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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框架，促进和协助国家行为体开展对话，支持努

力消除有罪不罚现象，促进和保护人权。安理会还呼

吁秘书长制订一套联布办事处今后转变成联合国国

家工作队的基准。 

 2011 年 12 月 20 日，安理会通过第 2027(2011)

号决议，除其他外，延长联布办事处的任务期限至

2013 年 2 月 15 日，并将支持该国政府关于社会经济

发展和深化区域一体化列入其任务规定。

会议：布隆迪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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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309 次会议 

2010 年 5 月 10

日 

  布隆迪 秘书长布隆迪问题执

行代表兼联布综合办

主任、建设和平委员会

布隆迪组合主席 

所有应邀者  

第 6439 次会议 

2010 年 12 月 9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布隆迪综合办

事处 ( 联布综合

办)的第七次报告

(S/2010/608) 

 布隆迪 秘书长执行代表、建设

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

合主席 

所有应邀者  

第 6451 次会议 

2010 年 12 月 16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布隆迪综合办

事处 ( 联布综合

办)的第七次报告

(S/2010/608) 

法国、加蓬、日

本、黎巴嫩、大

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提交的决议草

案(S/2010/640) 

   第 1959(2010) 

号决议 

第 6538 次会议 

2011 年 5 月 17

日 

  布隆迪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

布办事处主任、建设和

平委员会布隆迪组合

主席 

所有应邀者  

第 6677 次会议 

2011 年 12 月 7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布隆迪办事处

的报告 

(S/2011/751) 

 布隆迪 秘书长特别代表、建设

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

合主席 

所有应邀者  

第 6691 次会议 

2011 年 12 月 20

日 

秘书长关于联布

办事处的报告 

(S/2011/751) 

法国提交的决

议草案 

(S/2011/782) 

布隆迪  布隆迪 第 2027(2011) 

号决议 

15-0-0 

5. 塞拉利昂局势 

 概况 

 在本汇辑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塞拉利昂局势

举行了六次会议，并通过了三项与布隆迪局势有关

的决议。安理会收到了秘书处和建设和平委员会塞

拉利昂组合主席的四份情况通报，侧重于该国的政

治和安全局势以及建设和平支助活动。安理会取消

了因 1990 年代内战而对塞拉利昂实施制裁的剩余

部分，65 并两次延长了联合国塞拉利昂建设和平综合

办事处(联塞建和办)的任务期限，每次为期一年。66
 

__________________ 

 65 第 1940(2010)号决议。 

 66 第 1941(2010)和 2005(2011)号决议。关于联塞建和办任

务规定的更多的资料，见第十部分，第二节，“政治特

派团和建设和平特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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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3月 22日至 2011年 9月 12日：塞拉利

昂局势情况通报和延长联塞建和办任务期限 

 2010 年 3 月 22 日，秘书长塞拉利昂问题执行代

表兼联塞建和办主任介绍了秘书长关于联塞建和办

的第四次报告。67 他着重介绍了最近的事态发展，事

关塞拉利昂和平与稳定的三个关键问题：青年失业、

非法毒品贩运和腐败。建设和平委员会一直不能成功

筹集必要的资金来执行其塞拉利昂的战略，他对此表

示关切。他指出，缺少资金可能影响到委员会在该国

建设和平的新办法。68 建设和平委员会塞拉利昂组合

主席报告了最近对该国的访问，并说，访问团的规模

和权威水平足以表明对塞拉利昂的关心。他指出，建

设和平委员会已使其工作与该国的建设和平优先事

项保持一致，把重点放在善治、青年人就业和毒品贩

运问题上。69 塞拉利昂代表向安理会保证，塞拉利昂

政府致力于促进善治、人权、性别平等、权力下放、

透明度和问责制。同时他强调，塞拉利昂政府决心在

主要政党之间创造一种政治容忍的文化。70
 

 2010 年 9 月 28 日秘书长执行代表介绍了秘书长

关于联塞建和办的第五次报告。他指出，虽然塞拉利

昂在从内战走向稳定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

今后一段时期需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维持稳定和经

济进步。71 他指出，筹备 2012 年选举、自然资源管

理和邻国几内亚的事态发展对塑造塞拉利昂的政治、

社会和经济未来可能产生重大影响。72 建设和平委员

会塞拉利昂组合主席报告说，该委员会一直在审议在

巩固塞拉利昂的和平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并规划今

后的介入。他指出了一系列新出现的需求，包括 2012

年选举的筹备工作，这需要加强政党登记委员会、全

国选举委员会和警察部门。73
 

__________________ 

 67 S/2010/135。 

 68 S/PV.6291，第 2-4 页。 

 69 同上，第 4-6 页。 

 70 同上，第 6-8 页。 

 71 S/2010/471。 

 72 S/PV.6391，第 2 至 5 页。 

 73 同上，第 6-7 页。 

 2010 年 9 月 29 日，安理会通过第 1941(2010)号

决议，延长联塞建和办任务期限至 2011 年 9 月 15

日，并强调办事处必须实现联合国《共同愿景》概述

的各项目标，包括为筹备 2012 年选举向该国政府提

供支持，为预防和减少冲突工作提供援助，协助解决

青年失业问题，促进善治。安理会鼓励建设和平委员

会在接获要求时向塞拉利昂政府提供支助以筹备

2012 年选举，包括在可能的情况下动员国际伙伴提

供必要支持以执行该国政府的《改革议程》和联合国

《共同愿景》战略，并为此视需要向安全理事会通报

情况和提供最新信息，包括在实现建设和平核心目标

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2011 年 3 月 24 日，秘书长执行代表介绍了秘书

长关于联塞建和办的第六次报告，并指出该国仍面临

相当大的挑战。74 然而，因为有了持续有力的国际支

持以帮助塞拉利昂克服重大挑战，例如青年失业和

易受冲击的脆弱性，该国摆脱残酷内战的过程对其

他动荡的非洲国家都会产生“涟漪效应”。他指出，

作为曾经的失败国家的象征，塞拉利昂现已逐渐成

为化解过去的分歧并发展为和平、民主和繁荣国家

的模范。75 建设和平委员会塞拉利昂组合主席还说，

塞拉利昂正在进入一个过渡时期，其特点是逐渐把重

点从后期建设和平向更长期经济发展转移。他指出，

这一转移大体上可由三个进程界定，即继续执行巩固

和平与经济增长的国家战略、2012 年举行选举和稳

步调整国际援助以支持发展优先事项。76 塞拉利昂代

表向安理会通报了塞拉利昂政府巩固和平的努力，并

强调该国总统承诺通过与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减少

对援助的依赖。77
 

 2011 年 9 月 12 日，秘书长执行代表介绍了秘书

长关于联塞建和办的第七次报告，并就该国最近的政

治事态发展，特别是 2012 年选举中取得的进展发表

了评论。78
 他希望能很快为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

__________________ 

 74 S/2011/119。 

 75 S/PV.6504，第 2 至 5 页。 

 76 同上，第 5-7 页。 

 77 同上，第 7-8 页。 

 78 S/201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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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选举和地方选举的法律框架达成一项协议，以及

一项新的竞选行为准则。79
 建设和平委员会塞拉利

昂组合主席强调需要主要政党开展更开放、更经常和

有成效的高级别对话。他强调，相关国家机构包括选

举委员会和政党登记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在继续改善，

这是至关重要的。80
 塞拉利昂代表指出，该国政府

继续致力于在 2012 年举行和平、自由、公正、可信

和透明的选举。全国选举委员会和政党登记委员会享

有独立性，以便不受干涉地有效完成其宪法任务。他

同时指出，目前还在努力考虑改革选举进程。他补充

说，成功的选举将表明有意义的和平与稳定是否真正

在他们的国家努力中牢牢地扎根。81
 

__________________ 

 79 S/PV.6609，第 2-5 页。 

 80 同上，第 5-7 页。 

 81 同上，第 8 页。 

 2011 年 9 月 14 日，安理会通过第 2005(2011)号

决议，延长联塞建和办任务期限至 2012 年 9 月 15

日，并授权它向所有利益攸关方提供技术援助，让其

在举行和平、可信和民主的选举中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安理会还敦促塞拉利昂政府就一切重大国家、政治、

社会和经济事项，定期进行包容各方的建设性政治对

话，明确重点确定塞拉利昂今后实现和平与发展需要

关注的优先事项和里程碑。 

 2010年 9月 29日：终止所有剩余制裁措施 

 2010年9月29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第1940(2010)

号决议，回顾安理会随时准备当塞拉利昂政府在塞拉

利昂全境重新获得控制权且所有非政府力量已解除

武装和复员时，终止有关措施，并决定立即终止第

1171(1998)号决议第 2、4 和 5 段规定的措施，又决

定立即解散安全理事会第 1132(1997)号决议第 10 段

所设委员会。

会议：塞拉利昂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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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291 次会议 

2010 年 3 月 22 日 

秘书长关于联

合国塞拉利昂

建设和平综合

办事处的第四

次报告

(S/2013/118) 

 塞拉利昂 秘书长塞拉利

昂问题执行代

表兼联塞建和

办主任、建设

和平委员会塞

拉利昂组合主

席 

所有应邀者  

第 6391 次会议 

2010 年 9 月 28 日 

秘书长关于联

塞建和办的第

五次报告

(S/2010/471) 

 塞拉利昂 秘书长执行代

表、建设和平

委员会布隆迪

组合主席 

所有应邀者  

第 6392 次会议 

2010 年 9 月 29 日 

秘书长关于联
塞建和办的第
五次报告
(S/2010/471) 

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
国提交的决议
草案
(S/2010/495) 

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
国提交的决议
草案
(S/2010/496) 

塞拉利昂  塞拉利昂 第 1940(2010)

号决议 

15-0-0 

 

第 1941(2010)

号决议 

15-0-0 

第 6504 次会议 

2011 年 3 月 24 日 

秘书长关于联

塞建和办的第

六次报告

(S/2011/119) 

 塞拉利昂 秘书长执行代

表、建设和平

委员会布隆迪

组合主席 

所有应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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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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609 次会议 

2011 年 9 月 12 日 

秘书长关于联

塞建和办的第

七次报告

(S/2011/554) 

 塞拉利昂 秘书长执行代

表、建设和平

委员会布隆迪

组合主席 

所有应邀者  

第 6611 次会议 

2011 年 9 月 14 日 

秘书长关于联

塞建和办的第

七次报告

(S/2011/554) 

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

国提交的决议

草案

(S/2011/572) 

塞拉利昂  塞拉利昂 第2005(2011)号

决议 

15-0-0 

6. 大湖区局势 

 概述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大湖区局势 

举行了一次闭门会议。 

各次会议：大湖区局势 

会议和日期 分项 第 37 条邀请 第 39 条和其他邀请 发言人 

决定和表决 

(赞成-反对-弃权) 

      第 6588 次(闭门) 

2011 年 7 月 21 日 

 20 个会员国
a

 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

书长、非洲联盟常驻

联合国观察员 

安理会成员、中非共和国、刚果

民主共和国、根据第 39 条邀请

的各方 

 

 a 澳大利亚、比利时、中非共和国、克罗地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丹麦、芬兰、希腊、爱尔兰、日本、荷兰、波兰、塞尔维

亚、斯洛文尼亚、南苏丹、西班牙、瑞典、土耳其、乌干达和津巴布韦。 

7.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 

概述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刚果民主共和

国局势举行了 13 次会议并根据《宪章》第七章规定

通过了四项决议和两项主席声明。安理会的重点是将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重组

为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

团)、82
 保护平民特别是使其免遭性暴力侵害及筹备

2011 年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 

 安理会将联刚特派团的任务期限延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83
 此后，安理会两次将联刚稳定团的任务

__________________ 

 82 关于联刚特派团和联刚稳定团任务规定的更多资料，见

第十部分，第一节，“维持和平行动”。 

 83 第 1925(2010)号决议。 

期限延长一年。84
 安理会还两次延长了对刚果民主

共和国境内武装团体的制裁制度以及根据第

1533(2004)号决议设立的专家组的任务期限。85
 

2010 年 4 月 13 日至 2011 年 5 月 18 日：联刚特

派团重组为联刚稳定团 

 2010 年 4 月 13 日，负责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秘

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刚特派团团长介绍了秘书长的报

告，其中载有一个技术评估团按照第 1906(2009)号决

议对联刚特派团缩编的调查结果。86
 他向安理会报

__________________ 

 84 第 1925(2010)号和第 1991(2011)号决议。 

 85 第 1925(2010)号和第 2021(2011)号决议。 

 86 S/201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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