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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接受向其提交的辞呈，因此这些辞呈无效。持续的

僵局表明，黎巴嫩需要全面和协商一致的政治框架。

他说，危机的解决必须包括就黎巴嫩总统任期问题进

行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他还强调指出，需要处理关

于跨越叙利亚-黎巴嫩边界进行非法武器贩运的指控，

并重申黎巴嫩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之间必须建立

正式外交关系。 

 主席(比利时)代表安理会发表了一项声明，142 

安理会在声明中除其他外： 

 重申全力支持民主选举产生的黎巴嫩合法政府，呼吁依

照黎巴嫩《宪法》充分尊重该国的民主体制，谴责破坏黎巴嫩

稳定的任何企图，并呼吁黎巴嫩所有政党展现责任感，以期通

过对话防止黎巴嫩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重申安理会坚决支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主权、统一和

政治独立，谴责当前黎巴嫩境内的犯罪和恐怖主义行为，包括

“伊斯兰法塔赫”组织实施的这些行为，并全力支持黎巴嫩政

府和军队努力确保黎巴嫩全境的安全和稳定； 

 强调必须向平民，特别是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保护和援助； 

 重申未经黎巴嫩政府同意不应有武器进入黎巴嫩；重申

深为关切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提供的关于武器非法流入黎巴嫩，

特别是跨越黎巴嫩-叙利亚边界流动的情报日益增多，并期待

黎巴嫩边界独立评估小组的结论； 

 重申支持秘书长及其特使为促进和协助执行第

1559(2004)和 1680(2006)号决议所有规定作出的努力和奉献，

并期待秘书长关于第 1701(2006)号决议执行情况的下一次报

告以及就相关未决事项提出的进一步建议。 

 2007 年 12 月 11 日(第 5799 次会议)的决定： 

主席声明 

 在 2007 年 12 月 11 日第 5799 次会议上，主席(意

大利)代表安理会发表了一项声明，143 安理会在声明

中除其他外： 

 强调指出对黎巴嫩总统选举一再推迟深感关切； 

 强调目前的政治僵局不符合黎巴嫩人民的利益，并可能

导致黎巴嫩局势进一步恶化； 

__________________ 

142 S/PRST/2007/17。 

143 S/PRST/2007/46。 

 再次呼吁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或影响以及充分尊重民主

体制的情况下，按照黎巴嫩宪法规则，从速举行自由和公正的

总统选举； 

 强调黎巴嫩宪政体制，包括黎巴嫩政府的重要性，以及黎

巴嫩人民特别是在和解及政治对话基础上团结一致的重要性； 

 呼吁黎巴嫩所有政党继续保持克制并展现责任感，以期

通过对话防止黎巴嫩局势进一步恶化； 

 赞扬黎巴嫩民选政府和黎巴嫩武装部队在举行总统选举

前的时期履行各自职责的方案； 

 再次呼吁完全执行安理会关于黎巴嫩问题的所有决议。 

 D. 安全理事会第 1595(2005)号决议 
 

 2005 年 2 月 15 日(第 5122 次会议)的决定： 

主席声明 

 在 2005 年 2 月 15 日第 5122 次会议上，主席(贝

宁)代表安理会发表了一项声明，144 安理会在声明中

除其他外： 

 断然谴责 2005 年 2 月 14 日在贝鲁特发生的恐怖主义爆炸

事件，此次事件导致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及其他人遇

害，并造成包括前部长巴西勒·弗莱汉在内的数十人严重受伤； 

 对黎巴嫩人民和政府以及受害者及其家属表示最深切的

同情和慰问； 

 呼吁黎巴嫩政府将这一罪恶的恐怖主义行为的犯罪人、

组织者和发起者绳之以法；表示严重关切谋杀黎巴嫩前总理的

事件及其对黎巴嫩人民当前努力巩固黎巴嫩民主可能产生的

影响，并对黎巴嫩局势发生进一步动荡的可能性感到关切； 

 请秘书长密切关注黎巴嫩局势并紧急报告恐怖主义行为

的情节、原因和后果。 

 2005 年 4 月 7 日(第 5160 次会议)的决定： 

第 1595(2005)号决议 

 在 2005 年 3 月 24 日的信中，145 秘书长向安理

会提交了黎巴嫩实地调查团调查暗杀黎巴嫩前总理

拉菲克·哈里里的原因、情节和后果的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144 S/PRST/2005/4。 

145 S/2005/203，根据2005年2月15日主席声明(S/PRST/2005/4)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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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地调查团的报告详细说明了 2005 年 2 月 14 日

在贝鲁特市中心发生的、造成包括前总理在内的 20

人遇害的爆炸事件，以及随后的调查情况。报告强调

指出，虽然将犯罪人绳之以法前无法可靠断定暗杀哈

里里先生的具体“原因”，但明确的是，发生暗杀的

政治和安全环境特征包括黎巴嫩国内对叙利亚影响

的看法存在严重两极分化以及黎巴嫩国未能为其公

民提供充分保护。在详述事件的政治背景时，报告指

出，总理已在黎巴嫩总统任期被延长三年后辞职。报

告还指出，普遍认为哈里里先生对第 1559(2004)号决

议“给予了积极支持”。到 2005 年 1 月底，“黎巴嫩

出现了庞大的权力集团”，汇集了几乎所有的政治和

宗教社群代表，而什叶派团体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是

明显例外。这一权力集团似乎相信能够在即将举行的

选举中赢得明显多数，而且“有能力迫使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根据《塔伊夫协议》和(或)安全理事会第

1559(2004)号决议履行其尚未落实的承诺”。哈里里总

理被视为这一权力集团的设计师。实地调查团的结论

认为，黎巴嫩安全部门和叙利亚军事情报部门对黎巴

嫩境内缺乏安全、保护、法律和秩序负有主要责任。

然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对暗杀前总理之前的

政治紧张局势负有主要责任。对调查工作的审查表明，

黎巴嫩当局明显缺乏有效调查罪行的承诺，而且并未

按照公认的国际标准展开调查。调查团还得出结论认

为，恢复黎巴嫩安全机构的廉正和公信力对该国的安

全与稳定至关重要。最后，调查团认为需要提供国际

和区域支助，以维护黎巴嫩政府的民族团结并保护其

脆弱政体免受不必要的压力。因此，秘书长在其信中

认同调查团的结论意见，即有必要设立独立调查委员

会以查明真相。 

 在 2005 年 4 月 7 日第 5160 次会议上，安理会将

上述信函列入议程。主席(中国)提请安理会注意 2005

年 3 月 29 日黎巴嫩代表给秘书长的信，146 信中核

准安全理事会关于就哈里里总理遇刺事件设立国际

调查委员会的决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给秘书

__________________ 

146 S/2005/208。 

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147 信中宣称报告结果

“缺乏客观性”；以及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148 信中申明两国决心

进一步拓展两国之间的合作和协调道路。主席还提请

安理会注意丹麦、法国、希腊、日本、菲律宾、罗马

尼亚、联合王国和美国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149 该

决议草案提付表决，未经辩论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

1595(2005)号决议，安理会在决议中除其他外： 

 决定在黎巴嫩设立一个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以协助黎

巴嫩当局调查这一恐怖行为的所有方面，包括协助查明其犯罪

人、发起者和组织者及其帮凶； 

 呼吁黎巴嫩政府确保充分考虑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结论

意见； 

 决定委员会应得到黎巴嫩当局的通力合作；有权收集任

何补充资料和证据；享有在黎巴嫩全境的行动自由；并获得履

行其职能所需的设施和工作人员； 

 请秘书长与黎巴嫩政府紧急磋商，以便为委员会的设立

和运作提供便利，又请秘书长就此向安理会报告，并向安理会

通报委员会开始全面运作的日期； 

 还请秘书长从速采取必要的步骤、措施和安排，以便迅

速设立委员会并使其充分运作； 

 指导委员会确定开展调查的程序； 

 请委员会在三个月内完成其工作，授权秘书长延长委员

会的运作期限，但不得超过三个月，并请秘书长就此向安全理

事会通报情况； 

 请委员会向安理会报告调查结论，并请秘书长在委员会

运作期间每两个月或在必要时更频繁地向安理会口头报告委

员会的最新进展。 

 2005 年 10 月 31 日的决定(第 5297 次会议)： 

第 1636(2005)号决议 

 在 2005年 10月 25日举行的其第 5292次会议上，

安理会将秘书长2005年10月20日的信列入其议程，

__________________ 

147 S/2005/209。 

148 S/2005/219。 

149 S/200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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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信转递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第一次报告。150 在

其报告中，该委员会指出，2005 年 2 月 14 日的刺杀

系是一个组织宽泛、资源可观的团体所为，且经过了

数月的准备。据委员会描述，有一致的证据表明，“黎

巴嫩和叙利亚都卷入”了这个恐怖行为。委员会指出，

“众所周知”，至少在叙利亚部队遵照第 1559(2004)

号决议撤离之前，叙利亚军事情报部门在黎巴嫩渗透

得很广。黎巴嫩的前高级安全官员受到他们的雇佣。

委员会称，“考虑到叙利亚和黎巴嫩情报部门协同在

黎巴嫩机构和社会的渗透程度，难以想象如此一个复

杂的刺杀阴谋可能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执行”。委

员会的结论是，许多线索直接指向叙利亚的保安官员

牵涉在该刺杀案中，并指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

有些被讯问者提供错误说法，企图误导调查的方向。

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仍在进行的调查应该由主管的

黎巴嫩的司法和保安机关进行。必须清楚的了解 2 月

14 日爆炸前后的一系列爆炸的背景，来评估该次爆炸，

因为有若干次爆炸、即使不是全部爆炸，可能有相互

关系。 

 安理会还将 2005 年 10 月 14 日黎巴嫩代表给秘

书长的信列入其议程，该信请求把委员会的任期延至

2005 年 12 月。151 安理会听取了委员会专员的通报

以及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发言。 

 在他的通报中，专员报告说，该委员会已于 2005

年 6 月 16 日开始全面运作，专员还列举委员会自成

立以来已经进行的各种事实调查团、面谈和突查和搜

查活动。他指出，委员会同黎巴嫩当局建立了密切的

工作联系，已与黎巴嫩当局作出安排，以方便委员会

工作并向委员会提供需要的支持。不过，他指出，不

可以为调查工作现已告成，并且，象这样一个案件，

用几个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查明调查工作所有各方面

问题和准备起诉材料，是完全正常的。152  

__________________ 

150 S/2005/662。 

151 S/2005/651。 

152 S/PV.5292，第 2-4 页。 

 黎巴嫩代表对委员会的设立及其进展表示欢迎。

他呼吁将其任务期限延至 2005 年 12 月 15 日。他吁

请有关各方与委员会合作。15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谴责刺杀，并指出，

“报告每一段的内容都值得一驳”。他说，该报告明

显地受到黎巴嫩政治气氛的影响，他拒绝接受报告中

的一个说法，即既然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情报机关协同

渗透到黎巴嫩的社会和各个机构，很难想像这样一个

复杂的刺杀阴谋，竟然能够在他们毫不知情中执行”。

该代表解释说，“这是可以对其领土上发生了恐怖主

义罪行或行为的任何国家的治安部门作出的一项指

控”。该代表还拒绝接受该报告将矛头直指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的结论，因为这些结论完全仰赖“那些曾

公开声明在政治上强烈反感叙利亚的人的证词的可

靠性”。他说，一些证词相互矛盾，而且该报告在调

查完成之前就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进行指控。对报

告中指责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没有与委员会进行足

够合作，该代表也拒绝接受，并列举了他的国家与委

员会合作的几个实例。他说，调查在指控任何会员国

之前应提出其证据，不过，他也申明，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将继续配合调查。154  

 在 2005年 10月 31日举行的其第 5297次会议上，

安理会再次将 2005 年 10 月 20 日秘书长的信 155 列

入其议程。主席(罗马尼亚)提请安理会注意前述 2005

年 10 月 14 日黎巴嫩代表的信，156 信中要求将该委

员会的任期延至 2005 年 12 月。由法国、联合王国和

美国的一份决议草案 157 随后提付表决。决议草案获

得一致通过，成为第 1636(2005)号决议，其中安理会

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除其他外： 

__________________ 

153 同上，第 4-5 页。 

154 同上，第 6-8 页。 

155 S/2005/662。 

156 S/2005/651。 

157 S/2005/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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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委员会的结论，即认为有一致的证据表明，黎巴

嫩和叙利亚两国官员都卷入了这一恐怖行为； 

 决定设立一个由安理会所有成员组成的安全理事会委员

会，履行该决议附件所述的任务； 

 欣见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1595(2005)号决议的授权，

决定将委员会的任务期限延至 2005 年 12 月 15 日，并决定如

果委员会提出建议，且黎巴嫩政府提出请求，将再延长其任务

期限； 

 决定叙利亚必须拘留委员会认为涉嫌参与策划、资助、

组织或实施这一恐怖行为的叙利亚官员或个人，让他们全面接

受委员会的调查；委员会对于叙利亚也具有第 1595(2005)号第

3 段所述的相同权利和权力，叙利亚必须据此无条件地与委员

会充分合作；委员会应有权决定在何处并以何种方式约谈其认

为与调查相关的叙利亚官员和个人； 

 坚持叙利亚不得直接或间接干涉黎巴嫩内政，不要企图

破坏黎巴嫩的稳定，并严格尊重该国的主权、领土完整、统一

和政治独立。 

 表决后，安理会全体成员和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的代表发了言。158 大多数发言者表示支持将该

委员会的任期延长六个月，并呼吁与委员会充分合作。 

 一些发言者批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未与委员

会真诚合作，并呼吁充分合作。159 法国、联合王国、

美国和丹麦的代表强调了黎巴嫩和叙利亚官员参与

2005 年 2 月 14 日针对黎巴嫩前总理的恐怖袭击的证

据。他们指出，很难设想，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高

级官员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一个复杂的刺杀阴谋。160 

联合王国的代表强调说，如果叙利亚不充分合作，联

合王国代表团将考虑采取进一步行动，以确保安理会

__________________ 

158 在这次会议上，阿尔及利亚、巴西、中国、丹麦、法

国、希腊、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派遣各自的外交部长出席；联合王国派遣外交和

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出席；美国派遣国务卿出席；菲

律宾派遣外交事务秘书出席；黎巴嫩派遣黎巴嫩外交

及侨民事务部代理秘书长出席。 

159 S/PV.5297，第 3 页(法国)；第 4 页(联合王国)；第 4-5 页

(美国)；第 9 页(丹麦)；第 10 页(菲律宾)；第 14 页(坦桑

尼亚联合共和国)；第 14-15 页(罗马尼亚)。 

160 同上，第 3 页(法国)；第 4 页(联合王国)；第 4-5 页(美国)；

第 8-9 页(丹麦)。 

可以通过委员会发挥其作用，帮助黎巴嫩政府坚决伸

张正义。161 美国代表则明确表示，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若不能遵守委员会的要求，则将导致“严重后果”。

她还认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由于“陈述虚假，支

持恐怖主义，干涉其邻国内政以及破坏中东地区稳定

的行为”，在国际社会上陷入孤立。她说，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政府需要做出一个战略决策，从根本上改

变其行为。162  

 一些发言者强调，委员会的报告是不完整的，应

给予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无罪的推定，并对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表示愿意与委员会合作表示欢迎。163 阿

尔及利亚、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联邦的代表也强调，

这项决议既没有暗示也没有授权在安理会未作出集

体决定的情况下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施行任何措

施或制裁。164  

 俄罗斯联邦的代表回顾说，该决议草案的最初版

本曾规定了一个纯粹由委员会酌处，自动对犯罪嫌疑

人实施制裁的程序，这是前所未有的。他指出，“这

一非常危险的先例被避免了”。165 阿尔及利亚代表

认为，安理会仍给予该委员会“很大的权力，这体现

在第 1595(2005)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之中”，因为委

员会能够直接向安理会提交嫌疑人的名字，以便对其

进行制裁，甚至能够决定盘问叙利亚或其他官员的地

点和方式。166  

 黎巴嫩代表欢迎委员会在揭露有关哈里里遇刺

案真相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呼吁所有有关各方与委员

会认真合作，从而使正义能够得到应有的伸张。167  

__________________ 

161 同上，第 4 页。 

162 同上，第 4-5 页。 

163 同上，第 6 页(阿尔及利亚)；第 7 页(巴西)；第 8 页(中国)；
第 11 页(俄罗斯联邦)；第 13 页(日本)。 

164 同上，第 6 页(阿尔及利亚)；第 7 页(巴西)；第 8 页(中国)；
第 11 页(俄罗斯联邦)。 

165 同上，第 11 页。 

166 同上，第 6 页。 

167 同上，第 15-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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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批评委员会的报告，

称其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作了有罪推定，而不是予

以无罪推定。针对有人指责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形

式上而没有在实质上进行合作，他声称，叙利亚政府

真诚行事，而委员会却没有，而且反而故意“指责”，

意在为根据第七章通过的决议扫除障碍。他列举证据

证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与委员会的合作，如 2005

年 10 月 29 日的第 96 号法令规定设立一个特别司法

委员会，在所有有关调查的事项上与委员会以及黎巴

嫩司法当局合作。他说，该决议的目的不是揭露刺杀

背后的真相，而是针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及其在影

响区域的现在和未来的问题上所持立场。168  

 2005 年 12 月 15 日的决定(第 5329 次会议)： 

第 1644(2005)号决议 

 在 2005年 12月 13日举行的其第 5323次会议上，

安理会将 2005 年 12 月 12 日秘书长给安理会主席的

信列入其议程，该信转递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第二

次报告。169 在其报告中，专员除其他外表示，载于

上一次报告的结论仍然有效，且在第二次报告所述期

间进行的调查加强了这些结论。他认为，哈里里先生

被刺杀背后有一些个人和政治动机，并建议将委员会

任务期限为延长至少六个月。 

 专员及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向

安理会发了言。专员解释说，调查在两条轨道，即分

别在黎巴嫩和叙利亚进行。他欢迎黎巴嫩当局给予委

员会的高度合作，但强调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

合作往往发出相互矛盾的信号。170  

 黎巴嫩代表欢迎委员会的工作，并呼吁延长其任

务期限。他还指出，国际先例显示，对那些参与这种

性质的严重罪行的人进行审判，最好的办法是设立一

个国际法庭，以便能够通过无压力无障碍的公正审判，

使正义得到伸张。因此，根据第 1636(2005)号决议第

__________________ 

168 同上，第 16-19 页。 

169 S/2005/775。 

170 S/PV.5323，第 2-3 页。 

14 段(其中安理会表示随时准备考虑黎巴嫩政府提出

的任何其他援助请求)，黎巴嫩代表团要求安理会设立

一个国际法庭，庭址可以在黎巴嫩境内，也可在境外，

负责所有这些参与这一罪行的人。他提到一名议员

GebraneTueni 于前一天的恐怖袭击中丧生，他提醒人

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黎巴嫩政府已要求安理会延

长委员会的任期，或者设立另外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

以帮助黎巴嫩当局对所有其他刺杀黎巴嫩政治与媒

体人物(始于 2004 年 10 月 1 日对 Marwan Hamadeh 先

生的未遂刺杀)的调查。17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重申，他谴责旨在破

坏黎巴嫩稳定、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之间关系中制造紧

张的一系列爆炸事件，这些行动都是破坏本区域稳定

的广泛计划的一部分。他重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将继续与委员会合作，但他抱怨说，委员会违反了保

密原则，报告一再被泄露给媒体。他也不同意委员会

报告中所载的“不确切论断”，说叙利亚不情愿与委

员会及其工作全面合作。他列举了几个合作的例子，

并重申该报告的结论则是以有罪假设和带偏见的指

责为基础，因此值得怀疑。他还提请注意调查中的几

个违规行为，包括证人随后提出翻供的情况。172  

 在 2005年 12月 15日举行的其第 5329次会议上，

阿尔及利亚、中国和俄罗斯联邦、以及黎巴嫩和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发了言，安理会再次 2005 年

12 月 12 日秘书长的信列入其议程，该信转递委员会

的第二次报告。173 主席(联合王国)提请安理会注意

黎巴嫩代表给秘书长的两封信，日期分别为 2005 年

12 月 5 日和 12 月 13 日；174 在前一封信中，黎巴嫩

要求将委员会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在后一封信

中，则要求安理会设立一个国际法庭来审判所有对拉

菲克·哈里里刺杀案负有责任的人。一项由法国、联

__________________ 

171 同上，第 3-4 页。 

172 同上，第 4-6 页。 

173 S/2005/775。 

174 S/2005/762 和 S/200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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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王国和美国提交的决议草案 175 被提付表决；决议

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 1644(2005)号决议，其中

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除其他外： 

 决定按照委员会的建议和黎巴嫩政府的请求，将第

1595(2005)号和第 1636(2005)号决议规定的委员会任务期限初

步延长至 2006 年 6 月 15 日； 

 请委员会自该决议通过之日起，每三个月向安理会报告

调查的进展，包括叙利亚当局予以合作的情况，委员会如认为

这种合作不符合本决议以及第 1595号和第 1636号决议的要求，

可在此期限之前任何时候提出报告； 

 授权委员会应黎巴嫩政府的要求，在黎巴嫩当局对 2004

年 10 月 1 日以来黎巴嫩境内发生的恐怖袭击进行调查方面，

酌情向黎巴嫩当局提供技术援助，并请秘书长与委员会和黎巴

嫩政府磋商后提出建议，扩大委员会的任务范围，以包括其他

此类袭击的调查； 

 请秘书长继续向委员会提供它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支持和

资源。 

 在表决后发言时，阿尔及利亚代表强调，委员会

的第二次报告的结论不是最终的，需要得到佐证，而

对报告的审议必须不受可能损害一方或另一方的任

何影响。不过，他解释说，他对延长任务期限投了赞

成票，因为这是黎巴嫩政府直接提出的要求。他还指

出，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已获得保证，安理会将避免任

何过早或不恰当的行动。176 中国代表强调，委员会

的工作并没有完成，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说，第

1644(2005)号决议的主要目的是延长委员会的任务期

限。177 俄罗斯联邦的代表说，他对决议草案提出了

一项修正案，使得其性质更平衡，俄罗斯联邦将继续

反对给予大马士革不应有的压力，以及反对以不符合

委员会结论的方式解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合作的

程度和性质。178  

 黎巴嫩代表欢迎决议获得一致通过。179 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重申了他的立场，即某些国家无
__________________ 

175 S/2005/788。 

176 S/PV.5329，第 2-3 页。 

177 同上，第 3 页。 

178 同上。 

179 同上，第 4 页。 

端地坚持认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未与委员会合作。

该代表重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对委员会的承诺，并表

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真诚地”履行了其职责。180  

 2006 年 3 月 29 的决定(第 5401 次会议)： 

第 1664(2006)号决议 

 在 2006年 3月 16日举行的其第 5388次会议上，

安理会将 2006 年 3 月 14 日秘书长的信列入其议程，

该信转递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第三次报告。181 在

报告中，委员会指出，除其他外，在该报告所述期间，

在关于袭击情况的调查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并建立

了很多新的调查线索。报告也说明，黎巴嫩政府的合

作非常好，并具体指出了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

改进合作的基础。 

 安理会听取了专员的通报以及黎巴嫩和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的发言。专员详细阐述了委员会

的进展，并指出调查工作的几点系统改进。他解释说，

调查工作必须在透明度与保密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并

强调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已有改进和及时的合作

是委员会成功地继续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182  

 黎巴嫩的代表重申他对委员会的工作表示赞赏，

并重申黎巴嫩对刺杀真相的承诺。他还指出，所有黎

巴嫩人“同意并要求建立一个国际法庭以审判所有参

与了那个恐怖主义罪行的人”。18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重申他的保证，即叙

利亚将继续与委员会合作，并重申，调查所面临的“最

危险问题”，是有些方面“侵害调查，以期得到先入

为主、毫无根据的证据”。他还认为，已很清楚，有

些证人在委员会面前作了不实的指控，企图误导调查，

使其得出符合“众所周知的政治偏见”的结论。不过，

他对调查的保密工作表示满意。184  

__________________ 

180 同上。 

181 S/2006/161，根据第 1595(2005)号、第 1636(2005)号和第
1644(2005)号决议提交。 

182 S/PV.5388，第 2-4 页。 

183 同上，第 4-5 页。 

184 同上，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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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06年 3 月 29日举行的其第 5401次会议上，

安理会将 2006 年 3 月 21 日秘书长的报告列入其议

程。185 主席(阿根廷)提请安理会注意一项由法国、

联合王国和美国提交的决议草案；186 决议草案随后

提付表决，并获一致通过，成为第 1664(2006)号决议，

在该决议中，安理会除其他外： 

 请秘书长与黎巴嫩政府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以建立一个

基于刑事审判最高国际标准的具有国际性质的法庭； 

 认识到通过法庭的法律依据和框架不会妨碍逐步分期组

建法庭的各个部门，也不会预先确定法庭何时开始工作，因为

这将取决于调查工作的进展； 

 请秘书长在他认为适当的情况下向安理会通报谈判最新

进展情况并及时提交一份报告，说明本决议执行情况，特别是

同黎巴嫩政府谈判达成的协定草案，包括建立适当筹资机制以

确保法庭持续有效开展工作的各种方案，供安理会审议；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表决后，黎巴嫩的代表欢迎该决议，该决议授权

秘书长就建立一个国际性法庭开始与黎巴嫩谈判。他

称该决议明确显示了国际社会的有力承诺和惩罚所有

涉及该恐怖罪行的人员的决心。他指出，这将对威慑犯

罪分子和促进黎巴嫩和区域稳定，产生积极影响。187  

 2006 年 6 月 15 日的决定(第 5461 次会议)： 

第 1686(2006)号决议 

 在 2006年 6月 14日举行的其第 5458次会议上，

安理会将 2006 年 6 月 10 日秘书长给安理会主席的信

列入其议程，该信转递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第四次

报告。188 主席(丹麦)提请安理会注意 2006 年 5 月 5

日黎巴嫩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该信要求将委员会的任

务期限延至 2007 年 6 月。189 在报告中，委员会除其

他外指出，在犯罪现场和前总理车队方面已取得相当

大的进展。委员会还指出，对爆炸、容器/载体和运载
__________________ 

185 S/2006/176，根据第 1644(2005)号决议第 6 段提交。 

186 S/2006/186。 

187 S/PV.5401，第 2 页。 

188 S/2006/375。 

189 S/2006/278。 

工具在很大程度已有了解，预计待法医分析后，很快

可以得出最终结论。委员会在巩固其组织结构和能力方

面已经取得了进展，但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如在找出所

有案件之间的联系方面，以及在确保足够资源方面仍有

困难。委员会欢迎黎巴嫩政府主动建议延长其任期一

年，也感谢黎巴嫩政府持续的实质性和后勤支持。 

 安理会听取了专员的通报以及黎巴嫩和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的发言。专员详细阐述了该报告，

并详述刺杀调查所取得的进展。根据现有的证据，他

解释说，委员会已经得出了以下结论：2005 年 2 月

14 日下午 12 时 55 分整，发生了一次地面爆炸。在哈

里里车队经过时，放置在一辆三菱卡车内的一个巨大

简易爆炸装置引爆。该简易爆炸装置最有可能是由三

菱卡车内或就在车前方的一个人引爆的。使用大量炸

药(至少含有 1 200 公斤梯恩梯当量)把这次袭击行动

提高到几乎“万无一失”的水平：设计爆炸的威力是

为了确保行动成功，即使没有直接击中哈里里的座车。

委员会得出了两个基本的可行假定：一是这次袭击行

动可能是以分成不同部分的方式策划和执行的，即不

同的人负责袭击的不同阶段(策划、侦察、获取三菱卡

车等)；二是也可能是由一个相对小的单一小组策划和

执行这一行动。专员还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提供的

协助是“令人满意的”。他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回应了委员会所有的要求，而且回应得十分及时。他

称委员会与黎巴嫩当局在所有层面上的互动都很良

好，已经基本了解到袭击的方式和情况。190  

 黎巴嫩代表重申黎巴嫩政府要求将委员会的任

务期限再延长一年，并欢迎安理会对影响黎巴嫩的事

项上给予了密切关注。他还注意到，正在与联合国秘

书处就起草一个国际法庭的基本规约进行协商。19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欢迎报告的客观性，

并强调，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与委员会的合作是出于

其渴望揭开有关刺杀的真相。他重申他的一个断言，

__________________ 

190 S/PV.5458，第 2-5 页。 

191 同上，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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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调查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某些方面企图利用调查的

结论，来达到与设立委员会的目的相去甚远的目的。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欢迎该报告的一项结论，即其与

委员会的合作是及时、全面且总体上令人满意的。他

也同意，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调查工作，收集所有

必要和确凿的证据与证明，然后再进行下一步。192  

 在 2006 年 6 月 15 日举行的其第 5461 会议上，

安理会再次将 2006 年 6 月 10 日秘书长的信列入其议

程，该信转递委员会的第四次报告。主席(丹麦)再次

提请安理会注意 2006 年 5 月 5 日黎巴嫩代表给秘书

长的信，该信请求将委员会的任务期限延至 2007 年 6

月中旬。193 主席还提请安理会注意一项决议草案；194 

决议草案提付表决，未经辩论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

1686(2006)号决议，在该决议中，安理会，除其他外： 

 决定将委员会的任期延长至 2007 年 6 月 15 日； 

 支持委员会打算在黎巴嫩当局对 2004 年 10 月 1 日以来

黎巴嫩境内发生的恐怖袭击进行调查方面，进一步扩大对黎巴

嫩当局的技术援助，并请秘书长为此向委员会提供必要的支持

和资源； 

 请委员会继续每季度，或在它认为适当的其他时候，向

安理会报告调查进展情况；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2006 年 11 月 21 日的决定(第 5569 次会议)： 

主席声明 

 在 2006 年 9 月 29 日举行的其第 5539 会议上，

安理会将 2006 年 9 月 25 日秘书长的信列入其议程，

该信转递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第五次报告。195 在

报告中，委员会除其他外指出，尽管在报告所述期间，

黎巴嫩爆发冲突，造成委员会的国际工作人员按照要

__________________ 

192 同上，第 6-7 页。 

193 S/2006/278。 

194 S/2006/392。 

195 S/2006/760。 

求暂时撤离黎巴嫩，搬迁到塞浦路斯，196 但其调查

取得了进展。在犯罪现场收集的法医证据使委员会能

够证实先前的一项结论，引爆简易爆炸装置的人年龄

20 出头，他的牙齿记录表明，他来自黎巴嫩境外。委

员会再次欢迎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在

调查中予以的合作。 

 安理会听取了专员的通报以及黎巴嫩和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的发言。 

 在通报中，专员解释说，调查在三个主要领域取

得了进展，即刑侦调查、通信分析和进行访谈。他还

指出，在报告所述期间，黎巴嫩与委员会的合作十分

良好，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与委员会的合作继续是

及时、高效和总体令人满意的。197  

 黎巴嫩的代表欢迎调查的进展情况，并解释说，黎

巴嫩政府与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及其助手合作，正在

努力设立一个具有国际性质的法庭，并指出，设立法庭

的想法“在黎巴嫩得到坚定和普遍的一致同意”。198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概括了报告的结论，

即在报告所述期间，叙利亚政府继续以有效方式与委

员会在各个层面进行合作。他还重申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的关切，即有些当事方正在利用调查，以达到与

设立委员会真正的宗旨不同的目的。他列举了许多实

例，说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与委员会进行了合作，

其中包括，除其他外，叙利亚设立的特设司法委员会

负责监督与委员会的协调与合作事宜并回应委员会

所有关于访谈和文件的请求。199  

 在 2006年 11月 21日举行的其第 5569次会议上，

黎巴嫩的代表被邀请参加，主席(秘鲁)代表安理会发

表声明，200 安理会在该声明中，除其他外： 

__________________ 

196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本章关于联黎部队和第

1701(2006)号决议的第 33.B 节。 

197 S/PV.5539，第 2-4 页。 

198 同上，第 4 页。 

199 同上，第 5-6 页。 

200 S/PRST/20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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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然谴责 2006 年 11 月 21 日在贝鲁特发生的刺杀工业部

长皮埃尔·杰马耶勒事件。杰马耶勒先生是一名爱国人士，是

黎巴嫩自由和政治独立的象征； 

 谴责任何通过政治刺杀或其他恐怖行为破坏黎巴嫩稳定

的企图； 

 呼吁黎巴嫩和该区域所有各方力行克制和显示责任感，

以期防止黎巴嫩局势进一步恶化； 

 敦促所有国家根据第 1373(2001)号、第 1566(2004)号和

第 1624(2005)号决议，在反恐怖主义斗争中充分合作； 

 欣见黎巴嫩政府决心并承诺将这一事件和其他刺杀事件

的实施者、组织者和支持者绳之以法，并强调安理会决心支持

黎巴嫩政府为此作出的努力。 

 2007 年 3 月 27 日的决定(第 5648 次会议)： 

第 1748(2007)号决议 

 在 2006年 12月 18日举行的其第 5597次会议上，

安理会将 2006 年 12 月 12 日秘书长给安理会主席的

信列入其议程，该信转递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第六

次报告。201 在报告中，委员会指出，除其他外，在

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从塞浦路斯返回黎巴嫩的主要

业务基地并完全恢复运作。2006 年 7 月 22 日至 10 月

13 日，出于安全原因，委员会曾临时搬迁到塞浦路斯。

11 月 21 日内阁成员皮埃尔·杰马耶勒惨遭刺杀一案

标志着政治环境动荡不安，但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仍

在开展工作。在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通过调查和法

证分析获取犯罪现场证据，调查潜在的犯罪人，收集

与案件联系和前后因果有关的证据。委员会还就杰马

耶勒一案向黎巴嫩当局提供技术援助。 

 安理会听取了专员的通报，之后黎巴嫩和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发了言。专员详细阐述了该报告

并指出，在杰马耶勒先生遇刺后，发生了大规模游行

示威，而关于成立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的复杂讨论仍

在继续。专员重申，委员会对哈里里一案的调查重点

仍是调取犯罪现场证据和调查潜在的犯罪人及其相

互联系。专员欢迎黎巴嫩政府提供的合作，并指出，

__________________ 

201 S/2006/962。 

委员会已着手调查杰马耶勒先生的刺杀，并考虑其与

其他案件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专员还欢迎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给予的他称为及时、高效、总体令人满意

的合作。他指出，尽管大多数国家对委员会的请求作

出了积极反应，但另一些国家则反应迟缓且不全面，

因而阻碍或延缓了委员会若干方面的工作。委员会相

信，它将在下一个报告周期获得所有国家迅速和全面

的合作。202  

 黎巴嫩代表表示充分信任委员会的工作，并为调

查提供了一切必要的协助，调查已进入了揭开犯罪凶

手真面目并将其送交一个国际法庭审判等重大里程

碑阶段。她指出，该法庭的规约草案已拟订完毕。20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强调报告中载有关

于叙利亚正在努力履行其承诺并与该调查委员会合

作的积极信息。他再次重申，叙利亚的合作是出于把

刺杀的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的希望，并警告说，某些

方面正在企图得出与调查完全无关、有政治倾向的结

论。他还要求提供尚未完全遵守委员会要求的 10 个

国家国名，并呼吁它们与委员会充分合作。204  

 在 2007年 3月 21日举行的其第 5642次会议上，

安理会将 2007 年 3 月 15 日秘书长的信列入其议程，

该信转交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第七次报告。205 主

席(南非)提请安理会注意 2007 年 3 月 20 日黎巴嫩代

表给秘书长的信，该信要求将委员会的任务期限延至

2008 年 6 月。206 在报告中，委员会指出，除其他外，

委员会继续注重哈里里一案调查的主要目标，并就另

外 16 起案件，包括皮埃尔·杰马耶勒遇刺案，向黎

巴嫩当局提供技术援助。委员会在收集新证据和扩大

收集到的证据的形式方面取得了进展，确定实施这一

罪行背后的动机与哈里里先生的政治活动有关。专员

__________________ 

202 S/PV.5597，第 2-4 页。 

203 同上，第 4-5 页。 

204 同上，第 5-6 页。 

205 S/2007/150。 

206 S/2007/159。 



安全理事会惯例汇辑 
 

 

11-02856 (C) 532 

 

称黎巴嫩境内的局势不稳定，并欣见黎巴嫩政府请求

将其任务期延长一年。 

 专员和黎巴嫩的代表发了言。专员阐述了报告，

并强调委员会在几个领域中取得重大进展，进一步发

展了犯罪现场的线索、扩大了有关凶手的证据形式，

并确立了案件的联系和背景。委员会继续就杰马耶勒

被刺案向黎巴嫩当局提供支持，包括进行访谈、分析

证人证词、进行取证工作、进行通信分析、重建犯罪

现场活动、以及进行弹道分析。专员还欢迎黎巴嫩富

有成效的合作，并称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合作总

体上令人满意。他指出，在上一次报告中，委员会报

告，有 10 个会员国对请求的答复过了期限，但对这

10 个请求都已经跟进，几乎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获

得了令委员会满意的解决。207  

 黎巴嫩的代表回顾说，自从拉菲克·哈里里被刺

杀以来的两年期间，黎巴嫩境内的政治谋杀、刺杀以

及恐怖袭击仍在继续，这更加强了黎巴嫩人民查明真

相，并确保正义得到伸张的决心。她欢迎委员会取得

的进展，并要求将委员会的任务期限再延长一年。208  

 在 2007年 3月 27日举行的其第 5648次会议上，

安理会再次将 2007 年 3 月 15 日的信列入其议程，该

信转递委员会的第七次报告。209 主席(南非)提请安

理会注意2007年3月20日黎巴嫩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该信要求将委员会的任务期限延至 2008 年 6 月。210 

主席还提请安理会注意一份决议草案；211 决议草案

提付表决，未经辩论获一致通过，成为第 1748(2007)

号决议，其中安理会，除其他外： 

 决定将委员会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08 年 6 月 15 日，并

表示随时准备在委员会报告它已经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即提前

结束其任务； 

__________________ 

207 S/PV.5642，第 2-4 页。 

208 同上，第 5 页。 

209 S/2007/150。 

210 S/2007/159。 

 211 S/2007/171。 

 请委员会继续每四个月或在它认为适当的任何时候，向

安理会报告调查进展情况。 

 2007 年 5 月 30 日的决定(第 5685 次会议)： 

第 1757(2007)号决议 

 在 2007 年 5 月 30 日举行的第 5685 次会议上，

主席(美国)提请安理会注意 2007 年 5 月 15 日和 5 月

16 日秘书长给安理会主席的两封信，212 以及比利时、

法国、意大利、斯洛伐克、联合王国和美国提交的一

份决议草案。213  

 前者转交 2007 年 5 月 14 日黎巴嫩总理的信，内

称，由于议长拒绝召开议会正式批准法庭的规约和与

联合国的双边协定，因而就在黎巴嫩设立法庭一事造

成僵局，尽管议会大多数成员对法庭表示支持。总理

说，国内的批准途径实际上已经走到尽头，并且反对

派尽管口头上表示支持建立法庭，但拒绝讨论他们对

商定的规约持有的任何保留意见。他强调说，因此，

作为紧急事项，黎巴嫩政府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要让特

别法庭生效的请求。他指出，安全理事会就法庭作出

约束性决定完全符合联合国从一开始就对此事给予

的高度重视。再度拖延建立法庭将极大地危害黎巴嫩

的稳定、以及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214  

 后者转递 2007 年 5 月 15 日黎巴嫩共和国总统的

信。该信提到黎巴嫩总理的信，并对他完全通过弄虚

作假和扭曲事实，以使安理会卷入“背离”其目标的

行动之中，且总理正在千方百计企图“偏袒黎巴嫩一

方，打击另一方”，表示遗憾。总统解释说，虽然他

是第一个要求进行国际调查的，但是尚未遵照宪法关

于批准国际条约的规定，包括关于共和国总统有向议

会提交法律草案的独有权力的规定批准设立法庭。他

补充说，根据国家条约和宪法，目前的政府已经失去

了合法性，因为一个“重要的宗派集团”已撤出。他

强调，由安理会直接批准设立法庭将意味着把“宪法

__________________ 

212 S/2007/281 和 S/2007/286。 

213 S/2007/315。 

214 S/2007/281，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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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全部抛在一边”，并会对黎巴嫩“的稳定和国内

和平”造成可怕的后果。215  

 安理会的多数成员和黎巴嫩代表在会上发了言。216  

 卡塔尔代表说，虽然卡塔尔代表团支持设立特别

法庭，但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会造成“法律侵

犯”。他表示，卡塔尔代表团愿意审议该决议草案，

但共同提案国坚持在第七章下提出该决议草案——

虽然根据《宪章》第二十五条，所有安全理事会决议

都具有约束力，217 ——就超越了其支持设立法庭的

指定目标，并可能对该国的稳定构成威胁。218  

 印度尼西亚的代表解释了他为何决定弃权，其理

由是，虽然该决议草案是根据黎巴嫩政府的请求提出

的，但是安理会需要考虑到，在黎巴嫩领导人之间没

有统一的声音。他还认为，现在的决议草案将绕过黎

巴嫩的宪法程序和本国进程，而且根据《宪章》第二

条第七项，安全理事会接管一个国内性质的问题是毫

无法律依据的。219 他强调，强行干预国家宪法程序，

不会有助于黎巴嫩人民的更大利益。220  

 南非代表表示，希望黎巴嫩各方可以利用决议草

案规定的期限自愿就设立法庭达成协议，而不要任由

它被强加于黎巴嫩。不过，他说，安理会尤其根据《联

合国宪章》第七章将这样一个决定加于黎巴嫩是不恰

当的，因为它会绕过黎巴嫩宪法规定的程序，从而忽

略了需要尊重主权黎巴嫩。他还指出，不能被视为在

黎巴嫩国内政治中有所偏袒，不经过有关各方的同意

而决定将特别法庭强加于黎巴嫩，可能将有害地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 

215 S/2007/286，附件。 

216 加纳、巴拿马和刚果的代表没有发言。 

217 有关《宪章》第二十五条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二部分

第十二章。 

218 S/PV.5685，第 2-3 页。 

219 有关本次会议对《宪章》第二条第七项的讨论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一.D 部分第十二章。 

220 S/PV.5685，第 3 页。 

黎巴嫩国家的政治稳定。他还对该决议草案将会制造

的先例提出警告。221  

 中国代表强调，只有得到黎巴嫩各派支持的特别法

庭，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维护

黎巴嫩的和平与稳定。他称，设立特别法庭本质上是黎

巴嫩内部事务。他关切地指出，援引《宪章》第七章，

越过黎巴嫩立法机构强行决定决议草案生效日期，将

引发很多问题。他还警告说，该决议草案将制造安理

会干预一个主权国家内政和立法独立的先例。222  

 俄罗斯联邦的代表称该决议草案是可疑的，因为

两个实体——黎巴嫩和联合国——之间的协定，各部

门，不可能仅凭一方决定就生效。他说，该决议草案

援引《宪章》第七章是毫无根据的，是对黎巴嫩主权

的侵犯。他指出，只有在成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

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时才援引了第七

章，而这些法庭审理的是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

战争罪——即国际罪行。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的管辖

权不包括这些罪行。从本质上说，该法庭是有黎巴嫩

方面大量参与的一个混合机构，其运作基础是黎巴嫩

适用的刑事诉讼程序。他强调，需要倾听黎巴嫩全体

人民的意见，他认为决议草案除首相的信外，也应提

到黎巴嫩总统的信。223  

 主席(南非)随后将该决议草案提付表决；10 票赞

成，5 票弃权(中国、印度尼西亚、卡塔尔、俄罗斯联

邦、南非)，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成为第 1757(2007)

号决议，安理会在该决议中，除其他外：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决定所附文件、

包括其附文关于建立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的规定应于 2007 年

6月10日生效，除非黎巴嫩政府在此之前已按所附文件第19(1)

条做出通知； 

 应同黎巴嫩政府协商确定法庭所在地，但须由联合国同

法庭的东道国缔结总部协定；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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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秘书长酌情与黎巴嫩政府协调，采取必要的步骤和措

施，及时设立特别法庭，并在 90 天内并于其后定期向安理会

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在表决后发言时，法国代表对通过该决议表示欢

迎，并指出，该决议是为回应黎巴嫩政府的请求，并

会于 2007 年 6 月 10 日生效，除非找到内部解决僵局

的办法。他还解释说，该决议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原

因有三：正义、和平和安全理事会的信誉。他认为，

安理会未置身于持续的僵局之外，对此，安理会可以

引以自豪。224  

 联合王国代表称该决议是安理会经深思熟虑，对

黎巴嫩政府关于采取行动化解黎巴嫩内部程序持续

僵局的请求作出的适当回应。他说，这项决议是根据

宪章第七章通过的，以使其具有约束力，这对第七章

的利用并不具有任何其他的内涵。225  

 秘鲁代表称该决议是化解黎巴嫩在设立法庭问

题上的立法僵局的唯一途径。他表示希望黎巴嫩有关

各方在该决议生效之前找到一个内部解决方案，并强

调该决议应不会制造超越这一特殊情况的先例。226  

 美国代表说，安理会通过该决议，展示了其对伸

张正义、结束有罪不罚现象和防止未来的政治刺杀的

承诺。本来最好是由黎巴嫩各方批准关于该法庭的协

议以及规约本身，然而，虽已尽了一切可能的手段试

图说服议长履行其宪法职责，召开议会，以便可以就

法庭一事采取最后行动，但是没有成功。227  

 比利时、意大利和斯洛伐克的代表表达了对第

1757(2007)号决议的支持。228  

 黎巴嫩代表对决议表示欢迎，并感谢投票支持该

决议的代表以及投弃权票的代表，因为每个人都重申

__________________ 

224 同上，第 6 页。 

225 同上，第 6 页。 

226 同上。 

227 同上，第 7 页。 

228 同上。 

了必须承诺致力于正义原则，以及防止黎巴嫩的自由

和主权遭破坏。他重申，已经利用每一个机会试图根

据黎巴嫩宪法的规定来通过关于法庭的决定，但议会

一直未能开会，讨论设立法庭，尽管大多数议员对此

予以支持。他强调，该决议并不反映“一方对另一方

的胜利”，而将有助于加强法治和巩固民主，对恐怖

活动起到威慑作用。229  

 2007 年 6 月 13 日的决定(第 5694 次会议)： 

主席声明 

 在 2007 年 6 月 13 日举行的第 5694 次会议上，

主席(比利时)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230 安理会在该

声明中，除其他外： 

 断然谴责 2007 年 6 月 13 日在贝鲁特发生的恐怖袭击。

这次袭击造成至少 9 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死者中包括议员

瓦利德·伊杜； 

 谴责任何破坏黎巴嫩稳定的企图，包括通过政治暗杀或

其他恐怖行为； 

 呼吁黎巴嫩和该区域所有各方力行克制并显示责任感，

以防止黎巴嫩局势进一步恶化； 

 敦促所有国家根据第 1373(2001)号、第 1566(2004)号和

第 1624(2005)号决议，在反恐怖主义斗争中充分合作； 

 请秘书长继续密切注视黎巴嫩局势，并就此定期向安理

会提出报告。 

 2007 年 7 月 19 日的审议(第 5719 次会议) 

 在 2007年 7 月 19日举行的其第 5719次会议上，

安理会将 2007 年 7 月 12 日秘书长给安理会主席的

信(转递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第八次报告)列入其

议程。231 在报告中，委员会，除其他外，称完成了

全面审查过去和现在所有调查的资料、分析和调查结

果的工作。特别是，委员会在引爆简易爆炸装置的自

杀式炸弹手身份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委员会还欢迎

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对调查予以的合作。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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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理会听取了专员的情况通报、以及黎巴嫩代表

的发言。专员阐述了报告，并确认了委员会在下列方

面的结论：在对拉菲克·哈里里袭击中使用的炸药的

种类和数量、引爆系统、用来放置简易爆炸装置的容

器、以及爆炸的确切情形。他报告说，用来运送装置

的三菱 Canter 面包车是在日本偷窃的，再被运至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和黎巴嫩北部。专员还指出，调查已把

可能动机的范围缩小了，即专注于有关政治活动，如

第 1559(2004)号决议的通过、与延长总统埃米勒·拉

胡德任期有关的事件以及 2005 年议会选举的结果预

测等。他还报告说，委员会正在就 2007 年 6 月 13 日

议员瓦利德·伊杜议员及其他七人在贝鲁特市中心遇

刺事件与黎巴嫩当局进行合作。他欢迎黎巴嫩和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对调查予以的合作、以及其他几个国

家在报告所述期间提供的支持。他说，在调查所涉的

若干方面，已取得令委员会满意的结果，并已拟定了

可能参与这一犯罪某一方面的人员名单。专员最后说，

这些信息将被证明是从委员会过渡到黎巴嫩问题特

别法庭的一个有价值的起点。232  

 黎巴嫩代表随后赞扬了委员会的高度专业水平，

并欢迎调查工作取得的明显进展。他还感谢委员会提

供协助，帮助黎巴嫩当局应对在哈里里先生被刺之后

发生的恐怖犯罪和刺杀事件。233  

 2007 年 9 月 20 号的决定(第 5747 次会议)： 

主席声明 

 在 2007 年 9 月 20 日举行的第 5747 次会议上，

主席(法国)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234 安理会在该声

明中，除其他外： 

 强烈谴责 2007 年 9 月 19 日在贝鲁特发生的恐怖主义袭

击，这次袭击造成安托万·加内姆议员等至少七人死亡； 

 谴责包括自 2004 年 10 月以来针对黎巴嫩领导人的所有

暗杀活动，并要求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和体制的代表实施的

恐吓和暴力活动； 

__________________ 

232 S/PV.5719，第 2-4 页。 

233 同上，第 4-5 页。 

234 S/PRST/2007/34。 

 呼吁举行一次自由、公平的总统选举； 

 重申完全支持黎巴嫩目前为打击恐怖主义、通过全国对

话巩固民主体制以及继续将黎巴嫩政府权力扩展到该国全境

而从事的各项努力。 

 2007 年 12 月 5 日的审议(第 5790 次会议) 

 在 2007 年 12 月 5 日举行的其第 5790 会议上，

安理会将 2007 年 11 月 28 日秘书长给安理会主席的

信(转递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第九次报告)列入其议

程。235 在报告中，委员会，除其他外，称其活动的

步伐和进展是令人鼓舞的，使其能够在若干调查领域

对情况有了满意的了解。第九次报告证实许多先前报

告的调查结果，并对自杀式炸弹手的身份进行了更详

细的说明：一个主要假设是，该不明身份男子来自中

东特定地区；炸弹手曾大量接触某一特定类别的铅制

品，可能是曾军火所致。这或许表明，他的居住地邻

近冲突区或武器经常使用的地区。委员会还介绍了其

如何协助黎巴嫩当局调查其他 18 个案件，以及这些

案件之间的联系，并报告说，犯罪者在贝鲁特仍有先

进和广泛的行动能力。 

 安理会听取了专员的情况通报、以及黎巴嫩代表

的发言。专员详细阐述了报告，并指出，委员会一直

在积极寻找越来越多的案件之间的联系，如与 9 月 19

日议员安托万·加尼姆遇刺案的联系，后者已是自

2005 年来第六位遇害的议员。关于哈里里案与其他

18 个案件之间的联系，专员指出，在这些案件中，袭

击的性质、手法、受害者类型和可能动机，都存在一

些潜在的共同点。他解释说，委员会还在哈里里案的

几个关键领域取得了进展，包括关于购买了在袭击中

使用的三菱面包车的两个人的事实；自杀式袭击者来

自何方；他如何进入黎巴嫩；关于简易爆炸装置和所

用触发机制的容器的事实；以及关于这一罪行的潜在

犯罪者的信息。专员欢迎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予以的合作，并解释说，委员会正在努力确保向黎

巴嫩特别法庭检察官办公室的顺利过渡。236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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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巴嫩代表欢迎委员会取得的进展。他特别强调，

最严重的是，调查已证实，犯罪者仍然能够在贝鲁特

快速通行，仍然有广泛的和很强的活动能力。237  

 2007 年 12 月 12 日的决定(第 5800 次会议)： 

主席声明 

 在 2007年 12月 12日举行的其第 5800次会议上，

主席(意大利)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238 安理会在该

声明中，除其他外： 

 最强烈地谴责 2007 年 12 月 12 日在巴卜达发生的恐怖袭

击。这次袭击造成黎巴嫩武装部队弗朗索瓦·哈吉将军死亡，

另有数人伤亡； 

 向受害人家属、黎巴嫩武装部队和黎巴嫩政府表示最深

切的同情与慰问，并最强烈地谴责这一破坏黎巴嫩体制稳定的

企图，这次是破坏黎巴嫩武装部队的稳定； 

 再次谴责特别是 2004 年 10 月以来针对黎巴嫩领导人的

所有暗杀活动，并要求立即停止针对黎巴嫩人民和体制的代表

实施恐吓和暴力； 

 强调，极端重要的是，必须将这一不可饶恕罪行的实施

者、组织者和资助者绳之以法，并表示决心支持黎巴嫩政府为

此而作的努力和承诺； 

 再次表示支持秘书长努力及时建立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

以此为手段，消除黎巴嫩境内的有罪不罚现象，制止在黎巴嫩

再度发生暗杀事件； 

 强调，不应容许任何旨在破坏黎巴嫩稳定的企图阻碍按

照黎巴嫩宪法规则，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或影响，充分尊重民

主体制的情况下，毫不拖延地举行自由和公正的总统选举。 

 E. 秘书长关于中东的报告 
 

 2006 年 12 月 12 日的决定(第 5584 次会议)： 

主席声明 

 在 2006年 12月 12日举行的其第 5584次会议上，

安理会将秘书长关于中东的报告列入其议程。239 在

__________________ 

237 同上，第 5-7 页。 

238 S/PRST/2007/47。 

239 S/2006/956。 

报告中，秘书长，除其他外，指出中东普遍的不稳定

已成为该区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大挑战，而且特

别是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未能实现公正和全面的解决，

这仍是该区域挫折感和不稳定的主要潜在来源。他解

释说，四方拟订的路线图 240 仍是近年来唯一获得巴

勒斯坦和以色列领导人、以及阿拉伯国家和安理会接

受的文件。秘书长恳求国际社会寻求有建设性的办法，

以应对该区域人民的民主选择所带来的挑战，并主张

在实地派驻更强大的国际存在。他最后指出，虽然对

该区域及有关问题应视为一个整体，但在一个轨道上

的进展不应受制于在另一轨道上的进展。 

 安理会听取了秘书长的情况通报，随后安理会所有

成员、以及以色列代表和巴勒斯坦常驻观察员发了言。 

 秘书长阐述了他的报告，解释说，很长一段时间

以来，中东局势没有如此危险过。他说，以色列人和

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互不信任已经发展到新的严重程

度，特别是因为西岸定居点活动仍在继续，从加沙向

以色列南部的火箭袭击也在继续。他指出，由于各种

内部和外部因素，黎巴嫩的局势依然很不稳定；叙利

亚戈兰高地仍处于以色列的占领之下；伊拉克处于

“暴力持续不断”的困境之中；与伊朗的核活动已经

在该地区引起新的安全关切。秘书长指出，和平努力

的最终目的是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两个国家处在

以 1967 年 6 月 4 日边界为基础的安全、公认和经过谈

判的边界内”。他最后指出，“两国人民的根本愿望是

能够调和的”，并认为，安理会第 1515(2003)号决议所

核可的路线图仍然是重新调动政治努力的参照点。241  

 大多数发言者发言赞成路线图所含的和平提案，

其中设想两个国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相处于安

全和获得国际承认的边界之内。大多数发言者还一致

认为，中东问题的解决办法必须是全面的，要考虑到

该区域所有国家的利益和关切。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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