国和美国代表出席讨论会，并欢迎新西兰关于托克劳问题的发

言，在发言中表示继续与特别委员会合作。他们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缺席表示遗憾，并再次呼吁所有管理国今后应与特别委员会进行建设性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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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讨论会再次建议特别委员会、管理国和非自治领土进行建设性对话，并以新

办法加速实现大会 2000 年 12 月 8 日第 55/146 号决议所述第二个铲除殖民主义

国际十年及行动计划的目标。但与会者重申，只有在管理国的积极合作下才能取

得进展。特别委员会将审议关于在这项工作中再次请求使用秘书长的“斡旋”是

否有助益的问题。 

29. 与会者提请管理国注意第 1541(XV)号决议（附件）列出的三种备选方案，大

会在该决议中提出非自治领土可以如《宪章》的设想获得充分自治，其办法是：

(a) 成为主权独立国家；(b) 与一个独立国家自由结合；或(c) 与一个独立国家

合并。 

30. 与会者建议适用1970年10月24日大会第2625(XXV)号决议，其中所载的《关

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除其他外，还声明

“一个民主自由决定建立自主独立国家，与某一独立国家自由结合或合并，或采

取任何其他政治地位，均属该民族实施自决权的方式”。 

31. 特别委员会感谢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摩洛哥和西班牙参与讨论会，鼓励其

他会员国继续与特别委员会合作。 

 C. 管理国、领土代表和加勒比区域专家的看法 
 

32. 讨论会欢迎加勒比代表，包括开曼群岛、蒙特塞拉特及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等非自治领土代表以及来自区域的专家和（或）非政府组织（安圭拉、格林纳达、

蒙特塞拉特、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和美属维尔京群岛）出席会议。 

33. 讨论会注意到了开曼群岛宪法审查秘书处的成立，该秘书处已于 2007 年 3

月开展宪法审查进程的工作。 

34. 关于蒙特塞拉特的情况，与会者敦促管理国为领土的经济和其他发展需要，

特别是自 1995 年火山爆发以来仍然存在的特殊需要，承诺提供合理的预算资源。 

35. 与会者欢迎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新宪法在 2006 年 8 月开始生效，并注意到

了领土政府将重点放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上。 

36. 与会者赞赏美属维尔京群岛大学一名专家的发言，概述该大学努力执行一项

共同教育方案，介绍即将举行的制宪会议，并在这方面发挥其他一系列职能。有

关代表指出，虽然这项活动不涉及领土相对于美国的地位问题，但在以后阶段可

以讨论该问题。 

37. 与会者还听取了在加勒比区域积极活动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代表提出的看法。

安圭拉全国妇女理事会代表特别强调在有关非殖民化问题上，必须增强妇女和青

年的能力。格林纳达教育和发展方案的代表探讨了经济生存与政治独立问题之间

的相互作用，以此作为她向讨论会提出的内容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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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其他非自治领土代表的看法 
 

38. 讨论会由欢迎其他非自治领土（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
b
 直布罗陀、

西撒哈拉）的代表和圣赫勒拿观察员出席会议。讨论会特别感谢圣赫勒拿观察员

为出席会议作出了很大努力。 

39. 在审议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时，与会者重申特别委员会应继

续鼓励阿根廷政府与联合王国政府恢复谈判，以便依照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决定，

在充分考虑到领土人民利益的前提下谋求解决领土问题的持久解决办法。 

40. 与会者听取了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
b
 代表的评论意见，他们提议

阿根廷与联合王国就西南大西洋的一些实际问题进行合作。 

41. 与会者听取了直布罗陀政府代表关于宪政事态发展的 新消息，欢迎直布罗

陀、西班牙和联合王国之间的三边《对话框架》。 

42. 与会者注意到了圣赫勒拿观察员关于圣赫勒拿与联合王国之间的安排作出

的评论。与会者欣见圣赫勒拿机场方面正在作出进展。 

43. 关于西撒哈拉问题，与会者欣见过去几个月的事态发展，对安全理事会 2007

年 4 月 30 日第 1754（2007）号决议表示支持，该决议除其他外，还吁请各方考

虑到近几个月的事态发展，本着诚意不预设条件开展谈判，以期达成公正、持久

和彼此接受的政治解决，其中将规定西撒哈拉人民在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和

宗旨的安排下实行自决，并指出各方在这方面的作用和责任。与会者又指出特别

委员会对西撒哈拉人民自决的任务。 

 E. 2006 年太平洋区域讨论会的后续行动，包括托克劳问题 
 

44. 与会者关切地注意到，管理国在任何非自治领土上的军事设施和活动侵犯了

有关人民的权益，造成了严重的健康和环境危害。 

  托克劳问题 
 

45. 讨论会还注意到托克劳定于2007年 11月再举行一次关于自决问题的全民投

票的决定，表示应当根据特殊背景（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办法）审查和支持

自决的权利。讨论会还注意到有关三方（托克劳、管理国和联合国）应当通力协

作，在全民投票之前几个月对托克劳村庄和居住在国外的托克劳人开展全面提高

认识宣传，确保关于条约草案和宪法草案的所有信息得到分发传播、讨论和协商。 

 F. 联合国系统在援助非自治领土方面的作用 
 

46. 特别委员会表示感谢拉加经委会代表的参与，并感谢他在发言中概述加勒比非

自治领土进行的技术合作活动。与会者感谢联合国系统和区域组织的合作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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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与会者支持特别委员会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更密切的合作，以促进联合

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增强对非自治领土的援助。 

48. 所有非自治领土都应准予参与联合国经济及社会领域的有关方案，包括根据

联合国各次主要首脑会议和各种会议的行动计划制订的方案，以推动能力建设，

也符合为实现全面内部自治作必要准备的需要。 

49. 讨论会强调，整个联合国系统应当根据 2001 年 12 月 10 日大会第 56/67 号

决议的详细规定，继续探讨如何加强对尚余非自治领土的现有支助措施，并拟定

适当援助方案，寻求拟订具体提案，充分执行专门机构的相关决议。 

50. 与会者意识到小岛屿非自治领土的脆弱性，这个问题仍然是主要关切，而且

除非依照《毛里求斯宣言》
c
 采取紧急步骤以处理并加强该领土的能力，这种脆

弱性将日益严重。 

51. 讨论会重申支持各非自治领土现在参加联合国有关区域委员会和联合国各

专门机构的工作。讨论会呼吁非自治领土更多参与联合国系统的各个方案和活

动，以便根据大会议事规则以及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决定，包括大会和特别委员会

关于个别领土的决议和决定，推动非殖民化进程。 

52. 与会者建议特别委员会与相关区域组织建立密切联系，鼓励非自治领土与这

些组织建立密切关系。 

 
 

 c
 审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执行情况国际会议的报告，毛里求斯路易港，2005

年 1 月 10 日至 14 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05.II.A.4 和更正）。第一章，决议 1，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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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与会者名单 
 

  特别委员会成员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玛格丽特·休斯·费拉里（主席）
*
 

中国 卞革
*
 

智利 Jose Antonio Cousiño 

刚果 吕克·约瑟夫·奥基奥
*
（副主席） 

科特迪瓦 Guillaume Bailly-Niagri
*
 

古巴 罗德里戈·马尔米耶卡·迪亚斯（副主席）
*
 

Victoria M. Delgado 

格林纳达（东道国） Angus Friday 

Cyrilla R. Steele 

印度尼西亚 Hari Prabowo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Hossein Maleki
*
 

俄罗斯联邦 Denis Paletskiy
*
 

圣基茨和尼维斯 Carlisle Richardson
*
 

东帝汶 Sofia Borges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Edna Figuera 

联合国会员国 

阿尔及利亚 Mahieddine Djeffal 

阿根廷 Gerardo Abel Diaz Bartolomé 

Ana Marcela Pastorino 

摩洛哥 Souad El Alaoui 

Gajmoula Bent Ebi 

Kaltoum Al Khayat 

M. Khaddad el Moussaoui 

西班牙 Alberto Virella 

管理国 

法国（观察员） Ġerard Guillet 

美利坚合众国（观察员） Edgar Johnson 

 
 

 
*
 特别委员会官方代表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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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治领土 

开曼群岛 Alden McLaughlin 

Orett Connor 

Suzanne Lookloy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
**
 Richard Davies 

直布罗陀 Joseph Holliday 

Perry Stieglitz 

Francis Cantos 

蒙特塞拉特 Claude Hogan 

Sylvia Gabriel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Jeffrey C. Hall 

Olincia Missick 

西撒哈拉 Ahmed Boukhari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Ronald Williams 

世界卫生组织/泛美卫生组织 Gina Watson 

非政府组织 

安圭拉全国妇女理事会（安圭拉） Lana Hoyoung 

格林纳达教育和发展方案（格林纳达）Dessima Williams 

Gloria Payne-Banfield 

专家 

Nicole Philip（格林纳达） 

Howard Fergus（蒙特塞拉特） 

La Verne E. Ragster（美属维尔京群岛） 

Tregenza A. Roach（美属维尔京群岛） 

观察员 

Joseph Bossano（直布罗陀） 

William Drabble（圣赫勒拿） 

 
 

 
** 
阿根廷政府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对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问

题存在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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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秘书长的贺辞 
 
 

 值此声援非自治领土人民团结周之际，我很荣庆地向格林纳达加勒比区域非

殖民化问题讨论会所有与会者致意；这是我向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发

出的首项贺辞。我要感谢格林纳达政府与人民的好客精神，慷慨地担任这次集会

的东道国。 

 为世界各国人民争取自治是联合国创立以来的首要目标之一。在联合国组织

的主持下，几达 7.5 亿人民得以行使了自决权，因此，可以真正地说非殖民化是

联合国成功的标志。 

 今天，还有 16 个非自治领土保留在联合国议程上。作为一个以促进非殖民

化为任务的机构，特别委员会组织与这一次相类似的讨论会，向 200 万居住在非

自治领土的人民提供一个论坛，表达他们对面对的特殊问题的看法，并促进特别

委员会、非自治领土代表 和管理国之间的直接沟通。众所周知，特别委员会要

在履行非殖民化任务中取得进展，就必须取得管理国、非自治领土和联合国之间

的合作。 

 今年底，托克劳将就其与新西兰自由联合的自治选择方案举行第二次全民投

票，这是一项重要的自决行动。这个太平洋小领土在管理国密切合作下而采取的

途径，证明只要有积极的政治意愿，就能够实现目标。双方向委员会提供的密切

合作是一个杰出的榜样。 

 其他一些领土，特别是加勒比的领土，也在宪政、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

面作出了重大进展，在争取自治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我敦促大家继续共同努力，

为完成每一领土的非殖民化工作谋求适当的方式和时机。 

 祝愿讨论会成绩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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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向格林纳达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的决议 
 
 

 加勒比区域讨论会与会者， 

 于 2007 年 5 月 22 日至 24 日在格林纳达圣乔治聚会，审查实施第二个铲除

殖民主义国际十年的下一部行动， 

 听取了格林纳达外交部长埃尔文·尼姆罗德阁下的重要发言， 

 注意到各非自治领土代表的重要发言， 

 深切感激格林纳达政府和人民为特别委员会的讨论会提供了必要设施，感谢

他们为讨论会成功所做的杰出贡献，特别感谢在与会者逗留圣乔治期间对他们给

予的慷慨大方、热情友好的款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