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理事会惯例汇辑，2008-2009 年

会议和日期

分项目

其他文件

邀请

第 6141 次 2009
年 6 月 12 日

2009 年 5 月 25 日
日本常驻联合国代
表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
(S/2009/271)

法国、日本、大韩民国、 规则第 37 条
联合王国、美国提交的 大韩民国
决议草案(S/2009/301)

发言者

安理会全
体成员、
大韩民国

决定和投票结果
(赞成-反对-弃权)

第 1874(2009)
号决议
15-0-0

蒙古代表关于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于 2009
年 5 月 25 日进行核试验
一事的信
(S/2009/274)

37.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概览

勤支助副秘书长指出，外勤支助部是联合国系统中

本汇编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在“联合国维持和
平行动”议程下举行了 3 次会议，通过了一项主席声
明。在这些会议上，维持和平行动部和外勤支助部的
代表向安理会介绍了“新视野”倡议的最新动态。该
倡议的目的是塑造一个独特的维持和平全球伙伴议
程，为维持和平特派团确立一个新的外勤支助战略。
安理会还讨论了部队和警察派遣国的作用、维持和平
行动的筹资与支助问题、与区域及其他组织的伙伴关
系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的最新成员。它的创建也使得它所应发挥的作用更
加清晰了。她感到关切的是，业务难度之大往往妨
碍了开展更彻底的评估工作：如何以更战略性的办
法开展业务，实现全球行动所应有的那种规模经济。
她指出了该部正在考虑的若干议案，包括更多地利
用支助中心，从较安全的地点为区域特派团提供支
助服务；把管理和行政权更多地下放给实地管理人
员；以多样化方式采集商品和服务；更灵巧地运用
技术，将不同的应用程序用于导航任务、设备使用、
军事支助和快速反应。 693 秘书长特别代表利用他

2009 年 1 月 23 日：维持和平行动面临的挑战

在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联海稳定团)的具体工作

2009 年 1 月 23 日，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

经验，概述了维持和平行动面临的挑战，包括特派

长、主管外勤支助副秘书长以及秘书长特别代表兼

团应于何时部署、应执行哪些任务、如何能增强效

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团长向安理会作通报，概述

力等问题。 694

了维持和平行动面临的主要挑战，并谈到支助战略

安理会成员及其他发言者一致认为，由拉赫达
的一些细节问题。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表示， 尔·卜拉希米主持的和平行动问题小组的报告 695
很明显，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业务与政治两方面都在 依然是讨论维和问题的重要基础。他们着重指出了
超负荷运转。关于政治支助，他强调说，当维和行

下列领域的挑战：维和筹资与支助；联合国与区域

动受到环境考验的时候，重要的是安理会要声音一

组织及其他组织的伙伴关系；保护平民；和平行动

致，安理会主要成员国和区域各国要在幕后施加政

的政治问题。

治压力。安理会的政治支持还可以发挥其他促进作
用，例如通过与有希望派遣部队和警察的国家进行
双边接触，帮助调集部队及其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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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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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根据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
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审议各种问题

2009 年 6 月 29 日：安理会与部队和警察派遣国

2009 年 8 月 5 日：关于维持和平行动及与部队和

的关系

警察派遣国之间关系的主席声明

2009 年 6 月 29 日，安理会开会讨论与部队和警

2009 年 8 月 5 日，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在

察派遣国的关系。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向安理

向安理会的通报中指出，7 月 17 日发布了题为“新伙

会通报了维持和平行动部/外勤支助部为塑造维和方

伴关系议程：开创联合国维持和平工作新局面”的非

面新的伙伴议程而提出的“新视野”倡议。安理会此

正式文件。他就联合国维和特派团的规划、监测和报

前已收到属非正式文件的执行摘要，这个摘要将于 7

告工作作出了几项承诺，包括就所部署的新的维持和

月发布，有 4 个重点：(a) 需要重新寻求共识的重要

平特派团所处局势问题向安全理事会提供透彻的分

维和任务和职能；(b) 改进特派团的设计、资源配备

析；就可能考虑如何以一整套的支助办法协助特派团

和部署的措施；(c) 评估和建设今后特派团所需能力

的部署提出建议；在部署技术评估团之前与安理会和

的建议；(d) 建立一个更有力、更灵活的支助体系的

部队派遣国进行协商，并向其汇报评估团的成果。他

696

战略。

主管外勤支助事务副秘书长重点谈到该部

还强调，秘书处承诺在对新的和当前特派团进行规划

正在拟订的若干建议，包括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办法， 时，与部队和警察派遣国更多地开展有意义的对话，
特派团某些支助要素可由全球提供，另一些由区域提

并确保安理会在延长特派团任务期限之前，从秘书长

供，其余则由单个特派团自己提供。她指出，现在越

报告中获知对上述派遣国意见的评估。他表示，维持

来越需要根据特派团全周期的不同阶段——启动、稳

和平行动部和外勤支助部还将在全面理解实地状况

定、成熟、增兵、缩编及清理结束——调整支助工作，

的基础上，努力为特派团制定适当的、高质量的基准，

因为各阶段的部署工作各有不同的重点。

697

并研究制定基准的良好办法。698
主管外勤支助事务副秘书长也向安理会介绍了

发言者们承认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遇到的难题，
包括资金短缺、军事及其他人员不足、普遍超负荷运

制定新的外勤支助战略方面的最新进展，包括 8 月 3

转等，因此欢迎举行这场辩论，作为持续开展改革、 日发布了一份中期非正式文件。这项工作最后要由秘
不断提高维和行动成效的努力的一部分。各代表团回 书长于 2010 年春季向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提交一份
顾了以和平行动问题小组报告及其他改革建议为基

报告。她解释说，该部在一些关键方面希望得到会员

础发展提高的必要性，对秘书长的“新视野”倡议表

国的指导：建立一个新的为外地行动提供服务的支助

示欢迎，特别是其中建议确立新的伙伴关系议程，加

框架；采取标准化特派团支助模式，以改进部署的时

强各行为体之间的协调一致性，提高特派团本身的公

间安排、实现规模经济和便利监督；实行反应灵敏的

信力，并增强特派团的能力。发言者一致认为，为了
现在和今后的维和行动取得成功，需要加强安理会、
秘书处和警察及部队派遣国之间的三方沟通。一些发
言者还呼吁，在《宪章》第八章的框架内，扩大与区
域伙伴特别是非洲联盟之间的工作关系。许多发言者
一致认为，要让维和行动更快速灵活，就必须对指挥
和控制机制、采购、供应系统等进行机构和业务改革。

资源管理。699 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部队指挥官报告了特派团的工作
进展以及关于维和行动的一般性经验教训，包括像直
升机这样的战略促动因素的重要意义。700
发言者重申，维和行动的任务必须明确、可信、
配以适当的资源。发言者承认，维和行动不是政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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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而是政治进程的辅助，突显了
会议结束时，安理会通过了一项主席声明，702
同时开展包容各方的和平进程的必要性。他们还确认， 其中承诺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独特的全球伙
必须实现创造和平、维持和平、建设和平与发展之间 伴关系。安理会表示，已努力改善与秘书处及部队
的协调一致和综合一体，以便从一开始就能有效应对
和警察派遣国在对维持和平行动进行集体监督问题
冲突后局势。许多发言者重申，支持扩大维和行动的
上的对话，并确定了需要作出进一步反思的若干领
任务范围，以应对实地现实状况。发言者强调，安理
会必须与秘书处及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密切合作，对维 域，以改善维持和平行动的筹备、规划、监督与评
和行动实行集体监督。发言者呼吁，更一致地采用基 价及完成。安理会还注意到“新视野”非正式文件
准，监测和评价维和行动执行任务的进展情况。许多 中提出的评估和建议及所载支助战略，并打算给予
发言者重申，必须加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的合作。俄
罗斯联邦代表指出，主席声明草案对维持和平行动特
别委员会和军事参谋团的作用不够重视。701

认真考虑。
__________________
702

__________________
701

S/PRST/2009/24。更多情况请见第十部分第一节关于维
持和平行动的部分。

同上，第 17 页。

会议：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会议和日期

邀请

发言者

第 6075 次
2009 年 1 月 23
日

规则第 37 条
8 个会员国 a

安理会全体
成员及全体
应邀者

第 6153 次
2009 年 6 月 29
日

规则第 37 条
18 个会员国 b

第 6178 次
2009 年 8 月 5
日

规则第 37 条
22 个会员国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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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目

其他文件

规则第 39 条
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
主管外勤支助事务副秘书长、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海稳定
团团长、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
观察员

规则第 39 条
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
办事处高级政治事务顾问、主
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主
管外勤支助事务副秘书长

规则第 39 条
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

决定和投票结果
(赞成-反对-弃权)

安理会全体
成员及全体
应邀者

安理会全体
成员及全体
应邀者

S/PRST/2009/24

12-07779 (C)

第一部分. 根据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
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审议各种问题

会议和日期

分项目

其他文件

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投票结果
(赞成-反对-弃权)

主管外勤支助事务副秘书长、
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部队指挥官
a

加拿大、捷克共和国、印度、约旦、摩洛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乌拉圭。

b

孟加拉国、巴西、加拿大、捷克共和国(代表欧盟)、埃及、德国、加纳、印度、意大利、约旦、摩洛哥(代表不结盟运动)、
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大韩民国、卢旺达、西班牙和乌拉圭。

c

阿根廷、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巴西、加拿大、危地马拉、印度、印度尼西亚、摩洛哥(代表不结盟运动)、尼泊尔、新
西兰、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秘鲁、塞尔维亚、南非、瑞典(代表欧盟)、泰国、突尼斯、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玻利
瓦尔共和国。

38. 冲突后建设和平
概览
本汇辑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在“冲突后建设
和平”议程下举行了 4 次会议，通过了两项主席声
明。安理会就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举行了两次专题辩论，探讨联合国建设
和平工作在冲突刚结束的环境中遇到的难题。在另
外两次会议中，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向安理会介绍
了关于委员会工作的年度报告。安理会讨论了委员
会面临的主要难题和与联合国建设和平举措普遍相
关的主要问题。
2008 年 5 月 20 日和 2009 年 7 月 22 日：关于冲
突后局势中建设和平的讨论及主席声明

为体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发展充足的能力，将
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协调起来，建设民事能力，确保灵
活尽早的资金供应。704
塞拉利昂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评述了该国的建
设和平工作并提出一些意见以供进一步思考。他强调，
必须在国际干预与国家自主之间取得平衡，充分重视
当地的准则和敏感所在，让当地行为体负起责任。705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从运作和分析两方面回顾
了世行在脆弱国家和受冲突影响国家扩大工作范围
的情况。他表示，世界银行旨在促进对影响脆弱局势
的动态因素和救助这些局势的有效战略和运作方式
有更好的全球理解，促进改善国家层面的协作，通过
协调的世界银行集团做法取得看得见的结果。706

2008 年 5 月 2 日，联合王国在给安理会主席的
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认为，充分供应资金
信
中转递了一份概念文件，提议安理会讨论冲突
后稳定的问题，在帮助刚刚摆脱冲突的国家实现稳定、 和雇佣合格的当地工作人员来充实文职能力是两个
建设可持续和平方面找出并解决制约国际努力的那 重要的问题。他还说，必须根据特定国家的实际需
些关键漏洞。发现有三方面漏洞：实地的领导作用、 要制定授权任务。联合国只有在与该国领导人和民
能快速部署且技能良好的文职能力；灵活的资金供应。 间社会进行对话并与他们形成共识后，才能充分了
解这些需求。 707
2008 年 5 月 20 日，安理会应联合王国请求举行
__________________
辩论，讨论保障建设和平工作的成效、特别是在冲突
704
S/PV.5895，第 3-4 页。
刚刚结束的环境中保障成效的问题。秘书长向安理会
705
同上，第 4-7 页。
发言时强调，必须加强联合国的集体应对，与其他行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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