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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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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3 

2010 年 10 月 15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

组织刚果民主共和

国稳定特派团 (联

刚稳定团)的报告 

(S/2010/512) 

 刚果民主共和国 秘书长特别代

表兼联刚稳定

团团长 

秘书长特别代

表兼联刚稳定

团团长 

 

6432 

2010 年 11 月 29 日 

 法国提交的决

议草案 

(S/2010/597) 

   第 1952(2010)号 

决议  

15-0-0 

6476 

2011 年 2 月 7 日 

秘书长关于联刚稳

定团的报告 

(S/2011/20) 

 刚果民主共和国 秘书长特别代

表兼联刚稳定

团团长 

所有应邀者  

6539 

2011 年 5 月 18 日 

2011 年 5 月 2 日法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S/2011/282) 

 刚果民主共和国 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非洲区域

局局长、世界银

行非洲业务和

战略主任、欧洲

联盟驻联合国

代表团代团长 

秘书长、安理

会所有成员、

所有应邀者 

S/PRST/2011/11 

6551 

2011 年 6 月 9 日 

秘书长关于联刚稳

定团的报告 

(S/2011/298) 

 刚果民主共和国 秘书长特别代

表兼联刚稳定

团团长 

所有应邀者  

6568 

2011 年 6 月 28 日 

秘书长关于联刚稳

定团的报告 

(S/2011/298) 

法国、加蓬、

联合王国和美

国提交的决议

草案 

(S/2011/390) 

刚果民主共和国   第 1991(2011)号 

决议  

15-0-0 

6649 

2011 年 11 月 8 日 

秘书长关于联刚稳

定团的报告 

(S/2011/656) 

 刚果民主共和国 秘书长特别代

表兼联刚稳定

团团长 

所有应邀者  

6671 

2011 年 11 月 29 日 

 法国提交的决

议草案 

(S/2011/737) 

   第 2021(2011)号 

决议  

15-0-0 

 

8. 中非共和国局势 

概述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中非共和国局

势举行了 6 次会议并通过了一项决议和一项主席声

明。安理会收到了秘书长中非共和国问题特别代表和

建设和平委员会中非共和国组合主席关于其各自活

动的四份情况通报。安理会的重点是总统和立法选举

进展以及前战斗人员重新融入社会、着手安全部门改 

革和确保该国东北部安保方面的挑战。 

 安理会两次将联合国中非共和国综合办事处(中

非建和办)的任期延期，104
 一次延期一年，一次延期

13 个月。105

__________________ 

 104 关于中非建和办任务规定的更多资料，见第十部分，第
二节，“政治特派团和建设和平特派团”。 

 105 S/PRST/2010/26 和第 2031(2011)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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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6 月 28 日至 2011 年 12 月 21 日：秘书

长特别代表通报情况、选举进程以及解除武装、

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 

 2010 年 6 月 28 日，安理会听取了秘书长中非共

和国问题特别代表兼中非建和办主任的情况通报。她

介绍了秘书长的报告，106
 着重指出，和平进程进入

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选举的成功举行和约 8 000

名前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完成(这

两者迄今都被推迟)与否将决定建设和平进程的命运。

她说，独立选举委员会建议将 2010 年 10 月 24 日和

12 月 19日分别作为第一和第二轮总统选举和议会选

举的日期。关于安全局势，特别代表报告说，因上帝

抵抗军(上帝军)在东南部省份持续袭击平民使得局

势有所恶化。她强调说，中非建和办在该区域正与四

个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密切合作，监测上帝军的活

动，但承认需要采取更协调一致的区域办法打击上帝

军构成的威胁。107
 中非共和国代表指出，尽管国家

和国际行动者都认为，安保对内部叛乱频发的国家举

行自由、公正和有公信力的选举必不可少，但外国叛

乱分子和土匪的存在没有使情况容易些。108
  

 2010 年 12 月 8 日，安理会听取了特别代表的情

况通报，他介绍了秘书长的报告，109
 并提供了关于

该国筹备选举和安全局势的最新情况。她报告说，总

统和立法选举定于 2011 年 1 月 23 日举行，联合国和

国际伙伴向负责实施选举进程的独立选举委员会提供

了大量技术和财政支助。关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

社会进程，她说，虽然在该国西北部核查前战斗人员

的工作已经完成，但参加包容性政治对话的各方必须

坚持自己的所有承诺来推动整个进程。她强调政府需

要足够的手段和资源来应对无安保问题，注意到，政

府已作出重要努力在全国各地扩展其权威和提供服

务。110
 中非共和国代表指出，其国家正准备举行自由、

__________________ 

 106 S/2010/295。 

 107 S/PV.6345，第 2-4 页。 

 108 同上，第 6-7 页。 

 109 S/2010/584。 

 110 S/PV.6438，第 2-4 页。 

公平和透明的选举。然而，一些地区存在若干令人关

切的问题，诸如尚未签署《全面和平协定》的反叛团

体和身份不明的武装团体助长了不安全局势。111
  

 2010 年 12 月 14 日，安理会通过一项主席声明，

其中呼吁该国所有利益攸关方继续做出努力，迅速着

手筹备和举行自由、公正、透明和可信的选举，同时

注意到总统令规定在 2011年 1月 23日举行第一轮总

统和立法选举，并注意到选民登记工作已经和平完成。

安理会确认了迄今为止在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

进程中取得的进展，呼吁所有政治-军事团体采取必

要措施，立即以透明和负责的方式完成解除武装和复

员工作。安理会再次呼吁中非共和国政府重新努力改

革安全部门机构，因为这是建设和平进程的一个重要

部分，并呼吁政府消除普遍存在的有罪不罚现象，增

进法治，加强对人权的尊重。112
  

 2011 年 7 月 7 日，安理会听取了特别代表的情

况通报，特别代表介绍了秘书长的报告。113 她指出

报告所述期间的主要事件是总统和议会选举，表示，

国际和国家观察员将投票形容为是包容与和平的，尽

管有若干不合规定之处。她强调说，两项最紧迫的

挑战是，在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及执行与反叛团体

的和平协议之后的政治管理以及前战斗人员的可持

续解除武装和重返社会，这是总体安全部门改革的

一部分。114
 

 2011 年 12 月 14 日，安理会听取了特别代表的

情况通报，特别代表介绍了秘书长的报告，115
 并提

供了中非共和国政治、安保、社会经济、人道主义和

人权发展的最新情况。她突出强调了事态的积极发展

情况，指出尽管在政治方面存在分歧，但政府同反对

派的接触是一个意料之外的重大突破。她警告说，虽

然政府与政治军事团体之间启动的和平动态为在该

国实现和平提供了真正机会，但缺少完成解除武装、 

__________________ 

 111 同上，第 6 页。 

 112 S/PRST/2010/26。 

 113 S/2011/311。 

 114 S/PV.6575，第 2 页。 

 115 S/201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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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ndocs.org/ch/S/PRST/2010/26
http://undocs.org/ch/S/2011/311
http://undocs.org/ch/S/PV.6575
http://undocs.org/ch/S/201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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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和启动安全部门改革第二阶段

的资金有可能使中非共和国处于灾难边缘。116
  

 2011 年 12 月 21 日，安理会通过了第 2031(2011)

号决议，安理会在该决议中关切在首都以外的地方缺

乏国家权力机构，致使中非共和国的许多地方出现重

大安全真空，呼吁中非共和国政府和所有武装团体全

面遵守 2008 年结束的包容性政治对话的建议，继续

致力推动全国和解进程。决议还要求所有武装团体在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中与政府合作。安理

会强调中非共和国的安全部门改革至关重要，关切地

注意到缺少一个可信和可行的国家战略，就此吁请中
__________________ 

 116 S/PV.6687，第 2-6 页。 

非共和国政府再次与中非建和办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特别要考虑到该办事处按政府有关协助恢复安全部

门改革工作的请求起草的安全部门改革路线图。 

2010 年 6 月 28 日至 2011 年 12 月 14 日：建设

和平委员会中非共和国组合主席的情况通报 

 2010 年 6 月 28 日至 2011 年 12 月 14 日，建设

和平委员会中非共和国组合主席定期向安理会通报

实施中非共和国建设和平战略框架相关问题的最新

情况，其中包括选举进程、安全部门改革及解除武装、

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117
 

__________________ 

 117 见 S/PV.6345、S/PV.6438、S/PV.6575 和 S/PV.6687。 

各次会议：中非共和国局势 

会议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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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5 

2010 年 6 月 28 日 

秘书长关于中非

共和国局势和联

合国中非共和国

建设和平综合办

事处 ( 中非建和

办)活动的报告 

(S/2010/295) 

 中非共和国 秘书长中非共和国

问题特别代表和中

非建和办主任、建

设和平委员会中非

共和国组合主席  

所有应邀者  

6438 

2010 年 12 月 8 日 

秘书长关于中非

共和国局势和中

非建和办活动的

报告(S/2010/584) 

 中非共和国 秘书长特别代表、

建设和平委员会中

非共和国组合主席  

所有应邀者  

6444 

2010 年 12 月 14 日 

秘书长关于中非

共和国局势和中

非建和办活动的

报告(S/2010/584) 

 中非共和国   S/PRST/2010/26 

6575 

2011 年 7 月 7 日 

秘书长关于中非

共和国局势和中

非建和办活动的

报告(S/2011/311) 

 中非共和国 秘书长特别代表、

建设和平委员会中

非共和国组合主席  

所有应邀者  

6687 

2011 年 12 月 14 日 

秘书长关于中非

共和国局势和中

非建和办活动的

报告(S/2011/739) 

 中非共和国(总

理) 

秘书长特别代表、

建设和平委员会中

非共和国组合主席  

所有应邀者  

6696 

2011 年 12 月 21 日 

秘书长关于中非

共和国局势和中

非建和办活动的

报告(S/2011/739) 

法国、加蓬、

德国、联合王

国和美国提交

的 决 议 草 案

(S/2011/785) 

   第 2031(2011) 号

决议 15-0-0 

http://undocs.org/ch/S/RES/2031(2011)
http://undocs.org/ch/S/RES/2031(2011)
http://undocs.org/ch/S/PV.6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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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ndocs.org/S/PRST/2010/26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575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575
http://undocs.org/ch/S/2011/311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687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687
http://undocs.org/ch/S/201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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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ndocs.org/ch/S/2011/739
http://undocs.org/ch/S/2011/785
http://undocs.org/ch/S/RES/2031(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