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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塞浦路斯局势 

会议记录和日期 分项 其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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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9 

2012 年 7 月 19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塞浦路斯行动

的报告

(S/2012/507) 

联合王国提交的决

议草案(S/2012/555) 

  阿塞拜疆、巴基

斯坦 

第 2058(2012)号

决议 

13-0-2a 

S/PV.6908 

2013 年 1 月 24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塞浦路斯行动

的报告(S/2013/7) 

法国、联合王国和美

国提出的决议草案

(S/2013/48) 

  阿塞拜疆 第 2089(2013)号

决议 

14-0-1b 

S/PV.7014 

2013 年 7 月 30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塞浦路斯行动

的报告

(S/2013/392) 

联合王国和美国提

出的决议草案 

(S/2013/441) 

关于塞浦路斯谈判

情况的评估报告

(S/2012/149)。 

  阿塞拜疆、巴基

斯坦 

第 2114(2013)号

决议 

13-0-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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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弃权：阿塞拜疆、巴基斯坦。 

 b 赞成：阿根廷、澳大利亚、中国、法国、危地马拉、卢森堡、摩洛哥、巴基斯坦、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多哥、

联合王国、美国； 

  弃权：阿塞拜疆。 

 c 赞成：阿根廷、澳大利亚、中国、法国、危地马拉、卢森堡、摩洛哥、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多哥、联合王国、

美国。 

  弃权：阿塞拜疆、巴基斯坦。 

21. 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局势的项目 

 A.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概览 

 2012 和 2013 年期间，安全理事会就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局势举行了 6 次会议并通过了两项决议。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问题高

级代表就该国不断变化的政治与安全局势以及目前

和未来面临的挑战向安理会作了 4 次通报。在这些

会议期间，安理会讨论了在执行《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和平总框架协定》(《代顿和平协定》)672 取

得的进展和依然面临的挑战、高级代表办事处的活
____________ 

 672 S/1995/999。 

动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与欧洲联盟之间的关

系。 

 安理会两次延长了欧洲联盟部队 (欧盟部

队)“木槿花”行动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驻留

的行动授权，每次期限为 12 个月，包括授权参与的

会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协助这两个组织执行任

务。673  

 高级代表就执行《代顿和平协定》取得的进展

和随后的挫折进行的通报 

____________ 

 673 见第 2074(2012)和 2123(2013)号决议。关于欧盟部队

“木槿花”行动的详情请参考第八部分第三节“由区

域安排牵头的维持和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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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5 月 15 日，安理会听取了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问题高级代表就最新事态发展所作的通报，

这些事态发展也反映在他最新的报告中。674 他概述

了最进在执行《代顿和平协定》时取得的进展，特

别是根据族裔轮流的原则任命了一位波斯尼亚克族

总理，以及 6 个主要政党就防卫和国家财产所有权

达成协定，这两个问题已确定为关闭高级代表办事

处的先决条件。由于对话是政治进程的基础，他认

为 2012 年可真正成为迈向全面欧洲-大西洋一体化

之路的突破之年，但仍存在一些挑战，例如导致分

裂的政治图谋持续存在对《代顿和平协定》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领土完整造成挑战，国家预算迟

迟得不到通过。675  

 安理会成员普遍欢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

本文件所述期间取得的重大进展，尤其是在建立全

国政府、迈向欧洲－大西洋一体化与加入北约会籍

行动计划以及满足和平执行理事会为关闭高级代表

办事处所设的各项标准方面。然而，发言者还呼吁

所有各方解决一系列剩余的政治经济挑战，建立多

族裔新社会，并赞同高级代表提出的关切，即高级

官员一直使用民族主义言论挑战波斯尼亚主权和高

级代表的权威，并试图否定改革，走回头路。俄罗

斯联邦代表指出，高级代表的分析仍带有对波斯尼

亚塞族领导人的有失公允的批评，断言尽管一直存

在分歧，波斯尼亚内部的对话取得了进展，并强调

他反对国际社会干涉波斯尼亚内部谈判进程。他说，

俄罗斯联邦坚决反对高级代表任意使用其波恩权力

的做法，强调只有在《代顿和平协定》遭到公然违

反，有可能破坏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稳定的

特殊情况下才有理由使用紧急措施。谈到可能加强

欧洲联盟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军事行动作为

朝关闭高级代表办事处方向迈出的一步时，他还说，

高级代表办事处和欧洲联盟特别代表的工作取得成

功的先决条件应是严格遵守其任务规定。676  

____________ 

 674 S/2012/307。 

 675 S/PV.6771，第 2-4 页。 

 676 同上，第 15-16 页。 

 2012 年 11 月 13 日，负责监测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和平协定执行情况高级代表向安理会提交了

涉及当年 4 月至 10 月事态发展的最新报告。677 高

级代表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不可逆转地走在

融入欧洲联盟和北约的道路上，指出该国境内国际

存在的过渡和重组工作已完成整整一年时间，欧洲

联盟特别代表办事处与高级代表办事处脱钩，纳入

单设的欧盟代表团。然而他感到遗憾的是，今年早

些时候取得的进展，包括任命了中央政府和通过国

家预算，却并没有带来进步；相反，一场涉及执政

联盟重组的争议转移了人们对迫切挑战的注意力，

造成行政和立法陷入僵局。另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

是塞族共和国领导层发表的分裂言论越演越烈。与

此同时，他注意到一些积极的事态发展，包括在 2012

年 8 月 31 日关闭位于布尔奇科特区的高级代表办事

处，让地方当局全面承担起对地方事务的责任，以

及波斯尼亚宪法法院肯定了国家对公共财产的所有

权这一标志性的裁决，该问题是关闭高级代表办事

处的 5 项目标中的第 2 项。高级代表指出，10 月 7

日的市镇选举大致顺利举行，未发生重大事件，并

指出尽管斯雷布雷尼察的登记和计票上存在一些争

议，但选举产生了一名波什尼亚克族市长，市议会

的议席在塞族和波什尼亚克族之间平均分配。他进

一步指出，仍然分歧严重的莫斯塔尔市是该国唯一

未举行地方选举的社区。678  

 发言者普遍对该国总体安全局势保持稳定表示

欢迎，并赞扬完全由波斯尼亚人组织和开展的地方

选举取得成功是该国的一项重大政治成就。然而，

许多发言者对过去 6 个月的停滞与倒退普遍感到失

望，谴责分裂和民族主义言论越演越烈可能破坏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申明局

势需要安理会充分重视。俄罗斯联邦代表虽然认为

过去 6 个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有所恶化，

但认为在波斯尼亚解决进程的现阶段，国际社会的

主要任务是把责任移交给波斯尼亚人自己。他重申

他的立场，即赞成撤销高级代表办事处，并欢迎布

尔奇科监督员办事处暂停工作，这是朝着撤销高级
____________ 

 677 S/2012/813。 

 678 S/PV.6860，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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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办事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679 另一方面，巴基

斯坦代表指出，由于缺乏“5+2 议程”的执行进展情

况，现在还不是考虑关闭高级代表办事处的恰当时

机，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认为

这一使命应继续下去。680 几位发言者强调，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那属于它的所有公民，不论其种族或

宗教信仰，呼吁执行 2009 年 12 月 22 日欧洲人权法

院对“塞迪奇-芬齐案”的裁决。 

 延长欧洲联盟部队“木槿花”行动的授权 

 2012 年 11 月 14 日，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

2074(2012)号决议，决议除其他外欣见 2012 年 9 月

完成了欧盟部队“木槿花”行动的重组，减少了驻

留部队数量，并欣见欧洲联盟已做好准备，在联合

国授权延长后继续发挥军事作用，支持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努力维持安全和安定环境。安理会根据

《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授权再设立欧盟

部队“木槿花”行动，为期 12 个月，并继续维持一

个北约总部，还授权会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切

实执行和确保遵守《和平协定》。 

高级代表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治和经济

局势恶化进行的通报 

 2013 年 5 月 14 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高级

代表指出，过去 6 个月，政治领导人再次未能达成

必要妥协满足欧洲-大西洋一体化的要求以及解决该

国面临的严重经济与社会挑战。他还指出，最近事

态发展的核心是该联邦不断加深的政治和宪法危机，

新当选的议会多数派无法更换现有政府，最终以 4

月 26 日联邦总统被捕收场。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

积极发展，即塞族共和国政府在 3 月顺利完成改组，

部长理事会定期举行会议，并在两年内首次按时通

过了预算。高级代表还说，欧洲联盟和北约军事特

派团的驻留继续保障了当地的稳定安全环境。681  

____________ 

 679 同上，第 8-9 页。 

 680 同上，第 7 页。 

 681 S/PV.6966，第 2-4 页。 

 许多发言者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政治经

济局势进一步恶化感到遗憾，个人利益和政治利益

凌驾于该国最迫切的需求之上。发言者对高级代表

概述的近期事态发展表示欢迎，但重申各方需要进

行建设性对话，共同努力，满足“5 加 2 议程”的标

准，这样才能铺平成为欧洲联盟和北约成员国的道

路，并最终关闭高级代表办事处。俄罗斯联邦代表

也认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继续恶化，辩称

波斯尼亚两大主要政党之间对抗加剧，破坏了波斯

尼亚内部对话的有效性，给波斯尼亚中央机构造成

了复杂问题。682  

延长欧盟部队“木槿花”行动授权和高级代表

的通报 

 2013 年 11 月 12 日，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

2123(2013)号决议，其中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

行事，提醒各方，根据《和平协定》，它们承诺与参

与执行这项和平解决办法的所有实体充分合作。安

理会还授权重新建立欧盟部队“木槿花”行动，为

期 12 个月，以及维持一个北约总部，着重指出将使

各方继续对遵守《和平协定》承担同等责任，并同

等接受欧盟部队木槿花行动和北约的存在可能需要

采取的强制执行行动。 

 同一天在另一次会议上，高级代表指出，距离

下届大选还剩不到一年的时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政治领导人仍未能认真努力地在实现欧洲-大西

洋一体化方面取得进展。民众已在全国各地示威，

对当选领导人无所作为表示不满。尽管过去 6 个月

总体趋势消极，但高级代表申明也有一些例外，例

如成功举行了 20 年以来第一次人口普查，且联邦的

政治危机强度有所减弱。683  

 发言者重申，在本文件所述期间波斯尼亚安全

局势保持稳定，对高级代表所述的重大事态发展以

及他在执行《代顿和平协定》时所做的工作表示欢

迎。大多数发言者强调了他们对落实“5 加 2 议程”

悬而未决的先决条件缺乏重大切实进展的关切。他

们还再次呼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治领导人执

行欧洲人权法院对“赛迪奇-芬齐案”的裁决，确保
____________ 

 682 同上，第 8-9 页。 

 683 S/PV.7057，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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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少数族裔权利，因为这是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

俄罗斯联邦代表认为，应当在安全理事会和和平执

行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等商定的国际论坛就波斯尼亚

问题解决进程的关键问题作出决定，因为这些论坛

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工作至关重要。684  

____________ 

 684 同上，第 8-9 页。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代表声称该国的安全局

势保持平静和稳定，对高级代表的报告没有清晰强

调在区域合作中取得的显著进展表示遗憾，685 但她

承认目前政治进程停滞不前，必须营造积极氛围，

推动建设性政治对话，最终解决未决问题。686  

____________ 

 685 S/2013/646。 

 686 S/PV.7057，第 18-19 页。 

 

会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会议记录和日期 分项目 其他文件 

根据第 37条 

发出的邀请 

根据第 39条 

发出的邀请 

和其他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投票(赞

成-反对-弃权) 
       

S/PV.6771  

2012 年 5 月 15 日 

2012 年 5 月 9

日秘书长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S/2012/307)  

 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克

罗地亚、塞尔

维亚 

负责监测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和平协定

执行情况高级

代表、欧洲联

盟驻联合国代

表团团长 

安理会所有成

员、克罗地亚、

塞尔维亚、根

据第39条的所

有应邀者 

 

S/PV.6860  

2012 年 11 月 13

日 

2012 年 11 月 6

日秘书长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S/2012/813) 

 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克

罗地亚、塞尔

维亚 

负责监测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和平协定

执行情况高级

代表、欧洲联

盟驻联合国代

表团团长  

安理会所有成

员、克罗地亚、

塞尔维亚、根

据第 39a 条的

所有应邀者 

 

S/PV.6861  

2012 年 11 月 14

日 

2012 年 11 月 6

日秘书长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S/2012/813) 

阿塞拜疆、法

国、德国、意

大利、葡萄牙、

俄罗斯联邦、

联合王国、美

利坚合众国提

交的决议草案

(S/2012/830) 

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意

大利 

  第 2074(2012)

号决议 

15-0-0 

(根据第七章通

过) 

S/PV.6966  

2013 年 5 月 14 日 

2013 年 5 月 3

日秘书长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S/2013/263) 

 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克

罗地亚、塞尔

维亚 

负责监测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和平协定

执行情况高级

代表、欧洲联

盟驻联合国代

表团团长  

安理会所有成

员、所有应邀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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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录和日期 分项目 其他文件 

根据第 37条 

发出的邀请 

根据第 39条 

发出的邀请 

和其他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投票(赞

成-反对-弃权) 
       

S/PV.7055  

2013 年 11 月 12

日 

2013 年 11 月 5

日秘书长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S/2013/646) 

阿塞拜疆、法

国、德国、意

大利、卢森堡、

俄罗斯联邦、

联合王国、美

利坚合众国提

交的决议草案

(S/2013/652) 

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德

国、意大利 

  第 2123(2013)

号决议 

15-0-0  

(根据第七章通

过) 

S/PV.7057  

2013 年 11 月 12

日 

2013 年 11 月 5

日秘书长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S/2013/646) 

 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克

罗地亚、塞尔

维亚 

负责监测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和平协定

执行情况高级

代表、欧洲联

盟驻联合国代

表团团长  

所有安理会成

员和所有应邀

者 

 

 a 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发了言。 

 

 B. 安全理事会第1160(1998)、1199(1998)、

1203(1998)、1239(1999)和 1244(1999)

号决议 

 概览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题为“安全

理事会第 1160(1998)、1199(1998)、1203(1998)、

1239(1999)和 1244(1999)号决议”的项目举行了 8 次

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安理会讨论了科索沃的政治

事态发展，重点是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需要恢

复由欧洲联盟推动的双边对话，执行普里什蒂纳与

贝尔格莱德签定的《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第一份协

定》。安理会还重点关注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

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工作 687 以及欧洲联盟驻

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驻科索沃国际

安全部队(驻科部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

织)的作用。 

____________ 

 687 科索沃特派团任务规定详情见第十部分第一节“维持

和平行动”。 

 科索沃局势和科索沃特派团活动通报 

 2012 年 2 月 8 日，安理会听取了主管维持和平

行动助理秘书长的通报。他指出，尽管科索沃局势

已趋于平静，但仍然脆弱。他敦促安理会再次关注，

以解决各方长期存在的分歧，巩固该地区的长期和

平与稳定。在科索沃北部方面，他提到了科索沃特

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和驻科部队为稳定局势所做

的努力。他还报告称，由欧洲联盟推动的普里什蒂

纳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对话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此外，他敦促双方继续致力于开展建设性对话。688  

 塞尔维亚代表呼吁安理会新成员继续不承认任

何非双方协议产物的“科索沃问题”解决办法。在

评论秘书长的报告时，他同意呼吁支持科索沃特派

团的作用，特别是在推动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互

动时。689 他进而表示，寻求在谈判框架以外取

得成果既于事无补，也有害无益，这包括寻求对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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