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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中国、哥伦比亚、加蓬、印度、以色列、黎巴嫩、尼日利亚、葡萄牙、俄罗斯联邦、南非、

联合王国和美国。 

 i 赞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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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尼日利亚、葡萄牙、俄罗斯

联邦、南非、联合王国；反对：美国。 

 j 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古巴、埃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日本、约旦、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墨西哥、摩洛哥、

纳米比亚、挪威、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坦桑

尼亚联合共和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k 孟加拉国、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埃及、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日本、约旦、哈萨

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马来西亚、摩洛哥、尼加拉瓜、巴基斯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乌干达和委

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l 巴林、孟加拉国、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

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摩洛哥、尼加拉瓜、挪威、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

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越

南。 

27. 中东局势 

概述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举行了 16 次会

议，其中包括就题为“中东局势”议程与部队派遣国

举行的 6 次闭门会议，并通过了 7 项决议和 3 项主席

声明。604
 安理会会议主要讨论了三个专题：(a) 联合

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605 
(b) 联合国

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606
 包括第 1701(2006)

号决议；(c)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此外，2011 年 10

月 21 日，安理会通过了关于也门局势的第 2014(2011)

号决议，其中要求除其他外，所有方面立即拒绝使用

暴力来达到政治目标，也门当局立即确保其行动符合

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法规定的各项义务。 

 安理会四次延长了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每次

六个月时间。607
 安理会两次延长了联黎部队的任务

期限，每次一年时间。608
 

__________________ 

 604 关于观察员部队，见 S/PV.6343，S/PV.6433，S/PV.6558

和S/PV.6680。关于联黎部队，见S/PV.6373和S/PV.6600。 

 605 关于观察员部队的任务规定的更多信息，见第十部分第

一节，“维持和平行动”。 

 606 关于联黎部队的任务规定的更多信息，见第十部分第一

节，“维持和平行动”。 

 607 第 1934(2010)号、第 1965(2010)号、第 1994(2011)号和第

2028(2011)号决议。 

 608 第 1937(2010)号和第 2004(2011)号决议。 

2010年 6月 30日至 2011年 6月 30日：延长观

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和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发生的事件 

 2010 年 6 月 30 日和 12 月 22 日，安理会分别决

定将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每次延长六个月。每一项

决定之后，安理会随即通过主席声明，同意秘书长的

发言，即“中东局势很紧张，并可能会继续如此，除

非和直到可以实现涵盖中东问题所有方面的全面解

决办法”。609
 

 2011 年 6 月 30 日，在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延

长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之后，安理会讨论了在 2011

年 5 月 15 日和 6 月 5 日发生的两起事件，当时示威者

在观察员部队行动区越过停火线，结果造成平民伤亡。

安理会成员对这两起事件表示关切，并呼吁以色列和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遵守《1974 年脱离接触协定》，双方

按协定均有义务防止违反停火线和隔离区的做法。一些

安理会成员提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局势，并呼吁该

国政府停止对本国人民的暴力镇压。610
 然而，俄罗斯

联邦代表和中国代表表示，延长观察员部队的任务规

定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局势是不同的问题，并不应

联系在一起，后者是该国的内部事务，并没有对国际

__________________ 

 609 S/PRST/2010/12 和 S/PRST/2010/30。 

 610 S/PV.6572，第 2 页(联合王国)；第 3 页(德国)；第 3 页(美

国)；和第 4 页(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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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61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

强调，该国致力于与观察员部队合作，并确保其人员

的安全，同时指出，除其他外，以色列尚未遵守第

497(1981)号决议，并尚未撤出戈兰高地。612
 他指出，

安理会应把注意力放在其任务范围内的真正问题之

上，而不应干涉会员国的内部事务。613
 以色列代表

表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没有履行其确保脱离接触

线安全的责任，公然企图转移国际社会对其暴力镇压

本国人民的注意力。614
 

2011年 8月 30日和 2011年 8月 30日，联黎部

队和第 1701(2006年)号决议 

 2010 年 8 月 30 日，在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延至 

2011 年 8 月 31 日之后，以色列代表声称，对黎巴嫩

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挑战仍然是真主党的军事集结。

他重申以色列关于全面执行第 1701(2006)号决议的承

诺，并强调必须遵守刚刚通过的第 1937(2010)号决议，

决议涉及到在蓝线和利塔尼河之间建立一个除黎巴

嫩人员和联黎部队外没有任何其他武装人员、资产和

武器的地区。他提到 2011 年 8 月 3 日的事件，即黎

巴嫩方面的枪击造成一名以色列军官被打死，另有一

人受伤，并呼吁黎巴嫩武装部队尊重整条蓝线。615
 黎

巴嫩代表指出，通过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例如在舒

巴的盖杰尔村和沙巴阿农场，除其他外，以色列不断

侵犯其主权。他强调，黎巴嫩致力于加强与联黎部队

的协调与合作。616
 

 2011 年 8 月 30 日，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联黎部队)的任务规定延长至 2011 年 8 月 31 日之后，

以色列代表指出，真主党继续进行军事集结，利用黎

巴嫩平民作为人盾，其针对联黎部队的暴力行为都对

黎巴嫩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黎巴嫩当局对制

__________________ 

 611 同上，第 5 页。 

 612 在该决议中，安理会除其他外，要求以色列撤销其在被

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实施其法律、司法管辖和行政管

理的决定。 

 613 S/PV.6572，第 5-7 页。 

 614 同上，第 7 页。 

 615 S/PV.5379，第 3 页 

 616 同上，第 4-5 页。 

止违反第 1701(2006)号决议的行为负有特别责任。他

指出，以色列期待黎巴嫩政府防止蓝线沿线的进一

步挑衅行动，并警告说，这种攻击可能导致局势恶

化。617
 黎巴嫩代表指出，由于以色列侵犯其领土、

领空和领水，第 1701(2006)号决议的目标和规定正在

不断遭到破坏。黎巴嫩鼓励秘书长加紧外交努力，确

保以色列撤出诸如盖杰尔村和沙巴阿农场等地区。618
 

2011年 4月 27日至 2011年 10月 4日：关于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情况通报 

 2011 年 4 月 27 日，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在向

安理会通报情况时报告说，3 月中旬 15 名学童在德拉

省因书写反政府涂鸦被拘留后，反政府示威在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开始。他指出，示威活动的地域和参与

范围已逐渐但稳步加大，最初要求更多自由和政治经

济改革已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呼吁政府下台。叙利亚当

局已作出的反应是各种改革措施和越来越多的暴力

镇压，包括在德拉省和霍姆斯等城镇，有报告称，据

说 300 多名示威者被安全部队杀害，以及对抗议者和

其他人的大规模的逮捕、酷刑和拘留。虽然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政府报告说，大多数平民都是由反政府武

装民兵杀害的，目前尚未提出任何证据。619
 在随后

的讨论中，大多数安理会成员表示深为关切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一些安理会成员明

确要求该政权立即停止其暴力镇压。620
 安理会其他

成员注意到政府宣布的改革，并表示希望双方将开

展包容各方的政治对话。621
 俄罗斯联邦代表对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和对抗给双方

造成的伤害表示关切，同时声称该国目前局势并未对

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622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代表说，持续不断的暴力行为是由极端主义团体犯下

__________________ 

 617 S/PV.6605，第 2-3 页。 

 618 同上，第４页。 

 619 S/PV.6524，第 2-4 页。 

 620 同上，第 4 页(美国)；第 5 页(联合王国)；第 5 页(法国)；

第 6 页(德国)；第 8 页(加蓬)。 

 621 同上，第 7 页(中国)；第 8 页(印度)；第 9 页(巴西)；第

9-10 页(尼日利亚)；第 10 页，(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第 10 页(葡萄牙)；第 11 页(哥伦比亚)。 

 622 同上，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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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目标是叙利亚政府的垮台。他概述了其政府的

各种改革努力，改革目的是满足公众的合法要求，并

说明叙利亚当局努力尽其最大克制。他表示，这些团

体在继续杀害无辜公民和安全部队成员，并一心要通

过屠杀和制造混乱推翻其政府。他说，叙利亚目前已

成为包括美国在内外部各方阴谋打击的目标。他指出，

该政府在保护本国人民免受敌人的阴谋煽动，因此，

安理会没有任何理由把讨论重点放在基本上属于其

国家内部事务问题上。623
 

 2011 年 8 月 3 日，安理会通过了一项主席声明，

其中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局势不断恶化表示严重

关切，并除其他外，呼吁叙利亚当局缓和危机地区

的人道主义局势，为此停止对受影响的城镇使用武

力，允许外界不受阻碍地接触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和

人员。624
 声明通过之后，黎巴嫩代表立即表示不同

意这项声明，指出黎巴嫩并不认为声明有助于解决该

国当前局势。625
 

 2011年 10月 4日，安理会就一项决议草案投票，

安理会这一决议除其他外，要求叙利亚当局立即停止

侵犯人权和对平民使用武力，并表示打算在 30 天内

审查该决议的执行情况，并考虑各种选项，包括《联

合国宪章》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措施。626
 由于安理会

一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未获通过。俄

罗斯联邦代表就其代表团反对决议草案的立场做出

解释，指出，俄罗斯代表团一直在与其他几个安理会

成员拟定另一项决议草案，其中强调，除其他外，尊

重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

不干涉其事务的原则。然而，付诸表决的决议草案是

以对抗理念为依据，其中包含有令人无法接受的最后

通牒式威胁，以及对叙利亚当局的制裁。他回顾了安

理会最近在利比亚的经历，并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

约)的解释和安理会决议的执行情况表示震惊。他就该

国局势指出，对于迅速停火的要求已转变为一场全面

内战，其影响超越了利比亚边界。他表示认为，结束

__________________ 

 623 同上，第 11-13 页。 

 624 S/PRST/2011/16。 

 625 S/PV.6598。第 2-3 页。 

 626 S/2011/612。 

这一危机的最佳办法是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开展包

容各方的叙利亚内部政治进程。627
 中国代表在解释

其代表团所投反对票时，表示国际社会应提供建设性

的援助，以促进实现一个由叙利亚人主导的包容各方

的政治进程，并应充分尊重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的主

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关于付诸表决的决议草案，该

代表团认为，相关制裁或威胁无助于解决危机，而且

可能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因此投了反对票。628
 一

些安理会成员表示遗憾的是，尽管为案文得到广泛支

持作出了努力，决议草案还是没有通过。629
 美国代

表对于安理会完全没有解决对区域和平与安全日益

增长的威胁表示愤慨。随着叙利亚政权在承诺改革之

后继续其暴行，反对安理会采取强有力行动的论点日

渐乏力。她说，虽然若干安理会成员和区域组织在努

力停止流血事件，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却拒绝履

行其国际义务。由于未能通过该决议草案，安理会错

过了承担其对叙利亚人民所负责任的一次机会。630
 

法国代表说，将在安理会和欧洲联盟与其所有伙伴一

道继续努力，确保叙利亚人民的权利得到承认和尊重，

以便有一天将暴力行为责任人绳之以法。631 联合王国

代表说，一些安理会成员通过双边接触试图与叙利亚

领导人沟通，而叙利亚政府承诺的改革却未能实现。

阻止该决议草案通过的国家现在有责任加紧努力，说

服政府结束暴力和实现真正的改革。632
 印度代表指

出，虽然印度承认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尊重其人民的基本

权利，但国家也有义务保护其公民免受武装团体和武装

分子伤害，因此在全副武装军事团体诉诸暴力侵害国家

权威和基础设施时，不能不采取适当行动。633
 南非代

表对其代表团就决议草案投弃权票做了解释，表示关

切提案国打算执行惩戒措施，并且这不是推动改变政

__________________ 

 627 S/PV.6627，第 3-5 页。 

 628 同上，第 5 页。 

 629 同上，第 3 页(法国)；第 5 页(葡萄牙)；第 7 页(联合王国)；

第 9 页(美国)；第 10 页(德国)。 

 630 同上，第 8-9 页。 

 631 同上，第 3 页。 

 632 同上，第 7 页。 

 633 同上，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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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秘密计划的一部分。634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

说，有某些国家在领导着以人权和保护平民为借口干

预别国事务的国际运动。这些国家不仅仍然拒绝承认

叙利亚存在着武装恐怖团体，而且还保护和支持这些
__________________ 

 634 同上，第 11 页。 

团体的领导人。他说，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是要将整

个世界引入一个新殖民时代和军事冒险行动，这注定

是要失败的。正是这些国家致使整个世界陷入两次世

界大战，数百万人丢掉了性命。635
 

__________________ 

 635 同上，第 14 页。 

会议：中东局势 

会议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规则第37条

邀请 

规则第 39 条和

其他邀请 发言人 

决定和表决 

(赞成-反对-弃权) 

 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 

2010年6月30

日第 6352 次

会议 

秘书长关于观察员部队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报告 

(S/2010/296) 

决议草案 

(S/2010/346) 

   第 1934(2010)号决议 

15-0-0 

S/PRST/2010/12 

2010 年 12 月

22 日第 6462

次会议 

秘书长关于观察员部队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报告 

(S/2010/607) 

奥地利、日本、美

国提交的决议草案

(S/2010/650) 

   第 1965(2010)号决议 

15-0-0 

S/PRST/2010/30 

2011年6月 30

日第 6572 次

会议 

秘书长关于观察员部队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报告 

(S/2011/359) 

法国、德国、葡萄

牙、俄罗斯联邦、

联合王国、美国提

交 的 决 议 草 案

(S/2011/385) 

以色列、阿

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 

 7 个安理会成

员 (中国、法

国、德国、黎

巴嫩、俄罗斯

联邦、联合王

国、美国)，所

有应邀者 

第 1994(2011)号决议 

15-0-0 

2011 年 12 月

21 日第 6693

次会议 

秘书长关于观察员部队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报告 

(S/2011/748) 

俄罗斯联邦和美国

提交的决议草案

(S/2011/779) 

   第 2028(2011)号决议

15-0-0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和第 1701(2006)号决议 

2010年8月30

日第 6375 次

会议 

2010 年 8 月 11 日秘书

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 

(S/2010/430) 

比利时、法国、意

大利、西班牙、美

国提交的决议草案

(S/2010/454)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

事会第 1701 (2006)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

报告(S/2010/352) 

比利时、以

色列、意大

利、西班牙 

 黎巴嫩、以色

列 

第 1937(2010)号决议 

15-0-0 

2011年8月 30

日第 6605 次

会议 

2011 年 8 月 5 日秘书长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11/488) 

法国、德国、意大

利、西班牙、美国

提交的决议草案

(S/2011/545) 

以色列、意

大利、西班

牙 

 1 个安理会成

员(黎巴嫩)、

以色列 

第 2004(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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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和

其他邀请 发言人 

决定和表决 

(赞成-反对-弃权)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2011年4月 27

日第 6524 次

会议 

  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

国 

主管政治事

务副秘书长 

安理会所有

成员、主管政

治事务的副

秘书长 

 

2011 年 8 月 3

日第 6598 次

会议 

    1 个安理会成

员(黎巴嫩) 

S/PRST/2011/16 

2011年10月4

日第 6627 次

会议 

 法国、德国、葡萄

牙、联合王国提交

的决议草案 

(S/2011/612) 

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

国 

 12 个安理会

成员
a
 

未通过的决议草案

(S/2011/612) 

9-2-4 
b
 

也门 

2011 年 10 月

21 日第 6634

次会议 

 法国、德国、葡萄

牙、联合王国、美

国提交的决议草案 

(S/2011/651) 

   第 2014(2011)号决议 

15-0-0 

 a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中国、哥伦比亚、法国、德国、印度、葡萄牙、俄罗斯联邦、南非、联合王国和美国。 

 b 赞成：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哥伦比亚、法国、加蓬、德国、尼日利亚、葡萄牙、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反对：中

国、俄罗斯联邦；弃权：巴西，印度，黎巴嫩，南非。 

28. 有关伊拉克的局势 

概述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有关伊拉克

的局势举行了 16 次会议，包括 2 次闭门会议，通过

了五项决议(三项根据《宪章》第七章)和三项主席

声明。 

 在该项目下举行的会议上，安理会听取了秘书长

伊拉克问题特别代表兼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联伊援

助团)团长关于联伊援助团各项活动和关于伊拉克政

治和安全局势的情况通报，包括国家议会选举筹备工

作和后来组建民族政府努力的通报。安理会还听取了

根据第 1905(2009)号决议所作通报，安理会在其中除

其他外，请秘书长和伊拉克政府提供详细资料，说明

加强对伊拉克发展基金的财务和行政监督的情况，并

请秘书长提供详细资料，说明执行后续安排要考虑的

的法律问题和备选方案。 

 从 2010 年到 2011 年，安理会两次延长了联伊部

队的任务期限，每次一年时间。636
 

2010年 2月 26日和 11月 12 日：通过一项关于

伊拉克为遵守不扩散和裁军制度所采取步骤的

主席声明 

 2010 年 2 月 26 日，安理会通过一项主席声明，

其中除其他外，欢迎 2010 年 1 月 18 日伊拉克外交部

长的信，其中证实伊拉克政府支持国际不扩散制度并

遵守裁军条约和其他有关国际文书，并强调伊拉克批

准了 2008 年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签署的

全面保障协定附加议定书的重要性。安理会还强调，

它准备一俟采取必要步骤便进行审查，以期取消第

__________________ 

 636 第 1936(2010)号和第 2001(2011)号决议。关于观察员部

队任务规定的更多信息，见第十部分第二节，“政治特派

团与建设和平特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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