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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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者 

决定和投票(赞成-
反对-弃权) 

       

S/PV.7067 

2013 年 11 月 25 日  

秘书长关于阿

卜耶伊局势的

报告 

(S/2013/577) 

美国提交的决

议草案 

(S/2013/682)  

南苏丹、苏丹   第 2126(2013)号

决议 

15-0-0 

(根据《宪章》第

七章通过)  

S/PV.7080 

2013 年 12 月 11 日  

  苏丹 国际刑事法院

检察官 

安理会所有成

员、所有应邀与

会者 

 

S/PV.7091 

2013 年 12 月 24 日  

2013 年 12 月 23

日秘书长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S/2013/758) 

澳大利亚、法

国、卢森堡、大

韩民国、卢旺

达、多哥、联合

王国、美国提交

的 决 议 草 案

(S/2013/760) 

南苏丹  秘书长、南苏丹 第 2132(2013)号

决议 

15-0-0 

(根据《宪章》第

七章通过) 

说明：依照 2013 年 11 月 11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说明(S/2013/657)，自该日起，“秘书长关于苏丹的报告”这一项目的措辞改

为“秘书长关于苏丹和南苏丹的报告”。 

 a 赞成：中国、哥伦比亚、法国、德国、危地马拉、印度、摩洛哥、巴基斯坦、葡萄牙、俄罗斯联邦、南非、多哥、联合王

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阿塞拜疆。 

 

13. 巩固西非和平 

 概览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举行了八次关

于巩固西非和平的会议，并就几内亚湾海盗活动通

过了一项决议和两项主席声明。安理会听取了负责

西非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

事处(西非办)主任五次通报情况，他介绍了秘书长关

于该办公室活动的报告。352 安理会在其审议工作中

侧重于次区域的政治和经济困难，包括选举危机、

权力更迭、安全和法治、难民、非法毒品贩运、青

年失业、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几内亚湾海

上不安全等方面最近的事态发展，以及西非办在解

决这些问题中的作用。 

 关于西非办活动和萨赫勒地区事态发展的通报 

 2012 年 1 月 16 日，安理会听取了负责西非问题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西非办主任的通报，他概述了西

非最近的事态发展和挑战，包括西非办开展的活动。
____________ 

 352 关于西非办任务期限的更多信息，见第十部分，第二

节，“政治特派团和建设和平特派团”。 

他介绍了西非局势的积极发展，并指出，在该次区

域尚未再次发生公开冲突，并说内部体制或政治危

机所致紧张局势在数量和强度上均有所减缓。此外，

他指出，次区域一些国家举行了国际社会认为可信

的选举，从而避免潜在危机和由此产生的不稳定。

他赞扬所有西非利益攸关方为巩固次区域稳定所作

努力，并欢迎联合国在支持这种努力方面发挥的作

用。然而，他告诫说，在该区域取得的进展仍然脆

弱，并列举了一些挑战，例如最近在几内亚比绍发

生的事件，“博科哈拉姆”组织在尼日利亚的活动和

利比亚危机，以及毒品贩运和有组织犯罪。他提请

注意重新出现的跨界威胁，并表示几内亚湾海盗行

为大幅增加，对该地区各国的安全和发展构成新的

威胁。他告知安理会，西非办将继续动员联合国系

统并加强其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伙伴关系，特别

是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马诺河联盟

和非洲联盟，以及民间社会的伙伴关系，尤其是妇

女，以便更好地巩固在西非已经取得的成果。353  

____________ 

 353 S/PV.6703，第 2-4 页。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2FPV.7080&Submit=Search&Lang=E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2FPV.7080&Submit=Search&L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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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7 月 11 日，秘书长特别代表在通报中介

绍了秘书长关于西非办事处活动的第九次报告并汇

报了脆弱的萨赫勒地区，特别是马里的局势，几内

亚湾风云变幻的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和利比

里亚和科特迪瓦之间边境暴力的激增。354 他表示相

信，即将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

将有助于就如何解决萨赫勒区域局势达成统一的非

洲立场，并强调这一共同立场将为在萨赫勒地区作

出亟需的一致和协调努力提供参照信息。他进一步

解释说，西非办与联合国驻达喀尔各机构将支持就

安全、政治、人权、人道主义和发展领域等关键优

先事项制定一项全面区域战略，按照安理会第

2056(2012)号决议的要求，以该区域各国提供支助。

他强调需要继续谋求消除毒品卡特尔和其他犯罪网

络活动的战略和资源，并努力防止因选举所致西非

紧张局势和暴力事件。355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执行主任报告称，由于毒品贩运活动增加、

毒品生产的迹象、毒品消费日益严重，以及海盗和

不安全状况。西非给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构成是

重大难题。他指出，西非已不再仅仅是可卡因的过

境路线，而已成为终目的地国，以致更加需要开展

预防活动和提供吸毒者治疗。356 他说，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正在审查与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

之间的可能联系。他概述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应对这些挑战的各项举措，例如通过区域平台构建

政治承诺，制定机构间办法和通过其综合区域方案

提供解决办法。357  

 2013 年 1 月 25 日，秘书长特别代表提出了秘书

长关于西非办事处活动的第十次报告，并向安理会

通报了该地区面临在治理、巩固和平和预防冲突方

面持续面临的挑战。他通报了马里目前的危机、几

内亚湾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所构成不断变化的
____________ 

 354 关于这一议题的更多信息，见第一部分，第 16 节，“马

里局势”。 

 355 S/PV.6804，第 2-4 页。 

 356 关于这一议题的更多信息，见第一部分，第 14 节，“非

洲和平与安全”。 

 357 S/PV.6804，第 4-6 页。 

威胁，以及与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边界沿线的紧张

局势。他详细介绍了西非办与区域伙伴，特别是与

西非经共体和马诺河联盟，以及非洲联盟，开展的

各项活动和斡旋努力。最后，他提请注意由联合国

促进在喀麦隆和尼日利亚之间划界工作所取得重大

进展。358  

 2013 年 7 月 10 日，秘书长特别代表在其通报中

回顾指出，影响该次区域的持续政治与安全以及人

道主义挑战，例如与选举有关的紧张局势、跨国有

组织犯罪、海盗和恐怖主义，以及粮食无保障和营

养不良问题。此外，他回顾了以往通报所谈及对该

区域的威胁，并报告了马里和几内亚的积极事态发

展，冲突双方之间已达成协议，从而为两个国家举

行选举铺平了道路。359 

 2013 年 12 月 17 日，秘书长特别代表告知安理

会，在 2013 年下半年，该区域继续稳步前进，并赞

扬该区域领导人和人民的坚定意志。他报告说，多

哥、几内亚和毛里塔尼亚举行了立法机构选举，加

纳则在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之后结束了选举后争斗。

关于西非办事处的活动，他指出，该办事处继续把

重点放在执行任务上，通过预防冲突和危机的行动，

支持斡旋、调解和推动工作。他向安理会介绍了喀

麦隆和尼日利亚之间划定边界工作以及利比里亚和

科特迪瓦之间马诺河流域边境紧张局势取得的进展。

关于萨赫勒，他告知安理会在秘书长萨赫勒问题特

别代表的总体领导下协调统一执行“联合国萨赫勒

战略”的积极势头。360 他还报告了西非办和其他区

域组织在几内亚湾打击海盗威胁和海上武装抢劫的

活动、安全部门改革、打击贩毒和有组织犯罪以及

恐怖主义的情况。最后，他承认，尽管该区域各国

及其人民作出努力，该地区仍然很脆弱，需要得到

持续的国际支持。361 

____________ 

 358 S/PV.6911，第 2-5 页。 

 359 S/PV.6995，第 2-5 页。 

 360 关于“联合国萨赫勒战略”的更多信息，见第一部分，

第 14 节，“非洲和平与安全”。 

 361 S/PV.7087，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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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内亚湾海盗问题 

 2012 年 2 月 27 日，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向安

理会通报了由秘书长于 2011 年 11 月 7 日至 24 日向

几内亚湾派遣的访问团的报告。362 访问团的主要目

标是评估该区域海盗构成威胁的范围并总结国家和

区域确保海上安全和该地区的安全正在作出的努力，

以及就联合国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提出建议。他表

示关切的是，随着海盗活动变得越发暴力，海盗威

胁也越发令人震惊。他在详细说明评估团的调查结

果时说，根据报告，几内亚湾海盗活动已变得更加

系统化，海盗开始诉诸复杂的运作方式并使用重

型武器。他强调说，几内亚湾各国需要结成统一

战线，以有效应对沿海海盗活动的日益严重威胁。

他指出，评估团建议，几内亚湾各国应召开一次

区域首脑会议，为该区域制定一项全面反海盗战

略。他对国际社会提供支助，以加强几内亚湾各

国的海上安全能力表示欢迎，表示还需要做更多

的工作，而且主张采取具体步骤，消除几内亚湾

的海盗行为。363  

 特别代表西非经共体委员会主席在发言中介绍

了西非经共体成员国在处理该区域海盗活动中所面

临的挑战，和所提出的举措。他敦促有关各方“加大

力度”，与联合国密切合作，制定一个涉及所有各方

的更全面框架，确保海上安全综合办法。364  

 几内亚湾委员会欢迎该特派团的报告以及委员

会和西非经共体就海上安全和该区域安全所开展的

一些活动。她评论说，现有法律框架不足以应对该

区域的海盗活动，并强调说，需要就海盗行为确定

一个共同定义，而且需要就打击该区域海盗行为制

定统一立法。365  

 安理会成员欢迎评估团的报告，并对几内亚湾

的海盗行为对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以及对社会

经济发展造成的的威胁，表示关切。他们赞扬了中
____________ 

 362 S/2012/45。 

 363 S/PV.6723，第 2-4 页。 

 364 同上，第 4-6 页。 

 365 同上，第 6-7 页。 

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非经共体)、西非经共体和

几内亚湾委员会为处理这一新出现威胁正在进行的

举措，并敦促他们努力推动几内亚湾国家与非洲联

盟合作召开一次旨在制定一项区域反海盗战略的联

合首脑会议。他们强调，受影响国家和区域组织需

要加强合作和协调，制订一项关于海上安全问题的

全面区域战略。多数发言者一致认为，联合国应当

发挥核心作用，全面协调和调动国际援助，包括通

过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以建设区域组织的能力。 

 2012 年 2 月 29 日，安理会通过第 2039(2012)

号决议，并在其中鼓励国家当局以及区域和国际合

作伙伴考虑执行联合国评估团的这些建议。安理会

强调几内亚湾各国在打击几内亚湾海盗和海上武装

抢劫行为方面负有首要责任，并请秘书长通过联合

国西非办事处和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支持

各国和次区域组织召开一次联合首脑会议。安理会

敦促几内亚湾区域各国迅速采取行动，制订和执行

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包括确立预防和制止海盗和海

上武装抢劫行为的法律框架，起诉犯有这些罪行的

人，并惩处被判定犯有这些罪行的人。安理会还鼓

励贝宁和尼日利亚将联合巡逻延续到 2012 年 3 月之

后，并鼓励其国际伙伴考虑提供所需支助。安理会

还鼓励几内亚湾各国、西非经共体、中非经共体和

几内亚湾委员会建立和运营跨国和跨区域海上安全

协调中心，覆盖整个几内亚湾区域。 

 2013 年 8 月 14 日，安理会通过一项主席声明，

其中强调有必要协调区域一级努力，以制定一项应

对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全面战略，并强调必

须由该区域国家牵头采取综合性方针，消除几内亚

湾的这种威胁。安理会欢迎该区域各国已经采取举

措，包括 6 月在雅温得举行的几内亚湾海上安全和

保安问题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在西非和

中部非洲防止和打击海盗、武装抢劫船舶和海上非

法活动的行为守则”，以及通过几内亚湾国家元首和

政府首脑关于海上安全和安保的政治宣言和中非经

共体、西非经共体和几内亚湾委员会通过关于西部

和中部非洲海上安全和安保的谅解备忘录。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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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欢迎关于在喀麦隆设立一个区域间协调中心，

负责协调执行海上安全和安保的区域战略的决定。

安理会还再次呼吁各国根据国内法将海盗行为和武

装抢劫定为犯罪，并按照国际法开展调查和提出起

诉。安理会敦促各国、各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为

执法目的酌情分享证据、信息和情报。366  

____________ 

 366 S/PRST/2013/13。 

会议：巩固西非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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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3 

2012 年 1 月 16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西非办事处

(西非办)活动的

报告 

(S/2011/811) 

  负责负责西非问

题秘书长特别代

表兼西非办主任  

联合国秘书长特

别代表兼西非办

主任 

 

S/PV.6723 

2012 年 2 月 27 日 

几内亚湾海盗问

题 

2012 年 1 月 18

日秘书长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12/45) 

 贝宁、

刚果、

尼日利

亚 

主管政治事务副

秘书长、西非国家

经济共同体委员

会主席特别代表、

几内亚湾委员会

副执行秘书 

安理会所有成

员、所有应邀与

会者 

 

S/PV.6727 

2012 年 2 月 29 日 

几内亚湾海盗问

题 

2012 年 1 月 18

日秘书长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12/45) 

贝宁、哥伦比

亚、法国、德

国、危地马拉、

印度、摩洛哥、

南非、多哥、

美国提交的决

议草案

(S/2012/122) 

贝宁   第 2039(2012)

号决议 

15-0-0 

S/PV.6804 

2012 年 7 月 11 日 

秘书长关于西非

办活动的报告 

(S/2012/510) 

  秘书长特别代表、

联合国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执

行主任 

所有应邀与会者  

S/PV.6911 

2013 年 1 月 25 日 

秘书长关于西非

办活动的报告 

(S/2012/977) 

  秘书长特别代表 秘书长特别代表  

S/PV.6995 

2013 年 7 月 10 日 

秘书长关于西非

办活动的报告 

(S/2013/384) 

  秘书长特别代表 秘书长特别代表  

S/PV.7016 

2013 年 8 月 14 日 

     S/PRST/2013/13 

S/PV.7087 

2013 年 12 月 17 日 

秘书长关于西非

办活动的报告 

(S/2013/732) 

  秘书长特别代表 秘书长特别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