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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规则第 37 条

的邀请 

规则第 39 条和 

其他邀请 发言人 

决定和表决 

(赞成-反对-弃权) 

       
6533 次 

2011 年 5 月 12 日 

2011 年 2 月 18 日秘

书长给大会主席和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同文信 

(S/2011/85) 

  国际民事能力审

查高级咨询小组

主席、主管外勤支

助事务副秘书长、

建设和平委员会

主席 

安理会所有

成员和所有

应邀者 

 

6643 次 

2016 年 10 月 31 日 

   主管建设和平支

助事务助理秘书

长、建设和平委员

会几内亚组合主

席 

安理会所有

成员和所有

应邀者 

 

 a 阿富汗(外交部长)、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博茨瓦纳、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埃及、萨尔瓦多、芬

兰(代表北欧国家)、加纳、危地马拉、印度、肯尼亚、尼泊尔、新西兰、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大韩民国、

卢旺达、塞拉利昂(国防部长)、所罗门群岛、南非、斯里兰卡、泰国、东帝汶(司法部长)和乌拉圭。 

 b 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加拿大、智利、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埃及、芬兰、爱尔兰、摩洛哥、尼泊尔、巴基斯坦、秘鲁、

葡萄牙、南非和泰国。 

 c 阿富汗、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比利时(代表建设和平委员会各个国别组合主席)、贝宁、博茨瓦纳、

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日本、墨西哥、摩洛哥、尼泊尔、新西兰、巴基斯坦、秘鲁、大韩民国、

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东帝汶(副总理)、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40.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概述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听取了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

行主任的两次通报，通过了关于题为“对国际和平

与安全的威胁”的项目的一份主席声明。安理会探

讨了全面、平衡和协调地应对贩毒、有组织犯罪和

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2010年 2月 24日和 2011年 6月 24日：应对跨

国威胁 

 2010年 2月 24日，秘书长强调，应对跨国威胁，

包括毒品贩运和有组织犯罪，应在联合国系统内和

会员国之间实现全球性和一体化。933
 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执行主任指出，新发布的题为“犯罪与动

荡：跨国威胁的案例研究”报告 934 突出表明，脆

__________________ 

 933 S/PV.6277，第 2 页。 

 934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维也纳，2010 年)。 

弱性吸引了犯罪，而犯罪又加剧了脆弱性。为了解

决为处理国家间紧张局势而建立的多边制度如何打

击非国家、跨国犯罪集团这一问题，他建议，采取

双管齐下的办法：各国必须加强自身能力，同时国

家努力也必须成为多边框架的一环。他指出，法律

框架和司法机构确保法治，和会员国之间更好地分

享情报，是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关键。935
 安理会成员

深为关注跨国有组织犯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他们指出，这些罪犯利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

机会。936
 土耳其代表和黎巴嫩代表指出，跨国威胁

破坏了维持和平、建立和平和建设和平的努力。937
 

中国代表指出，国际合作必须遵守尊重主权和平等互

利的原则，并强调安理会应侧重于冲突国家或冲突

__________________ 

 935 S/PV.6277，第 3-4 页。 

 936 同上，第 6 页(土耳其)；第 17 页(美国)；和第 19 页(奥地

利)。 

 937 同上，第 6 页(土耳其)；和第 11 页(黎巴嫩)。 

https://undocs.org/ch/S/2011/85
http://undocs.org/S/PV.6277
http://undocs.org/S/PV.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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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国家面临的毒品贩运和有关跨国有组织犯罪，以

便帮助解决武装冲突问题。938
 

 安理会随后通过了主席声明，其中关切地注意

到，贩毒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在一些情况下对世界不

同区域的国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呼吁会员国继续

最强烈地谴责所有恐怖行为，请秘书长考虑这些威

胁，将其作为预防冲突战略、冲突分析、综合特派

团评估和规划中的一个要素。主席声明还鼓励各国

加强国际、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打击贩毒、跨国有

组织犯罪、恐怖主义和腐败，并依照国际法调查和

酌情起诉应对这些罪行负责的个人和实体。939
 

__________________ 

 938 同上，第 10 页。 

 939 S/PRST/2010/4。 

 2011 年 6 月 24 日，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

行主任报告，联合国系统跨国有组织犯罪和贩毒问

题工作队已开始工作。他强调了对这一威胁作出反

应的四个领域：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区域能力，加

强刑事司法系统和通过一项全面的跨部门战略。940
 

一些发言者强调协调行动，应对威胁，941
 另一些发

言者呼吁全面和均衡的药物管制战略，包括限制药

物的供应和需求，通过可持续经济发展提供替代生

计。942
 

__________________ 

 940 S/PV.6565，第 2-3 页。 

 941 同上，第 4 页(印度)；第 6 页(巴西)；第 8 页(联合王国)；

第 9 页(尼日利亚)；和第 15 页(法国)。 

 942 同上，第 11 页(南非)；第 13 页(中国)；第 14 页(黎巴嫩)；

和第 17 页(哥伦比亚)。 

 
 

会议：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会议和日期 分项目 其他文件 

根据第三十九条发出

的邀请和其他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表决 

(赞成-反对-弃权) 

      6277 

2010 年 2 月 24 日 

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执行主任

的通报 

法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转递一份概念文件 

(S/2010/94)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公室执行主任 

秘书长、安理会所

有成员、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执

行主任 

S/PRST/2010/4 

6565 

2011 年 6 月 24 日 

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执行主任

的通报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公室执行主任 

安理会所有成员、

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执行主任 

 

41.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概述 

 2010年和 2011年，安全理事会召开了 9次会议，

包括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级别的一次会议，943
 关于

题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项目，通过了一份

决议和 6 份主席声明。期内审议的分项目包括：(a)

促进和平与安全的不同文化间对话；(b) 预防性外

交工具的最佳利用：在非洲的前景和挑战；(c) 确

保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有效作

用；(d) 安全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性；(e) 艾滋

__________________ 

 943 第 6389 次会议。 

病毒/艾滋病流行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f) 

气候变化的影响；(g) 预防冲突；(h) 推进安全部

门改革：非洲的前景与挑战；和(i) 面对国际和平与

安全及预防冲突的新挑战。 

2010年 5月 26日：促进和平与安全的不同文化

间对话 

 2010 年 5 月 26 日，安理会就维持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和平与安全文化间对话主题举行了高级别辩论。

忆及大会宣布 2010 年为国际文化和睦年，秘书长指

出，安理会的挑战是对其讨论采取后续行动，将文

http://undocs.org/S/PRST/2010/4
http://undocs.org/S/PV.65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