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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与前斯拉夫局势有关的项目

 A.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概要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局势举行了六次会议，通过两份决议。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问题高级代表就不断演变中的政

治和安全局势以及该国目前和今后面临的挑战，四次

向安理会通报情况。在这些会议期间，安理会讨论了

政治局势以及高级代表、多边稳定部队(欧洲联盟部队

——欧盟部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在该国的角

色；因为他们受权确保有关方面继续遵守《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和平总框架协定》(《代顿协定》)，469
 这

一协定于 1995 年结束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战

斗。 

 安理会两次延长欧盟部队和北约存在的任期，每

次各延长 12 个月，包括授权参加这些部队的会员国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帮助两组织完成其使命。470 

2010年 5月 24日和 11月 11 日：高级代表通报

情况 

 2010 年 5 月 24 日，安理会听取了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问题高级代表所作的情况简报。他祝贺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18 年。他在发

言中概述了在以下方面迄今取得的进展：欧洲-大西

洋一体化，同北约商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加入北

约行动计划，销毁战争遗留下来的不安全武器和爆炸

物，以及区域和解；他突出提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对联合国工作作出的贡

献。高级代表指出，该国当前和今后面临诸多挑战，

关切地注意到，斯普斯卡共和国领导层企图举行全民

投票，以否认高级代表的权威及按照《代顿协定》所

作的决定。他指出，有关方面对波黑应当或可能成为

什么类型的国家——是高度中央集权呢，还是高度权

力下放的国家？——缺乏起码和基本的共识，这一点

__________________ 

 469 S/1995/999。 

 470 第 1948 (2010)和 2019 (2011)号决议。关于欧盟部队的任

务规定，详见第八部分，第三节，“安全理事会承认区域

安排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努力”。 

依然阻碍着该国的进展。以下情况使得局势更趋恶化：

政府处于分裂状态，失业率上升，宪政改革不力以及

族群分裂。他提到十月份的选举，敦请所有各方利用

竞选活动，为促成积极变革造势。他吁请所有各方遵

守《代顿协定》，并营造建设性的改革氛围。最后，他

赞扬欧洲联盟持续致力陪伴该国走上稳定之路。471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主席发言时突出

提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

18 年间所面临的挑战和取得的重大进展，包括波黑

现在成为安理会非常认理事国。他特别指出，在“所

谓的实体投票机制”方面，国内缺少进展，而且存在

着系统性违反《代顿协定》的情形。他吁请安理会坚

持《代顿协定》的各项承诺，继续成为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和平稳定以及全区域和平稳定的卫士。472
 

 欧洲联盟代表团代团长特别提到欧洲联盟援助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的各项举措，包括提供大

量财政援助和专门知识。他重申，欧盟大力支持高级

代表，吁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所有各方全面遵守

高级代表作出的决定并尊重其权威。473
 

 安理会许多成员赞同高级代表在其报告中表达

的关注。不过，俄罗斯联邦代表指出，不能认为该报

告是客观和平衡的，其中公然载有许多反塞族的过激

言论。474
 发言者欢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国际

和区域两级取得的进展，如努力争取欧洲——大西洋

一体化以及加入北约行动计划。他们敦请该国所有各

方加强内部对话及合作，实现真正的和解并在警察改

革、内部团结和多族裔稳定问题上取得进一步进展。

安理会大多数成员还表示支持国际上提供援助，以加

强安全和法治机构，同时邀请所有领导人在 10 月选

举间保持克制，不要发表反《代顿协定》的言论。 

 2010 年 11 月 11 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问

题高级代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指出波斯尼亚和黑塞

__________________ 

 471 S/PV.6319，第 2-5 页。 

 472 同上，第 5-8 页。 

 473 S/PV.6319，第 22-24 页。 

 474 同上，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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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维那的总体政治局势依然很复杂。有一些积极的事

态发展，包括波斯尼亚人在欧洲联盟申根区域内免签

证旅行，在与塞尔维亚达成和解方面也有进展。不过，

他指出，过去一年间，在欧洲-大西洋一体化和加入

北约所需要的重大改革方面，基本上没有任何进展。

在战后的头 11 年间，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过去

4年间，该国的基本架构处于政治僵局和停滞状态，

其体制正常受到挑战；他对此表示遗憾。他补充指

出，在执行高级代表办公室过渡或关闭的目标和条

件方面，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但表示，人员配置已

经减少。他还注意到，波斯尼亚选举当局高效地进

行了选举，国际选举观察团认定，选举是按照国际

标准进行的。47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主席

就 15 年前签署《代顿协定》以来、政治经济领域所

取得的进展发表了评论。476
 

 克罗地亚代表指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

的克罗地亚族人是最小和最弱势的群体。他指出，他

们在参与决策进程，尤其是在联邦一级，应当拥有平

等权利。477
 许多发言者祝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主席团主席连选连任，欢迎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欧

洲联盟关于免签证旅行的决定以及区域关系改善。安

理会成员要求全面执行《代顿协定》，谴责任何具有

分裂性的、反《代顿协定》的言论，同时鼓励在所有

各级迅速组成新政府。他们对延长欧盟部队任期表示

支持，吁请在从高级代表办公室向欧洲联盟特别代表

过渡方面取得进展。 

2010年 11月 18日和 2011 年 11月 16日：延长

欧盟部队的授权期限 

 2010 年 11 月 18 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1948 

(2010)号决议，欢迎2010年10月 3日有序进行选举、

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增多，欢迎欧洲联盟决定准许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公民免签证入境。安理会按照

《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把欧盟部队的授权

期间又延长 12 个月。 

__________________ 

 475 S/PV.6421，第 2-5 页。 

 476 同上，第 5-7 页。 

 477 同上，第 19-20 页。 

 2011年11月16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019(2011)

号决议，要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治领导人履行

其民主职责，组成新的部长会议，避免发表具有分裂

性的言论并在朝向欧洲联盟一体化方面取得进一步

具体和可见的进展。安理会按照《宪章》第七章采取

行动，批准把欧盟部队任期再延长 12 个月。此外，

安理会欢迎北约决定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继续

保持存在。 

2011年 5月 9日和 11月 15 日：高级代表通报

情况 

 2011 年 5 月 9 日，安理会听取了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问题高级代表通报的情况；高级代表对斯普

斯卡共和国国民议会决定就中央司法机关问题举行

全民公决表示关注，因为这违反了《代顿协定》。高

级代表指出，在举行大选的七个月后，该国的总体政

治局势依然不令人满意，使得人们难以在国家一级组

成政府。他指出，自他提出上一次报告以来，在达到

关闭高级代表办公室所需的五项目标和两项条件方

面，并无任何进展。他指出，需要在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保持一个具有执行权的国际存在，这一点依然

显而易见。他敦请国际社会认真处理每况愈下的局势，

使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能够从体制方面解决其

问题，并向欧洲-大西洋全面一体化迈进。478
 

 俄罗斯联邦代表指出，高级代表继续武断地使用

波恩权力，这是不可接受的；斯普斯卡共和国议会决

定就高级代表采取行动的合法性举行全民公决，并没

有直接违反《代顿协定》。479
 其他发言者同高级代

表一样，也对举行全民公决的提议感到关注。他们敦

促所有各方进行建设性对话，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走向欧洲-大西洋一体化铺平道路。480 

 2011 年 11 月 15 日，高级代表向安理会通报情

况，指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持续存在政治停滞和

不稳定，对《代顿协定》形成挑战。在大选一年后，

国家一级的预算尚没有通过，部长会议也还没有成立。

__________________ 

 478 S/PV.6529，第 2-5 页。 

 479 同上，第 8-9 页。 

 480 同上，第 9-10 页(联合王国)；第 10-11 页(德国)；和第 11-12

页(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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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重申其建议，即：高级代表办公室以及欧盟部队继

续保持运作。不过，他指出，塞尔维亚总统和克罗地

亚总统继续执行其积极交往的政策，导致区域局势改

善，优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战事初开以来的任何

时候。481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代表称，该国局势比较复

杂，但并非不可解决。他说，有积极的安全环境，而

且 2011 年经济数据显示，有些改善的迹象，要克服

现有的局势，是有办法的。482
 俄罗斯联邦代表坚持

相信，对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前途而言，任何重 

__________________ 

 481 S/PV.6659，第 2-5 页。 

 482 同上，第 5-6 页。 

大决定均应由波斯尼亚人民自己作出，组成该国的三

个民族，波斯尼亚族、塞族和克罗地亚族之间并应达

成广泛的一致。483
 为此目的，塞尔维亚代表表示，

国际社会应当启动关闭高级代表办公室的进程。484
 

欧洲联盟代表团团长报告了作出努力、在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加强接触的情况。他指出，欧洲联盟任命

了新代表，以监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与欧洲

联盟有关的事项，从而加强欧盟的政治存在。485
 大

多数发言者对再次延长欧盟部队任期表示支持。

__________________ 

 483 同上，第 13 页。 

 484 同上，第 20 页。 

 485 同上，第 19 页。 

会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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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9 次会议 

2010 年5月24日 

2010 年 5 月 14

日秘书长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10/235) 

 克罗地亚、塞尔

维亚 

负责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问题

的高级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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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1次会议 

2010年11月11日 

2010 年 11 月 8

日秘书长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10/575) 

 克罗地亚、塞尔

维亚 

负责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问题

的高级代表 

安理会所有成员

和所有应邀者 

 

第6426次会议 

2010年11月18日 

2010 年 11 月 8

日秘书长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10/575) 

奥地利、法国、

德国、意大利、

俄罗斯联邦、土

耳其、联合王国、

美国提交的决议

草案 

(S/2010/582) 

德国、意大利   第 1948(2010)号

决议  

15-0-0 

第 6529 次会议 

2011 年 5 月 9 日 

2011 年 5 月 3 日

秘书长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S/2011/283) 

 克罗地亚、塞尔

维亚、土耳其 

负责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问题

的高级代表、欧

洲联盟代表团代

团长  

安理会所有成员

和所有应邀者 

 

第6659次会议 

2011年11月15日 

2011 年 11 月 3

日秘书长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11/682) 

 克罗地亚、塞尔

维亚 

负责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问题

的高级代表、欧

洲联盟代表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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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9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21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21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26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26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529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529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659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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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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1次会议 

2011年11月16日 

2011 年 11 月 3

日秘书长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11/682) 

2011 年 11 月 15

日秘书长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11/717) 

法国、德国、意

大利、尼日利亚、

葡萄牙、俄罗斯

联邦、西班牙、

联合王国、美国

提交的决议草案

(S/2011/713) 

意大利、西班牙   第 2019(2011)号

决议 

15-0-0 

 

 B. 安全理事会第 1160(1998)、1199(1998)、

1203(1998)、1239(1999)和 1244(1999)号

决议 

概要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题为“安全理

事 会 第 1160(1998) 、 1199(1998) 、 1203(1998) 、

1239(1999)和 1244(1999)号决议”的项目举行了 11

次会议，包括一次闭门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安理会

讨论了与第 1244(1999)号决议有关的事态发展，包括：

米特罗维察北部地区发生族裔间暴力事件，以及国际

法院就 2008 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合法性所作

裁定。讨论还重点涉及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特派团

(科索沃特派团)的工作，以及其他专题，包括，欧洲

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以及驻

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的作用。486 

2010年 1月 22日和 5 月 17日：秘书长特别代

表通报情况 

 2010 年 1 月 22 日和 5 月 17 日，安理会听取了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科索沃特派团团长通报的情况。特

别代表在通报情况时，概要地说明了该区域的事态发

展，指出，科索沃整体局势目前是稳定的。同时，他

提请大家注意有可能出现局势动荡和不稳定的情况，

尤其是在科索沃北部地区。他指出，除其他活动外，

科索沃特派团继续为解决族裔间存在的实际问题进

行斡旋，并正在就涉及文化遗产和宗教遗产的问题同

__________________ 

 486 关于科索沃特派团的任务规定，详见第十部分，第一节，

“维持和平行动”。 

所有有关各方进行接触。他注意到，虽然在文化和宗

教传统领域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行动，但由于在国际法

院即将就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合法性发表咨询

意见问题上，各方早已自有其立场，这对其他领域的

进展情况也有很大影响。失踪人员问题依然是各族裔

间和解进程的一大挑战。由于人道主义和经济方面的

挑战，以及安全和财产方面的问题，回返村庄的问题

继续是科索沃其他地区局势紧张的源头。他遗憾地指

出，欧盟驻科法治团虽努力在米特罗维察北部地区重

设充分运作的多族裔法院，但结果复杂；事实证明，

设立充分运作的海关设施的工作遇到了困难。他着重

提到在秘书长责成进行的特派团整体规划进程方面

取得进展，指出科索沃特派团和联合国科索沃工作队

目前正在制定联合国战略框架，目的是确保科索沃的

长治久安。487 

 在第 6264 和 6314 次会议上，塞尔维亚总统和塞

尔维亚外交部长分别重申他们一贯摒弃科索沃单方

面宣布的独立，指出，塞尔维亚民主这一原则立场依

然坚如磐石、决不动摇。他们赞许科索沃特派团和欧

盟驻科法治团发挥其作用，为负责的各利益攸关方协

力改善普通人(不论其族裔为何)生活作好铺垫。不过，

他们指出，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没有能够赞同切实的、

地位中立的接触，尤其是在法治领域。488 

 相比之下，斯肯德·希塞尼先生坚持认为，科索

沃的独立不可逆转；他表示，科索沃的独立对可持续

的区域和平与安全作出了贡献。他重点提到积极的事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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