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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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 

240 S/2003/529，附件。 

241 S/PV.5584，第 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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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干发言者支持一项提议，即召开一个类似于

1991 年马德里会议的国际和平会议，以进一步推动中

东和平进程。242 若干发言者还表示遗憾，认为双方

没有解决释放被俘以军士兵和被拘留于以色列的巴

勒斯坦人这一敏感问题。243 若干发言者欢迎以色列

与巴勒斯坦人已在加沙地带实施停火的事实，并指出

应将之扩展至西岸。244  

 巴勒斯坦常驻观察员列举了中东和平的要件：安

理会有关决议、《阿拉伯和平倡议》，“路线图”以及

土地换和平原则。他解释说，主要问题是国际社会缺

乏实施和执行有关决议的政治意愿。他还指出，“以

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是继续激起冲突和导致

各种形式的暴力，包括恐怖主义的爆炸性因素，并主

张向该地区派遣一支国际部队，监测以色列与巴勒斯

坦之间的停火。他最后指出，巴勒斯坦问题是为公正、

持久和全面解决阿拉伯-以色列问题而进行的努力的

核心。245  

 以色列代表说，一些人错误地把以巴冲突称为该

区域一切不稳定局势的原因。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

突是由于某些错误地认定为在该地区的所有不稳定

的根源。他解释说，恰恰相反，以巴冲突实际上是该

区域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后果，而不是其原因。他

欢迎“路线图”提出的和平模式，但强调该区域极端

分子与温和派之间的差异。在这方面，他重申了国际

社会的三个条件，哈马斯哈马斯承认以色列、放弃暴

力、遵守先前的协定。他还强调，国际社会也必须坚
__________________ 

242 同上，第 11-12 页(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第 12-13 页(俄

罗斯联邦)；第 17-18 页(阿根廷)；第 19-20 页(刚果)；第

20-21 页(法国)；第 22-23 页(加纳)。 

243 同上，第 12-13 页(俄罗斯联邦)；第 13-15 页(斯洛伐克)；

第 17-18 页(阿根廷)；第 20-21 页(法国)；第 21 页(丹麦)；

第 24-25 页(日本)。联合王国(第 18-19 页)和美国(第 15-16

页)的代表呼吁释放被绑架的以色列战争囚犯，但没有提

到被关押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 

244 同上，第 12-13 页(俄罗斯联邦)；第 13-15 页(斯洛伐克)；

第 17-18 页(阿根廷)；第 20-21 页(法国)；第 21 页(丹麦)；

第 22-23 页(加纳)；第 24-25 页(日本)；第 26-27 页(秘鲁)。 

245 同上，第 7-9 页。 

持全面执行第 1559(2004)号和 1701(2006)号决议，以

确保结束真主党的“国中之国”。他最后说，尽管以

色列去年开始脱离加沙地带，表明了它的和平承诺，

但目前和平谈判的僵局的原因是“在另一方中找不到

适当的正视极端主义萌芽、拥护温和路线的合作伙

伴”。246  

 俄罗斯联邦代表对中东局势恶化感到遗憾，并

表示，这已对国际稳定与安全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他还表示，该区域目前的局势“处于危险的不平衡

状况——这是一种正在不幸地日趋严重的趋势”。他

说，该地区需要一个综合和多边的实现和平办法，而

单方面的步骤，尤其是使用武力，只会使局势恶化。

他呼吁组建一个新的支持“路线图”各项原则的单方

面的步骤，尤其是使用武力，只会进一步加剧冲突，

并称，和平进程的最终战略目标是建立“一个主权、

民主和领土相连、在和平与安全中与以色列共存的巴

勒斯坦国”。247  

 美国代表重申，美国致力于通过两国办法解决巴

勒斯坦问题，但他对以下情况感到失望：安全理事会

和大会就“政治化的和偏袒性的”决议进行辩论，这

无助于根据路线图朝着实现两国解决办法取得任何

进展。他强调，国际社会，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必

须是帮助创造一个将使各方能够走到一起以解决其

分歧的环境。他概述了美国为促进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的安全部门改革以及改善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之

间的通行而进行的许多努力。他解释说，真主党在七

月发动的战争凸显出必须解散黎巴嫩民兵武装(被外部

势力用作对该区域施加影响的工具)。他补充说，美国

支持黎巴嫩民选政府努力将其主权扩展至其全境。248  

 阿根廷代表说，以色列的一些行径已经对该地区

的和平前景产生不利影响。其中包括扩大定居点、在

约旦河西岸建造一个隔离墙、法外处决、过度使用武 

__________________ 

246 同上，第 9-11 页。 

247 同上，第 12-13 页。 

248 同上，第 15-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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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任意逮捕巴勒斯坦官员和议员以及对加沙地带进

行经济扼杀。另一方面，他说，巴勒斯坦人没有能力

或不愿意在加沙维持和平和秩序，以防止对以色列的

进一步火箭袭击，也没有能力或不愿意释放以色列士

兵沙利特，改革其制度，铲除腐败以及打击暴力极端

主义，这无助于以色列树立对与相应的巴勒斯坦方面

进行谈判的信心。249  

 联合王国代表支持四方的呼吁，即呼吁建立一个

奉行三原则，即放弃暴力、承认以色列和接受以往协

议的巴勒斯坦政府。他对 BeitHanum 最近发生的事件

表示了严重关切，在事件中，许多巴勒斯坦平民被杀

害，他也对从加沙向以色列南部发射卡桑火箭表示严

重关切。他还建议以色列冻结所有定居点活动。250  

 法国代表也呼吁建立一个接受四方原则的巴勒

斯坦政府，鼓励以色列停止定居点活动，不要进行任

何会破坏建立政治、经济和地理上可行的巴勒斯坦国

前景的单方面行动。251  

 中国代表表示，中东事件相互交织，彼此影响，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他欢迎巴勒斯坦权力机
__________________ 

249 同上，第 17-18 页。 

250 同上，第 18-19 页。 

251 同上，第 20-21 页。 

构成立民族团结政府的努力，以及以色列的和平谈判

意愿。他指出，中东问题(“安理会议程上最为悠久的

议题，也是其最为‘头痛’的问题”)久拖不决，已影

响到安理会的作用和权威。252  

 主席(卡塔尔)随后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253 安

理会在该声明中，除其他外： 

 深为关切中东局势及其对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严重后果，

并强调需要加紧努力，在该区域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 

 强调不能以军事方式解决该区域的问题，谈判是为整个

中东的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的唯一出路； 

 对人道主义状况日益恶化表示严重关切，要求通过临时

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和其他正式渠道，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紧

急援助；  

 再次要求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政府接受四方的三项原则；

重申四方的关键作用，并期待四方继续积极参与。 

 重申必须而且需要根据其所有相关决议，包括第

242(1967)号、第 338(1973)号和第 1515(2003)号决议，并根据

马德里框架及土地换和平原则，在中东实现公正、全面和持久

和平。 

 

__________________ 

252 同上，第 25-26 页。 

253 S/PRST/2006/51。 

 
 
 

 

34.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2004年1月16日、2月18日和 3月18日(第4895、

4912 和 4927 次会议)的审议 

 2004 年 1 月至 3 月，安理会听取了主管政治事务

副秘书长、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和主管政治事务

助理秘书长关于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每月

通报。1
 会上没有其他人发言。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4895次会议讨论详情见关于安全理事会和国际法院之

间关系的第六章第四部 B 节，案例 18。 

 他们在通报中报告说，和平进程进展甚微，因为

以色列没有履行其拆除所有定居点前哨基地的承诺。

此外，以色列继续在西岸周围建造隔离墙，并对巴勒

斯坦人实施法外处决，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则未能加

强安全。有人指出，暴力继续发生，给巴勒斯坦经济

造成重大损害，并导致人道主义局势恶化。此外，捐

助疲劳症，加上以色列阻碍运送人道主义援助，迫使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濒临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