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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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 

 487 S/PV.6264，第 2-4 页和 S/PV.6314，第 2-5 页。 

 488 S/PV.6264，第 5-9 页和 S/PV.6314，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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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发展，强调塞尔维亚继续干涉科索沃事务、造成不

稳定——那是不可接受的。489 

 安理会好几位成员对科索沃特派团与欧盟驻科

法治团之间开展合作表示赞赏，赞许他们继续努力促

进科索沃和该区域的安全与稳定。许多代表赞许科索

沃选举当局成功地组织了市政和市长选举。秘书长在

报告中突出强调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490
 代表们

同样也对保护宗教遗产和文化遗产表达了关注。他

们还吁请双方彼此合作并同科索沃特派团合作。大

多数发言者对便利所有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回返事宜

表示关注。俄罗斯联邦代表特别重申愿意进一步作

出政治努力，按照第 1244(1999)号决议来处理科索

沃问题。491
 加蓬代表称，加蓬总是在任何导致自决

的进程中尊重国际规则，因此不承认任何单方面宣布

独立的行为。492 

2010 年 7 月 6 日：科索沃北部米特罗维察的 

爆炸 

 2012 年 7 月 6 日，应塞尔维亚代表请求，安理

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在科索沃北部发生的爆炸。爆

炸到导致一人丧生，并有可能引发进一步的暴力事件。

塞尔维亚总统叙述了 2010 年 7 月 2 日发生的这起事

件，敦请国际社会确保已发生的事件绝对不再重演。

他表示，执行秘书长的六点计划，是在科索沃实现稳

定的唯一途径。493 

 在此次会议上，特别代表确认，联合国将继续同

所有各方接触，重申秘书长吁请各方致力于就科索沃

北部事项进行对话。494 

 欧盟驻科法治团团长谴责这起暴力事件。他强调，

安全局势并不存在总体退步的风险，并补充指出，欧

盟驻科法治团在任何时候都恪守其任务规定。495
 

__________________ 

 489 S/PV.6264，第 9-12 和 S/PV.6314，第 9-11 页。 

 490 见 S/2010/5。 

 491 S/PV.6264，第 22 页；和 S/PV.6314，第 21 页。 

 492 S/PV.6264，第 15 页。 

 493 S/PV.6353，第 2-5 页。 

 494 同上，第 5-6 页。 

 495 同上，第 7 页。 

 希塞尼先生指出，科索沃政府正在尽其所能来调

查这起事件，并将行为实施者绳之以法。496
 

 安理会成员谴责这起事件，吁请所有各方避免挑

衅性言行。他们还吁请对此事项进行调查，以期将实

施者绳之以法。安理会成员进一步敦请所有各方通过

建设性对话，寻求这一问题的和平解决。许多成员重

申支持科索沃特派团在此方面发挥的作用。 

2010年 8月 3日和 11月 12 日：国际法院关于

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问题的咨询意见 

 2010 年 8 月 3 日，在国际法院就科索沃单方面

宣布独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后，安理会举行辩论。秘

书长特别代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指出科索沃局势相

对稳定。他指出：在各族裔社区之间和解方面进展乏

力；阻碍此种和解的未决问题，加上经济发展缓慢，

继续给社会不稳定带来风险。特别代表提到国际法院

咨询意见时，着重强调，联合国所作出的初定法律评

估认为，此项意见并不影响科索沃特派团的地位，也

不影响地位中立政策。他补充指出，此项裁决确认第

1244 (1999)号决议具有适用性。497 

 塞尔维亚外交部长评论说，国际法院字斟句酌地

从技术性角度研究单方面独立宣言的措辞，人们由

此可以得出结论，即：宣告独立本身并不会违反国

际法。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办法也给人留下了误读

的余地，可能会为国际社会带来问题成堆的后果，

包括在全球范围内把单边主义合法化方面迈出决定

性的一步。498
 

 希塞尼先生欢迎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表示应当

通过一份能够反映科索沃独立所造成的现实以及国

际法院裁定的新决议，以取代第 1244(1999)号决议。

他认为，用新决议取代此份决议，符合科索沃成为联

合国会员国的终极目标。499 

 大多数成员注意到国际法院 2010 年 7 月 22 日

发表的咨询意见，强调和平解决此问题的重要性。

__________________ 

 496 同上，第 7-9 页。 

 497 S/PV.6367，第 2-5 页。 

 498 同上，第 5-8 页。 

 499 同上，第 8-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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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些成员指出此份咨询意见的局限性，坚持

认为第 1244(1999)号决议是化解科索沃局势的法

律框架。500 

 2010 年 11 月 12 日，秘书长科索沃问题特别代

表向安理会通报了执行第 1244(1999)号决议的情况。

他指出，自秘书长报告发布以来，501
 科索沃议会支

持对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代总统已发布法令，规定

在 2010 年 12 月 12 日提前进行选举。他还指出，自

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以来，在促进区域合作和管理

米特罗维察北部方面，科索沃当局越来越不愿意与科

索沃特派团合作。502 

 塞尔维亚共和国外交部长和芙罗拉·希塔库夫

人重申其原则立场，但同时表示愿意参与由欧洲联盟

所促成的对话。503 

 安理会成员欢迎科索沃特派团继续发挥作用，重

申该特派团同欧盟驻科法治团开展合作的重要性。许

多代表欢迎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9 日一致通过第

64/298 号决议，开启了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之间实用、

睦邻关系的新纪元。 

2011年 2月 16日和 5 月 12日：科索沃议会选

举和有关非法贩运人体器官的指控 

 2011 年 2 月 16 日，特别代表向安理会介绍了秘

书长的报告。504
 他提请安理会注意科索沃当局主持

了第一次议会选举；此次选举既非在第 1244(1999)

框架内举行，科索沃特派团在其中也未发挥任何作用。

有消息称，存在着大范围的违规和操纵选票现象，这

些问题后来都提交科索沃最高法院处理。欧洲委员会

议会特别报告员迪克・马蒂就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指

控提出报告，指出有非法的人体器官贩运活动涉及科

索沃解放军成员；特别代表就此指出，科索沃特派团

__________________ 

 500 同上，第 21 页(加蓬)；第 22 页(墨西哥)；和第 23 页(俄

罗斯联邦)。 

 501 S/2010/562。 

 502 S/PV.6422，第 2-4 页。 

 503 同上，第 4-6 页(塞尔维亚共和国)；以及第 6-8 页(芙罗

拉·希塔库夫人)。 

 504 S/2011/43。 

将同调查 机构通力合作。他注意到，有些政治问题

得不到解决，继续对科索沃长期稳定构成挑战。505 

 塞尔维亚外交部长吁请对作报告的指控展开全

面的独立的形式调查，指出调查机制应当由安全理事

会设立，并对安理会负责。506
 

 芙罗拉·希塔库夫人通知安理会，科索沃政府坚

决否认马蒂先生报告中的指控，但鉴于这些指控情节

严重，科索沃政府坚持要求由欧盟驻科法治团检察官

在实地从速启动一次彻底调查。507 

 安理会许多成员就科索沃选举中发生的违规情

况，以及科索沃塞族人口更多地参加发表了评论。同

时，他们对贩运人体器官的指控表示关切。他们欢迎

欧盟驻科法治团决定对这些指控进行初步调查，欢迎

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当局公开承诺在调查方面给予

全面合作。俄罗斯联邦代表重申其在科索沃地位问题

上的立场，对科索沃议会选举的合法性提出质疑。508 

 2011 年 5 月 12 日，安理会举行辩论，其间，特

别代表提出了秘书长关于科索沃特派团的报告。509
 

特别代表在通报情况时指出，科索沃议会选举阿蒂费

特・亚希亚加为总统，由此，科索沃似乎正在进入政

治更加稳定的阶段。他通知安理会，塞尔维亚代表和

科索沃代表之间已举行三次面对面的会晤。他指出，

经济前景不佳是回返进程的一大障碍。他还支持欧洲

委员会议会关于对贩运器官的指控进行独立调查的

要求。510
 

 塞尔维亚外交部长提到欧洲联盟促成塞尔维亚

与科索沃之间进行对话，表示相信，联合国应当参与

各次谈判。至于所指控的贩运器官行为，他对欧盟驻

科法治团进行调查的能力提出质疑，坚持认为，调查

应由安全理事会设立的机制进行。511 

__________________ 

 505 S/PV.6483，第 2-4 页。 

 506 同上，第 7 页。 

 507 同上，第 9 页。 

 508 同上，第 20 页。 

 509 S/2011/281。 

 510 S/PV.6534，第 2-4 页。 

 511 同上，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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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科索沃的恩维尔・霍扎伊先生对欧盟

驻科法治团表示支持，称该特派团有能力在科索沃开

展出色的工作，并调查关于在冲突期间发生战争罪的

指控。512
 安理会成员欢迎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

在对话的头三次会晤期间采取实用步骤，希望这将为

该区域的和平、安全与稳定铺平道路。联合王国、美

国和葡萄牙代表均对科索沃选出新总统并组成新政

府表示赞许。513 

2011年 8月 30日：普里什蒂纳——贝尔格莱德

对话推迟之后的科索沃局势 

 2011 年 8 月 30 日，代特别代表兼科索沃特派团

团长报告说，7 月，在科索沃有效地对塞尔维亚货物

实施禁运、并企图单方面部署一支特别警察部队以后，

科索沃北部发生了暴力事件。他通知安理会说，除其

他外，由于在科索沃海关印章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

普里什蒂纳——贝尔格莱德的对话推迟进行，此后，

局势就发生了变化。他补充指出，普里什蒂纳与贝尔

格莱德之间开展对话(而不是进行单方面行动)，取得

进展，对于减少进一步不稳定的可能性而言至关重要。

此外，他报告说，已经招聘了欧盟驻科法治团调查贩

运器官指控的工作队成员。514 

 塞尔维亚外交部长重申其立场，对此事件和科索

沃当局的行动加以谴责，强调必须恢复原先的状况。

他还表示，塞尔维亚继续致力于开展对话。515 

 霍扎伊先生提醒大家注意，塞尔维亚封锁科索沃

的出口，造成了经济方面的困难，在解释科索沃行动

背后的理由时，指出，科索沃被迫对塞尔维亚货物采

取回报措施。他还吁请安理会对参与对话的双方都给

予支持。516
 

 对于 7 月事件，安理会许多成员都对科索沃北部

局势恶化表示关切，吁请所有各方保持克制，防止今

后再发生此种事件。有些代表欢迎欧盟驻科法治团取
__________________ 

 512 同上，第 8-11 页。 

 513 同上，第 12 页(联合王国)；第 15 页(美国)；和第 20 页(葡

萄牙)。 

 514 S/PV.6604，第 2-4 页。 

 515 同上，第 4-9 页。 

 516 同上，第 9-12 页。 

得进展，并注意到成立了欧盟驻科法治团工作队。517
 

安理会未能就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提出的、关于科索沃

局势的主席声明草稿达成一致，哥伦比亚和俄罗斯联

邦代表对此表示遗憾。518 

2011年 9月 15日：应塞尔维亚和俄罗斯联邦代

表请求举行的紧急会议 

 2011 年 9 月 15 日，安理会应塞尔维亚和俄罗斯

联邦代表请求，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科索沃当局意图

在科索沃部队和欧盟驻科法治团的推动下，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单方面对北科索沃与塞尔维亚之间的行

政边界过境点(称为 1 号门和 31 号门)实施海关和边

界警察管制問題。519 

 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助理秘书长向安理会介绍了

科索沃北部持续的紧张局势，突出提到科索沃特派团

及其国际伙伴倡议：遏制当前局势，阻遏单方面行动

或使用武力和暴力的行为。科索沃当局实施已宣布的

计划，可能会危及稳定，导致又一轮暴力行为；他对

此表示关切。因此，他吁请双方负起责任来，防止科

索沃北部地区再度发生暴力事件。520 

 在助理秘书长通报情况后，安理会成员举行非公

开会晤，继续讨论科索沃局势。521 

2011年 11月 29日：组成欧盟驻科法治团特别

调查工作队 

 2011 年 11 月 29 日，新任特别代表报告说，科

索沃北部地区居民设立路障，以关闭通往塞尔维亚的

过境点，导致与科索沃部队发生暴力对抗。他坚持认

为，科索沃北部地区局势飘摇不定，安理会理应予以

重视，并发挥主导作用。他指出，所有人都应当欢迎

普里什蒂纳与贝尔格莱德之间恢复由欧洲联盟促成

的对话。他向安理会介绍了欧盟驻科法治团调查的最

新情况，指出特别调查工作队首席检察官会晤了科索

__________________ 

 517 同上，第 15 页(德国)；第 19 页(葡萄牙)；第 23 页(美国)；

和第 25 页(南非)。 

 518 同上，第 13 页(哥伦比亚)；和第 18 页(俄罗斯联邦)。 

 519 S/2011/574 和 S/2011/575。 

 520 S/PV.6616，第 2-4 页。 

 521 第 6617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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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领导人。他还提到贝尔格

莱德的立场，即：应当由安全理事会设立独立机构，

来牵头进行调查。522
 

 塞尔维亚代表欢迎任命了欧盟驻科法治团特别

调查工作队首席检察官。然而，他指出，欧盟驻科法

治团的任务规定并不足以使该团进行全面的调查；他

表示，欧盟驻科法治团的调查应当由安理会授权，并

对安理会负责。他指出，塞尔维亚再三警告说，单方

面强制性的行动可能会对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可是，

有一些关键的行动者继续对此充耳不闻。至于科索沃

的总体局势，他指出，除了北部地区发生的事件之外，

在南部，也发生了波及塞族人口的若干起暴力事件。

他指出，科索沃局势每下愈况，需要安理会更积极地

参与，他吁请安理会确保不再发生单方面的强制性行

为。523 

 霍扎伊先生指出，在承认科索沃、巩固科索沃国

家政权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方面取得了进展。就科索

沃北部地区的局势而言，他告诫说，这一局势对区域
__________________ 

 522 S/PV.6670，第 2-5 页。 

 523 同上，第 5-8 页。 

和平与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他说，塞尔维亚政府为

阻碍执行第 1244(1999)号决议和(力图确保保障北部

地区科索沃塞族拥有良好机制和权利的)阿赫蒂萨里

计划，已经竭尽所能。524 

 安理会成员欢迎恢复由欧洲联盟促成的对话以

及迄今所取得的进展，同时指出，其他还有一些极为

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许多代表团也持有秘书长

报告中 525
 对科索沃北部安全局势恶化所表达的关

切，谴责对科索沃部队实施的暴力行为。若干发言者

欢迎任命了特别调查工作队首席检察官，526
 而其他

人则表示，此种调查应当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并向安

全理事会报告。527
 俄罗斯联邦和南非代表吁请实施

证人和受害者保护制度。528

__________________ 

 524 同上，第 8-12 页。 

 525 见 S/2011/675。 

 526 同上，第 14 页(美国)；第 15 页(联合王国)；第 18 页(法

国)；和第 20 页(德国)。 

 527 同上，第 12 页(印度)；和第 19 页(俄罗斯联邦)。 

 528 同上，第 19 页(俄罗斯联邦)；和第 22 页(南非)。 

会议：安全理事会第 1160(1998)，1199(1998)，1203(1998)，1239(1999)和 1244(1999)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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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264 次会议 

2010 年 1 月 22 日 

秘书长关于科索沃

特派团的报告 

(S/2010/5) 

 塞尔维亚(总统) 负责科索沃问题秘

书长特别代表兼科

索沃特派团团长、斯

肯德·希塞尼先生 

安理会所有成员和

所有应邀者 

第 6314 次会议 

2010 年 5 月 17 日 

秘书长关于科索沃

特派团的报告 

(S/2010/169) 

 塞尔维亚(外交部长) 秘书长特别代表、斯

肯德·希塞尼先生 

安理会所有成员和

所有应邀者 

第 6353 次会议 

2010 年 7 月 6 日 

2010 年 7 月 2 日塞

尔维亚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 

S/2010/355) 

 塞尔维亚(总统) 秘书长特别代表、斯

肯德·希塞尼先生 

安理会所有成员和

所有应邀者 

第 6367 次会议 

2010 年 8 月 3 日 

秘书长关于科索沃

特派团的报告 

(S/2010/401) 

 塞尔维亚(外交部长) 秘书长特别代表、斯

肯德·希塞尼先生 

安理会所有成员和

所有应邀者 

第 6422 次会议 

2010 年 11 月 12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

科索沃特派团的报

告(S/2010/562) 

 塞尔维亚(外交部长) 秘书长特别代表，芙

罗拉·希塔库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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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4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264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314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314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353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353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367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367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22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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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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483 次会议 

2011 年 2 月 16 日 

秘书长关于科索沃

特派团的报告 

(S/2011/43) 

 塞尔维亚(外交部长) 秘书长特别代表，芙

罗拉·希塔库夫人 

安理会所有成员和

所有应邀者 

第 6534 次会议 

2011 年 5 月 12 日 

秘书长关于科索沃

特 派 团 的 报 告

(S/2011/281) 

 塞尔维亚(外交部长) 秘书长特别代表，恩

维尔·霍扎伊先生 

安理会 14 位成员，a

应邀者 

第 6604 次会议 

2011 年 8 月 30 日 

秘书长关于科索沃

特 派 团 的 报 告

(S/2011/514) 

 塞尔维亚(外交部长) 秘书长代特别代表，

恩维尔·霍扎伊先

生 

安理会所有成员和

所有应邀者 

第 6616 次会议 

2011 年 9 月 15 日 

2010 年 9 月 13 日塞

尔维亚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 

(S/2011/574) 

 塞尔维亚(外交部长) 主管维和行动助理

秘书长，恩维尔·霍

扎伊先生 

主管维和行动助理

秘书长 

 2011 年 9 月 14 日俄

罗斯联邦常驻联合

国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S/2011/575) 

    

第 6617 次(闭门)会议

2011年9月15日 

  26 个会员国 b
 主管维和行动助理

秘书长，恩维尔·霍

扎伊先生 

 

第 6670 次会议 

2011 年 11 月 29 日 

秘书长关于科索沃

特派团的报告 

(S/2011/675) 

 塞尔维亚(外交部长) 秘书长特别代表，恩

维尔·霍扎伊先生 

安理会所有成员和

所有应邀者 

 a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代表没有发言。 

 b 阿尔巴尼亚，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埃及，爱沙尼亚，芬兰，希腊，匈
牙利，爱尔兰，意大利，黑山，巴拉圭，秘鲁，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外交部长)，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
瑞典，瑞士，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荷兰。 

中东 

26.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概述 

 在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题为“中东局势，包

括巴勒斯坦问题”的项目举行了 27 次会议并通过了

一项主席声明。2010 年情况通报的主要重点是加沙地

带人道主义局势的不断恶化。2010 年 5 月 31 日加沙

船队事件之后，许多会员国再次呼吁结束以色列在巴

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活动。2011 年，讨论的主 

要重点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直接谈判的恢复和

搁置、巴勒斯坦申请加入联合国以及中东政治整体局

势、黎巴嫩的事态发展。这一期间还讨论了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和西岸问题。 

 2011 年，安理会审议了一项决议草案，其中除其

他外，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继续开展定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83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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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604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604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616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616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617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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