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理事会惯例汇辑 
 

 

11-02856 (C) 314 

 

C. 非洲和平与安全 
 
 

初步程序 46 

 
 

 2007年 9月 25日(第 5749 次会议)的审议 

 在 2007 年 9 月 19 日给秘书长的信中，47 法国

代表表示，在法国担任主席期间，安理会将于 9 月 25

日举行关于“非洲和平与安全”专题的辩论，由法国

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主持。信中还载有一份概念文件，

以帮助指导讨论，包括有关非洲和平与安全主要挑战

的问题和应对这些挑战的方式，例如促进建立联合国

和非洲之间的有效伙伴关系。 

 在 2007 年 9 月 25 日举行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级别的第 5749 次会议上，48 安理会将上述信函列入

议程。安理会所有成员、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

席发言。 

 安理会主席(法国)提及这是 1992 年、2000 年和

2005 年类似首脑会议之后的第四次首脑会议。 

 秘书长随后指出，虽然许多非洲国家正面临和平

与安全挑战，但也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联合国正

在与非洲联盟合作，以更好地解决冲突，例如发展一

支非洲待命部队，他还打算提议加强政治事务部，以

更好地利用斡旋，促进预防冲突。联合国将继续致力

于非洲的发展和建设和平。49 

__________________ 

 46 在 2005 年 9 月 14 日为审议题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威胁”的议程项目而举行的第 5261 次会议上，安理会讨
论了非洲的和平与安全问题，并就此通过第 1625(2005)

号决议。见本章第 53 节(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47 S/2007/552。 

 48 刚果、法国、加纳、印度尼西亚、巴拿马、斯洛伐克、
南非和美国分别由本国总统代表；卡塔尔由其埃米尔代
表；比利时和意大利分别由本国总理代表；秘鲁和俄罗
斯联邦分别由本国外交部长代表；联合王国由外交和联
邦事务部国务大臣代表；中国由外交部副部长代表。加
纳总统以非洲联盟主席名义发言。 

 49 S/PV.5749，第 2-3 页。 

 发言者赞扬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密切合作，

并赞赏秘书长对非洲给予最优先考虑，特别是达尔富

尔危机，他们都强调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一伙伴关系。 

 南非代表说，尽管非洲努力争取自己的和平与稳

定，但是缺乏应对冲突的能力和资源。50 许多发言

者赞同上述观点，同意需要促进非洲的能力建设和体

制建设，使其能更好地应对内部危机。51 

 非洲领导人欢迎与联合国的合作，但是认为非洲

各国肩负着非洲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52 南非代表

强调，非洲致力于解决自己的问题。在这方面，他提

到了在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

国和苏丹的一系列成功的非洲倡议。53 巴拿马代表认

为，非洲的未来在非洲人手中，但国际社会可以发挥

重要的作用，与非洲大陆一起实现其未来的希望；54 

法国代表认为，在发动国际社会援助非洲和非洲国家

希望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之间没有冲突。55 俄罗斯

联邦代表表示支持非洲国家在推进民族和解、解除武

装和治理目标方面发挥更积极和负责任的作用。56 

 大多数发言者的发言关注达尔富尔危机和索马

里局势。几位发言者指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

合作正在达尔富尔受到考验，混合维持和平部队将提

__________________ 

 50 同上，第 4 页。 

 51 同上，第 5 页(印度尼西亚)；第 9 页(意大利)；第 10 页(卡
塔尔)；第 12 页(俄罗斯联邦)；第 13 页(中国)；第 17 页(非
洲联盟委员会)。 

 52 同上，第 3 页(非洲联盟)；第 4 页(南非)；第 12 页(刚果)；
第 17 页(非洲联盟委员会)。 

 53 同上，第 4 页。 

 54 同上，第 10 页。 

 55 同上，第 15 页。 

 56 同上，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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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一个今后合作的框架。57 但是，非洲联盟主席表

示关切的是，国际社会伙伴迄今作出的装备和空运达

尔富尔非洲部队的支助承诺是不够的，并且速度太慢。

关于索马里局势，他敦促安全理事会介入，确保明年

早些时候部署一支替代非洲联盟索马里特派团的维

持和平行动。58 其他许多发言者也呼吁为非洲联盟

在索马里的维持和平努力提供支助。59 

 美国代表欢迎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的部署，但

警告说，“如果你相信当地目前正在发生的是一场种

族灭绝”，7 000 人部队还不够。他呼吁苏丹政府协

助部署一支强大的维持和平部队，以挽救生命，并强

调必须施加更一致的压力，以帮助达尔富尔人民。60 

联合王国代表对此表示赞同。61 就此，非洲联盟主

席说，非洲联盟已经告诉苏丹人要有信心，相信联合

国决议将予以执行。62 此外，许多发言者欢迎安理

会早些时候通过的关于在乍得和中非共和国建立一

个多层面国际存在的决议，以消除达尔富尔危机的溢

出效应。63 

__________________ 

 57 同上，第 2 页(秘书长)；第 5 页(印度尼西亚)；第 8 页(意
大利)；第 12 页(俄罗斯联邦)；第 14 页(联合王国)。 

 58 同上，第 4 页。 

 59 同上，第 8 页(意大利)；第 12 页(刚果)；第 15 页(法国)；

第 16 页(非洲联盟委员会)。 

 60 同上，第 7 页。 

 61 同上，第 14 页。 

 62 同上，第 3 页。 

 63 同上，第 7 页(美国)；第 10 页(比利时)；第 12 页(刚果)；

第 15 页(联合王国)。 

 最后，发言者建议，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有助于

预防冲突。64 一些发言者还强调，必须纠正过去的

冤情，消除有罪不罚现象。65 比利时代表认为，点

名羞辱制度不够充分：实施处罚是关键，国际刑事法

院可以在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66 斯洛伐克、巴拿

马和联合王国代表表示特别关切津巴布韦日益恶化

的人道主义局势，联合王国敦促秘书长向那里派遣一

个人道主义特派团。67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在辩论结束时的发言中指

出，和平行动是逐一获得资助，因此速度太慢而无法

部署。虽然必须帮助非洲，但没有理由进行不受控制

的干预，他说因为非洲不再是“任何人的后院”。他

还建议联合国以创新方法审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

在其所有行动中纳入区域组成部分。同时，一体化的

势头必须导致目前在非洲行动的外国军事基地减少。

他最后说，他希望有一天非洲在安全理事会有常任代

表权。68 

 

__________________ 

 64 同上，第 3 页(非洲联盟)；第 5 页(印度尼西亚)；第 6 页

(斯洛文尼亚)；第 10 页(比利时)，第 12 页(刚果、俄罗斯

联邦)；第 13 页(中国)。 

 65 同上，第 6 页(斯洛伐克)；第 10 页(比利时)；第 14 页(秘

鲁)；第 15 页(联合王国)；第 16 页(法国)。 

 66 同上，第 11 页。 

 67 同上，分别为第 6、10 和 15 页。 

 68 同上，第 16-1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