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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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524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524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524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598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598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524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524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RST/2011/16&Lang=E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627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627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627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634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634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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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1991)号和第 707(1991)号决议中与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和民用核活动有关的限制。637
 

 2010 年 11 月 12 日，安理会通过一项主席声明，

其中除其他外，欣见伊拉克就组建一个民族伙伴政府

达成了协议，并鼓励伊拉克领导人重新致力于实现民

族和解。638
 

2010年 2月 16日至 8 月 4日：关于联伊援助团

支持 2010年 3月举行的国家议会选举的简报 

 2010 年 2 月 16 日，安理会在秘书长特别代表报

告正在为议会选举所进行筹备工作时听取了情况通

报。他说，联伊援助团为独立高级选举委员会提供了

咨询意见和技术支持。由于巨大的共同努力，已建立

基础设施为选民于 3 月 7 日前往投票站选举。他说，

重要的是，在这一进程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将在今后适

当适用。因此，联伊援助团就选举法和议会程序的基

本原理向新政府提供咨询意见，以及澄清三权的作用

和责任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对加强机构权威是必

需的。其他活动还包括联伊援助团与世界银行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合作，支持新政府通过其预算。639
 

 伊拉克代表强调了最近政治和安全方面的事态

发展，包括顺利通过经修订的《选举法》以及政府为

争取改善围绕即将举行选举的安全局势正在做出的

努力。他谈到在社会和经济层面目前所取得的进展，

重申伊拉克政府请求安理会考虑取消根据其关于伊

拉克裁军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决议的规定，其中包

括第 687(1991)号和第 707(1991)决议提出的所有限

制。640
 

 2010 年 5 月 25 日，安理会听取了秘书长伊拉克

问题特别代表的通报，特别代表说，3 月 7 日的全国

选举顺利举行为进一步加强该国主权和坚定走向和

解提供了一个机会，但表示关切的是，到目前为止

2010 年已发生一大批暴力事件。联伊援助团正在鼓励

获胜缔约方达成协议，商定具有包容性，以分享权力

__________________ 

 637 S/PRST/2010/5。 

 638 S/PRST/2010/23。 

 639 S/PV.6271，第 2-5 页。 

 640 同上，第 5-9 页。 

原则为基础，并在商定时间框架内组建的一个政府。

关于伊拉克与科威特的边界问题，他强调说，联伊援

助团继续表达这样的看法，即伊拉克必须确认第

833(1993)号决议确认的边界划分。鉴于美国部队即将

缩编，他强调必须提高联伊援助团的安全能力，这就

需要更加自力更生地维持其在伊拉克的派驻人员和

驻留部队。641
 

 伊拉克代表指出，选举进程顺利在于确立一个政

府、安全部队和独立高级选举委员会。通过其审慎努

力，他们为选举提供了一个安全环境，以期能够以极

为公正而透明的方式进行投票。就巴格达省选举进程

合法性提出的意见，诸如重新点票，已经得到解决。

他确认组建政府方面的拖延问题引起一定关注，并向

安理会成员表示，不同政治团体之间正在为达成协商

一致意见进行有效的审议。他还提到政府最近取得的

一些成功，包括逮捕了与恐怖团体有关联的几个人，

和签署了第一个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这将促进长期

经济和人类发展规划。他重申，伊拉克政府要求安理

会审议第 687(1991)号和第 707(1991)号决议规定的限

制措施，以便予以取消。642
 

 2010 年 8 月 4 日，安理会听取了秘书长伊拉克问

题特别代表的通报，他指出尽管议会选举顺利完成和

选举结果得到认证，组建政府工作的拖延对伊拉克的

民主过渡构成一项真正考验。尽管联伊援助团随时准

备提供援助和支持，他强调说，政府组建工作是一项

主权进程并要由伊拉克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并呼吁

该国领导人表现出更高的紧迫感，通过一个包容性进

程达成协议。他强调说，政府组建的拖延影响到该国

基本基础设施和服务，对电力供应长期终断的抗议正

说明这一点。643
 

 伊拉克代表报告说，当时所有主要政党进行了

广泛接触，以便新当选的国民议会举行一次富有成

果的会议，选出一位新议长。他还强调了伊拉克安

全局势的重大改进，包括暴力事件大幅下降，这促

使许多外国重新开放其外交使团。但是，他强调说，

__________________ 

 641 S/PV.6320，第 2-5 页。 

 642 同上，第 5-8 页。 

 643 S/PV.6368，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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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摆脱《联合国宪章》第七

章给伊拉克造成的财政和其他方面负担，这影响到

其主权。他指出，伊拉克已经履行其义务，并已在

裁军和不扩散问题上采取重要步骤，包括自愿加入

全面保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他重申，要求安理

会解除对伊拉克的其余限制措施。644
 

2010年 4月 6日至 11月 10日：关于伊拉克发

展基金向后续安排过渡的通报 

 2010 年 4 月 6 日，伊拉克代表向安理会通报了依

照第 1905(2009)号决议第 5 段，关于从伊拉克发展基

金向另一机制过渡的行动计划和时间表。645
 他说，该

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涉及维持发展基金的相同机制，使

用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开设的账户，确保石油、石油产

品和天然气的中央储存，同时根据第 1483(2003)号决议

第 21 段和随后相关决议的规定，继续自动存入赔偿。

他说，过渡工作定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646
 

 联合国主计长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确认，伊拉

克政府提出关于后续安排的行动计划和时间表是现

实的，并欢迎选定一名独立国际审计人，以确认伊拉

克石油、石油产品和天然气出口销售的所有收益都有

明确去处。他重申根据后续机制，按照第 1483(2003)

号决议第 21 段规定，政府有义务继续将石油和其他

出口销售所有收入的 5%支付给补偿基金。他还注意

到，除非安理会另有决定，与伊拉克发展基金一同核

定的特权和豁免根据后续机制不再适用。647
 

 2010 年 7 月 12 日，安理会听取了联合国主计长

的通报，他们表示关切的是，伊拉克石油计量系统方

面的执行有所延误，这一系统的目的是确定石油产品

和天然气的出口销售量。他指出，该系统最初计划在

2011 年年底前全面运作。关于伊拉克发展基金后续安

排的筹备工作，他指出，虽然已经实施了一些措施，

但为充分执行行动计划，仍有许多工作要做。648
 

__________________ 

 644 同上，第 4-7 页。 

 645 在第 6293 次、第 6356 次和第 6418 次会议上，伊拉克代

表是伊拉克财务专家委员会负责人。 

 646 S/PV.6293，第 2-4 页。 

 647 同上，第 4-5 页。 

 648 S/PV.6356，第 2-3 页。 

 伊拉克代表说，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

括审查对石油换粮食方案的未结清信用证和启动

与国家和商业债权人关于前政权遗留债务的偿还

谈判。649
 

 2010 年 11 月 10 日，安理会听取了联合国主计长

的通报，他报告了代表国际咨询和监测委员会正在进

行的外部审计。650
 他鼓励政府尽一切努力，按时间

安排执行石油计量计划并处理审计员建议采取的进

一步措施，包括任命第三方核查在石油行业最佳做法

基础上的实施情况。关于伊拉克代管账户，651
 他说，

在石油换粮食方案所有未完成活动结束之后，未支配

的剩余资金必须移交给伊拉克发展基金。652
 

 伊拉克代表强调指出，关于伊拉克发展基金后续

安排的要求，尽管就外国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做出努

力，但伊拉克政府未能获得保证，即根据第 1483(2003)

号决议所规定的力度保护伊拉克资产。653
 鉴于目前

处境困难且迟迟不能组建政府，伊拉克希望安理会在

审议伊拉克的请求时，即把伊拉克发展基金的豁免权

延长一年，以便使政府能够处理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

能够考虑到这些努力。该代表概述了政府为加强财务

和行政监管问题所采取的具体措施。654
 

2010年 12月 15日：高级别会议和通过关于终

止石油换粮食方案和制裁措施的决定 

 2010 年 12 月 15 日，安理会举行了一次有关伊拉

克局势的高级别会议。会议期间通过三项决议和一份

主席声明。 

 安理会第 1956(2010)号决议决定，2011 年 6 月

30 日后，关于石油、石油产品和天然气出口销售的所

__________________ 

 649 同上，第 3-5 页。 

 650 国际咨询和监测委员会是根据第 1483 (2003)号决议作
为伊拉克发展基金审计监督机构设立的。 

 651 伊拉克代管账户是根据第 986(1995)号决议设立的，以接
受伊拉克按照该决议的规定购买石油和石油产品的付款。 

 652 S/PV.6418，第 2-3 页。 

 653 第 1483 (2003)号决议规定，除其他外，伊拉克的所有石
油、石油产品和天然气的销售所得收入和产生的债务，
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均应享受与联合国同等的特权和豁
免(见第 22 段)。 

 654 同上，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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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收入存入伊拉克发展基金的所有安排将中止，并申

明第 1483(2003)号决议确定的收入 5%应存入联合国

补偿基金的要求。此外，安理会第 1956(2010)号决议

呼吁伊拉克政府与秘书长密切合作，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之前切实全面完成向伊拉克发展基金后机制的

过渡。安理会第 1957(2010)号决议终止了根据与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有关的第 687(1991)号和第 707(1991)号

决议对伊拉克实行的制裁措施，并除其他外，敦促伊

拉克尽快批准全面保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 和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安理会第 1958(2010)号决

议终止了石油换粮食方案，并授权秘书长设立一个代

管账户，以专门用于支付联合国有序停止方案剩余活

动的相关开支，并用于就自方案设立以来六年时间内

围绕方案开展的所有活动向联合国提供补偿。655
 第

1956(2010)号决议和第 1957(2010)号决议获得一致通

过。第 1958(2010 年)号决议以 14 票赞成和 1 票弃权

通过。656
 

 安理会在主席声明中对伊拉克积极的事态发展

表示欢迎，并概述了在同一次会议上通过各项决议的

规定。安理会呼吁伊拉克迅速履行根据第七章通过的

关于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相关决议中尚未履行的

各项义务。657
 

 美国副总统指出，美国已经结束其在伊拉克的战

斗任务，并从军事主导的参与过渡到民事主导的参与，

其主要任务是提供咨询意见和援助。他强调指出，美

国将根据战略框架协定在一系列部门继续保持与伊

拉克的伙伴关系。658
 

 秘书长确认在伊拉克所取得的进展，并强调说，

安理会决定结束第七章的几项主要任务，包括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和石油换粮食方案的任务。他敦促伊拉克

各政治集团履行其协定，并指出，新政府还需要继续

在国内取得进展并改善与邻国和该区域的关系。他鼓

励新政府在其与科威特的陆地和海洋边界以及在失

__________________ 

 655 安理会第 986(1995) 号决议确定了石油换粮食方案。 

 656 法国投了弃权票。 

 657 S/PRST/2010/27。 

 658 S/PV.6450，第 5-6 页。 

踪人员和财产、赔偿和界碑维护方面履行第七章规定

的义务。他表示，联伊援助团将继续根据其任务规定

方面，执行各项工作，包括促进政治对话，提供宪法

支助，监测人权，向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人道

主义援助。659
 

 伊拉克外交部长报告指出，经过持续了数月的政

治僵局，所有政治领导人和集团现已商定，在参与、

包容和民族和解原则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政府。他强调

了政府为履行安理会有关决议所载关于实现裁军和

不扩散问题方面义务，以及制定安排以取代伊拉克

发展基金问题上所取得主要进展。关于伊拉克和科

威特之间的关系，他强调政府承诺履行其安理会有

关决议规定的其余义务。他最后说，伊拉克依然需

要国际合作和支持，以逐步实现一个稳定、和平和

繁荣的未来。660
 

 法国代表对他在表决中就第 1958(2010 年)号决

议所投弃权票作出解释，指出涉及终止石油换粮食方

案的执行方式仍未结案，而且讨论未能协助商定在所

需时间范围内达成包括法国认为结束该方案下活动

所必需一切保障的案文。他表示希望，在执行根据该

决议制定的协定时将考虑到法国提出的请求。661
 

 大多数安理会成员承认伊拉克为逐步建立一个

民主政府和承担自我治理和安全责任方面所取得的

进展。一些安理会成员欢迎各政治团体达成的协议，

并敦促所有政治派别尽快组成伙伴关系政府，以处理

安全问题并为实现和解而努力。662
 其他成员表示支

持联伊援助团在政治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并敦促它继

续向政府提供援助。663
 大多数发言者还敦促伊拉克

在解决双边余留问题上继续与科威特合作，例如失踪

人员下落问题，并设法改善与其他邻国的关系。安理

__________________ 

 659 同上，第 7-8 页。 

 660 同上，第 8-10 页。 

 661 同上，第 24-25 页。 

 662 同上，第 11 页(乌干达)；第 12 页(土耳其)；第 14 页，(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第 15 页(加蓬)；第 16 页(巴西)；

第 21 页(俄罗斯联邦)；第 23 页(黎巴嫩)；和第 25 页(尼

日利亚)。 

 663 同上，第 18 页(奥地利)；第 21 页(俄罗斯联邦)；和第 22

页(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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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些成员呼吁伊拉克批准全面保障监督协定《附加

议定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664
 

2011年 4月 8日至 12月 6日：关于伊拉克局势

和联伊援助团的情况通报 

 2011 年 4 月 8 日，安理会听取了秘书长伊拉克问

题特别代表的通报，他报告说，在组建新的全国伙伴

政府四个月后虽然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依然存在

许多挑战。伊拉克人举行了抗议，要求得到更好的就

业机会、提供基本服务和实行问责制。他说，联伊援

助团已开始与伊拉克政府就联合国如何能够支持其

努力进行讨论，并提出了可以迅速发展的项目，特别

是在青年就业、保健、营养、公共口粮配给和清洁饮

水等方面。联伊援助团还与政府和各主要政党就涉及

关键未决问题，包括有争议内部边界的解决和基尔库

克的地位的常设协商机制，达成一项协议。他还报告

说，尽管安全事件总体下降趋势，针对社区和政府机

构的恐怖袭击已导致平民伤亡，并强调这继续威胁着

该国的稳定。665
 

 伊拉克代表在提到部长级政府平台时表示，其目

标是建立一个联邦制、民主、多元和统一的伊拉克。

他说，政府工作方案的依据是一套明确的原则，其中

包括维护和坚持宪法、建立法治和尊重人权。他报

告了改善安全局势和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方面取得

的进展。关于其与邻国关系的问题，他说政府正在

努力加强关系，例如，通过接受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主办 2011 年 5 月在巴格达举行的下一届阿拉伯首脑

会议。666
 

 2011 年 7 月 19 日，安理会听取了秘书长伊拉克

问题特别代表的通报，他报告说，只要国内有坚定领

导和在该区域普遍具有更强大的合作精神，就有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 

 664 同上，第 11 页(乌干达)；第 17 页(奥地利)；第 21 页(俄

罗斯联邦)。 

 665 S/PV.6511，第 2-5 页。 

 666 同上，第 5-8 页。 

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他强调说，伊拉克是该地区所发

生根本变化的核心，其政府制度包括权力分享的《宪

法》、保障妇女和少数群体的参与，以及按照国际标

准定期进行选举。伊拉克的经济增长率为 10%，石油

收入高于预期，但贫困指数仍然很高，这就构成不稳

定风险因素。他指出，联伊援助团准备尽其所能，支

持伊拉克政府的努力，并且特派团为解决基尔库克的

地位和其他有争议地区的问题，致力于帮助利益攸关

方求得共同点和彼此可接受的解决办法。667
 

 伊拉克代表指出，伊拉克政府正在继续改善其安

全部队应当威胁的能力。在这方面，政府将努力执行

与美国的战略框架协定和与欧洲联盟的伙伴关系协

定。他还报告了诸如在民族和解、经济发展和人权保

护等领域正在取得的进展。668
 

 2011 年 12 月 6 日，安理会听取了秘书长特别代

表的通报，他说美国部队到 2011 年底的撤离计划是

伊拉克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伊拉克安全部队已

经承担了该国安全的全面控制，但仍然面临武装反对

派的存在。他强调说，联伊援助团随时准备与政府合

作，巩固该国的民主成果，特别是在人权以及选举和

立法支持方面的成果。关于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的执

行，他指出，联伊援助团将侧重于具有政治、安全和

治理方面影响的问题，包括改善妇女处境的问题。669
 

 伊拉克代表说，伊拉克的政治和安全局势在过去

几个月出现显著改进。美国部队正在进行撤出的筹备

工作，这将在今后一年中给政府带来巨大的挑战和责

任。他强调了在若干领域取得的进展，包括政府努力

为解决与科威特的未决问题所作努力。关于阿什拉夫

营地的情况，他指出，政府致力于在联合国难民事务

高级专员办公室协助下的重新安置工作。670
 

__________________ 

 667 S/PV.6586，第 2-5 页。 

 668 同上，第 5-9 页。 

 669 S/PV.6675，第 2-6 页。 

 670 同上，第 6-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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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有关伊拉克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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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2 月 16

日第 6271 次会

议 

秘书长根据第 1883(2009)

号决议第 6 段提交的报

告(S/2010/76) 

 伊拉克 负责伊拉克问题秘

书长特别代表兼联

伊援助团团长 

所有应邀者  

2010 年 2 月 26

日第 6279 次会

议 

秘书长根据第 1859(2008)

号决议第 5 段提交的报

告(S/2009/385) 

    S/PRST/2010/5 

2010 年 4 月 6

日第 6293 次会

议 

秘书长依照第 1905(2009)

号决议第 3 段提出的第

一次报告(S/2010/166) 

 伊拉克 联合国主计长 所有应邀者  

 2010 年 3 月 18 日伊拉克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10/153) 

     

2010 年 5 月 25

日第 6320 次会

议 

秘书长根据第 1883(2009)

号决议第 6 段提交的报

告(S/2010/240) 

 伊拉克 秘书长特别代表 所有应邀者  

2010 年 7 月 12

日第 6356 次会

议 

秘书长依照第 1905 (2009)

号决议第 3 段提出的第

一次报告(S/2010/ 359) 

 伊拉克 联合国主计长 所有应邀者  

 2010 年 6 月 18 日伊拉克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普通照

会(S/2010/365) 

     

2010 年 7 月 12 

日第 6357 次会

议(闭门) 

  伊 拉 克 和

有 关 会 员

国 

联合国主计长   

2010 年 8 月 4

日第 6368 次会

议 

秘书长根据第 1883(2009)

号决议第 6 段提交的报

告(S/2010/406) 

 伊拉克 秘书长特别代表 所有应邀者  

 2010 年 7 月 28 日伊拉克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

书长的普通照会 

(S/2010/404) 

     

2010 年 8 月 5

日第 6369 次会

议 

秘书长根据第 1883(2009)

号决议第 6 段提出的报

告(S/2010/406) 

2010 年 7 月 28 日伊拉克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

书长的普通照会 

(S/2010/404) 

日本、土耳

其、联合王

国、美国提交

的决议草案 

(S/2010/407) 

伊拉克   第 1936(2010)号决议 

15-0-0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279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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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RST/2010/5&L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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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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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279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279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279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279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279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357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357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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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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 11月 10

日第 6418 次会

议 

秘书长依照第 1905(2009)

号决议第 3 段提出的第

三次报告(S/2010/563) 

2010 年 10 月 28 日伊拉

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普通

照会(S/2010/567) 

 伊拉克 联合国主计长 所有应邀者  

2010年 11月 10

日第 6419 次会

议(闭门) 

  26 个会员

国 a
 

联合国主计长   

2010年 11月 12

日第 6423 次会

议 

     S/PRST/2010/23 

2010年 12月 15

日第 6450 次会

议 

2010 年 12 月 9 日美利坚

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S/2010/621) 

秘书长根据第 1936(2010)

号决议第 6 段提交的报

告(S/2010/606) 

13个安理会成

员提交的决议

草案 b  

(S/2010/632 和

S/2010/633) 

12 个安理会

成员提出的

决议草案 c 

(S/2010/636) 

伊拉克(外

交部长) 

 秘书长、安理

会所有成员、d
 

伊拉克 (外交

部长) 

 

第 1956(2010)号决议 

15-0-0 

第 1957(2010)号决议 

15-0-0 

第 1958(2010)号决议 

15-0-0
 

S/PRST/2010/27 

 2015 年 12 月 9 日伊拉克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10/625) 

     

 秘书长依照第 1905(2009)

号决议第 3 段提出的第

三次报告(S/2010/563) 

     

 2010 年 10 月 28 日伊拉

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普通

照会(S/2010/567) 

     

 2010 年 12 月 8 日伊拉克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普通照

会(S/2010/618) 

     

 2010 年 12 月 8 日秘书长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10/619) 

     

 2010 年 12 月 8 日伊拉克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普通照

会(S/2010/620)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18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18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18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19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19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19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23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23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23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RST/2010/23&Lang=E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50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50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50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RST/2010/27&L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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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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4 月 8

日第 6511 次会

议 

秘书长根据第 1936(2010)

号决议第 6 段提出的第

二次报告(S/2011/213) 

 伊拉克 秘书长特别代表 所有应邀者  

2011 年 7 月 19 

日第 6586 次会

议 

秘书长根据第 1936(2010)

号决议第 6 段提出的第

三次报告(S/2011/435) 

 伊拉克 秘书长特别代表 所有应邀者  

2011 年 7 月 28

日第 6594 次会

议 

秘书长根据第 1936(2010)

号决议第 6 段提出的第

三次报告(S/2011/435) 

美国提交的

决议草案 

(S/2011/465) 

伊拉克   第 2001(2011)号决议 

15-0-0 

2011 年 12 月 6

日第 6675 次会

议 

秘书长根据第 2001(2011)

号决议第 6 段提交的第

一次报告(S/2014/736) 

 伊拉克 秘书长特别代表 所有应邀者  

 a 澳大利亚、巴林、比利时、捷克共和国、丹麦、埃及、芬兰、德国、希腊、匈牙利、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约旦、哈萨克

斯坦、科威特、马来西亚、荷兰、菲律宾、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典、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

卡塔尔。 

 b 奥地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中国、法国、加蓬、日本、黎巴嫩、尼日利亚、俄罗斯联邦、土耳其、乌干达、联合王

国和美国。 

 c 奥地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中国、加蓬、日本、黎巴嫩、尼日利亚、俄罗斯联邦、土耳其、乌干达、联合王国和美

国。 

 d 乌干达和美国由副总统作为代表出席了会议；奥地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加蓬和土耳其由外交部长作代表；日本的

代表是议会外交部副部长；联合王国由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政务次官作代表；巴西由主管政治事务的对外关系部副部长为代

表。 

 e 赞成：奥地利、巴西、中国、加蓬、日本、黎巴嫩、墨西哥、尼日利亚、俄罗斯联邦、土耳其、乌干达、联合王国和美国；

弃权：法国。 

专题问题 

29.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概述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在“联合国维持

和平行动”主题方面举行了四次会议、通过了两项主

席声明。安理会在这些会议上审议了几个主题，包括

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之间的关联以及维和行动的过

渡问题和撤出战略。安理会还听取了维持和平行动部

队指挥官有关他们在实地面临的挑战两个情况通报。 

2010年 2月 12日：关于过渡和撤离战略的辩论 

 2010年 2月 12日，在安理会主席(法国)编写的

概念文件的基础上，安理会就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

过渡和撤离战略举行公开辩论。671 秘书长在安理会

的发言中指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在过去十年激增，

今后几年的重点很可能不是那么关注新特派团，而更

多是巩固刚刚摆脱冲突国家的当前特派团的和平与

稳定。为确保当前的特派团及其继任力量能够帮助巩

固和平，支持实现持久稳定，需要是一个好的“入

口”：需要一项行动的任务规定能够解决冲突的根源、

需要一个牢固、可持续的和平进程开辟一条摆脱暴力

之路、需要阐述一个国家利益攸关方和国际社会可共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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