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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录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第 37条邀请 

第 39条和 

其他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投票(赞成-反

对-弃权) 

       
S/PV.7004 

2013 年 7 月 18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科特迪瓦行动

的第三十二次报

告(S/2013/377) 

 科特迪瓦 主管维持和平行

动副秘书长 

主管维持和平行

动副秘书长、科

特迪瓦 

 

S/PV.7012 

2013 年 7 月 30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科特迪瓦行动

的第三十二次报

告(S/2013/377) 

法国、多哥、

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

国和美利坚合

众国提出的决

议草案

(S/2013/445) 

科特迪瓦  巴基斯坦  第 2112(2013) 

号决议 

15-0-0 

(根据第七章通过) 

 

11. 中部非洲区域 

 概览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理会举行了六次会议，

并就中部非洲区域局势发表了四次主席声明。面对

中非共和国危机的破坏性影响，安理会的讨论侧重

于旨在消除上帝抵抗军(上帝军)活动的威胁和影响

的区域战略，包括由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中

部非洲区域办)制订的执行计划。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根据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

书长的信，2012 年 8 月 21 日，联科行动的任务期限

延长了 18 个月，至 2014 年 2 月 28 日。253 

 消除上帝抵抗军活动的威胁和影响的区域战略 

 2012 年 6 月 29 日，中部非洲问题秘书长特别

代表兼中部非洲区域办负责人向安理会通报了秘书

长关于中部非洲区域办工作的第二次报告，其中包

括打击上帝军的工作。254 他着重介绍了消除上帝抵

抗军活动的威胁和影响的区域战略，并详细阐述了

该战略的五个关键目标，即支持打击上帝军的区域

合作，加强保护平民，扩大解除武装、复员、遣返、

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的活动，在受上帝军影响地区
____________ 

 253 S/2012/657。 

 254 S/2012/365。 

促进对人道主义和儿童保护的反应，并支持受上帝

军影响的各国政府在其领土全境行使权力。他呼吁

安理会积极支持落实联合国的区域战略和非洲联盟

的区域合作倡议。255 之后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负责

上帝抵抗军问题特使也在安理会发了言。他主要侧

重介绍非盟关于上帝军的区域合作倡议。他说，该

倡议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受影响国家有效应对和消除

和上帝军威胁的能力，以帮助向受影响社区提供人

道主义援助，并为受影响地区创造有利于稳定和复

原的环境。他向安理会通报了该倡议的关键组成部分

和结构，但提醒说，这种结构需要国际上的支持，主

要是在财政和后勤方面。最后，他正式请求安理会考

虑宣布上帝抵抗军是一个恐怖组织。256 

 发言者表示谴责上帝军所犯罪行。大多数发言

者强调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并强调区域合作

对上帝抵抗军的重要性。许多发言者对区域战略表

示欢迎，并呼吁增加资源，支持非洲联盟区域合作

倡议。数位发言者呼吁各国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起

诉和拘留与上帝军有关的肇事者。257 

____________ 

 255 S/PV.6796，第 2 和 3 页。 

 256 同上，第 3-6 页。 

 257 同上，第 12 页(葡萄牙)；第 19 页(危地马拉)；第 20

页(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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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安理会发表了一项强烈谴责上帝军袭击

事件的主席声明，并重申对该团体所犯暴行的关切。

在同一声明中，安理会欢迎制定区域战略。安理会

还敦促联合国各实体支持实施该战略，并呼吁国际

社会尽可能提供援助，以推动战略目标。258 

 2012 年 12 月 18 日，安理会举行会议，审议

秘书长关于中部非洲区域办和上帝军影响地区活

动的第三次报告。259 秘书长特别代表向安理会介

绍了这份报告。他在通报中承认，虽然中部非洲出

现了好消息，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但上帝军构成的

威胁仍然造成挑战。他强调需要调动资源，充分执

行区域战略，消除上帝军构成的威胁，并强调了中

部非洲区域办可用资源与需要执行的任务之间的

差距。260 

 会上，发言者表达了对区域战略的支持，并强

调制定实施计划的重要性。大多数发言者重申了在

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合作与协调的价值，并鼓励

中部非洲区域办继续在联合国系统内外开展有效的

交流和协调工作。一些发言者重申呼吁会员国与国

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国际刑事法院对上帝军领导

人签发的逮捕令。261 在讨论中，发言者还提出了影

响中部非洲区域的其他挑战，如几内亚湾的青年失

业和海盗行为。 

 2012 年 12 月 19 日，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强

烈谴责上帝军进行的袭击和暴行，包括招募和使用

儿童、强奸、性奴役和其他性暴力，并重申支持区

域战略。安理会还敦促中部非洲区域办和联合国政

治与维和特派团协调努力，支持执行该战略，并敦

促中部非洲区域办在协调这些活动方面发挥关键作

用。262 

____________ 

 258 S/PRST/2012/18。 

 259 S/2012/923。 

 260 S/PV.6891，第 2-4 页。 

 261 同上，第 8 页(南非)；第 9 页(葡萄牙)；第 11 页(危地

马拉)；第 12 页(法国)；第 15 页(德国)。 

 262 S/PRST/2012/28。 

 区域战略实施方案 

 2013 年 5 月 29 日，安理会举行会议，审议秘

书长关于中部非洲区域办活动的第四次报告。秘书

长特别代表指出，区域战略的实施计划已经完成。

他指出，实施计划确定了需要追加资源的领域，并

确认其依赖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受上帝军影响国家

的持续支持。他提到了博科哈拉姆叛乱分子构成的

威胁以及马里北部的政治和安全局势。此外，他强

调，偷猎的出现是一个日益严重的现象，对和平与

安全构成挑战，并强调青年失业率上升成为了该区

域的不稳定因素。263 

 在接下来的辩论中，发言者对区域战略实施计

划表示欢迎。不过，一些发言者表示，关切计划中

描述的一些项目的相关性和及时性、进一步制定实

施计划的必要性以及为计划提供支持和资助的必要

性。264 中非共和国的危机是辩论的主要焦点，大多

数发言者表示，深为关切这一危机对邻国的溢出效

应。 

 会上，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重申强烈谴责上

帝军进行的袭击和暴行以及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

行径，包括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儿童的行径。安理会

欢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关于受上帝军影响

的儿童状况的结论，并呼吁全面执行这些结论。安

理会呼吁国际社会尽可能提供援助，并敦促该区域

各国进一步努力，消除上帝军构成的威胁。在同一

声明中，安理会对最近在中非共和国暂停打击上帝

军行动的做法表示关切，并鼓励继续协调，以便尽

快恢复该区域的打击上帝军行动。265 

 在区域战略实施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 

 2013 年 11 月 20 日，安理会举行会议，审议秘

书长关于中部非洲区域办活动和受上帝军影响地区

的第五次报告。266 秘书长特别代表告诉安理会，中
____________ 

 263 S/PV.6971，第 2 和 3 页。 

 264 第6页(俄罗斯联邦)；第7页(联合王国)；第8页(法国)；

第 9 页(危地马拉)；第 13 页(阿根廷)。 

 265 S/PRST/2013/6。 

 266 S/2013/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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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非洲局势的主要特征是对中非共和国越来越不稳

定和武装团伙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激增的关切。

他评估说，中非共和国的危机向次区域广大地区扩

散的可能性是的确存在的。他指出，跨国犯罪仍然

对中部非洲的安全构成严重挑战，例如几内亚湾的

海盗行径和武装抢劫事件。他补充说，中部非洲区

域也容易受到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构成的威胁，博

科哈拉姆就是例子。然后，他向安理会通报了中部

非洲区域办的工作，强调了各利益攸关方的协调作

用。他肯定说，尽管非洲联盟区域工作队在打击上帝

军方面的军事行动确有成效，但仍有必要保持警惕，

在联合国区域战略的执行计划方面取得进展。267 

 安理会还听取了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负责上帝

抵抗军问题特使的通报，他强调了非洲联盟在联合

国特别部队、欧洲联盟以及联合国特别是中部非洲

区域办支助下，与部队派遣国协调合作在该区域为

消除上帝军取得的进展。他解释了导致在中非共和

国暂停打击上帝军行动的情况，特别提到区域工作

队和塞雷卡之间的紧张局势。不过他报告说，打击

上帝军行动已于 2013 年 8 月初恢复，并强调需要提

供充足资金和后勤支助来维持目前的势头，以推进

消灭上帝军的目标。268 

____________ 

 267 S/PV.7065，第 2 和 3 页。 

 268 同上，第 20 和 21 页。 

 发言者强调，需要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广

泛合作，打击和消除上帝军的威胁。大多数发言者

赞扬中部非洲区域办的工作。联合王国代表补充说，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部非洲区域办应继续为区

域和次区域努力增加实际价值。269 大多数发言者对

中部非洲区域局势的分析意见是一致的。他们对中

非共和国危机爆发表示深切关注，强调跨国犯罪和

海盗行为的有害影响，并对偷猎日益被用来资助跨

国犯罪网络的现象表示担忧。许多发言者重申了国

际社会对区域和次区域努力的重要性以及加大努力

支持执行区域战略的重要性。 

 2013 年 11 月 25 日，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再

次强烈谴责上帝军发动骇人听闻的袭击并犯下战争

罪和危害人类罪。安理会进一步敦促中部非洲区域

办以及该区域其他联合国实体加紧努力，支持落实

区域战略。安理会还鼓励秘书长最合理地安排中部

非洲区域办的工作，并呼吁国际社会尽可能地支持

这一战略。关于中非共和国，安理会强调联合国与

非洲联盟需要在开展保护平民活动和反上帝军行动

过程中进行协调。270

____________ 

 269 同上，第 5 页。 

 270 S/PRST/2013/18。 

 

会议：中部非洲区域 

会议记录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规则第 37条

邀请 

规则第 39条邀请 

和其他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投票(赞成-

反对-弃权) 

       

S/PV.6796  

2012 年 6 月 29 日  

秘书长关于受上

帝抵抗军影响的

儿童与武装冲突

问题的报告 

(S/2012/365)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中部非洲区域

办事处活动和受

上帝抵抗军影响

地区的报告 

(S/2012/421) 

2012 年 6 月 25 日

秘书长转递消除

上帝抵抗军的威

胁和影响的区域

战略的信 

(S/2012/481) 

中 非共 和

国 

中部非洲问题秘

书长特别代表，以

及联合国中部非

洲区域办事处负

责人兼非洲联盟

委员会主席负责

上帝抵抗军问题

特使 

安理会全体成员

及所有应邀者 

S/PRST/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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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录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规则第 37条

邀请 

规则第 39条邀请 

和其他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投票(赞成-

反对-弃权) 

       

S/PV.6891  

2012 年 12 月 18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中部非洲区域

办事处活动和受

上帝抵抗军影响

地区的报告 

(S/2012/923) 

  秘书长特别代表 安理会全体成

员，秘书长特别

代表 

 

S/PV.6895  

2012 年 12 月 19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中部非洲区域

办事处活动和受

上帝抵抗军影响

地区的报告 

(S/2012/923) 

    S/PRST/2012/28 

S/PV.6971  

2013 年 5 月 29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中部非洲区域

办事处活动和受

上帝抵抗军影响

地 区 的 报 告

(S/2013/297) 

  秘书长特别代表 安理会全体成

员，秘书长特别

代表 

S/PRST/2013/6 

S/PV.7065  

2013 年 11 月 20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中部非洲区域

办事处活动和受

上帝抵抗军影响

地区的报告 

(S/2013/671) 

  秘书长特别代表，

以及非洲联盟委

员会主席负责上

帝抵抗军问题特

使 

安理会所有成

员、根据第 39

条邀请的所有人

员 

 

S/PV.7066  

2013 年 11 月 25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中部非洲区域

办事处活动和受

上帝抵抗军影响

地区的报告 

(S/2013/671) 

    S/PRST/20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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