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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几内亚比绍局势

概述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几内亚比绍局

势举行了 9 次会议并通过了两项决议和一份主席声

明。安理会听取了负责几内亚比绍问题秘书长特别代

表和建设和平委员会几内亚比绍组合主席关于 2010

年4月1日军事叛乱前后的政治和安全局势以及在安

全部门改革及打击贩毒和有组织犯罪领域所做努力

进展方面的情况通报。  

 安理会还两次将联合国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综

合办事处(联几建和办)的任期延期，118
 一次一年，

另一次为 14 个月。119
  

2010 年 7 月 15 日和 22 日：情况通报和通过一

项主席声明 

 2010 年 7 月 15 日，安理会听取了负责几内亚比

绍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几建和办负责人的情况

通报，其报告了 2010 年 4 月 1 日军事叛乱发生前后

的政治和安全局势。他说，奉前副总参谋长命令行事

的部队控制了武装部队总部，扣押了总参谋长和总理；

武装军事人员强行进入联合国驻地。随后，总统任命

了其中一名军事叛乱领导人担任新总参谋长，这一决

定受到了包括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欧

洲联盟和非洲联盟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批评。120
  

 建设和平委员会几内亚比绍组合主席说，委员会向

几内亚比绍政府表示关切 4 月 1 日事件，并要求释放被

羁押人员；委员会还指出，政府和军事当局必须共同加

强国家机构、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法治。她还说，委

员会严重关切几内亚比绍境内的毒品贩运，并强调必

须更好地支持西非经共体在这方面的区域努力。121
  

 几内亚比绍外交部长确认了局势的复杂性及其

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的严重性。他强调需要国际社会

__________________ 

 118 关于联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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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第 1949(2010)号和第 2030(2011)号决议。 

 120 S/PV.6359，第 2-4 页。 

 121 同上，第 4-6 页。 

的持续支持和援助，以便在诸如安全部门改革和打击

贩毒领域取得进展。122
  

 2010 年 7 月 22 日，安理会通过一项主席声明，

其中除其他外，对几内亚比绍的安全局势和宪政秩序

面临的威胁表示关切，并呼吁几内亚比绍政府立即全

部释放在 4 月 1 日事件中被羁押的人，或在充分尊重

适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起诉。123
  

2010 年 3 月 5 日至 2011 年 11 月 3 日：关于安全

部门改革相关事态发展和其他建设和平举措的情

况通报 

 2012 年 3 月 5 日至 2011 年 11 月 3 日，安理会

听取了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情况通报，特别代表概述了

联几建和办在诸如防卫和安全部门改革、民族和解及

打击毒品贩运和有组织犯罪等领域提供的支助。他强

调，国际社会需要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例如点名有关

实体，并通过立法，允许冻结或没收资产和银行帐户。

关于安全部门改革，他报告说，联几建和办继续支持

政府的改革努力，特别侧重于警察以及国际合作伙伴

之间、特别是西非经共体和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之间

的协调。他还报告说，2011 年第一季度，向几内亚

比绍部署了一个安哥拉军事和警务人员技术特派团，

旨在恢复其军事基础设施并组织培训，这项工作后来

得到了来自巴西的军事援助特派团的补充。关于毒品

贩运和有组织犯罪问题，他强调国家当局需要作出更

有力的承诺来解决问题。124
  

 代表西非经共体和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发言的

各位代表向安理会通报了关于制定符合政府自身国

家战略框架的安全部门改革问题联合路线图以及随

后为实施路线图所做努力情况，国家战略框架规定保

护重要国家机构成员以及培训防务和警务人员。另据

__________________ 

 122 同上，第 6-7 页。 

 123 S/PRST/2010/15。 

 124 S/PV.6281，第 2-4 页；S/PV.6359，第 2-4 页；S/PV.6416，

第 2-5 页；S/PV.6489，第 2-5 页；S/PV.6569，第 2-5 页；

S/PV.6648，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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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会员国正在向几内亚比绍

提供双边援助：例如，巴西设立了针对该国安全部队

的一个培训中心并制定了方案。125
 非洲联盟代表还

向安理会通报了其为支持西非经共体-葡萄牙语国家

共同体倡议所做努力情况。126
  

 建设和平委员会几内亚比绍组合主席报告了委

员会与该国的接触情况，包括委员会访问几内亚比绍，

鼓励该国政府实施安全部门改革，以及委员会对路线

图的支持。她还说，该国要表明加强对文职人员控制

军队原则的承诺。然而，所做努力不仅要注重安全部
__________________ 

 125 S/PV.6569，第 6-10 页；S/PV.6648，第 9-11 页。 

 126 S/PV.6416，第 6-7 页。 

门，还要注重社会经济发展，采取特别是在青年中创

造就业的措施。关于该国的经济状况，她说，实施公

共行政和公共财政改革，包括努力加强财政纪律，取

得了积极成果。127
 

 包括总理在内的几内亚比绍代表强调了政府对

安全部门改革的承诺以及在这一领域取得的具体进

展，包括批准和随后实施了路线图并建立了武装部队

退役军人特别养恤基金。然而，他们强调政府面临的

多重挑战，并强调国际社会需要继续为实施改革提供

政治和财政支持。128
 

__________________ 

 127 同上，第 5-6 页。 

 128 例如，见 S/PV.6648，第 6-9 页。 

各次会议：几内亚比绍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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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1 

2010 年 3 月 5 日 

秘书长关于几内亚

比绍国内事态发展

和联合国几内亚比

绍建设和平综合办

事处(联几建和办 )

在几内亚比绍的活

动的报告 

(S/2010/106) 

 几内亚比绍 负责几内亚比绍问

题秘书长特别代表

兼联几建和办主任、

建设和平委员会几

内亚比绍组合主席 

所有应邀者  

6539 

2010 年 7 月 15 日 

秘书长关于几内亚

比绍国内事态发展

和联几建和办的活

动的报告 

(S/2010/335) 

 几内亚比绍

(外交部长) 

秘书长特别代表、建

设和平委员会几内

亚比绍组合主席  

所有应邀者  

6364 

2010 年 7 月 22 日 

      S/PRST/2010/15  

6416 

2010 年 11 月 5 日 

秘书长关于几内亚

比绍国内事态发展

和联几建和办的活

动的报告 

(S/2010/550) 

 几内亚比绍 秘书长特别代表、建

设和平委员会几内

亚比绍组合主席、非

洲联盟委员会主席

几内亚比绍问题特

别代表  

所有应邀者  

6428 

2010 年 11 月 23 日 

秘书长关于几内亚

比绍国内事态发展

和联几建和办的活

动的报告 

(S/2010/550) 

尼日利亚提

交的决议草

案 

(S/2010/591) 

   第 1949(2010)号决议 

15-0-0 

http://undocs.org/ch/S/PV.6569
http://undocs.org/ch/S/PV.6648
http://undocs.org/ch/S/PV.6416
http://undocs.org/ch/S/PV.6648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281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281
http://undocs.org/ch/S/2010/106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359
http://undocs.org/ch/S/2010/335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364
http://undocs.org/ch/S/PRST/2010/15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16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16
http://undocs.org/ch/S/2010/550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28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28
http://undocs.org/ch/S/2010/550
http://undocs.org/ch/S/2010/591
http://undocs.org/ch/S/RES/194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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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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9 

2011 年 2 月 25 日 

秘书长关于几内亚

比绍国内事态发展

和联几建和办的活

动的报告 

(S/2011/73) 

 几内亚比绍

(总理) 

秘书长特别代表、建

设和平委员会几内

亚比绍组合主席  

所有应邀者  

6569 

2011 年 6 月 28 日 

秘书长关于几内亚

比绍国内事态发展

和联几建和办的活

动的报告 

(S/2011/370) 

 几内亚比绍 秘书长特别代表、建

设和平委员会几内

亚比绍组合主席、葡

萄牙语国家共同体

主席 

所有应邀者  

6648 

2011 年 11 月 3 日 

秘书长关于几内亚

比绍国内事态发展

和联几建和办的活

动的报告 

(S/2011/655) 

 安哥拉，a 几

内亚比绍 

秘书长特别代表、建

设和平委员会几内

亚比绍组合主席  

所有应邀者  

6695 

2011 年 12 月 21 日 

秘书长关于几内亚

比绍国内事态发展

和联几建和办的活

动的报告 

(S/2011/655) 

巴西、尼日利

亚和葡萄牙

提交的决议

草案 

(S/2011/786) 

   第 2030(2011)号决议 

15-0-0 

 a 安哥拉代表代表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成员发了言。 

10. 科特迪瓦局势 

概述 

 在 2010 年和 2011 年，安全理事会举行了 26 次

会议，包括与部队派遣国举行了 4 次非公开会议，129
 

并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了 14 项有关科特迪瓦局

势的决议。安理会关注的重点是选举后危机、对威胁

和平进程的个人实施定向制裁以及加强联合国科特

迪瓦行动(联科行动)的任务规定。130
  

 考虑到科特迪瓦的选举进程，安理会将联科行动

以及为其提供支持的法国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了 6

次。131
 安理会还授权从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联利

__________________ 

 129 见 S/PV.6258、S/PV.6328、S/PV.6436 和 S/PV.6578。 

 130 关于联科行动任务规定的更多资料，见第十部分，第一

节，“维持和平行动”。 

 131 第 1911(2010)、1924(2010)、1933(2010)、1962(2010)、

1981(2011)和 2000(2011)号决议。 

特派团)临时调动军事和警务人员到联科行动，包

括最多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拥有两架通用军事直升

机的空运股，并数次延长临时调动期限。132
 安理

会延长或延续制裁制度并两次延长了专家组的任

务期限。133
  

2010 年 1 月 21 日至 12 月 7 日：秘书长特别代

表关于选举进程的情况通报 

 2010 年 1 月 21 日，安理会听取了负责科特迪瓦

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科行动负责人所作的情况

通报，他介绍了秘书长的报告。134
 他告知安理会，

选举进程在和平环境下取得了显著进展，约 630 万选

__________________ 

 132 第 1951(2010)、1962(2010)、1967(2011)、1968(2011)、

1981(2011)和 1992(2011)号决议。 

 133 第 1946(2010)、1975(2011)和 1980(2011)号决议。 

 134 S/2010/15。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89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89
http://undocs.org/ch/S/2011/73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569
http://undocs.org/ch/S/2011/370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648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648
http://undocs.org/ch/S/2011/655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695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695
http://undocs.org/ch/S/2011/655
http://undocs.org/ch/S/2011/786
http://undocs.org/ch/S/RES/2030(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