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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安全理事会访问团 

概述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开展了四次访问

团，安理会成员随团访问了外地。这些访问团的目的

地包括几个非洲国家 823
 和阿富汗。访问团由安理会

全体成员代表组成。安理会就题为“安全理事会访问

团”的项目举行了三次会议，各访问团团长在会上向

安理会通报了他们在这些国家的调查结果。安理会就

题为“阿富汗局势”的项目听取了阿富汗访问团通报

情况。824
 通报摘要按区域列示。825

 

关于安全理事会访问团的情况通报 

2010年 5月 19日：安全理事会刚果民主共和国

访问团，2010年 5月 13日至 16日 

 2010 年 5 月 19 日，安理会将题为“安全理事会

刚果民主共和国访问团通报情况”的项目列入其议程。

安理会在会上听取了法国代表兼刚果民主共和国访

问团团长通报情况。他报告了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

和政府成员、议会以及其他人士举行的会议情况，这

些会议证实该国过去 10 年来一直在不断演变，已经

取得了进展，人道主义局势和人权状况依然脆弱，安

全部门改革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访问团已向刚果当

局表示安理会愿意与他们合作，加强该国的和平与稳

定，从而确保对平民提供保护，并使联合国组织刚果

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能够进行重组。826
 

2010 年 6 月 30 日：安全理事会阿富汗访问团，

2010年 6月 21日至 24日 

 2010年 6月 30日，安理会将题为“阿富汗局势”

的项目列入其议程。安理会在会议期间听取了土耳其

代表兼阿富汗访问团团长通报情况。他报告称，访问

团成员会晤了阿富汗总统及其内阁以及行政和立法

机构的成员，访问团成员强调了必须举行自由公正的

__________________ 

 823 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苏丹和乌干达。 

 824 见/S/PV.6351。 

 825 如需进一步了解各访问团的组成和报告，请见“争端调查

和实况调查”第六部分第二节。 

 826 S/PV.6317，第 2-3 页。 

选举等问题。访问团成员还鼓励阿富汗当局继续努力

促进法治和人权等议题，并着重指出必须打击毒品产

业和贸易。827
 

2010 年 10 月 14 日：安全理事会非洲访问团，

2010年 10月 4日至 10日 

 2010 年 10 月 14 日，安理会将题为“安全理事会

非洲访问团通报情况”的项目列入其议程。安理会听

取了乌干达代表兼访问团乌干达分团团长以及美国

和联合王国代表兼访问团苏丹分团团长通报情况。 

 乌干达代表报告称，乌干达总统在会见访问团时

指出，《全面和平协议》必须得到全面执行，并强调

必须支持各方为确保举行和平、可信和及时的全民投

票所作的努力。主席还强调，必须加强联合国、非洲

联盟和次区域组织在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并呼吁联合

国支持该区域努力打击上帝抵抗军。访问团成员还访

问了恩德培支助基地，在那里听取了关于该基地为支

持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

团)所开展业务的通报。安理会成员获悉，除联刚稳定

团之外，该基地还向包括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

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以及联合国中非共和国

和乍得特派团(中乍特派团)在内的非洲外地特派团

和实体提供支助。828
 

 美国代表报告称，访问团在朱巴会晤了南苏丹

总统，总统强调了他对尚未解决的边界划界问题、

阿卜耶伊全民投票准备工作拖延等问题的关切。访

问团还会晤了民间社会成员和宗教人士，听取了他

们对全民投票时间表紧张和阿卜耶伊局势的关切。

她重申，安理会必须继续坚定支持《全面和平协议》

的全面及时实施。829
 

 联合王国代表报告称，访问团在达尔富尔会晤了

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联合特别代表，他向访问团成员通

报了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工作情况以及该区域的安

__________________ 

 827 S/PV.6351，第 6 页。 

 828  S/PV.6397，第 2-3 页。 

 829 同上，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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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势。访问团还访问了阿布舒克的境内流离失所者

营地，访问团成员会晤了营地代表，更多地了解到他

们在食品、医疗及其他需求方面的关切。他指出，访

问团返回时，对于达尔富尔安全局势及其对平民所处

困境的影响深感关切。访问团在喀土穆会晤了苏丹副

总统、外交部长、苏丹南方全民投票委员会主席和其

他人士。副总统和外交部长均表示，苏丹政府坚定承

诺全面执行《全面和平协议》并处理悬而未决的问题，

包括阿卜耶伊局势以及举行全民投票后有关边界划

界、国籍和分享财富的安排。关于达尔富尔问题，副

总统和外交部长重申，苏丹政府致力于寻求在该区域

实现和平与发展，但也强调叛乱团体应立即无条件参

与和平进程。访问团表示对达尔富尔的安全局势以及

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和人道主义工作者继续受限感到

关切。他指出，访问团返回时，对苏丹所面临挑战的

紧迫性和应对这些挑战所需的政治意愿有了更好的

了解。830
 

 2011年 6月 6日：安全理事会非洲访问团，2011

年 5月 19日至 26 日 

 2011 年 6 月 6 日，安理会将题为“安全理事会非

洲访问团通报情况”的项目列入其议程。安理会在会

议期间听取了法国代表兼访问团埃塞俄比亚分团团

长通报情况，并听取了美国代表兼访问团苏丹分团团

长代表与其共同领导苏丹分团的俄罗斯联邦通报情

况。联合王国和南非代表兼肯尼亚分团团长也向安理

会通报了情况。 

 法国代表报告称，访问团在亚的斯亚贝巴会晤了

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成员以及埃塞俄比亚总

理。与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举行的年度会议使访问团成

员得以详细审议科特迪瓦问题、利比亚问题、索马里

问题和苏丹问题，以期确立一项共同战略，使联合国

和非洲联盟能够更有效地执行其行动。特派团成员还

会晤了埃塞俄比亚总理，讨论了索马里和苏丹的局势

以及厄立特里亚问题和利比亚问题。831
 

 美国代表报告称，访问团成员在喀土穆会晤了总

统府国务部长和苏丹政府其他几名官员，并强调必须

__________________ 

 830 同上，第 5-6 页。 

 831 S/PV.6546，第 2-3 页。 

和平解决阿卜耶伊冲突。他们还会晤了非洲联盟高级

别执行小组主席，主席概述了他为推动就《全面和平

协议》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和全民投票后的安排开展谈

判所作的努力。访问团在朱巴会晤了南苏丹总统、

副总统和政府各部部长，重申对阿卜耶伊发生的事

件深感关切，包括苏丹人民解放军 5 月 19 日对联合

国特派团车队的袭击。她指出，访问团不断强调，

双方必须在 2011 年 7 月 9 日南苏丹获得独立之前全

面执行《全面和平协议》，特别是考虑到阿卜耶伊的

危机。832
 

 联合王国代表报告称，访问团在内罗毕会晤了过

渡联邦总统、过渡联邦政府其他官员和索马里议会，

还会晤了加姆杜德、邦特兰和索马里兰代表。访问团

在会晤过渡联邦机构时，对于过渡联邦机构之间不和

对政治进程和安全局势产生的影响表示严重关切，并

以非常明确和强烈的措辞转达了安理会对于政府与

议会迅速就选举问题达成共识的期望。加姆杜德总统

和邦特兰总统以及索马里兰代表都着重介绍了安全

与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但也强调他们的人民面临海

盗行为和恐怖主义威胁。访问团确认，国际社会需要

支持进一步的稳定、建设和平及社会经济重建工作，

需要采取一种全面对策，解决海盗问题及其根源。833
 

 南非代表报告了与肯尼亚总理和副总统、非洲联

盟高级代表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特别代表、政府间

发展管理局等人士或机构举行会议的情况，这些会议

同样也在内罗毕举行。会晤副总统时，副总统对于恐

怖主义、海盗行为以及国际社会和安理会对非洲联盟

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支持不足等问题表示关

切。会晤非索特派团部队指挥官时，指挥官向安全理

事会访问团成员介绍了非索特派团面临的挑战，特别

是缺少装备、后勤支助、空中和海上支援以及可预测

的资金。南非代表还报告了与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

处(联索政治处)、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和非洲联盟举行

会议的情况，认定需要制定一项全面战略来应对索马

里的安全、人道主义及发展挑战。834
 

__________________ 

 832 同上，第 3-5 页。 

 833 同上，第 5 页。 

834 同上，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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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关于安全理事会访问团的情况通报 

A. 安全理事会访问团 

会议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发言者 

    
2010 年 5 月 19 日 

第 6317 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刚果民主共和国

访问团通报情况(2010 年 5 月

13 日至 16 日) 

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其中载有刚果民主

共和国访问团的工作范围(S/2010/187 和 Add.1) 

法国 

2010 年 10 月 14 日 

第 6397 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非洲访问团通报

情况(2010 年 10 月 4 日至 10

日) 

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其中载有乌干达和

苏丹访问团的工作范围(S/2010/509) 

乌干达、美国、联合王

国 

2011 年 6 月 6 日 

第 6546 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非洲访问团通报

情况(2011 年 5 月 19 日至 26

日) 

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其中载有埃塞俄比

亚、苏丹和肯尼亚访问团的工作范围(S/2011/319) 

法国、俄罗斯联邦、南

非、联合王国、美国 

B. 阿富汗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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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者 

      
2011 年 6 月 30 日 

第 6351 次会议 

秘书长根据大会

第 1917(2010)号

决议第 40 段提

交的报告 

(S/2010/318) 

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

书长的信，其中载有

阿富汗访问团的工作

范围 

(S/2010/325) 

阿富汗、澳大利

亚、加拿大、德

国、印度、意大

利、挪威、巴基

斯坦 

负责阿富汗问题秘书长特

别代表兼联合国阿富汗援

助团团长(联阿援助团)、欧

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代

理团长 

安理会全体成员

和所有受邀方 

37. 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过程中增进和加强法治 

概述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题为“在维护

国际和平与安全过程中增进和加强法治”的项目举

行了一次会议并通过了一项主席声明。 

2010年 6月 29日：通过一项主席声明 

 2010 年 6 月 29 日，安理会就在维护国际和平与

安全过程中增进和加强法治问题举行了一次公开辩

论。发言者重点讨论了主席(墨西哥)在其概念说明中

建议的三个主要议题：835
 在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促

进法治；国际司法及和平解决争端；制裁制度的效率

和可信性。 

 常务副秘书长指出，联合国在法治领域具有广泛

而宏伟的议程。安理会的辩论从侧重于受战争蹂躏的

社会中的法治扩大到包括在国际层面加强法治。在这

__________________ 

 835 S/2010/322，附件。 

方面，她强调国际法院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具有特殊

作用，必须加强国际法院与安理会之间的关系。她概

述了联合国系统正在法治领域采取的举措，包括建立

一支可部署的专家小组以协助国家当局、在维持和平

行动部设立法治和安全机构厅以及设立法治协调和

资源小组，该小组将参与法治活动最多的联合国部门

和机构联合在一起。然而，她指出，本组织仍然面临

重大挑战和制约，包括必须招募高素质人员、资金不

足以及外部环境(包括法律、发展、安全、政治等各领

域)中参与者众多而且缺乏组织协调。836
 

 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兼联合国法律顾问指出，

在国际层面确保尊重法治不仅对维持和平至关重要，

对保持经济进步和发展也至关重要。她指出，《联合

国宪章》设想建立一套在冲突发生之前和平解决争端

的制度，但大会、安理会和国际法院为实现这一目标

__________________ 

 836 S/PV.6347，第 2-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