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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中部非洲区域 

会议和日期 分项 第 37 条邀请 第 39 条和其他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表决  

(同意-反对-弃权) 

      2010 年 3 月 19 日 

第 6288 次会议 

非法贩运军火对和

平与安全的影响 

2010 年 3 月 15 日加

蓬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S/2010/143) 

12 个会员国 a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执行主

任、裁军事务高级代

表、中部非洲国家经

济共同体秘书长、非

洲联盟常驻联合国

观察员、欧洲联盟驻

联合国代表团代理

团长 

常务副秘书长、安理

会所有成员、所有受

邀请者 

S/PRST/2010/6 

2011 年 8 月 18 日 

第 6601 次会议 

  中部非洲问题秘书

长特别代表兼联合

国中部非洲区域办

事处负责人 

秘书长特别代表  

2011 年 11 月 14 日 

第 6657 次会议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

事会新闻谈话提交

的关于受上帝抵抗

军影响地区的报告 

(S/2011/693)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

中部非洲区域办事

处活动的第一次报

告 

(S/2011/704) 

中非共和国、南苏丹 秘书长特别代表、非

洲联盟常驻联合国

观察员、中部非洲国

家经济共同体秘书

长 

安理会所有成员、中

非共和国、根据第 39

条受到邀请的所有

各方 

S/PRST/2011/21 

 
a
 澳大利亚、博茨瓦纳、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哥斯达黎加、刚果民主共和国、德国、摩洛哥、大韩民国、南非和瑞士。 

12. 秘书长关于苏丹的报告 

概述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举行了 48 次会

议，其中包括与部队派遣国举行的 4 次闭门会议，并

通过了与苏丹有关的 11 项决议和 5 项主席声明。174
 

安理会把重点放在南苏丹的全民投票、建立南苏丹共

和国和阿卜耶伊的地位，这些是执行全面和平协定的

重要里程碑。此外，安理会关注了 2010 年举行的全

国选举、多哈和平进程以及苏丹和南苏丹的安全和人

道主义局势。安理会收到了国际刑院检察官的若干情

况介绍，内容涉及有关起诉包括苏丹总统奥马尔·贝

希尔在内的几名高级苏丹官员的法院活动。 

 安理会设立了两个新的特派团——联合国南苏 

__________________ 

 174 见 S/PV.6296、S/PV.6361、S/PV.6420 和 S/PV.6514。 

丹特派团和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联阿安

全部队)，并终止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的

任务。175
 

 安理会两次延长了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

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任务期限，每次为期一

年，并两次延长了联苏特派团的任务期限，一次为期

一年，另一次为期两个月。联阿安全部队的任务期限

延长了五个月。176
 安理会还两次延长专家小组的任

__________________ 

 175 这些特派团任务规定的更多资料见第十部分，第一节，

“维持和平行动”。 

 176 安理会第 1935(2010)和 2003(2011)号决议延长了达尔富

尔混合行动的任务期限；第 1919(2010)和 1978(2011)号

决议延长了联苏特派团的任务期限；第 2032(2011)号决

议延长了联阿安全部队的任务期限。 

http://undocs.org/S/PRST/2010/6
http://undocs.org/S/PRST/2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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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期限，该小组是为协助第 1591(2005)号决议所设委

员会监测有关苏丹的制裁执行情况而设立的。177
 

 2010 年 10 月和 2011 年 5 月，安理会访问了苏

丹，作为其访问非洲行程的一部分。178
 

2010年 2月 11日和 4 月 29 日：2010 年的全国

选举 

 2010 年 2 月 11 日，主管维和行动助理秘书长指

出，苏丹已经进入重要关头，将面临巨大挑战，因为

国家选举定于 2010 年 4 月举行。他报告了选举的筹

备工作，包括 2009 年 11 月和 12 月和平开展了登记

进程。国家选举委员会继续面临相当大的技术性挑战，

包括设立数十万个投票站，将大量选举材料运到边远

地区。179
 

 2010 年 4 月 29 日，安理会通过第 1919(2010)号

决议，其中除其他外，注意到 2010 年 4 月份进行的

全国选举是执行《全面和平协议》的一个部分，并赞

扬为民主而努力的苏丹人民。 

2010年 2月 11日至 2011 年 10月 25日：多哈

和平进程 

 从 2010 年 2 月 11 日至 2011 年 10 月 25 日，安

理会举行了 9 次会议，听取了一些发言者的通报，包

括秘书处成员汇报在整个达尔富尔执行达尔富尔混

合行动任务的进展情况，以及政治进程状况。180
 

 2010 年 5 月 20 日，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

混合行动联合特别代表报告说，和平进程本身继续面

临严重挑战，其中包括继续不安全，各武装运动之间

缺乏内聚力，阿卜杜勒·瓦希德拒绝参加和平会谈，

以及建立持久停火安排的努力进展有限。他概述了该

特派团的四个优先目标，即：加强联合国和人道主义

工作人员及平民的安全保障；更加积极主动地支持目

前的和平进程；促进目前正在进行的乍得和苏丹之间

__________________ 

 177 第 1945(2010)和 1982 (2011)号决议。 

 178 有关争端的调查和实况调查，关于安全理事会访问团的

更多信息见第一部分第 36 节和第六部分第二.A 节。 

 179 S/PV.6269，第 2-3 页。 

 180 见 S/PV.6269 、 S/PV.6318 、 S/PV.6338 、 S/PV.6365 、

S/PV.6410、S/PV.6474、S/PV.6519、S/PV.6589、S/PV.6638。 

关系正常化；促进对达尔富尔恢复、重建和发展工作

的支持。181
 

 2010 年 6 月 14 日，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主

席称，该小组完全支持多哈谈判，这些谈判注重达成

一项涉及交战各方的和平协议，并支持作出努力尽快

完成这些谈判。小组还将立即采取步骤，筹备召开旨

在达成全面政治协议的达尔富尔-达尔富尔会议。182
 

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问题联合首席调解人称，

调解目前侧重于三个方面，即：冲突各方之间的直接

对话与谈判；提高认识并让民间社会参与和平进程；

以及改善乍得与苏丹之间的关系。政府和解放与正义

运动(解放运动)重申其致力于多哈和平进程，认为这

是达尔富尔和平谈判的唯一论坛。当务之急是所有武

装运动加入和平谈判，正义与平等运动(正义运动)回

到谈判桌前。他请安理会成员要求政府和正义运动立

即停止敌对行动，并鼓励所有武装运动和政府把对话

作为解决危机的唯一办法。183
 各发言人欢迎调解努

力，并敦促所有各方参与多哈和平进程。 

 2010 年 7 月 27 日，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

问题联合特别代表报告说，苏丹政府和解放运动均参

与其中的多哈会谈取得了稳步进展，并获得了 2010

年 7 月 12 日第二次民间社会论坛启动的重要推动。

他指出，正义运动和阿卜杜勒·瓦希德的苏丹解放运

动没有参与和平进程是非常不幸的，并注意到联合首

席调解人敦促这两个运动的领导人加入和平进程并

讨论其参与的可能方式。184
 

 2010 年 7 月 30 日，安理会第 1935(2010)号决议

将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任务期限再延长 12 个月，并

欢迎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把优先重点放在继续作出努

力推动达尔富尔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这一进程，以支

持和配合联合首席调解人和由非洲联盟-联合国主导

的达尔富尔政治进程所做的工作。安理会要求冲突的

所有各方，包括所有反叛团体，立即在没有先决条件

的情况下全面积极参与和平进程，包括在联合首席调

__________________ 

 181 S/PV.6318，第 3-4 页。 

 182 S/PV.6338，第 2-3 页。 

 183 同上，第 8-9 页。 

 184 S/PV.6365，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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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人的调解下进行谈判，以便缔结一项包容各方的全

面协议，强调缔结这一协议使该区域实现稳定持久和

平的重要性，欣见卡塔尔为此开展的工作和该区域其

他国家给予的支持。 

 2011 年 1 月 26 日，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助理秘书

长说，在多哈进行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2010 年

11 月，解放运动和苏丹政府的联合谈判委员会结束

了它们在分享权力、正义与和解、赔偿、难民和境内

流离失所者回返与安置以及安全安排这些广泛领域

的工作。不过，在一个区域当局在达尔富尔执行和平

协议的权力和为达尔富尔设立副总统一职的方面，仍

然存在重大分歧点。此外，非洲联盟-联合国苏丹问题

协商论坛商定开始为达尔富尔政治进程做规划，这一

进程将以多哈进程的成果为基础，并将努力建立达尔

富尔各社区对多哈谈判产生的主要原则的支持。185
 

 2011 年 4 月 20 日，主管维和行动助理秘书长指

出，和平进程已进入关键阶段，签署框架协议的三方

——即苏丹政府、正义运动和解放运动——已参加并

全力投入多哈谈判。他说，苏丹政府和解放运动关于

这些文本的立场“接近可以调和”，但正义运动却提

出了若干根本性的意见和建议。他表示赞赏国际社会

全力支持调解方，包括同当事三方接触，使它们意识

到必须抓住这次机会实现全面和平，并呼吁国际社会

向正义运动发出一个明确信息，那就是，它必须在已

提供给它的草案基础上充分参与，并在调解方确定的

时限内达成一项全面协议。186
 

 2011 年 7 月 22 日，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

问题联合特别代表报告了 5月 27日至 31日在多哈举

行的全达尔富尔利益攸关方会议期间取得的进展。各

方均认同，多哈达尔富尔和平文件草案是达成达尔富

尔永久停火并实现以全面及包容各方的办法和平解

决冲突的基础，解放运动和政府已于 7 月 14 日签署

该文件。严峻的挑战依然存在，即：如何继续与拒不

参与的武装运动如正义运动、苏丹解放军-阿卜杜

勒·瓦希德派以及苏丹解放军-明尼·米纳维派进行

接触，并使苏丹政府同意停止敌对行动，然后承诺本

__________________ 

 185 S/PV.6474，第 2 页。 

 186 S/PV.6519，第 4 页。 

着诚意讨论如何达成一项包容各方和全面的和平协

议。187
 

 2011 年 7 月 29 日，安理会通过第 2003(2011)号

决议，表示坚定承诺并决心支持卡塔尔国主持的非洲

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和平进程，痛惜一些团体继续

拒绝加入这一进程，并大力敦促它们立即不带先决条

件地加入这一进程。安理会欢迎 5 月 27 日至 31 日达

尔富尔全体利益攸关方会议的成果，欢迎苏丹政府和

解放运动 7 月 14 日签署了关于通过《促进达尔富尔

和平多哈文件》的协议，因为这是推进和平进程的一

个重要步骤。 

2010年 6月 11日至 2011 年 12月 15日：国际

刑事法院检察官的简报 

 从 2010 年 6 月 1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15 日，国

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依据第 1593(2005)号决议向安理

会通报了其办公室关于达尔富尔的活动。他评论说，

苏丹政府未合作执行对巴希尔总统以及 2007 年 9 月

在哈斯卡尼塔袭击非洲联盟维和人员的反叛团体指

挥官的逮捕令。188
 每次情况通报之后均举行了一次

非公开会议，安理会成员在非公开会议上表达其对这

些问题的立场。189
 

 2011 年 12 月 15 日，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通报

安理会成员，11 月 28 日肯尼亚高等法院在国际刑事

法院作出裁定后，执行了对巴希尔总统的逮捕令。巴

希尔总统对肯尼亚的决定采取了外交报复，威胁实施

经济和贸易制裁。另一方面，马拉维没有遵守法院发

出的合作请求，并拒绝逮捕巴希尔总统。190
 

2010年 10月 25日至 2011 年 4 月 27日：就南

苏丹独立举行全民投票 

 2010 年 10 月 25 日，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

长报告说，在筹备南苏丹全民投票方面取得了明显进

展，然而剩下的时间很少了。他说，联苏特派团继续

向苏丹南方全民投票委员会提供技术、后勤和咨询援

__________________ 

 187 S/PV.6589，第 2 页。 

 188 见 S/PV.6336、S/PV.6440、S/PV.6548 和 S/PV.6688。 

 189 见 S/PV.6337、S/PV.6441、S/PV.6549 和 S/PV.6689。 

 190 S/PV.6688，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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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则将通过在达尔富尔建立选民

登记和投票中心来支持该委员会的工作。191
 

 2010 年 11 月 16 日，安理会通过一项主席声明，

其中敦促《全面和平协议》各方，在努力提高统一的

吸引力，并承认苏丹南方人民享有自决权的同时，采

取紧急行动履行承诺，确保根据《全面和平协议》的

规定，以和平、可信、及时和自由的方式举行体现苏

丹南方和阿卜耶伊人民意愿的全民投票。在这方面，

安理会欣见苏丹南方全民投票登记工作已于 11 月 15

日开始，并鼓励进一步努力，确保根据《全面和平协

议》的规定，并按照苏丹南方全民投票委员会为投票

制定的时间表中的日程安排，于 2011 年 1 月 9 日举

行全民投票。安理会对委员会为继续筹备工作而需要

的全部资金迟迟不能到位表示关切，呼吁各方和全体

会员国尊重体现苏丹南方和阿卜耶伊人民意愿的可

信的全民投票的结果。192
 

 声明通过后，秘书长指出，全民投票进程正在按

计划进行，并强调必须确保全民投票有序进行，并且

苏丹人民和平接受表决的结果。他说，这项进程必须

具有公信力和透明，同时反映出人民的渴望。193
 非

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报告说，《全面和平协定》各

方都接受了小组编制的行为守则，这使它们有义务确

保在自由、公平的情况下进行全民投票并尊重其结果。

关于全民投票后的各项安排的谈判已经开始，各方就

安全、边界、公民身份、石油和水资源等未决问题相

互接洽。194
 苏丹外交部长指出苏丹政府同意给予苏

丹南方自决权，这是非洲大陆任何地方作出的“最

大胆”的决定之一，他重申喀土穆保证按计划进行

全民投票并接受它的结果，不管它是赞成统一还是

分裂。195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秘书长指出，苏丹南方

政府将确保各种后勤安排到位，并确保按时举行全民

投票。他指出所有迹象都表明苏丹南方人民可能投票

选择独立，呼吁国际社会尊重全民投票的结果。196
 

__________________ 

 191 S/PV.6410，第 2 页。 

 192 S/PRST/2010/24。 

 193 S/PV.6425，第 4-5 页。 

 194 同上，第 7 页。 

 195 同上，第 9 页。 

 196 同上，第 12 页。 

安理会成员承认全民投票筹备工作已取得的进展，包

括开始苏丹南部全民投票选民登记，但对筹备工作特

别是在阿卜耶伊的延误表示关切。他们要求进一步努

力规划下一步行动，并确保全民投票于 2011 年 1 月

9 日举行。发言者还强调，必须以和平方式就边界划

定、石油收入分配、安全、公民权和公民保护等问题，

解决关键的全民投票后的各项安排。 

 2010 年 12 月 16 日，安理会通过一项主席声明，

其中表示欣见苏丹南方全民投票选民登记工作得以

和平完成，并鼓励各方继续保持这种前进势头，以便

在 2011年 1月 9日和平举行具有公信力的全民投票。

安理会敦促各方确保公民身份和居住安排符合适用

的国际义务，不得任意剥夺个人的公民权。197
 

 在声明宣读后，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说，

苏丹南部全民投票的选民登记工作进展顺利，没有发

生暴力事件。根据初步计数，已登记的选民在苏丹有

11.5 万多人，在苏丹南方有 290 万多人。他说，虽然

苏丹南方的安全局势相对平稳，但依然十分脆弱。鉴

于今后几个月的情况捉摸不定，当事各方、联合国和

国际社会正在准备尽可能防止和减轻人道主义危机。

联苏特派团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制定了 2010 年 11 月

至 2011 年 6 月期间与公民表决相关的应急计划。198
 

 2011 年 1 月 18 日，负责苏丹问题秘书长特别代

表报告了全民投票进程和平结束的情况，83%的登记

选民参加了投票。他说，苏丹南方全民投票委员会将

于 2 月 2 日宣布整个全民投票的初步结果，2 月 7 日

宣布最后结果，2月 14日宣布任何申诉的结果。199
 秘

书长苏丹全民投票问题小组主席重申，全民投票进程

是以和平和透明的方式进行的，从而使苏丹南方人民

能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愿。200
 安理会成员敦促各

方以和平的方式落实全民投票进程，尊重其所有义务

并进行真诚的谈判，以实现可持续解决所有悬而未决

的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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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7 日苏丹南方全民投票正式结果宣布，表明

绝大多数选民选择了分离，此后秘书长特别代表于

2011 年 2 月 9 日向安理会通报情况。他指出，巴希

尔总统签署了一项法令，确认他的政府接受这些结果

是苏丹南方人民意愿的正当表达，从而确认苏丹政府

愿意承认在《全面和平协议》有效期于 2011 年 7 月

9 日结束时建立一个独立的南苏丹国家。关于全民投

票后的任务，他指出，双方正在进行认真接触并在划

界、睦邻关系、互不干涉内政以及确认经济相互依存

性等领域取得进展。201
 苏丹代表说，安理会和国际

社会应奖励他的政府信守承诺接受全民投票的结果。

应该用一种新的观念重新考虑对“和平英雄”巴希尔

总统所采取的立场。苏丹南方的分离绝不意味着筑起

一堵地理上的高墙，割裂苏丹南北双方的纽带，而是

反映双方利益的相连和相互需要的密切合作的新开

始。他强烈呼吁撤销对苏丹实行的经济制裁，强调北

方的经济稳定也意味着南方的经济稳定。202
 苏丹南

方政府区域合作部长表示，苏丹南方政府正在积极准

备负起国家的责任，继续在善治和体制建设以及营建

多党民主方面开展工作。在独立之后，苏丹南方政府

将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民族团结政府，颁布新宪法，

并且确定国家选举的时间。203
 

 在会议结束时，安理会通过一项主席声明，欢迎

苏丹南方全民投票委员会 2011 年 2 月 7 日宣布就苏

丹南方人民自决问题举行的全民投票的最后结果，该

结果显示 98.83%的投票者选择独立。安理会呼吁全

体会员国尊重全民投票的结果，期待独立的南苏丹在

7 月 9 日后成为国际社会的新成员。204
 

 2011 年 4 月 27 日，安理会第 1978(2011)号决议

考虑到苏丹南方公民投票的结果和苏丹南方政府请

联合国继续驻留南苏丹，宣布打算设立一特派团接替

联苏特派团，请秘书长继续就此与全面和平协议各方

协商，并至迟于 5 月 16 日提出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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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7月 8 日至 11 月 15 日：设立南苏丹共

和国和南苏丹特派团 

 2011 年 7 月 8 日，安理会第 1996(2011)号决议

欢迎南苏丹共和国在 2011 年 7 月 9 日宣布它是一个

独立国家后即告成立；安理会除其他外决定根据《联

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于 2011 年 7 月 9 日设

立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南苏丹特派团)，初步任期一

年。安理会决定，南苏丹特派团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与

安全，帮助为南苏丹共和国的发展创造条件，以期加

强南苏丹共和国政府的能力，以民主方式进行有效管

理并同邻国建立良好关系。安理会授权南苏丹特派团，

除其他外，为国家的长期建设和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并支持南苏丹政府履行预防、缓解和消除冲突和保护

平民的责任。 

 2011 年 7 月 13 日，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

在祝贺苏丹和南苏丹政府的同时说，南苏丹将面临巨

大的初期挑战，包括在国内政策与安全领域中以及同

北方的关系上的挑战。他指出，南苏丹特派团将同南

苏丹政府密切合作，解决这些挑战，同时支持建设和

平工作并向政府提供斡旋。他报告说，向新特派团的

过渡正在顺利进行，秘书长特别代表已于 7 月 9 日上

任。205
 南苏丹代表感谢各成员国建议大会接纳南苏

丹为联合国最新会员国，并通过了授权在南苏丹建立

一个新巩固和平特派团的第 1996(2011)号决议。206
 

苏丹代表回顾说，苏丹政府是第一批承认 1 月全民投

票结果的国家之一，也是第一个承认新生的南苏丹国

的国家。他呼吁结束单方面制裁、减免苏丹债务。207
 

安理会成员欢迎南苏丹独立，并呼吁南苏丹特派团与

政府密切合作，解决经济、政治和社会挑战。 

 2011 年 11 月 15 日，秘书长特别代表兼南苏丹

特派团团长在介绍秘书长关于南苏丹特派团的第一

次季度报告 208
 时强调，该特派团和国际社会应迅速

调动政治意愿、资源和能力，利用独立形成的势头，

并确保优先事项和开支决定符合公民的需求。她注意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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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苏丹政府已首次采取措施，发展更广泛、更具有

代表性的政府机构和立法机构，但她表示关切的是，

政府将如何应对治理、反腐败以及政治包容性等领域

在过渡时期的主要挑战。她指出南苏丹特派团的任务

不包括监测苏丹与南苏丹的边界或两国之间的关系，

同时强调，南苏丹的和平与稳定取决于同其邻国首先

是苏丹建立良好关系。209
 

2011 年 5 月 31 日至 12 月 14 日：阿卜耶伊的

地位和设立联阿安全部队 

 2011 年 5 月 31 日，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

指出，尽管取得了大量成就，但是若干关于《全面和

平协议》的关键问题、如阿卜耶伊的地位，仍然悬而

未决。他报告说，双方签署了一份关于边境安全的联

合立场文件，并商定建立一个共同边界区，并建立必

需的架构来联合管理该区域。但是，协助双方执行该

协议的第三方机制协议仍悬而未决。他指出阿卜耶伊

的安全局势数月来令人关切，并指出苏丹政府并未撤

出其“石油警察”、民防军以及米塞里亚民兵，南苏

丹政府也未撤出警察人员。210
 苏丹代表指出，两项

卡杜格莉协议规定从阿卜耶伊地区撤出所有部队，但

南苏丹政府没有遵守这些协议，而是将其部队留在该

地区；随后发生了挑衅性袭击，包括绑架苏丹武装部

队成员。他强调，苏丹在阿卜耶伊地区的军事存在并

非永久性的，而仅将持续到签署一项保障结束这种挑

衅和袭击的协议为止。211
 苏丹南方代表对阿卜耶伊

局势表示关切，并称，苏丹武装部队占领阿卜耶伊严

重违反了《全面和平协议》。喀土穆上周的行动是一

种严重的升级做法，会使双方再次发生武装冲突。他

呼吁安理会谴责喀土穆以武力夺取阿卜耶伊的举动，

要求苏丹武装部队立即无条件从阿卜耶伊撤军。212
 

 2011 年 6 月 3 日，安理会通过一项主席声明，

其中除其他外，强烈谴责苏丹政府对阿卜耶伊地区进

行军事控制并继续维持这种控制，导致成千上万阿卜

耶伊居民流离失所，并呼吁苏丹武装部队确保立即停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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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所有抢劫、纵火和非法重新定居。安理会要求苏丹

政府立即撤出阿卜耶伊地区，还要求立即从阿卜耶伊

撤出所有军事人员。安理会要求苏丹政府和苏丹南方

政府与负责苏丹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苏特派团

团长和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全面合作，在联苏特

派团支持下，立即为阿卜耶伊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安

全安排，让苏丹武装部队、苏丹人民解放军和联盟部

队全部撤出阿卜耶伊地区。213
 

 2011 年 6 月 20 日，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主

席报告说，苏丹政府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签署了一项

协议，以实现阿卜耶伊非军事化并由埃塞俄比亚部队

接替所有苏丹军队。他希望安全理事会研究这项协议，

作出一切必要决定，确保协议的各项规定能够得到执

行。214
 负责苏丹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补充说，一经接

获安理会的指示，联合国就能够提供协助，迅速向阿卜

耶伊派驻这些埃塞俄比亚部队，以便南方能够在很短时

间里撤出，沦落它乡的阿卜耶伊人即可返乡。215
 发言

者欢迎签署关于阿卜耶伊的行政和安全安排和武装

部队撤出该地区的临时协定。美国代表强调亟需立即

部署埃塞俄比亚部队，并宣布说，美国代表团不久将

散发一项决议草案供安理会考虑，以授权部署埃塞俄

比亚部队。216
 

 2011年 6月27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1990(2011)

号决议，其中决定，考虑到《苏丹政府与苏丹人民解

放运动关于阿卜耶伊地区临时行政和安全安排的协

议》，设立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为期 6 个

月。其任务包括：监测与核实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人

民解放军或其继承者的任何部队调离阿卜耶伊地区

的情况；与阿卜耶伊相关机构协调，为人道主义援助

工作提供便利，使人道主义人员能够自由行动；支持

加强阿卜耶伊警察局的能力。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

章》第七章采取行动，授权联阿安全部队尽其所能，

在其部署范围内采取必要行动，以：保护联阿安全部

队人员、设施、装置和设备；确保联合国人员、人道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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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人员、联合军事观察委员会成员和联合军事观察

小组成员的人身安全和行动自由；确保阿卜耶伊地区

的安全。 

 2011 年 7 月 27 日，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

说，争议地区阿卜耶伊的地位仍未解决，并且是苏丹

政府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主要

根源。他指出，尽管部署联阿安全部队工作遇到各种

困难，但维持和平行动部正与苏丹政府密切合作，克

服这些挑战。例如，部队缺乏足够的房舍，从而限制

了部署的速度，而且导致必须在雨季结束时建造额外

的房舍。他进一步指出，尽管阿卜耶伊安全局势依然

紧张，双方看来致力于避免暴力升级，并准备同联阿

安全部队合作。苏丹武装部队在基尔/阿拉伯河以北

继续部署大量士兵，但表示他们打算在联阿安全部队

部署之后撤出。217
 

 2011 年 11 月 11 日，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

长报告了他访问阿卜耶伊的情况，并表示他对 5 月份

苏丹武装部队实施占领后出现的广泛破坏程度深感

关切。同时，联阿安全部队已经全员部署，拥有 2 894

名军事人员。218
 

 2011 年 12 月 14 日，安理会通过了第 2024(2011)

号决议，其中确认苏丹和南苏丹迫切需要着手开展边

界正常化工作，并确认苏丹和南苏丹边界沿线的局势

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决定，除其他外，联阿

安全部队的任务应包括额外的任务：协助双方确保在

非军事化边界安全区内遵守双方商定的安全承诺，支

持联合边界核查和监测机制的业务活动，并协助该机

制保留必要的地图、地理和测绘参考资料。 

2011年 7月 11日：联苏特派团的任务终止 

 2011 年 7 月 11 日，安理会第 1997(2011)号决议

表示注意到 2011年 5月 27日苏丹外交部长给秘书长

的信，信中通知安全理事会主席，苏丹政府希望从 7

月 9 日起终止联苏特派团。219
 安理会决定自 2011

年 7 月 11 日起撤出联苏特派团。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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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议通过后，一些安理会成员表示深为遗憾地指

出，联苏特派团被关闭的时刻，正值南科尔多凡州和

青尼罗州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特别需要其业经

证实的缓解紧张局势的能力之时。220
 

2011 年 11 月 11 日和 15 日：苏丹和南苏丹之

间的边境紧张关系 

 2011 年 11 月 11 日，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

长报告说，关于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州，苏丹政府

指责南苏丹激化战事，并且正在为苏丹人民解放军

(苏丹解放军)-北方提供直接支助，它警告说，继续提

供支持将给双边关系造成严重后果。基尔总统否认了

有关南苏丹支持苏丹解放军-北方的指责，并且谴责

苏丹政府支持南苏丹的叛乱团体。两国之间的局势正

处于困难的时刻，两国之间的信任度极低、言词激烈，

并且相互指责对方支持其境内的反叛运动。221
 苏丹

代表指出，暴力完全是南苏丹政府煽动造成的。在青

尼罗地区，当选州长马利克·阿加尔发动叛乱和拿起

武器，从而破坏了该州稳定。在苏丹部队进行干预后，

该州如今正在恢复正常生活、稳定和安全。他预计，

苏丹武装部队将不必采取包括空中轰炸在内的军事

行动来处理过去数日来已被遏制的各叛乱运动的活

动。222
 南苏丹代表呼吁苏丹停止在边界南侧或北侧

开展更多的军事活动，以避免不必要的升级。他否认

了苏丹的所有指控，并重申南苏丹政府奉行的是完全

不干涉它国事务的政策。223
 

 2011 年 11 月 15 日，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

长说，苏丹政府与南苏丹政府抬高调门，特别是相互

指责对方越境支持各自反叛团体和侵入对方领土，这

种情况令人极为担忧。他告诉安理会，非洲联盟高级

别执行小组呼吁两国政府于11月 18日举行联合政治

与安全机制会议。他敦促两国政府抓住这个机遇，以

使当前局势降级，并迅速朝着建立它们 7 月 30 日商

定的联合边界监测机制的方向迈进。224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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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秘书长关于苏丹的报告 

会议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根据第 37 条 

规则邀请 

根据第 39 条规则

和其他规定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表决 

(赞成-反对-弃权) 

       第 6269 次会议 

2010年2月11日 

 

秘书长关于非洲

联盟 -联合国达

尔富尔混合行动

的报告 

(S/2010/50) 

  主管维和行动助

理秘书长 

主管维和行动助

理秘书长 

 

第 6304 次会议 

2010年4月29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苏丹特派团的

报告(S/2010/168

和 Add.1) 

美国提交的决议

草案 

(S/2010/215) 

   第 1919(2010)号

决议 15-0-0 

第 6318 次会议 

2010年5月20日 

 

秘书长关于达尔

富尔混合行动的

报告(S/2010/213) 

  达尔富尔混合行

动联合特别代表 

达尔富尔混合行

动联合特别代表 

 

第 6336 次会议 

2010年6月11日 

 

 2010 年 5 月 28

日秘书长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

信，其中转递了

国际刑事法院发

出的关于将苏丹

共和国缺乏合作

的决定 

(S/2010/265， 

附文) 

 国际刑事法院检

察官 

国际刑事法院检

察官 

 

第 6337 次(闭门)

会议 

2010年6月11日 

   国际刑事法院检

察官 

安理会成员、国

际刑事法院检察

官 

 

第 6338 次会议 

2010年6月14日 

   非洲联盟高级别

小组主席、非洲

联盟 -联合国达

尔富尔问题联合

首席调解人、非

洲联盟 -联合国

达尔富尔问题联

合特别代表、负

责苏丹问题秘书

长特别代表 

安理会所有成员

和所有应邀者 

 

第 6365 次会议 

2010年7月27日 

秘书长关于达尔

富尔混合行动的

报告 

(S/2010/382) 

  非洲联盟 -联合

国达尔富尔问题

联合特别代表 

非洲联盟 -联合

国达尔富尔问题

联合特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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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根据第 37 条 

规则邀请 

根据第 39 条规则

和其他规定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表决 

(赞成-反对-弃权) 

       第 6366 次会议 

2010年7月30日 

秘书长关于达尔

富尔混合行动的

报告 

(S/2010/382) 

    第 1935(2010)号

决议 

15-0-0 

第 6401 次会议 

2010年10月14日 

 美国提交的决议

草案 

(S/2010/520) 

  1 名安理会成员

(中国) 

第 1945(2010)号

决议 14-0-1
a
 

第 6410 次会议 

2010年10月25日 

秘书长关于达尔

富尔混合行动的

报告 

(S/2010/543) 

秘书长关于苏丹

的报告 

(S/2010/528) 

 苏丹 主管维持和平行

动副秘书长 

所有应邀者  

第 6425 次会议 

2010年11月16日 

  苏丹(外交部长) 苏丹人民解放运

动秘书长、非洲

联盟高级别执行

小组主席 

秘书长、安理会

所有成员、所有

应邀者 

S/PRST/2010/24 

第 6440 次会议 

2010年12月9日 

   国际刑事法院检

察官 

国际刑事法院检

察官 

 

第 6441 次(闭门)

会议 

2010年12月9日 

  30 个会员国 b
 国际刑事法院检

察官 

安理会成员、国

际刑事法院检察

官 

 

第 6452 次会议 

2010年12月16日 

  苏丹 主管维持和平行

动副秘书长、秘

书长苏丹全民投

票问题小组主

席、苏丹人民解

放运动秘书长 

安理会所有成员

和所有应邀者 

S/PRST/2010/28 

第 6468 次会议 

2011年1月18日 

  苏丹 负责苏丹问题秘

书长特别代表、

秘书长苏丹全民

投票问题小组主

席 

安理会所有成员

和所有应邀者 

 

第 6474 次会议 

2011年1月26日 

秘书长关于苏丹

的报告 

(S/2010/681) 

秘书长关于达尔

富尔混合行动的

报告(S/2011/22) 

  非洲联盟 -联合

国达尔富尔问题

联合特别代表、

主管维和行动助

理秘书长 

所有应邀者  

http://undocs.org/S/PRST/2010/24
http://undocs.org/S/PRST/20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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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根据第 37 条 

规则邀请 

根据第 39 条规则

和其他规定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表决 

(赞成-反对-弃权) 

       第 6478 次会议 

2011 年 2 月 9 日 

  苏丹 负责苏丹问题秘

书长特别代表、

秘书长苏丹全民

投票问题小组主

席、非洲联盟驻

苏丹联络处主

任、苏丹南方政

府区域合作部长 

安理会所有成员

和所有应邀者 

S/PRST/2011/3 

第 6499 次(闭门)

会议 

2011年3月21日 

  苏丹 苏丹人民解放运

动秘书长、主管

维和行动助理秘

书长 

安理会所有成员

和所有应邀者 

 

第 6517 次会议 

2011年4月20日 

秘书长关于苏丹

的报告 

(S/2011/239) 

 苏丹 主管维和行动助

理秘书长 

所有应邀者  

第 6519 次会议 

2011年4月20日 

秘书长关于达尔

富尔混合行动的

报告 

(S/2011/244) 

 苏丹 主管维和行动助

理秘书长 

所有应邀者  

第 6521 次会议 

2011年4月21日 

     S/PRST/2011/8 

第 6522 次会议 

2011年4月27日 

秘书长关于苏丹

的报告 

(S/2011/239) 

美国提交的决议

草案 

(S/2011/267) 

苏丹 戴 维 · 卜 奥

姆·乔阿特先生

(苏丹南方政府) 

 第 1978(2011)号

决议 15-0-0 

第 6537 次会议 

2011年5月17日 

 美国提交的决议

草案 

(S/2011/305) 

   第 1982(2011)号

决议 15-0-0 

第 6542 次会议 

2011年5月31日 

秘书长关于苏丹

的报告 

(S/2011/314) 

 苏丹 主管维持和平行

动副秘书长、负

责苏丹问题秘书

长特别代表、

Ezekiel Lol Gatkuoth

先生 (代表苏丹

南方政府) 

所有应邀者  

第 6544 次会议 

2011 年 6 月 3 日 

     S/PRST/2011/12 

第 6548 次会议 

2011 年 6 月 8 日 

   国际刑事法院检

察官 

国际刑事法院检

察官 

 

第 6549 次(闭门)

会议 

2011 年 6 月 8 日 

  37 个会员国 c
 国际刑事法院检

察官 

安理会所有成员  

http://undocs.org/S/PRST/2011/3
http://undocs.org/S/PRST/2011/8
http://undocs.org/S/PRST/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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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5169 (C) 49 

 

会议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根据第 37 条 

规则邀请 

根据第 39 条规则

和其他规定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表决 

(赞成-反对-弃权) 

       第 6559 次会议 

2011年6月20日 

  苏丹 非洲联盟高级别

执行小组主席、

负责苏丹问题秘

书长特别代表、

Ezekiel Lol Gatkuoth

先生 (代表苏丹

南方政府) 

安理会所有成员

和所有应邀者 

 

第 6567 次会议 

2011年6月27日 

 哥伦比亚、加蓬、

尼日利亚、南非

和美国提交的决

议草案 

(S/2011/389) 

  1 安理会成员(法

国) 

第 1990(2011)号

决议 

15-0-0 

第 6576 次会议 

2011 年 7 月 8 日 

 法国、加蓬、德

国、尼日利亚、

葡萄牙、南非、

联合王国和美国

提交的决议草案

(S/2011/416) 

   第 1996(2011)号

决议 

15-0-0 

第 6579 次会议 

2011年7月11日 

 决议草案 

(S/2011/417) 

  4 个理事会成员

(法国、德国、联

合王国、美国) 

第 1997(2011)号

决议 

15-0-0 

第 6583 次会议 

2011年7月13日 

秘书长关于苏丹

的 特 别 报 告

(S/2011/314) 

 苏丹 主管维持和平行

动副秘书长、南

苏丹副总统 

秘书长、安理会

所有成员、所有

应邀者 

 

第 6589 次会议 

2011年7月22日 

秘书长关于达尔

富尔混合行动的

报告 

(S/2011/422) 

  非洲联盟 -联合

国达尔富尔问题

联合特别代表 

非洲联盟 -联合

国达尔富尔问题

联合特别代表 

 

第 6593 次会议 

2011年7月27日 

秘书长关于阿卜

耶伊局势的报告

(S/2011/451) 

  主管维持和平行

动副秘书长 

主管维持和平行

动副秘书长 

 

第 6597 次会议 

2011年7月29日 

秘书长关于达尔

富尔混合行动的

报告 

(S/2011/422) 

联合王国提交的

决议草案 

(S/2011/471) 

  安理会 7 名成员

(中国、加蓬、尼

日利亚、俄罗斯

联邦、南非、联

合王国、美国) 

第 2003(2011)号

决议 

15-0-0 

第 6628 次会议 

2011年10月6日 

秘书长关于阿卜

耶伊局势的报告

(S/2011/603) 

 南苏丹、苏丹 主管维持和平行

动副秘书长 

所有应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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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根据第 37 条 

规则邀请 

根据第 39 条规则

和其他规定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表决 

(赞成-反对-弃权) 

       第 6638 次会议 

2011年10月25日 

秘书长关于达尔

富尔混合行动的

报告 

(S/2010/643) 

 苏丹 主管维持和平行

动副秘书长 

所有应邀者  

第 6656 次会议 

2011年11月11日 

  南苏丹、苏丹 主管维持和平行

动副秘书长、秘

书长特别代表兼

联合国南苏丹特

派团 (南苏丹特

派团)团长 

所有应邀者  

第 6660 次会议 

2011年11月15日 

秘书长关于南苏

丹的报告 

(S/2011/678) 

 南苏丹、苏丹 主管维持和平行

动副秘书长、秘

书长特别代表兼

南苏丹特派团团

长 

所有应邀者  

第 6679 次会议 

2011年12月8日 

秘书长关于阿卜

耶伊局势的报告

(S/2011/741) 

 南苏丹、苏丹 主管维持和平行

动副秘书长 

所有应邀者  

第 6683 次会议 

2011年12月14日 

秘书长关于阿卜

耶伊局势的报告

(S/2011/741) 

法国、联合王国

和美国提交的决

议草案 

(S/2011/770) 

南苏丹、苏丹   第 2024(2011)号

决议 

15-0-0 

第 6688 次会议 

2011年12月15日 

  苏丹 国际刑事法院检

察官 

所有应邀者  

第 6689 次(闭门)

会议 

2011年12月15日 

  20 个会员国 d
 国际刑事法院检

察官 

安理会成员、国

际刑事法院检察

官 

 

第 6699 次会议 

2011年12月22日 

秘书长关于阿卜

耶伊局势的报告

(S/2011/741) 

美国提交的决议

草案 

(S/2011/794) 

南苏丹、苏丹   第 2032(2011)号

决议 

15-0-0 

 a 赞成：奥地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法国、加蓬、日本、黎巴嫩、墨西哥、尼日利亚、俄罗斯联邦、土耳其、

乌干达、联合王国、美国；弃权：中国。 

 b 阿根廷、澳大利亚、巴林、比利时、加拿大、捷克共和国、丹麦、埃及、爱沙尼亚、芬兰、匈牙利、印度尼西亚、伊拉克、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意大利、肯尼亚、列支敦士登、荷兰、新西兰、挪威、阿曼、波兰、塞尔维亚、塞舌尔、斯

洛伐克、苏丹、瑞典、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津巴布韦。 

 c 阿根廷、亚美尼亚、奥地利、巴林、比利时、布基纳法索、智利、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

埃及、埃塞俄比亚、芬兰、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列支敦士登、马来西亚、墨西

哥、荷兰、挪威、波兰、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苏丹、瑞典和土耳其。 

 d 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匈牙利、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列支敦士登、马

来西亚、挪威、波兰、卡塔尔、西班牙、苏丹、斯威士兰和瑞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