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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2011年 2月 6日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会议和日期 规则第 37 条邀请 规则第 39 条邀请和其他邀请 发言者 

    第 6408 次会议(非公开) 

2011 年 2 月 14 日 

28 个会员国 a
 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东南

亚国家联盟主席 b
 

安理会所有成员、柬埔寨、泰国、

根据第 39 条邀请的所有人员 

 a 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副总理兼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加拿大、克罗地亚、埃及、芬兰、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墨西哥、缅甸、新西兰、尼日利

亚、挪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新加坡、西班牙、泰国(外交部长)、土耳其和越南。 

 b 印度尼西亚派出外交部长为代表。 

欧洲 

24.  塞浦路斯局势 

概述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塞浦路斯局势

问题举行了八次会议(包括同部队派遣国举行四次非

公开会议)，462
 并通过了四份决议。安理会审议了塞

浦路斯政治局势的方方面面，包括同联合国驻塞浦路

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任务规定有关的事态发

展。463
 此外，安理会着重讨论了以下问题：秘书长

转就分开两敌对社区的缓冲区划界问题开展斡旋，已

经努力促使双方继续同联塞部队协作并达成全面解

决。 

 安理会按照秘书长报告的建议，四次延长联塞部

队的任期，每次延期六个月。464 

2010年 6月 15日至 2011年 12月 14日：延长

联塞部队任期 

 2010 年 6 月 15 日，安理会通过第 1930 (2010)

号决议，欢迎在充分展开的谈判中迄今取得的进展，

把联塞部队任期延长六个月，至 2011 年 12 月 15 日。

安理会吁请双方继续同联塞部队就缓冲区划界和联合

国 1989 年备忘录问题进行协商，以期就未决问题及早

达成协定。安理会吁请塞浦路斯土族方面和土耳其部

队恢复斯特罗维利亚2001年6月30日前的军事状态。 

 2010 年 12 月 14 日，安理会通过第 1953(2010)

号决议，把联塞部队的任期又延长六个月，至 2011
__________________ 

 462 第 6331、6435、6550 和 6676 次会议。 

 463 关于联塞部队任务规定的情况，详见第十部分，第一节，
“维持和平行动”。 

 464 第 1930(2010)、1953(2010)、1986(2011)和 2026(2011)号
决议。 

年 6 月 15 日。安理会注意到秘书长报告的建议，465
 

吁请塞浦路斯希族和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乘谈判的

东风，以建设性和开放的方式参与此进程，包括为克

服剩余的重大分歧制定切实计划，为 2011 年 1 月他

们会晤秘书长作准备。此外，安理会吁请各方改善谈

判的公众氛围，包括注重向公众阐明共同点和今后的

道路，发表更有建设性和更加和谐的言论，并酌情让

民间社会更多地参与此进程。 

 安理会以 14 票赞成，1 票反对(土耳其)，通过第

1930(2010)和 1953(2010)号决议。土耳其代表发言对

投票作了解释，指出，自从通过设立联塞部队的第

186(1964)号决议以来，安理会其后延长联塞部队任

期的所有决议都是在岛上仿佛只存在一方的情况下

拟定的。他指出，至 1963 年以来，一直没有能够组

成代表全塞浦路斯的联合宪政政府。过去 46 年来，

有人把塞浦路斯希族政府视为全岛的政府，这一直是

达成公平、持久和全面的解决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他

表示，本来是应该寻求岛上双方明确共识的。466
 他

欢迎秘书长下决心对联塞部队进行不断审查，但关切

地指出，秘书长两份报告中都大力强调的、他要进行

更广泛评估的意图，467
 并未体现在安理会决定中。

尽管如此，他指出，土耳其将继续全面支持秘书长作

出努力，重申土耳其方面愿继续执行相关决议规定并

同联塞部队合作。468 

__________________ 

 465 S/2010/603。 

 466 S/PV.6339，第 2-3 页；和 S/PV.6445，第 2-3 页。 

 467 S/2010/603 和 S/2010/605。 

 468 S/PV.6445，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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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 6月13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1986(2011)

号决议，决定把联塞部队任期再延长六个月，至 2011

年 12 月 15 日。安理会吁请双方努力就剩余的核心问

题达成一致，为 2011 年 7 月他们同秘书长进行会晤

作准备，并允许扫雷人员进入，便利消除塞浦路斯缓

冲区内剩余的地雷。此外，安理会敦请所有各方更加

主动地在全岛各地遵循失踪人员委员会关于挖掘尸

骸的要求，包括在北方的军事区这样做，并把扫雷行 

动扩大到缓冲区外。 

 2011 年 12 月 14 日，安理会通过第 2026(2011)

号决议，决定把联塞部队任期再延长一段时间，至

2012 年 7 月 19 日。安理会欢迎迄今在充分展开的谈

判中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欢迎今后几个月间，可能

在争取达成全面、持久解决办法方面取得进一步和决

定性的进展。 

会议：塞浦路斯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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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9 

2010 年 6 月15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塞浦路斯行动

的报告 

(S/2010/264) 

秘书长关于其塞

浦路斯斡旋特派

团的报告 

(S/2010/238) 

中国、法国、俄

罗斯联邦、联合

王国、美国提交

的决议草案 

(S/2010/311) 

  土耳其 第 1930(2010)号

决议 

14-1-0
a

 

6445 

2010年12月14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塞浦路斯行动

的报告 

(S/2010/605) 

秘书长关于塞浦

路斯斡旋任务的

报告 

(S/2010/603) 

中国、法国、俄

罗斯联邦、联合

王国、美国提交

的决议草案 

(S/2010/631) 

  土耳其 第 1953(2010)号

决议 

14-1-0
b
 

6554 

2011年6月13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塞浦路斯行动

的报告 

(S/2011/332) 

秘书长关于塞浦

路斯问题谈判现

状的评估报告 

(S/2011/112) 

中国、法国、俄

罗斯联邦、联合

王国、美国提交

的决议草案 

(S/2011/355) 

   第 1986(2011)号

决议 

15-0-0 

第6685次会议 

2011年12月14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塞浦路斯行动

的报告 

(S/2011/746 和 

S/2011/746/Corr.1) 

中国、法国、俄

罗斯联邦、联合

王国、美国提交

的决议草案 

(S/2011/771) 

   第 20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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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国、加蓬、日本、黎巴嫩、墨西哥、尼日利亚、俄罗斯联邦、乌
干达、联合王国、美国；反对：土耳其。 

 b 赞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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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尼日利亚、俄罗斯联邦、乌
干达、联合王国、美国；反对：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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