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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06年 11月 22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概述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举行了九次会议，

就题为“2006 年 11 月 22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的项目，通过三份决议和一份主席声明。449
 

在会议上，秘书处高级官员向安理会通报了尼泊尔和

平进程的进展以及联合国尼泊尔特派团(联尼特派团)

的工作。2010 年三次延长了联尼特派团的任期，2011

年 1 月 15 日，在运作四年后，该特派团任务宣告结

束。450 

2010年 1月 15日和 21日：和平进程的进展 

 2010 年 1 月 15 日，秘书长驻尼泊尔特别代表兼

联合国尼泊尔特派团团长报告了和平进程方面的积

极进展；和平进程是随着 2005 年 12 点谅解的签署而

启动的，在一年后的《全面和平协定》中又得到巩固。

积极的事态发展有：设立了高级政治机制，以处理待

决的和平进程问题，包括起草新宪法和毛主义军事人

员复员。不过，她指出，政治局势日益不稳，加之又

没有一个监督《协定》执行情况的、可信和独立的国

家监测机制，有可能削弱整体和平进程。在此方面，

她鼓励各方在为处理对毛主义军事人员进行监督、整

合和复员问题而设立的特别委员会之内，商定把军事

人员并入安全部队的方式以及复员方式。她着重指出，

和平进程的主要行动者需要为联尼特派团的撤出制

定时间表，其中应列明各项基准。451 

 安理会 2010 年 1 月 21 日第 1909(2010)决议指出，

颁布民主新宪法的最后期限是 2010 年 5 月 28 日，并

欢迎尼泊尔政府与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就毛

主义军事人员在 2010 年 5 月 15 日前整合及复员问

题制定具有时限的行动计划，吁请他们协力确保完

成及实施此计划，并把联尼特派团的任期延长至同

一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449 S/2006/920。 

 450 第 1909(2010)、1921(2010)和 1939(2010)号决议。关于联

尼特派团的情况，详见第十部分，第二节，“政治和维持

和平特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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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5月 5日至 2010年 9月 15日：关于和

平进程和最后延长联尼特派团任期的情况简报 

 2010 年 5 月 5 日，秘书长驻尼泊尔代表报告说，

现在和平正处在紧要关头，因为谈判人员努力解决目

前毛主义支持者与政府之间的僵局，包括总罢工。她

指出，紧张局势每况愈下，尤其是在争取尊重新宪法

最后期限方面进展缓慢，大家对和平进程今后的走向

表达了关注。本来定于 5 月 28 日颁布新宪法，这一

日期过后，出现了政治真空，人们对此广泛感到警觉；

有鉴于此，正在进行谈判，延长立宪会议的任期。谈

判的内容还有：近 20 000 名毛主义军事人员重返社

会和复员，这要求制定一个精心规划、认真管理的实

施进程。她指出，针对联尼特派团撤出事宜，目前正

在进行讨论，利益攸关方就特派团在其任务规定范围

内向由国内力量驱动的和平进程提供支持和便利方

面的作用，表达了不同观点。452 

 2010 年 5 月 12 日，安理会通过第 1921(2010)号

决议，把联尼特派团的任期延长至 2010 年 9 月 15

日。安理会强调，现有的安排是作为临时措施(而非

长期解决办法)加以构思的，决定联尼特派团应当立

即开始为其撤出作出必要安排，包括在 2010 年 9 月

15 日前移交任何剩余的监测职责。此外，安理会对

最近的紧张局势表示关注，吁请所有各方通过和平谈

判化解分歧。 

 2010 年 9 月 7 日，秘书长驻尼泊尔代表指出，

秘书长报告 453
 所描述的和平进程状况并不令人感

到鼓舞，各政党没有花大力气来振兴政治和平进程。

为组成全国共识政府的谈判归于失败，政府和反对派

对联尼特派团在和平进程中的作用存在不同意见。就

分享权力、完成新宪法和整合毛主义军事人员等相互

关联的问题而言，她指出，和平进程中现有的空白表

明，人们长久以来不太愿意对可推动进展的谈判进行

投入。她回顾制出，联尼特派团是严格应各方邀请并

在各方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监测的。在各方没有延长协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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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情况下，联尼特派团不能继续应一方的请求去监

测另一方，也没有对监测机制进行根本性变动的权威。

她着重指出，需要有整体性的政治进展，以便让联尼

特派团执行其支持性任务，并回顾指出，秘书长在报

告中提议，在各方履行其承诺和联尼特派团逐步撤出

的范畴内，同经过正规渠道组成的新政府讨论特派团

的任务规定。秘书长然后再向安理会报告情况；如果

没有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就要提出另类措施，包括终

结特派团的任务。454 

 尼泊尔代表指出，他们我们本期望秘书长报告能

更加平衡、更加细致而且更准确地评估局势。他要求

适当承认政府推动和平进程的努力，包括加快制宪会

议的立宪进程。455 

 2010 年 9 月 15 日，安理会通过第 1939 (2010)

号决议，决定于 2011 年 1 月 15 日结束联尼特派团，

并请秘书长在 2010 年 10 月 15 日前报告执行尼泊尔

看守政府与各政党之间的四点协定的情况。该协定要

求在特别委员会起草的文件完成定稿，同时有一个继

续推进和平进程的谅解；把毛主义军队战斗人员置于

特别委员会管理之下；到 2011 年 1 月 14 日，完成和

平进程的剩余任务；以及最后一次把联尼特派团的任

期再延长四个月。 

2010年 10月 14日和 2011 年 1月 5日：关于结

束联尼特派团工作及审议过渡期及联尼特派团

后时期的情况 

 2010 年 10 月 14 日，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最

近刚访问过尼泊尔；他向安理会介绍了他对和平进程

状况的评估。他报告说，虽然各方作出了努力，但政

治僵局依然存在，现在要说双方已经走上能够在

2015 年 1 月 15 日前执行 9 月 13 日协定的道路，尚

为时过早。他指出，联尼特派团起初是任期一年，而

当初设想这是一个任期有限的重点特派团；该特派团

已经基本完成了任务。他说，应双方要求，联尼特派

团的驻留时间已经延长七次，但对特派团的任务规定

未作任何调整，而如果作出调整，本来是有可能使特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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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团提供更有效支持、以解决现在依然存在的争端的。

他突出提到各方和政府尚未履行各项承诺，而联尼特

派团也要面对各种争议，指出，联合国不赞成在有损

特派团有效运作之能力的氛围内、屡次延长特派团任

期。456 

 2011 年 1 月 5 日，秘书长驻尼泊尔代表在结束

联尼特派团四年参与工作的 10 天之前，对特派团的

工作作了回顾；她指出，设立联尼特派团，是要协助

尼泊尔 2008 年成功举行制宪会议选举，监测政府和

毛主义派别的武器和军队，向独立选举委员会提供援

助并协助监测停火行为规则。她着重指出，在选举后

如果对特派团的任务规定进行审查，对特派团而言本

来是有益的。她突出提到各方存在深刻分歧，政治僵

局持续存在，尤其是在毛主义军事人员的未来和颁布

新宪法方面。虽然通过此进程，在政治上有所收获，

但她对继续存在各种威胁(如可能发生叛乱或军队支

持搞政变)提出警告。就特派团定于 2011 年 1 月 15

日缩编前的过渡期间而言，她强调说，在设立机制、

以接受联尼特派团移交的监测责任的问题上，尚未达

成任何共识；因此，在特派团撤离后，可以预期法律

上出现空白。在政治层面，令她感到遗憾的是，组成

新政府和毛主义军事人员复员等重大待决问题仍未

得到解决。虽然在宪法问题上有所进展，但颁布宪法

要赶上 2011 年 5 月 28 日的最后期限，可能性不大。

该代表认定，联合国将保持接触，继续为和平进程取

得成功作出贡献。457 

2011年 1月 14日：在联尼特派团撤出前通过一

份主席声明 

 2011 年 1 月 14 日，在结束特派团任务的前夕，

安理会通过主席声明，吁请各方加倍努力，以履行其

按照《全面和平协定》所作的承诺，并鼓励尼泊尔看

守政府在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完成新宪法。安理会也

欢迎秘书长和联合国各机构不断做出努力，继续支持

和平进程，重申安理会本身也支持和平进程。458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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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2006年 11月 22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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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人 

决定和表决 

(赞成-反对-弃权) 

       第6260次会议 

2010 年1月15日 

秘书长关于尼泊

尔请求联合国提

供援助以支持其

和平进程的报告

(S/2010/17) 

尼泊尔代表请求

把联尼特派团任

期延长 4 个月的

信(S/2010/25，附

件) 

尼泊尔 秘书长驻尼泊尔

代表兼联尼特派

团团长 

所有应邀者  

第6262次会议 

2010 年1月21日 

秘书长关于尼泊

尔请求联合国提

供援助以支持其

和平进程的报告

(S/2010/17) 

联合王国提交的

决议草案 

(S/2010/32) 

尼泊尔代表请求

把联尼特派团任

期延长 4 个月的

信(S/2010/25，附

件) 

尼泊尔   第 1909(2010)号

决议 

15-0-0 

第 6308 次会议 

2010 年 5 月 5 日 

秘书长关于尼泊

尔请求联合国提

供援助以支持其

和平进程的报告

(S/2010/214) 

尼泊尔代表请求

把联尼特派团任

期延长 4 个月的

信 (S/2010/229，

附件) 

尼泊尔 秘书长驻尼泊尔

代表 

所有应邀者  

第6311次会议 

2010 年5月12日 

秘书长关于尼泊

尔请求联合国提

供援助以支持其

和平进程的报告

(S/2010/214) 

联合王国提交的

决议草案 

(S/2010/236) 

尼泊尔代表请求

把联尼特派团任

期延长 4 个月的

信 (S/2010/229，

附件) 

尼泊尔   第 1921(2010)号

决议 

15-0-0 

第 6377 次会议 

2010 年 9 月 7 日 

秘书长关于尼泊

尔请求联合国提

供援助以支持其

和平进程的报告

(S/2010/453) 

 尼泊尔 秘书长驻尼泊尔

代表 

所有应邀者  

第6385次会议 

2010 年9月15日 

秘书长关于尼泊

尔请求联合国提

供援助以支持其

和平进程的报告

(S/2010/453) 

联合王国提交的

决议草案 

(S/2010/476) 

尼泊尔代表请求

把联尼特派团任

期延长 4 个月的

信(S/2010/472) 

尼泊尔   第 1939(2010)号

决议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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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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人 

决定和表决 

(赞成-反对-弃权) 

       
尼泊尔联合共产

党(毛主义)主席

请求把联尼特派

团任期延长 6 个

月的信 

(S/2010/473) 

秘书长来信，转

递尼泊尔总理和

尼泊尔联合共产

党(毛主义)主席

分别提出的、把

联尼特派团任期

延长 4 个月的请

求(S/2010/474) 

第6398次会议 

2010年10月14日 

  尼泊尔 主管政治事务副

秘书长 

主管政治事务副

秘书长 

 

第 6465 次会议 

2011 年 1 月 5 日 

秘书长关于尼泊

尔请求联合国提

供援助以支持其

和平进程的报告

(S/2010/658) 

秘书长来信转递

关于撤出后问题

的三封信，一封

来自尼泊尔看守

政府，另两封来

自尼泊尔联合共

产党(毛主义)主

席(S/2011/1) 

尼泊尔 秘书长驻尼泊尔

代表 

所有应邀者  

第6466次会议 

2011年1月14日 

秘书长关于尼泊

尔请求联合国提

供援助以支持其

和平进程的报告

(S/2010/658) 

 尼泊尔   S/PRST/2011/1 

21. 2010年6月4日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及其他相关信件 

概述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举行一次会议，

就题为“2010 年 6 月 4 日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10/281)及其他相关信件”

的项目发表主席声明。2010 年 7 月 9 日，安理会发

表主席声明，对 2010 年 3 月 26 日发生攻击、导致天

安号沉没、46 人丧生的事件表示痛惜。安理会强调

必须防止再发生此类针对大韩民国的攻击或敌对行

动，吁请全面遵守《朝鲜停战协定》，并鼓励通过和

平手段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459 

__________________ 

 459 S/PRST/2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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