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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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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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间对话纳入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安理

会所有成员都同意，文化间对话是预防性外交、冲

突管理和解决以及建设和平的重要工具。944
 

 2010年 7月 16日：预防性外交工具的最佳利用：

在非洲的前景和挑战 

 2010 年 7 月 16 日，安理会就预防性外交工具的

最佳利用：在非洲的前景和挑战举行了公开辩论。常

务副秘书长说，预防性外交必须逐渐发展，应对日益

复杂的威胁，并呼吁除其他外，采取更多方面、更综

合的预防战略和加强伙伴关系。945
 她得到世界银行

“冲突、安全与发展世界发展报告”主任的支持。主

任从经济上分析了目前冲突管理的办法，比较了内战

的成本与远远更低的调解成本。946
 各位发言者都同

意，在成本效益方面，预防性外交工具，包括预防冲

突、调解、斡旋、实况调查团、谈判、特使、非正式

协商、建设和平和有针对性的发展活动——都比军事

行动和维持和平行动更有效，更有益，风险低，有益

于实现预期的和平红利。然而，尽管得到普遍同意，

但是许多发言者遗憾地注意到不愿提供充足和可预

测的资源，因此要求为政治事务部调解和支助股等预

防冲突倡议提供更多的财政支助。许多发言者重申，

支持妇女在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方面发挥作用，呼吁

根据安理会的决议，让更多妇女参与，担任代表和充

分参加预防性外交努力和相关决策进程。947
 关于安

理会的作用，许多发言者同意，虽然预防冲突的主要

责任在于主权国家，但安理会应鼓励和支持秘书长，

非洲联盟和分区域组织的努力，设立预警系统，开展

调解努力，分享信息和其他多边机制，有效应对潜在

和新出现的威胁。 

 会议结束时，安理会通过了一份主席声明，其

中认识到，必须制订一项有预防武装冲突的行动措

施和体制措施的综合战略，鼓励制订消除冲突根源

的措施，以实现可持续和平。安理会回顾以往关于

__________________ 

 944 见 S/PV.6322。 

 945 S/PV.6360，第 5-7。 

 946 同上，第 7-8 页。 

 947 见第 1325(2000)、1820(2008)、1888(2009)和 1889(2009)

号决议。 

引发、加剧或延长非洲冲突的因素和原因的主席声

明，认识到，联合国和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

需要有更紧密和更注重行动的合作，再次表示支持

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工作。948
 

 2010年 9月 23日：确保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国际

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有效作用 

 2010年 9月 23日，在 9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以及 6 位外交部长参加的一次会议上，949
 安理会审

议了国际安全环境如何演变，这些变化给联合国和

安理会本身带来哪些影响。 

 发言者讨论了世界不同区域持续的冲突以及更

新的威胁，例如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和人口贩运、

恐怖主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小武器和轻武器扩

散、海盗和性暴力等。鉴于新威胁的复杂性质，发

言者呼吁安理会制订更具凝聚力，更全面和更综合

的对策，承认发展，尊重国际法，人权和安全之间

的相互依存关系。许多发言者呼吁加强和支持与区

域和次区域组织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更强调通过

预警，外交和调解预防冲突。 

 许多发言者回顾秘书长的“新地平线倡议”，其

力求让维持和平更强有力，950
 但也认为，维持和平

与建设和平必须携手并进，规定明确、可信和可实

现的任务，建设和平委员会一开始就提供支持和专

门知识。另一些代表重申支持将妇女纳入预防和解

决冲突的所有方面，更加重视保护平民和改革安理

会机制，使其能够更迅速和有效地作出反应。 

 会议结束时，安理会通过了一份主席声明，其

中认识到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不断变化的挑战和威胁，

重申需要有一个更全面和更一致的做法。安理会强调

指出，必须消除冲突的根源，同时考虑到发展、和平

与安全和人权是相互关联和相辅相成的。安理会再次

__________________ 

 948 S/PRST/2010/14。 

 949 第 6389 次会议。 

 950 2009 年，维持和平行动部和外勤支助部联合发起了“新

地平线”倡议。详情请见维持和平行动部和外勤支助部

的报告《新地平线：第一号进度报告》。见 www.un.org/ 

en/peacekeeping/documents/newhorizon_update01.pdf。 

http://undocs.org/S/PV.6322
http://undocs.org/S/PV.6360
http://undocs.org/S/RES/1325(2000)
http://undocs.org/S/RES/1820(2008)
http://undocs.org/S/RES/1888(2009)
http://undocs.org/S/RES/1889(2009)
http://undocs.org/S/RES/1889(2009)
http://undocs.org/S/PRST/2010/14
http://www.un.org/%20en/peacekeeping/documents/newhorizon_update01.pdf
http://www.un.org/%20en/peacekeeping/documents/newhorizon_update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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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在战略上并在实地加强它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

以及其他所有相关行动者的伙伴关系。951
 

2011年 2月 11日：安全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性 

 2011 年 2 月 11 日，安理会在审议安理会在维持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方面时，重点就安全与发展

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举行了高级别辩论。952
 安理会成

员听取了秘书长以及世界银行代表和建设和平委员

会代表的通报，他们强调，需要加强国家当局和机

构，为公民提供安全、正义和工作，避免暴力和动

荡的循环往复。许多发言者认识到安全，发展与和

平之间的动态联系，也同样呼吁采取综合，全面和

协调的办法来实现和平与安全，包括通过善政、社

会正义、增加青年就业、尊重人权和法治、言论自

由、民主和自由公正的选举等。 

 几位发言者提醒安理会不要超越其核心权限，

因为其无权过问联合国发展机构、基金或方案，以

及属于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权范围的经济社

会问题。953
 塞内加尔代表认为，安理会的工作，除

界定综合全面反应之外，还包括促进安理会与联合

国其他机关、基金和方案之间的协同作用和密切互

动，以使预防、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活动导致持久

和平。954
 

 辩论期间，安理会通过了一份主席声明，其中

申明，各国拥有自主权和承担责任是实现持久和平

的关键，安全和发展行动体在当地采取的统筹行动

需要与各国当局协调，鼓励会员国促进联合国在冲

突和冲突后局势中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955
 

2011年 6月 7日：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病对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2011 年 6 月 7 日，安理会就艾滋病毒/艾滋病流

行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举行了高级别辩论，

__________________ 

 951 S/PRST/2010/18。 

 952 第 6479 次会议。 

 953 S/PV.6479(Resumption 1)，第 11 页(古巴)；第 16-17 页(埃

及，代表不结盟运动)；第 37-38 页(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

和国)；第 38-39 页(乌拉圭)；和第 42 页(尼加拉瓜)。 

 954 同上，第 32 页。 

 955 S/PRST/2011/4。 

辩论开始时一致通过了第 1983(2011)号决议，其中

重申其承诺，消除这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安理会强调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处理艾滋病

毒和艾滋病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联合国所有相

关实体仍然需要根据各自的任务，做出协调努力，

以协助全球努力防治这一流行病。安理会着重指出，

需要在联合国特派团内部加强艾滋病毒预防活动，

请秘书长确保执行联合国特派团提高对艾滋病毒和

艾滋病的认识和开展预防的方案。秘书长呼吁会员

国把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工作同打击性暴力和维护

妇女权利结合起来。956
 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

合规划署执行主任向安理会通报了第 1308(2000)号

决议通过后十年中取得的进展，但强调必须加大力度，

迎接艾滋病毒在冲突后和过渡时期传染风险增大的

挑战。957
 

2011年 7月 20日：气候变化的影响 

 2011 年 7 月 20 日，安理会召开了一次高级别会

议，审议气候变化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秘

书长在通报中强调，气候变化是真实的，并以危险的

方式加速；它不仅加剧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而且本身也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958
 安理会还

听取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的通报，959
 以及

瑙鲁总统代表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做的通报。

瑙鲁总统强调，许多国家的生存受到气候变化的威

胁。960
 

 在整个辩论中，各位代表对安理会是否应将气

候变化纳入其议程，或是否应将其留给传统上负责

可持续发展事务的联合国其他机构，主要是《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一些发言者赞扬安理会发挥新

的作用，作为对这些机构的必要补充，认为安理会

必须跟上二十一世纪新出现的威胁，努力改进预警

系统，加强协作和援助地方和国家能力。德国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 

 956 S/PV.6547，第 3-5 页。 

 957 同上，第 5-6 页。 

 958 S/PV.6587，第 2-3 页。 

 959 同上，第 3-6 页。 

 960 同上，第 22-24 页。 

http://undocs.org/S/PRST/2010/18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206479%20(Resumption%201)&Lang=E
http://undocs.org/S/PRST/2011/4
http://undocs.org/S/PV.6547
http://undocs.org/S/PV.6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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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气候变化造成环境退化，往往助长了冲突，

安理会有义务未雨绸缪，尽最大努力防止危机爆

发。961
 其他发言者表示关注，安理会可能侵犯联合

国其他机构的职能和权力，曲解《宪章》的原则和

宗旨，滥用授予安理会的权力。962
 

 在辩论期间通过对一份主席声明中，安理会重

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应对气候变化的

重要工具，但也指出，当气候变化可能引起的安全

问题促成冲突，给执行安理会的任务带来挑战或危

及巩固和平进程时，冲突分析和背景资料，特别是

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析和资料，甚为重要。为此，安

理会请秘书长确保他给安理会的报告中有此类背景

资料。963
 

2011年 9月 22日：预防冲突 

 2011 年 9 月 22 日，安理会就维持国际和平与安

全方面中预防冲突举行了高级别辩论。在辩论期间，

发言者呼吁加强预警机制，增加对预防冲突的投资，

加强区域伙伴关系，更加注重和平调解，并让妇女

在建设和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964
 

 会议结束时，安理会通过了一份主席声明，其

中回顾，预防冲突仍是各国的一项首要责任，全面

的预防冲突战略除其他外，应包括早期预警，预防

性部署，包括推动消除贫穷、全国和解、善治、民

主、性别平等、法治以及尊重和保护人权。安理会

还表示，决心使联合国更有效地预防武装冲突爆发，

在爆发后升级或蔓延和在结束后死灰复燃。安理会

通过区域安排和平解决地方争端，打算继续加强与

所有其他相关行为者之间在战略层面和在实地工作

中的伙伴关系。965
 

__________________ 

 961 同上，第 21 页。 

 962 同上，第 9 页(中国)；第 13 页(俄罗斯联邦)；第 19 页(印

度 )；第 26 页 (埃及，代表不结盟运动 )；S/PV.6587 

(Resumption 1)，第 19-20 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 26

页(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家)；和第 35 页(委内瑞拉玻利瓦尔

共和国)。 

 963 S/PRST/2011/15。 

 964 见 S/PV.6621。 

 965 S/PRST/2011/18。 

2011 年 10 月 12 日：推进安全部门改革：非洲

的前景与挑战 

 2011 年 10 月 12 日，安理会就与维持国际和平

与安全有关的非洲安全部门改革举行了高级别辩

论。966
 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在通报中说，过

去几年，对安全部门改革的需求急剧增长，现已成

为许多新的联合国特派团和行动任务的组成部分，

其中有几个在非洲。发言者们承认，联合国自秘书

长 2008年关于安全部门改革的报告以来做了重要工

作，967
 就安全部门改革逐渐开展内容丰富的探讨，

在总部和外地建立支助结构。不过，许多发言者也

同意，安理会应对安全部门改革采取更为长期，全

面的做法，确保其补充促进和解，恢复经济，促进

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努力。发言者还呼吁与区域和分

区域组织加强协调，给予更多支持，并呼吁让妇女

更多参与调解。许多发言者承认会员国拥有为其人

民提供安全的主权权利，也强调国家对安全部门改

革的自主权的重要性，指出安理会和国际社会的作

用是提高各国履行这一责任的能力。 

 会议结束时，安理会通过了一份主席声明，其

中特别注意到，联合国的大部分安全部门改革援助

是在非洲国家实施和提供给这些国家。一些非洲国

家正成为这种援助的主要提供者。安理会欢迎这种

非洲内部的合作，并强调需要加强与区域和次区域

组织的合作。安理会认识到，安全部门改革是一个

长期过程，并重申，改革应是一个由国家自主的进

程，根据有关国家的具体需要和情况进行。安理会

鼓励这些国家争取向安全部门改革分配本国资源，

以确保这些改革的长期可持续性和生命力。968
 

2011 年 11 月 23 日：面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及预

防冲突的新挑战 

 2011 年 11 月 23 日，安理会就面对国际和平与

安全及预防冲突的新挑战举行了高级别辩论。秘书

长指出，跨国有组织犯罪，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是

时代的三个特有挑战，其并非是新的挑战，但却越

__________________ 

 966 见 S/PV.6630。 

 967 S/2008/39。 

 968 S/PRST/2011/19。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206587%20(Resumption%201)&Lang=E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206587%20(Resumption%201)&Lang=E
http://undocs.org/S/PRST/2011/15
http://undocs.org/S/PV.6621
http://undocs.org/S/PRST/2011/18
http://undocs.org/S/PV.6630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2008/39&Lang=E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RST/2011/19&L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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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跨越国界，愈发严重，给人类、国家、区域和

国际安全带来更大影响。969
 安理会听取了联合国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

级专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通报。他们都强调

三个挑战的相互联系。在随后的辩论中，发言者就

安理会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一些

发言者同意秘书长的看法，认为没有任何国家或区

域组织能够独自应付具有全球性和跨国性质的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 

 969 S/PV.6668，第 2-3 页。 

然而，其他发言者指出，安理会以外的联合国实体

和国际组织具有处理这些问题的核心能力，而且让

安理会增加负担，处理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挑战，

将使其脱离核心任务。970
 尼日利亚代表和加蓬代表

提议成立一个临时工作组，列出国际和平与安全面

临的新挑战，协助安理会的工作安理会。971
 

__________________ 

 970 同上，第 10 页(巴西)；和第 23-24 页(印度)。 

 971 同上，第 14 页(尼日利亚)；和第 20 页(加蓬)。 

 
 
 

会议：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会议和日期 分项目 其他文件 

根据规则第三十

七条发出的邀请 

根据规则第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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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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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黎

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S/2010/248) 

   秘书长、安理会

所有成员 a
 

 

6360 

2010 年 

7 月 16 日 

预防性外交工具的最

佳利用：在非洲的前

景和挑战 

2010 年 7 月 9 日尼日

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S/2010/371) 

 18 个会员国 b
 特别代表兼世界

银行“冲突、安全

与发展世界发展”

报告主任、欧洲联

盟驻联合国代表

团代理团长 

常务副秘书长、

安理会所有成

员、所有受邀人 

S/PRST/2010/14 

6389 

2010 年 

9 月 23 日 

确保安全理事会在维

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

面的有效作用 

2010 年 9 月 1 日土耳

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秘书长的信 

(S/2010/461) 

   秘书长、安理会

所有成员 c
 

S/PRST/2010/18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668&L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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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和日期 分项目 其他文件 

根据规则第三十

七条发出的邀请 

根据规则第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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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9 

2011 年 

2 月 11 日 

安全与发展之间的相

互依存性 

2011 年 2 月 2 日巴西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

书长的信 

(S/2011/50) 

 45 个会员国 d
 建设和平委员会

主席、世界银行

2011 年“世界发

展报告”特别代表

兼主任、欧洲联盟

驻联合国代表团

代理团长、非洲联

盟常驻联合国观

察员办公室临时

代办 

秘书长、安理会

所有成员、e
44

位根据第三十

七条邀请的人

员和根据第三

十九条邀请的

所有人 

S/PRST/2011/4 

6547 

2011 年 

6 月 7 日 

艾滋病毒 /艾滋病流

行病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影响 

2011 年 6 月 6 日加蓬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

书长的信 

(S/2011/340) 

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纳、法

国、加蓬、德

国、尼日利亚、

葡萄牙、联合

王国和美国提

及的决议草案

(S/2011/341) 

 联合国艾滋病毒/

艾滋病联合规划

署执行主任 

秘书长、安理会

所有成员、g 联

合国艾滋病毒/

艾滋病联合规

划署执行主任 

第 1983(2011)号决

议 

15-0-0 

6587 

2011 年 

7 月 20 日 

气候变化的影响 

2011 年 7 月 1 日德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

书长的信 

(S/2011/408) 

 47 个会员国 h
 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执行主任、欧洲

联盟驻联合国代

表团代理团长 

秘书长、安理会

所有成员、所有

受邀人 

S/PRST/2011/15 

6621 

2011 年 

9 月 22 日 

预防冲突 

秘书长关于预防性外

交的报告 

(S/2011/552) 

2011 年 9 月 12 日黎

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S/2011/570) 

   秘书长、安理会

所有成员 i
 

S/PRST/2011/18 

6630 

2011 年 

10 月 12 日 

推进安全部门改革：

非洲的前景与挑战 

2011 年 10 月 7 日尼

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

表给秘书长的信 

(S/2011/627) 

 11 个会员国 j
 主管维持和平行

动副秘书长、非洲

联盟常驻观察员、

欧洲联盟代表团

代表 

安理会所有成

员、k 主管维持

和平行动副秘

书长、非洲联盟

常驻观察员 

S/PRST/2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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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和日期 分项目 其他文件 

根据规则第三十

七条发出的邀请 

根据规则第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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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8 

2011 年 

11 月 23 日 

面对国际和平与安全

及预防冲突的新挑战 

2011年 11月 8日葡萄

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秘书长的信 

(S/2011/698) 

  联合国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执

行主任、联合国难

民事务高级专员、

世界卫生组织总

干事 

秘书长、安理会

所有成员、l 所

有受邀人 

 

 
a
 联合王国由议会外交和联邦事务国务副大臣代表。 

 
b
 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贝宁、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加拿大、埃及(代表非洲集团)、冈比亚、德国、加纳、肯尼亚、

摩洛哥、巴基斯坦、大韩民国、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c
 安理会九个成员派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会议：奥地利(总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主席)、中国(国务院

总理)、加蓬(总统)、日本(首相)、黎巴嫩(总统)、尼日利亚(总统)、土耳其(总统)和乌干达(总统)、六个成员派部长

级代表出席会议：巴西(对外关系部长)、法国(外交部长)、墨西哥(外交部长)、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联合王国(为

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和美国(国务卿)。 

 
d
 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阿塞拜疆、比利时(代表建设和平委员会特定国家结构主席)、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

埃及(代表不结盟运动)、萨尔瓦多、斐济(代表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芬兰(代表北欧国家)、格鲁吉亚、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卢森堡、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尼加拉瓜、巴基斯

坦、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大韩民国、塞内加尔、斯洛文尼亚(外交部长)、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苏丹、

瑞士、泰国(代表人类安全网)、土耳其、乌干达、坦桑尼亚共和国、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e
 安理会七个成员派部长级代表出席会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外交部长)、巴西(对外关系部长)、哥伦比亚(外交部

长)、加蓬(外交部副部长)、德国(联邦外交部长兼副总理)、印度(外交部长)和葡萄牙(外交部长)。 

 
f
 虽然根据第三十七条受邀、但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没有发言。不过，斐济代表代表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包括帕劳、

巴布亚新几内亚、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瑙鲁、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图瓦卢、汤加和瓦努阿图发了言。 

 
g
 安理会三个成员由总统代表：加蓬(加蓬总统)、尼日利亚(总统)和南非(副总统)；安理会一个成员派部长出席了会议：

法国(外交部长)。 

 
h
 阿根廷(代表 77国集团和中国)、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屿事务议会秘书)、孟加拉国、巴巴多斯(代表加勒比共同

体成员国)、比利时、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加拿大、智利、哥斯达黎加、古巴、丹麦、厄瓜多尔、埃及(代表不结盟运动)、

萨尔瓦多、斐济、芬兰、加纳、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科威特(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卢森堡、墨西哥、瑙鲁(总统、代表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新西兰、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大韩民国、新加坡、斯洛文尼亚、西班牙、苏丹、

土耳其、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i
 安理会六个成员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会议：哥伦比亚(总统)、加蓬(总统)、黎巴嫩(黎巴嫩总统兼安全理事会主

席)、尼日利亚(总统)、葡萄牙(总理)和南非(总统)。安理会七个成员派部长级代表出席会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外

交部长)、巴西(对外关系部长)、中国(外交部长)、法国(外交和欧洲事务国务部长)、德国(外交部长)、印度(外交部长)

和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国务大臣)。 

 
j
 澳大利亚、加拿大、埃及(代表不结盟运动)、芬兰(代表北欧国家)、意大利、卢森堡、摩洛哥、巴基斯坦、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和苏丹。 

 
k
 安理会两个成员派部长级代表出席会议：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和印度(外交部长国务部长)。 

 
l
 安理会四个成员派部长级代表出席会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外交部长)、葡萄牙(外交国务部长兼安全理事会主席)、

巴西(对外关系部政治事务副部长)和哥伦比亚(多边事务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