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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18.  东帝汶局势 

概要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东帝汶局势举

行了八次会议，包括两次与部队派遣国举行的闭门会

议，367
 并通过两项决议。2010 年 2 月 20 日，安理

会第 1912(2016)号决议决定把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

派团(联东综合团)的任期 368
 延长一年，并欢迎秘书

长的报告，包括关于东帝汶国家警察分阶段恢复承担

警务职责的结论和建议。369
 2011 年 2 月 24 日，安理

会第 1967(2021)号决议把联东综合团的任期延长一

年，除其他外，请联东综合团在其现有任务规定范畴

内，支持 2012 年计划举行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的

筹备工作，以及东帝汶国家警察进一步的机构发展和

能力建设。 

 在此期间，安理会听取了秘书长东帝汶问题特别

代表兼联东综合团团长就特派团活动所作的情况通

报，包括东帝汶国家警察恢复履行警务职责以及向定

于 2012 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提供技术和后

勤支持。 

2010年 2月 23日和 2010年 10月 19日关于东

帝汶国家警察恢复履行警务职责的情况简报 

 2010 年 2 月 23 日，秘书长特别代表报告说，自

从 2006 年事件以来，东帝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该

国已经进入新阶段，现在大家特别注重为维持稳定、

加深民主和法治、减少贫穷以及加强体制所需要采取

的措施。她指出东帝汶的长期安全稳定取决于东帝汶

国家警察恢复行使主要的警务职责。她强调，联东综

合团警察部门的重新配置和调整方向，将会是她工作

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其中包括支持东帝汶国家警察

进一步的技能发展，并增加了社区警务和刑事调查工

作。就总体安全部门而言，她说，东帝汶国家警察和

__________________ 

 367 第 6275 和 6332 次会议。 

 368 关于联东综合团的任务规定，详见第十部分，第一节，“维

持和平特派团”。 

 369 S/2010/85。 

东帝汶国防军明确划分和界定角色和职责，以及加

强文职人员监督和管理能力，属于特别紧要的待决

问题。370 
 

 东帝汶副总理指出，东帝汶稳定和和平的政治环

境已成为现实，表明安理会的决定是正确的，联合国

在东帝汶的干预行动取得了很大成功。他报告说，东

帝汶的经济正在得到有力的增长，政府正在财务问责

制和透明度领域作出努力，加强其司法机构和法治，

并改进与本区域各国的关系。他说，东帝汶国内有一

项共识，即：联东综合团应依照秘书长的建议，在该

国继续留住至 2012 年。371 
 

 发言者对东帝汶安全局势在此期间保持稳定总

体表示欢迎。好几位发言者着重指出，必须明确界定

东帝汶国家警察和东帝汶国防军的角色和职责，因为

两者之间的关系目前处于不明确状态，这有可能成为

不稳定的起因。372
 好几位发言者虽然欢迎东帝汶国

家警察恢复行使警务职责，但也强调必须进行充分的

能力建设，要对国家警察人员进行适当的培训。373
 

 2010 年 10 月 19 日，秘书长特别代表报告说，

东帝汶的安全和政治局势继续保持稳定，使得国家机

构得以侧重于应对该国长期的挑战。她指出，许多计

划战略和体制的发展制定，都是着眼于长远，包括司

法部门战略规划和一揽子国家安全法律。就东帝汶国

家警察而言，她指出，政府正在同联东综合团密切协

作，制定各项战略，以迎接建设能力和加强体制方面

__________________ 

 370 S/PV.6276，第 2-5 页。 

 371 同上，第 5-8 页。 

 372 同上，第 12 页(联合王国)；第 13 页(乌干达)；第 14 页(墨

西哥)；第 17 页(巴西)；和第 18 页(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 

 373 同上，第 8 页(日本)；第 11 页(俄罗斯联邦)；第 12 页(联

合王国)；第 14 页(墨西哥)；第 15 页(美国)；第 16 页(土

耳其)；第17页(巴西)；第18页(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第 20 页(尼日利亚)；第 24 页(南非)；和 第 28- 29 页(葡

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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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战，并为其恢复行使警务职责作准备。就司法部

门而言，她强调，已取得以下稳定的进展：国际法律

行动者从线性业务职能向咨询角色转变，同越来越多

的国家行动者开展协作。她指出，已同东帝汶政府就

设立联合机制以确保过渡进程符合政府战略事宜达

成了协定，联东综合团的职能是平稳地移交国家机构

的。374
 

 东帝汶代表强调，在东帝汶国家警察目前恢复行

使警务职责、颁布一揽子国家安全立法和完成国家战

略计划定稿等关键领域，取得了进展。不过，她说，

东帝汶继续面临诸多挑战，在其国家建设议程的现阶

段，和平与稳定、经济增长和减少贫穷以及司法和促

进人权领域，被任为是该国的优先事项。她展望恢复

进程以远的前景，指出加强东帝汶国家警察的工作已

进入新阶段，现在大家加紧努力发展可持续的国家能

力和机构。她吁请安理会成员和国际社会继续保持接

触，为建设稳定繁荣的东帝汶提供必要的援助。375
  

 发言者欢迎东帝汶继续保持稳定，欢迎政府为民

族和解、经济发展和建设机构能力作出努力。好几位

发言者指出，国家警察逐步恢复行使警务职责，犯罪

率并未因此上升。376
 俄罗斯联邦代表表示，转移警

务职责的时间表不应人为制定，而应以警察部队准备

状态为基础。377
 土耳其代表着重指出，联东综合团

的任务规定和部队组成在 2012 年选举前不应该再有

进一步的变动，任何进一步的努力必须着重于警察能

力建设和国家其他机构的能力建设。378
  

2011年 2月 22日和 11月 22日关于采取措施支

持东帝汶迎接 2012年选举的情况通报 

 2011 年 2 月 22 日，秘书长特别代表表示相信，

东帝汶国家警察恢复行使主要警务职责的工作，会在

未来几个月内最后告一段落。随后将进入改组阶段。

在此阶段，联东综合团警察将主要侧重于国家警察进

__________________ 

 374 S/PV.6405，第 2-5 页。 

 375 同上，第 5-8 页。 

 376 同上，第 10 页(联合王国)；第 11 页(巴西)；第 20 页(土

耳其)；第 25 页(菲律宾)；和第 28 页(欧洲联盟)。 

 377 同上，第 17 页。 

 378 同上，第 20 页。 

一步的机构加强和能力建设。他强调，联东综合团至

关紧要的一项任务就此帮助确保国家警察作为专业

和公正的国家警察部门立足；该部门应得到东帝汶人

民的信任，且能保障公共安全，同时适当尊重人权和

法治。他指出，今后所要面对的重大的政治挑战包括

2012 年国家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就此，政府已表

示需要继续得到联合国的选举支持。379
  

 东帝汶总理兼国防与安全部长概述了五党联合

政府 2007 年 8 月就职以来在各部门所取得的成绩。

他指出，政府正在正式申请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东

盟)。他强调，恢复和平与稳定，主要是在国家警察

和东帝汶武装部队启动的改革的结果——两部门克

服了相互间的分歧。执行部门的职责从联合国警察向

东帝汶国家警察的转移应于 2011年 3月 27日前完成，

但国家警察将继续需要联合国警察在咨询和能力建

设职能方面提供援助。就选举期间而言，他着重指出，

东帝汶将同联东综合团拟就特别协定，使得联合国警

察能同国家警察一道，联手参加该国维持公共秩序的

工作。380 
 

 大多数发言者对联东综合团和联合国国家工作

队协助东帝汶向持久稳定和民主过渡表示赞赏。好几

位发言者欢迎联东综合团努力支持东帝汶国家警察

进行培训、能力建设和机构发展。381
 好几位发言者

着重指出，只有在政府对有罪不罚现象采取坚定手段

并将犯有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的人员绳

之以法后，才能实现长期稳定。382
  

 2011 年 11 月 22 日，秘书长特别代表报告说，

2011 年 3 月 27 日，东帝汶国家警察重新担负起在该

国开展、指挥和控制所有警察行动的责任。他指出，

联东综合团加强了重点工作，向国家警察的进一步体

制发展和能力建设提供支持，并将在 2012 年选举期

间维持这一能力。就 2012 年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而

__________________ 

 379 S/PV.6485，第 2-6 页。 

 380 同上，第 6-10 页。 

 381 同上，第 10 页(印度)；第 11-12 页(美国)；第 13 页(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第 29 页(澳大利亚)。 

 382 同上，第 12 页(美国)；第 14 页(法国)；第 17 页(联合王

国)；第 21 页(哥伦比亚)；第 22 页(黎巴嫩)；第 23 页(德

国)；和第 31 页(欧洲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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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他指出，联合国将通过联东综合团和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联合选举支助小组，向选举提供支持。她进一

步鼓励国际伙伴派遣观察员并向联合国选举活动提

供财政支持。383
  

 东帝汶外交和合作部长着重强调在好几个领域

取得的重大进展，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和社会稳定以

及防卫和安全部门的改革。他指出，在选举后，东帝

汶将开启新阶段：联东综合团会逐步撤出，该国将加

入东盟。384 
 

 发言者欢迎东帝汶取得的进展，尤其是其经济增

长，强调以透明、和平方式进行 2012 年选举的重要

性。许多发言者欢迎东帝汶与东帝汶政府在制定联合
__________________ 

 383 S/PV.6664，第 2-5 页。 

 384 同上，第 5-8 页。 

过渡计划以及联东综合团将警务职责悉皆顺利移交

国家警察方面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385
 联合王国代

表强调，联东综合团应慎重、高效地进行撤出，并强

调，必须要为联东综合团人员在选举后的撤离制定更

加明晰的时间表。386
 俄罗斯联邦代表指出：关于联

东综合团撤出的最终决定，应当顾及当时的政治及安

全局势，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之后作出；为联合国

其后的存在而作的安排应当视同新当选政府进行实

质性讨论的情况而定。387 

__________________ 

 385 同上，第 9 页(巴西)；第 11 页(美国)；第 12-13 页(南非)；

第 13 页(法国)；第 15 页(印度)；第 17 页(联合王国)；第

18 页(俄罗斯联邦)；第 20 页(德国)；和第 21 页(葡萄牙)。 

 386 同上，第 17 页。 

 387 同上，第 18 页。 

会议：东帝汶局势 

会议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规则第 37 条邀请 

规则第 39 条邀请  

和其他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表决  

(赞成-反对-弃权) 

       第6276 次会议 

2010 年 2 月23 日 

秘书长关于联

合国东帝汶综

合特派团的报

告(S/2010/85) 

 澳大利亚、爱尔

兰、马来西亚、

新西兰、葡萄

牙、南非、东帝

汶(副总理) 

负责东帝汶问

题秘书长特别

代表兼联东综

合团团长、欧洲

联盟常驻联合

国代表团代团

长 

安理会所有成

员和所有应邀

者 

 

第 6278 次会议 

2010年 2 月 26日 

秘书长关于联

合国东帝汶综

合特派团的报

告(S/2010/85) 

21 个会员国提

交的决议草案 a 

(S/2010/95) 

澳大利亚、马来

西亚、新西兰、

菲律宾、葡萄

牙、南非、东帝

汶 

  第 1912(2010)号

决议 

15-0-0 

第6405次会议 

2010年10月19日 

秘书长关于联

合国东帝汶综

合特派团的报

告(S/2010/522) 

 澳大利亚、马来

西亚、新西兰、

菲律宾、葡萄

牙、南非、东帝

汶 

秘书长特别代

表、欧洲联盟代

表团团长  

安理会所有成

员和所有应邀

者 

 

第 6485 次会议 

2011年 2 月 22 日 

秘书长关于联

东综合团的报

告(2010 年 9 月

21 日至 2011 年

1 月 7 日期间) 

(S/2011/32) 

 澳大利亚、日

本、新西兰、菲

律宾、东帝汶(总

理兼国防和安

全部长) 

秘书长特别代

表、欧洲联盟代

表团代团长  

安理会所有成

员和所有应邀

者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276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276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278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278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05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05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85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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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规则第 37 条邀请 

规则第 39 条邀请  

和其他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表决  

(赞成-反对-弃权) 

       第 6487 次会议 

2011年 2 月 24 日 

秘书长关于联

东综合团的报

告(2010 年 9 月

21 日至 2011 年

1 月 7 日期间) 

(S/2011/32) 

20 个会员国提

交的决议草案 b 

(S/2011/86) 

澳大利亚、日

本、马来西亚、

新西兰、菲律

宾、东帝汶 

  第 1969(2011)号

决议 

15-0-0 

第 6664 次会议 

2011年11月22日 

秘书长关于联

合国东帝汶综

合特派团的报

告(S/2011/641) 

 安哥拉、澳大利

亚、日本、瑙鲁、

新西兰、巴布亚

新几内亚、c
 菲

律宾、东帝汶(外

交与合作部长) 

秘书长特别代

表、欧洲联盟代

表团副团长 

安理会所有成

员、根据规则第

39条第7款和规

则第 37 条邀请

的所有人员 d
 

 

 a 澳大利亚、奥地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中国、法国、加蓬、日本、黎巴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尼

日利亚、菲律宾、葡萄牙、俄罗斯联邦、南非、土耳其、乌干达、联合王国和美国。 

 b 澳大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中国、哥伦比亚、法国、加蓬、德国、印度、日本、黎巴嫩、黎巴嫩、马来西

亚、新西兰、尼日利亚、菲律宾、葡萄牙、俄罗斯联邦、南非、联合王国和美国。 

 c 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下列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发言：斐济、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瑙鲁、帕劳、巴布亚新几内

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和瓦努阿图。 

19. 阿富汗局势 

概要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阿富汗局势举

行 13 次会议，通过四项决议及一份主席声明。安理

会着重关注逐步向阿富汗全面负责提供安全、治理和

发展方向过渡。安理会审议了举行议会选举以及联合

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和联合国授权的国际

安全援助部队(安援部队)的工作和任务规定。 

 安理会两次延长了联阿援助团的任期，每次各延

长一年。388
 按照《宪章》第七章，安理会两次延

长安援部队的授权任务，每次延期一年，包括授权

参加安援部队的会员国为履行任务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389 
 

__________________ 

 388 第 1917(2010)和 1974(2011)号决议。关于联阿援助团的

情况，详见第十部分，第二节，“政治和维持和平特派团”。 

 389 第 1943(2010)和 2011(2011)号决议。关于安援部队的任务

规定，详见第七部分，第四节，“按照《宪章》第四十二

条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措施”。 

 安理会第 1988(2011)号决议设立了新的制裁制

度，请所有国家对与塔利班有关的任何个人、团体、

企业和实体采取措施，并另设委员会，监督针对塔利

班实施的措施。安理会第 1989(2011)号决议改变了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任务规定的范围，以专

门侧重于基地组织及有联系的个人、团体、企业和实

体。3902010 年 6 月 21 至 24 日，安理会还组团访问

阿富汗。391 
 

2010年 1月 6日至 2011年 12月 19日：过渡及

有关的政治事态发展 

 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期间，在伦敦、喀

布尔、里斯本、伊斯坦布尔和波恩举行了五次与阿富

汗有关的国际会议。国际社会和阿富汗共同决定逐步

向阿富汗当局负责安保、治理和发展的方向过渡。安
__________________ 

 390 详见第一部分，第 34 节，“恐怖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

造成的威胁”。 

 391 关于安全理事会访问团的情况，详见第一部分，第36节，

和第六部分，第二节，有关调查争端和实况调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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