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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公正和查清事实方面提供政治咨询和技术协

助。6
 一些代表团还强调必须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提供充分的财政和政治支助，以更有力的任务规定，

监测侵犯人权情况，向有关各方提供机构性支助。7
 

大多数代表团也一致认为，根据国家具体的情况可适

用各种不同的办法。德国和巴基斯坦代表指出，在促

进冲突后民族和解方面没有一种“适用于各种局势”

的做法。8
 几位发言者强调司法与法治在冲突后和解

中的重要性，9
 并警告说，如果不重建法治、考虑国

家机构和稳定冲突后的经济，过早举行选举将是不起

作用的，甚至适得其反。10
 

 一些发言者指出在冲突后环境中惩罚和维护和

平与稳定之间的微妙平衡，并指出这一事实，对严重 

 

__________________ 

 6 同上，第 19 页(巴西)；S/PV.4903(Resumption 1)，第 18

页(印度)；第 22 页(摩洛哥)；第 36 页(尼日利亚)；第 37

页(科特迪瓦)。 

 7 S/PV.4903，第 15 页(阿尔及利亚)；第 16 页(西班牙)；第

17 页(法国)；第 20 页(巴基斯坦)；第 32 页(罗马尼亚)。 

 8 同上，第 13 页(德国)；第 19 页(巴基斯坦)。 

 9 同上，第 12 页(德国)；第 16 页(西班牙)；第 18 页(巴西)；

第 23 页(联合王国)；S/PV.4903(Resumption 1)，第 3 页(爱

尔兰)；第 26 页(布隆迪)；第 32 页(墨西哥)；第 34 页(列

支敦士登)。 

 10 S/PV.4903，第 15-16 页(西班牙)；第 29-30 页(贝宁)。 

侵犯人权行为的有罪不罚是不能容忍的，必须追究肇

事者的责任，但伸张正义不应成为实现和平的障碍。11
 

 德国、西班牙和法国代表强调必须发挥国际刑事

法庭在促进司法、有效的人权标准和加强全世界的和

平与安全方面的辅助作用。12
 安哥拉和贝宁代表指

出了他们国家的具体经验，提到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大赦、集体道歉和财政补偿作为结束冲突并启动全国

和解进程的手法。13
 

 辩论结束时，主席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14
 其

中安理会除其他外： 

 重申联合国在冲突后民族和解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认为应当进一步审议如何汇集和整理从一些关键地区获

得的联合国的知识和经验，从而能够吸取和借鉴过去的经验和

教训； 

 请秘书长在编写关于“司法和法治：联合国的作用”的

报告时，考虑到辩论中表达的有关意见； 

 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以及具有有关经验和专门知识的联

合国系统其他部分为此进程作出贡献。 

__________________ 

 11 同上，第 16 页(西班牙)；第 17 页(法国)；第 19 页(巴西)；

第 19-20 页(巴基斯坦)；第 21 页(俄罗斯联邦)；第 25 页(菲

律宾)；第 29 页(中国)。 

 12 同上，第 13 页(德国)；第 16 页(西班牙)；第 17 页(法国)。 

 13 同上，第 26 页(安哥拉)；第 30 页(贝宁)。 

 14 S/PRST/2004/2。 

 

 

 

45. 与工商界和民间社会有关的项目

 A. 工商界在预防冲突、维持和平与冲突后建

设和平方面的作用 
 

  初步程序 
 

 2004 年 4 月 15 日(第 4943 次会议)的审议 

 在 2004 年 4 月 15 日第 4943 次会议上，安全理

事会听取了世界银行行长、西门子公司首席执行官、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和冲突后非洲国家问题特设

咨询小组主席所作的通报。秘书长和安理会所有成员

发了言。 

 秘书长在介绍性发言中回顾，安理会成立了专家

组评估政治经济因素在引发或维系冲突方面的作用。

安理会授权若干维持和平特派团帮助监督经济制裁

和军火禁运，支持重建国家对自然资源管辖权的各种

努力。他详细介绍了为解决武装冲突涉及的经济方面

的问题而采取的各种努力和举措，并强调现在必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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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专门的努力转变成为有系统的方针。他认为，这

种方针将推动联合国安全和发展部门之间开展更大

程度的合作和互动，并确保武装冲突的经济动因反映

在防止冲突的努力、和平协议以及维持和平的任务之

中。秘书长通知安理会，他设立了一个由政治事务部

主管的武装冲突政治经济因素机构间小组，向联合国

系统和各会员国提出各种建议。1 

 世界银行行长回顾世界银行在不同区域所做的

各种努力，强调工商界在预防冲突和重建中可以发挥

的积极作用。他指出，缺乏经济机会和由此产生的对

稀少资源的竞争是多数冲突的根源。通过恢复工商业

使人民得到希望是避免冲突的最佳方式。2 

 西门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强调私营部门

在冲突后建设和平和重建中能够发挥的关键作用，例

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情况。他指出安保、基础设施、

筹资、冲突后规划和显著的进展是工商界参与冲突后

局势至关重要的因素。3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强调私营部门负有经济

和社会建设的首要责任。她还提请注意，私营部门有

时加剧了不稳定和冲突，并强调需要创造一个有利的

环境，吸引私营工商业前往冲突后地区，促进稳定社

会局面。她认为，私营部门必须承担起责任，帮助防

止和减轻冲突。她确认大会、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的共同努力，强调可以开展更多的行动，制

定全面和长期的战略，促进可持续发展和预防冲突。4 

 冲突后非洲国家问题特设咨询小组主席指出了

和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必然的联系。只有和平建立后，

私营部门才能为创造经济增长与繁荣作贡献。他还认

为，在创造政治环境，使私营部门能够营业方面，国

际社会的作用最重要。5 

__________________ 

 1 S/PV.4943，第 3-4 页。 

 2 同上，第 4-6 页。 

 3 同上，第 6-8 页。 

 4 同上，第 8-10 页。 

 5 同上，第 10-12 页。 

 安理会大多数成员一致认为，安理会讨论工商界

在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冲突后建设和平中的作用是

及时和适当的。他们认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可以成

为预防冲突和重建的关键，而在其他情况下，经济因

素可以成为许多暴力冲突的起源。一些代表指出，工

商业活动固然很重要，但却不能取代公共当局发挥的

重要作用，后者担负着刺激经济活动和投资的主要责

任。6
 发言者同意，因为许多战患国很容易陷入持续

不稳定和贫穷，工商界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冲突

后建设。一些发言者说，工商界应积极参与解除武装、

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以及冲突后建设和平。7 

 许多发言者赞扬秘书长的《全球契约倡议》，其中

规定了帮助工商企业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他们

赞扬倡议发挥作用，使工商企业、联合国机构和民间社

会团体联合一致，共同努力促进企业公民意识，增强企

业对负责任做法的支持，从而降低危机局势风险。8 

 一些安理会成员认为，重要的是要防止企业行为

体在冲突中的消极参与，并确保企业适当经营，不使

冲突情况恶化。9
 一些代表强调，企业决不能参与侵

犯人权，也不得以任何不适当方式卷入地方政治活动，

从而为防止和克服冲突作出直接贡献。10
 智利代表

表示，需要制定适用于公司活动的行为守则和监测标

准。11 美国和巴基斯坦代表认为，公司可通过企业

公民意识的榜样提供领导，如通过企业行为守则，或

__________________ 

 6 同上，第 6 页(智利)；第 20 页(安哥拉)；第 26 页(联合王

国)；第 28 页(巴西)。 

 7 同上，第 13 页(中国)；第 16 页(智利)；第 18 页(法国)；

第 20 页(安哥拉)。 

 8 同上，第 12 页(阿尔及利亚)；第 16 页(智利)；第 18 页(法

国)；第 19 页(美国)；第 20 页(安哥拉)；第 23 页(巴基斯

坦)；第 24 页(俄罗斯联邦)；第 25 页(联合王国)；第 28

页(巴西)；第 29 页(德国)。 

 9 同上，第 13 页(中国)；第 16 页(智利)；第 25 页(联合王

国)。 

 10 同上，第 15 页(罗马尼亚)；第 19 页(美国)；第 24 页(俄

罗斯联邦)；第 25 页(联合王国)。 

 11 同上，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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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参加企业行为方面的自愿性国际守则。12
 中国

代表说，私营企业应该模范遵守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

有关决议以及其它行为守则。13 

 安理会成员同意有必要加强在管理经济因素这

一冲突来源方面积累的经验。法国和贝宁代表对秘书

长设立的机构间小组的报告表示兴趣。14
 罗马尼亚

代表建议，秘书处可以编撰一份报告，强调现代国内

冲突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政治经济层面的重要意义。

报告主要部分可以重点阐述冲突后变革的政治经济

问题，因为企业的参与可以在这个冲突阶段显示真正

强大的积极内涵。15 智利代表建议，报告应重点阐

述私营部门和冲突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就预防和冲

突后重建提出建议，可由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采用以在今后的和平行动中执行。16 

 几位发言者提请注意联合国在监测非法或合法

的国际商业活动方面的作用。法国代表说，安理会通

过建立一个利用独立专家的机制，使其在冲突地区和

危机局势中重视经济因素的方法制度化可能是及时

的。17 

 大多数发言者欢迎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对维持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贡献。18 中国代表赞赏该进

程为切断钻石非法交易与武装冲突之间的联系所作

出的贡献。19 

__________________ 

 12 同上，第 19 页(美国)；第 23 页(巴基斯坦)。 

 13 同上，第 13 页。 

 14 同上，第 18 页(法国)；第 22 页(贝宁)。 

 15 同上，第 14 页。 

 16 同上，第 17 页。 

 17 同上，第 18 页。 

 18 同上，第 12 页(阿尔及利亚)；第 13 页(中国)；第 14 页(罗

马尼亚)；第 16 页(智利)；第 17 页(法国)；第 19 页(美国)；

第 20 页(安哥拉)；第 23 页(巴基斯坦)；第 25 页(俄罗斯

联邦)；第 26 页(联合王国)；第 28 页(巴西)。 

 19 同上，第 13 页。 

 安理会一些成员注意到非洲冲突地区对私营部

门参与的需要特别突出，赞扬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

其中承认必须创造有利于投资与商业的条件，强调国

际社会特别必须以经济发展领域私人投资的形式对

这项倡议给予支持。20 

 阿尔及利亚代表指出，正摆脱冲突的国家在紧急

重建阶段结束时，国际社会面临着缺乏大量投资的问

题，这种投资是导致持续和持久增长的唯一条件。21 

 B. 民间社会在冲突后建设和平方面的作用 
 

  初步程序 
 

 2004 年 6 月 22 日(第 4993 次会议)的审议 

 在 2004 年 6 月 22 日第 4993 次会议上，安全理

事会将题为“民间社会在冲突后建设和平方面的作用”

的项目列入议程。主席(菲律宾)提请注意 2004 年 6 月

1 日菲律宾代表转递关于该项目的背景文件的信。22
 

安理会所有成员和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加拿大、埃

及、爱尔兰、日本、尼泊尔、秘鲁、大韩民国、塞内

加尔、塞拉利昂和乌干达的代表发了言。23
 

 秘书长在介绍性发言中指出，联合国与公民社会

之间伙伴关系的增长，反映了在全球化和国家分裂的

时代中，需要公民社会帮助冲突后决策。他欢迎安理

会为加强同民间社会的非正式联系所作的各种努力，

但认为安理会现在有必要加深同这些团体的对话，将

两者的关系放到更坚实的基础上。他提请安理会认真

注意联合国与民间社会关系知名人士小组的报告所

载建议。24
 他补充说，安理会应将民间社会的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 

 20 同上，第 12 页(阿尔及利亚)；第 21 页(安哥拉)；第 26

页(俄罗斯联邦、联合王国)；第 29 页(巴西)。 

 21 同上，第 12 页。 

 22 S/2004/442。 

 23 南非代表应邀参加会议，但没有发言。 

 24 见 A/58/817 和 Corr.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