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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根据第 37 条 

发出的邀请 第 39 条和其他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投票情况 

(赞成-反对-弃权) 

       
2010 年 10 月 12

日中非共和国代

表的信，转递中非

共和国武装部队

的要求说明书 

(S/2010/530) 

  2010 年 10 月 15

日乍得代表的信，

转递关于长期保

留综合安全分遣

队的新计划 

(S/2010/536) 

    

6449 

2010年12月 14 日 

秘书长关于中乍

特派团的报告 

(S/2010/611) 

 中非共和国、乍得 秘书长特别代表 所有应邀者  

6460 

2010年12月 20 日 

秘书长关于中乍

特派团的报告 

(S/2010/611) 

 中非共和国、乍得   S/PRST/2010/29 

15. 非洲和平与安全 

概况 

 2010 年和 2011 年期间，安全理事会就非洲的和

平与安全举行了 7 次会议，通过了两项决议和一份主

席声明。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讨论的问题包括吉布提和

非洲之角，包括厄立特里亚；非洲联盟与联合国的维

持和平和战略伙伴关系；几内亚湾海盗问题利比亚。254
 

2010 年 5 月 19 日至 2011 年 12 月 5 日：吉布提

和非洲之角 

 2010 年 5 月 19 日，安理会听取了吉布提总统关

于非洲之角，包括吉布提与厄立特里亚边界争端的几

个问题的情况通报。他警告说，非洲之角紧张局势和

__________________ 

 254 2011 年 2 月，安理会第 6486 次、6490 次和第 6491 次会

议在题为“非洲和平与安全”的项目下审议了与阿拉伯

利比亚民众国有关的问题。依照安全理事会主席 2011 年

3 月 16 日的说明(S/2011/141)，自该日起，安理会先前对

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有关问题的审议归入题为“利比

亚局势”的项目。关于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项目下举

行的会议，见第一部分，第 16 节。 

冲突不断升级，法律和秩序崩溃普遍存在，这可能只

是该地区的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前奏。255 安理会成员

赞扬吉布提为恢复和平而做出的努力和在索马里打

击海盗活动的努力及其执行安理会决议，并敦促厄立

特里亚履行其第 1907(2009)号决议规定的关于与吉

布提边界争端的义务。许多发言者强调了对话的重要

性，警告说，任何个人或实体，只要企图破坏和平进

程，干扰人道主义援助或支持叛乱分子，就可能面临

制裁。关于对厄立特里亚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问题，

俄罗斯联邦代表指出，实行制裁必须有可靠证据表明

特定的个人参与了非法行为。256 
 

 2010 年 7 月 20 日，安理会听取了主管政治事务

的副秘书长的情况通报。他赞扬厄立特里亚和吉布提

政府在卡塔尔的积极调解下，在最近就边界问题采取

的步骤。他敦促所有各方协助最近重新设立的索马里

__________________ 

 255 S/PV.6316，第 2-6 页。 

 256 同上，第 7 页。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49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49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60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60
http://undocs.org/S/PRST/2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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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测组开展工作。257
 工作组将报

告厄立特里亚遵守安理会有关决议的情况。258 厄立

特里亚代表指出，在卡塔尔领导下签署的协定是一项

重大的发展。尽管第 1907(2009)号决议被不公正和有

选择地强加给厄立特里亚，但该国不会怯于参加有意

义的讨论。鉴于厄立特里亚所采取的步骤，他呼吁安

理会解除制裁。259 吉布提代表说，第 1907(2009)号

决议对于最近的进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吉布提政府

相信卡塔尔的领导，并深信这将带来一个好的解决

办法。260 
 

 2011 年 12 月 5 日，安理会与非洲之角各国和政

府间发展管理局其他成员，包括吉布提、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和乌干达举行了视频会

议。这些国家对厄立特里亚在该次区域进行的破坏稳

定活动表示关切。261 许多发言者指出，尽管国际社

会和非洲联盟发出了呼吁，厄立特里亚并没有遵守、

也没有执行第 1907(2009)号决议。特别是，安理会被

提请注意厄立特里亚可能将矿业作为稳定的资金来

源，破坏东部非洲区域的稳定，而且该国被指控支持

武装反对派和恐怖主义团体并支持勒索侨民的钱财。 

 在同一次会议上，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以

13 票对零票、2 票弃权(中国、俄罗斯联邦)通过了第

2023(2011)号决议，对厄立特里亚采取了更有力的措

施。安理会强调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遵行第 1907(2009)

号决议，并要求厄立特里亚提供关于自 2008 年以来

在行动中失踪的吉布提战斗人员的信息。安理会还要

求厄立特里亚停止一切直接或间接破坏各国稳定的

行动。安理会决定，各国应促使在厄立特里亚采矿部

门经商的本国国民、受其管辖的人和公司保持警惕，

并请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制裁委员会起草供会员国

选用的准则。 

__________________ 

 257 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测组是依照第 1853(2008)号

决议设立的，根据第 1916(2010)号决议重新设立，期限

延长了 12 个月。更多信息见关于根据《宪章》第四十一

条通过的决定的第七部分，第三节。 

 258 S/PV.6362，第 3 页。 

 259 同上，第 4-5 页。 

 260 同上，第 5 页。 

 261 见/S/PV.6674。 

2010 年 10 月 22 日和 2011 年 6 月 21 日：支助

非洲联盟维持和平行动 

 2010 年 10 月 22 日，安理会举行了一次公开辩

论，讨论了支助联合国授权的非洲联盟维和行动的问

题。262 秘书长在介绍他关于支助联合国授权的非洲

联盟维和行动的报告时指出，区域组织根据《联合国

宪章》第八章所做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263 他赞扬

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为预防、调解和解决非洲大陆

上的冲突所做的努力。但是，非洲联盟难以获得支助

其维和行动所必需的资源，非洲联盟的维和行动应当

获得与所有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同样的支助。264 安

理会还听取了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的情况

通报。他同样欢迎在加强联合国和非洲联盟战略伙伴

关系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同时强调必须找到一种持久

的办法，解决非洲联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的资金问

题。265 
 

 安理会通过了一项主席声明，其中除其他外，重

申必须根据《宪章》第八章，通过审查安全理事会和

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非洲预防和消除冲突、

维持和平、建设和平、包括维持宪政秩序、促进人权、

民主和法治方面的合作程度，来加强它们之间的伙伴

关系，并重申安理会对此作出的承诺。安理会还表示

决心继续做出努力，以更可预测和更可持续的方式解

决经费问题。266 
 

 2011 年 6 月 21 日，安理会听取了秘书长驻非洲

联盟特别代表兼联合国驻非盟办事处首脑所做的情

况通报，介绍了为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和平与安

全问题方面的战略伙伴关系正在进行的努力。267 他

报告说，在外勤支助部的支持下，该办事处即将完成

__________________ 

 262 关于区域组织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见第八部分。 

 263 S/2010/514。 

 264 S/PV.6409，第 3-4 页。 

 265 同上，第 5-7 页。 

 266 S/PRST/2010/21。 

 267 该办事处是大会 2010 年设立的，整合了前联合国亚的斯

亚贝巴联络处、前非洲联盟维持和平支助组和负责非洲

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的前联合国规划小组的所有活动，

以及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

行动)联合支助和协调机制的行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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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前的三个独立办事处向一个精干和自给自足的

单位的过渡。他接着介绍了办事处为更好地协调非洲

联盟和联合国和平与安全倡议，特别是在索马里和达

尔富尔的倡议所采取的措施。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合作

表明，以一个声音讲话确实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危机，

因为冲突调解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业务，在面临众多

行为体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因此，该办事处的一个作

用是加强非洲联盟机构内部的协调和加强它们实现

非洲和平的能力。268 
 

 发言者们对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伙伴关系日益加

强表示欢迎，并强调进一步加强这一关系将为非洲和

其他地区带来实际好处，几个发言者强调了非洲联盟

在指导在非洲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方面正在进行

的重要工作。发言者还强调需要加强非洲联盟和联合

国在预防性外交及促进人权和法治方面的合作。尼日

利亚代表警告说，虽然非洲联盟有政治意愿，但没有

足够的资源来进行长期的维和行动。因此，她强调，

部署文职专家是伙伴关系的核心，并希望这将使联合
__________________ 

 268 S/PV.6561，第 2-3 页。 

维和行动更系统，更主动。269 印度代表说，既然安

理会大约有四分之三的时间用于处理非洲问题，因

此，必须听取非洲的声音，使其活动不仅立足于非

洲的需要，而且还将补充非洲国家和组织正在进行

的活动。270 
 

2011 年 10 月 31 日：几内亚湾海盗活动 

 2011 年 10 月 31 日，安理会举行了一次公开会

议，一致通过了第 2018(2011)号决议，其中谴责在几

内亚湾各国沿海实施的一切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

为。该决议吁请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部非洲国家

经济共同体和几内亚湾委员会国家与船旗国、受害人

国籍国或实施者国籍国一道，协力起诉被指控的实施

者，包括怂恿者和资助者。安理会欢迎秘书长打算派

出一个联合国评估团，审查几内亚湾海盗和海上武装

抢劫行为构成的威胁，探讨最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各

种备选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 

 269 同上，第 6-7 页。 

 270 同上，第 12 页。 

会议：非洲和平与安全
a
 

会议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根据第 37 条 

发出的邀请 第 39 条和其他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投票情况 

(赞成-反对-弃权) 

       吉布提和非洲之角 

6316 

2010 年 5 月 19 日 

  吉布提(主席)  安理会所有成员，

吉布提 

 

6362 

2010 年 7 月 20 日 

秘书长关于厄立

特里亚的报告 

(S/2010/327) 

2010 年 6 月 7 日

卡塔尔代表的信，

转递厄立特里亚

和吉布提之间的

一项协定 

(S/2010/291) 

吉布提、厄立特里

亚、索马里 

主管政治事务的

副秘书长 

吉布提，厄立特里

亚，主管政治事务

的副秘书长 

 

 2010 年 7 月 12 日

安全理事会关于

索马里和厄立特

里亚的 751(1992)

号和第 1907(2009)

号决议所设委员

会主席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S/2010/372) 

2010 年 6 月 30 日

厄立特里亚代表

就秘书长关于厄

立特里亚的报告

的信 

(S/2010/350)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316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316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362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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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根据第 37 条 

发出的邀请 第 39 条和其他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投票情况 

(赞成-反对-弃权) 

       
6674 

2011 年 12 月 5 日 

 加蓬、尼日利亚提

交的决议草案 

(S/2011/744) 

吉布提、厄立特里

亚、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索马里、

乌干达 b
 

 10个安理会成员，c
 

吉布提、埃塞俄比

亚、肯尼亚、索马

里、乌干达 

第 2023(2011) 号

决议 

13-0-2d 

支助非洲联盟维持和平行动 

6409 

2010年10月22日 

秘书长关于支助

经联合国授权的

非洲联盟维和行

动的报告 

(S/2010/514) 

 阿尔及利亚、澳大

利亚、埃塞俄比

亚、芬兰、肯尼亚、

葡萄牙、南非、苏

丹 

非洲联盟和平与

安全事务专员，欧

洲联盟驻联合国

代表团代理团长 

秘书长、安理会所

有成员、所有应邀

者 e
 

S/PRST/2010/21 

6561 

2011 年 6 月 21 日 

联合国驻非洲联

盟办事处(驻非盟

办事处)的所做的

通报 

  秘书长驻非洲联

盟特别代表兼驻

非盟办事处首脑 

安理会全体成员，

秘书长特别代表 

 

几内亚湾海盗问题 

6633 

2011 年 10 月 19

日 

2011 年 10 月 17

日尼日利亚常驻

联合国代表给秘

书长的信 

(S/2011/644) 

 贝宁 西非国家经济共

同体政治、和平与

安全事务专员，几

内亚湾委员会主

管政治事务的副

执行秘书 

秘书长、安理会所

有成员、所有应邀

者 

 

6645 

2011年10月31日 

 法国、加蓬、德国、

印度、黎巴嫩、尼

日利亚、葡萄牙、

南非、英国、美国

提出的决议草案 

(S/2011 年/673) 

   第 2018(2011) 号

决议 15-0-0 

 a 2011 年 2 月，安理会第 6486 次、6490 次和第 6491 次会议在题为“非洲和平与安全”的项目下审议了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有关的问题。依照安全理事会主席 2011 年 3 月 16 日的说明(S/2011/141)，自该日起，安理会先前对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有关问题的审议归入题为“利比亚局势”的项目。关于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项目下举行的会议情况，见第一部分，第

16 节。 

 b 代表吉布提和索马里出席会议的是各自的总统；埃塞俄比亚代表以本国总理、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主席的双重身份发言；代

表肯尼亚出席会议的是该国外交部长；代表乌干达出席会议的是该国驻非洲联盟代表。所有人都通过视频从亚的斯亚贝巴

参加了会议。 

 c 中国、法国、加蓬、德国、黎巴嫩、尼日利亚、俄罗斯联邦、南非、联合王国和美国。 

 d 赞成：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哥伦比亚、法国、加蓬、德国、印度、黎巴嫩、尼日利亚、葡萄牙、南非、联合王

国、美国；弃权：中国、俄罗斯联邦。 

 e 代表乌干达出席会议的是该国第一副总理兼东非共同体事务部部长，代表尼日利亚的是该国外交部长。索马里过渡联邦政

府外交部长也参加了会议。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674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674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09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09
http://undocs.org/S/PRST/2010/21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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