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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情况通报 

概览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理会听取了若干情况通

报，这些通报未明确涉及安理会议程上的任何具体

项目，但纳入各种独特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各附属机构主席通报情况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理会在“安全理事会各

附属机构主席通报情况”这一项目下举行了六次会

议，会上各制裁和反恐委员会和工作组的负责人向

安理概述了这些机构的工作。1050 

 其他情况通报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理会在一次非公开会议

上听取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的两个情况

通报和国际法院院长的一个情况通报。1051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通报情况 

 2012 年 2 月 9 日，爱尔兰副总理兼外交和贸易

部长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轮值主席身

份向安理会介绍了爱尔兰担任欧安组织主席国期间

的主要优先事项，包括联合国和欧安组织的合作领

域。他指出，爱尔兰在担任主席国期间将采取一种

务实和公正的办法，同时概述了以统筹协调的办法

确保政治-军事、经济和环境和人类所有三个层面安

全的一系列优先事项。2012 年欧安组织在这些层面

上的优先事项包括：努力确保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

包括互联网自由；规划会议，着重讨论结社和集会

自由、宗教和信仰自由、人口贩运和体育运动中的

种族主义和不容忍现象；维持选举观察活动的最高

标准；和审查与对所有社会构成挑战的军备控制、

预防冲突和跨国威胁有关的现有备选方案。此外，

他还指出，欧安组织将重点通过善政、采取措施打

击腐败和促进执行第 1325(2000)号决议和其他与性

别有关的决议来促进安全与稳定。他还强调，在处
____________ 

 1050 有关包括各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在内的安全理事会各附

属机构的更多信息，见第九部分。 

 1051 第 7051 次会议。 

理有组织犯罪、网络威胁(包括网络犯罪)、毒品、恐

怖主义和人口贩运等复杂的跨国威胁方面，欧安组

织和联合国必须开展密切有效的合作。他说，他将

想方设法，争取在为欧安组织地区的一些冲突(包括

摩尔多瓦境内因外德涅斯特领土发生的冲突、格鲁

吉亚境内有关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领土的冲突以及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找到持久解决办法方面取

得进展。他指出，在支持这些努力方面，爱尔兰将

借鉴自己在解决冲突方面的经验，设法在找到持久

解决办法、处理这些复杂冲突方面取得进展。1052  

 安理会成员欢迎爱尔兰副总理兼外交和贸易部

长，并祝贺他履行欧安组织轮值主席职责。他们评

论了欧安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

并表示支持轮值主席概述的优先事项。此外，他们

强调必须与欧安组织、其他区域组织和联合国密切

合作。 

 2013 年 5 月 7 日，乌克兰外交部长以欧洲安全

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身份向安理会通报了情况。他

说，轮值主席国乌克兰将主持“赫尔辛基+40”对话。

该对话的侧重点是克服分歧和明确欧安组织在现代

安全构架中的作用与目标。他阐述了所有三个安全

层面在 2013 年的一些优先事项，指出乌克兰担任主

席国期间打算对欧安组织的政治－军事手段进行现

代化，并将继续协助找到解决欧安组织地区旷日持

久冲突的长期可持续解决办法。此外，他还指出，

乌克兰担任主席国期间将改善旨在加强稳定与安全

的能源相关活动的环境足迹，加强媒体自由并努力

实现裁军倡议，包括打击贩运人口活动。 

 他谈到一系列其他优先事项，并承诺在以下领

域取得进展：通过青年教育、结社和集会自由、人

员自由流动、不同宗教之间为促进宗教或信仰自由

而进行对话、以及民主选举和选举观察工作，来提

倡宽容和非歧视。最后，他强调欧安组织与联合国

之间开展合作的价值，特别是在防止暴力冲突工作
____________ 

 1052 S/PV.6715，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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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行预警和及早采取行动的价值，包括建立一个

更安全更有保障的世界以及支持各国转型。他说，

欧安组织与联合国的合作性质必须更加务实、有效

和注重结果。1053 

 安理会成员赞扬欧安组织为解决旷日持久的冲

突，特别是在阿富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格

鲁吉亚、科索沃和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解决冲突所做

的宝贵贡献和各项努力，并欢迎乌克兰担任主席国
____________ 

 1053 S/PV.6961，第 2-4 页。 

期间在这方面确定的优先事项和相关举措。他们鼓

励欧安组织和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相

互补充，加强协调合作。一些成员赞同以下观点，

即其他区域组织将受益于欧安组织在诸如军备控制、

反恐怖主义、预防冲突和冲突后解决、选举和民主

化进程、建立信任措施、以及加强安全和打击恐怖

主义等方面的专门知识。1054 

____________ 

 1054 同上，第 5 页(澳大利亚)；第 10 页(大韩民国)；第 10

页(美国)；和第 14 页(联合王国)。 

 

表 1 

安全理事会各附属机构主席通报情况 

会议记录和日期 规则 37 邀请 规则 39 和其他邀请 发言者 

    S/PV.6767  

2012 年 5 月 10 日 

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

以色列、日本、西班牙和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 

欧洲联盟驻联合国

代表团团长 

安理会所有成员、所有受邀请方、安全理事会关于基

地组织以及与之有关联的个人和实体的第 1267(1999)

号和第 1989(2011)号决议委员会主席、安全理事会关

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

席、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主席 

S/PV.6862 

2012 年 11 月 14 日 

以色列、日本、荷兰、波兰、

西班牙、瑞士、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欧洲联盟驻联合国

代表团团长 

安理会所有成员、所有受邀请方、a 第 1267(1999)号

和第 1989(2011)号决议委员会主席、第 1373(2001) 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

主席 

S/PV.6881  

2012 年 12 月 7 日 

  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第 751(1992)

号和第 1907(2009)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第

1267(1999)号和第 1989(2011)号决议委员会主席兼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兼儿童与武装冲突

问题工作组组长、安全理事会关于苏丹的第

1591(200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兼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安全理事会 1718 

(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兼安全理事会关于利比

亚的第 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兼文件和其

他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组长、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

特设工作组组长 

S/PV.6964 

2013 年 5 月 10 日 

以色列、日本、列支敦士登、

葡萄牙、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欧洲联盟驻联合国

代表团团长 

安理会所有成员、所有受邀请方、第 1267(1999)号和

第 1989(2011)号决议委员会主席、第 1373(2001)号决

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主

席 

S/PV.7071  

2013 年 11 月 27 日 

奥地利、克罗地亚、以色列、

日本、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欧洲联盟驻联合国

代表团法律科负责

人 

安理会所有成员、所有受邀请方、第 1267(1999)号和

第 1989(2011)号决议委员会主席、第 1373(2001)号决

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主

席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RES/1718(2006)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RES/1718(2006)


安全理事会惯例汇辑，2012-2013 年 

 

 
216 
 

16-06865 (C)  

 

会议记录和日期 规则 37 邀请 规则 39 和其他邀请 发言者 

    S/PV.7076  

2013 年 12 月 9 日 

  安全理事会关于利比里亚的第 1521(2003)号决议所设

委员会主席兼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组长、安全理事会

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第 1533(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

会主席、安全理事会关于科特迪瓦的第 1572(2004) 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兼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

组长、安全理事会关于几内亚比绍的第 2048(2012)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a 欧洲联盟代表团副团长代表欧洲联盟作了发言。 

 

表 2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通报情况 

会议记录和日期 规则 39和其他邀请 发言者 

   
S/PV.6715 

2012 年 2 月 9 日 

欧安组织轮值主席、爱尔兰副总理兼外交和贸易部

长 

安理会所有成员，欧安组织轮值主席、爱尔兰副总理兼

外交和贸易部长 

S/PV.6961  

2013 年 5 月 7 日 

欧安组织轮值主席、乌克兰外交部长 安理会所有成员，欧安组织轮值主席、乌克兰外交部长  

S /PV.6715 

2012 年 2 月 9 日 

欧安组织轮值主席、爱尔兰副总理兼外交和贸易部

长 

安理会所有成员，欧安组织轮值主席、爱尔兰副总理兼

外交和贸易部长 

S/PV.6961 

2013 年 5 月 7 日 

欧安组织轮值主席、乌克兰外交部长  安理会所有成员，欧安组织轮值主席、乌克兰外交部长 

 

34. 安全理事会访问团 

 概览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派出五个代表

团进行实地访问。这些访问团的目的地包括几个非

洲国家 1055 以及海地、也门和东帝汶。访问团由安

理会所有成员派代表组成。通报摘要见下文(按时间

顺序和地区阐述)。1056 

 通报安全理事会派团访问海地的情况 

 2012 年 2 月 28 日，安理会听取了美国代表、安

理会 2012 年 2 月 13 日至 16 日访问海地代表团团长

____________ 

 1055 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塞拉利昂、刚果民主共和国、

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 

 1056 有关各访问团组成和报告的更多信息，见第六部分，

第二节，“调查争端和实况调查”，表 2。 

的情况通报。她报告了与总统、总理、参议院和众

议院议员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代表会晤的情况。

她说，安理会已经看到，海地在安全、震后重建和

政治进程等方面面临巨大挑战，需要所有利益攸关

方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她指出，虽然许多海地人

承认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联海稳定团)在维护安

全与稳定方面发挥了必要的作用，他们也希望看到，

特派团最终离开时，海地的各个机构已得到加强，

能够各司其职。她说，霍乱疫情以及对一些特派团

人员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的指控削弱了对特派团的

支持、破坏了特派团的工作。她代表安理会访问团

指出，她对这些指控深感不安，并期望联合国采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