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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布隆迪局势 

  概览 

 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举行了四次与布

隆迪局势有关的会议，通过了一项与布隆迪局势有

关的决议。考虑到定于 2015 年举行的选举，安理会

重点关注建设和平进程中的进展和挑战，尤其讨论

了侵犯人权、善治、打击腐败、政治暴力、过渡期

正义和社会经济状况。 

 安理会在将联合国布隆迪办事处 (联布办事

处)64 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的同时，65 还讨论了该

办事处从特别政治任务最终过渡为联合国国家工作

队的问题。 

秘书长特别代表和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合

主席的通报 

 2012 年 7 月 5 日，负责布隆迪问题秘书长特别

代表兼联布办事处主任向安理会成员通报了布隆迪

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状况。她指出，该国一直未出现

大规模暴力情况，政府加强了全国各地的安全。她

在展望 2015 年选举时着重指出各政党完全自由运作

的必要性和与议会外反对派进行政治对话的重要性。

她在指出人权方面取得的体制进展、特别是新设立

的全国独立人权委员会调查敏感案件以及司法部门

改革优先促进司法独立和法官问责制的同时，还报

告称该国存在对民间社会组织施压和恐吓、法外处

决以及持续有罪不罚的现象。关于整体加强公共行

政，她强调了布隆迪税务局税收效率的提高以及为

执行《国家善治和反腐败战略》而采取的措施。关

于社会经济状况，她对该国许多地区持续存在粮食

不安全问题表示关切，呼吁发展除自然农业之外的

替代生计并加强教育。66 同样，建设和平委员会布

隆迪组合主席呼吁布隆迪政府就 2015 年的选举与所

有政治行为体进行包容各方的积极对话，并鼓励布

隆迪对侵犯人权行径、政治暴力和有罪不罚采取更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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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力的措施，加强全国独立人权委员会，建立过

渡司法机制，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并实施重返社会

经济一体化方案。他还对社会经济状况表示关切。67 

布隆迪代表指出，其政府几乎在该国社会经济和政

治生活的所有部门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剩余的

挑战中，极端贫困尤其可能损害和平，并可能导致

武装冲突死灰复燃。68 

 2013 年 1 月 24 日，秘书长特别代表向安理会

通报了布隆迪在巩固和平与稳定方面的更多进展，

并指出，该国从未有过历时如此之长而且无间断的

民主经历与稳定时期。他赞扬政府继续改进反腐败

和问责机制，并报告了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进展，

但也指出布隆迪的政治格局内存在恐吓行动和派系

暴力。他强调需要完成过渡期正义进程，特别是通

过设立全体布隆迪人民和该国国际伙伴视为独立、

合法和可信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关于经济和社会

发展，他提醒安理会成员，尽管取得了进展，但布

隆迪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因此需要大

量预算支助。69 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合主席向

安理会通报了最近访问布隆迪的情况，并确定了在

2015 年即将举行选举的情况下该国的优先事项：过

渡期正义；扩大政治空间与民主文化；法治、人权

和司法部门改革；实行善政、打击腐败和提高透明

度。70 布隆迪代表着重介绍了其国家在以下领域取

得的进展：民主进程；安全与稳定领域，包括在解

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框架以及起草《国家

安全战略》方面取得成功；善治、法治、人权和区

域一体化等领域。他指出，社会经济状况和整个次

区域令人不安的安全局势是尚待解决的重大挑战。

他特别提及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局势，对这一局

势有可能诱发整个区域的动荡表示关切。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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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7 月 22 日，秘书长特别代表报告了政

治对话方面的进展情况。考虑到 2015 年的选举，他

提及一次所有政党都派代表参加的选举工作经验教

训讲习班，抵制 2010 年选举后始终流亡国外的若干

反对派政界人士也返回布隆迪，参加了此次讲习班。

一次后续讲习班讨论了可能修订选举法的问题。不

过，他对执政党的青年团“远望者民兵”某些成员

的行为表示关切，据报告称，他们曾骚扰公民并实

施犯罪，据称这些行为是出于政治原因。他指出，

1972 年危机期间非法没收土地和其他资产导致的土

地纠纷问题比较敏感，在处理这些纠纷时必须促进

正义与和解。关于 2013 年 6 月 4 日颁布新的新闻法

一事，他对新闻自由减少的风险表示关切，并报告

称，秘书长已呼吁政府维护表达自由。72 建设和平

委员会布隆迪组合主席赞同特别代表的发言，详细

阐述了“远望者民兵”构成的挑战、新的新闻法和土地

问题。73 布隆迪代表在报告巩固民主和通过对话解

决政治争端方面重大进展的同时称，贫穷问题非常

严峻，已演变为安全问题。74  

 布隆迪发展伙伴会议 

 2012 年 7 月 5 日，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合

主席向安理会通报了将于 2012 年 10 月 29 日和 30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布隆迪发展伙伴会议的筹备情况，

表示该组合打算促进该会议并努力增加合作伙伴数

目。同时，他敦促布隆迪政府在许多捐助国面临严

峻财政局面的情况下对该会议抱有现实的期望。他

还指出，没有政治和机构方面的进展，就不可能有

社会经济方面的进展。75 

 2013 年 1 月 24 日，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

合主席称该会议是成功的，并说这次会议标志着加

强布隆迪政府与其国际伙伴的伙伴关系并使其制度

化的工作进入一个关键阶段。他说，出席会议的合

作伙伴所展示的信任应鼓励布隆迪政府继续努力执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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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领域的改革。与此同时，

他要求所有捐助方履行承诺，继续关注布隆迪的改

革努力。76 布隆迪代表也说这次会议无疑是成功的，

并对认捐数额高于预期表示满意。77 

 2013 年 7 月 22 日，秘书长特别代表说，现在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履行在这次会议上作出

的承诺。78 同样，鉴于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建设

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合主席呼吁政府和国际社会执

行会议成果。79 布隆迪代表对于会议认捐的资金到

位缓慢以及极端贫困已开始在布隆迪导致紧张局面

感到遗憾。因此，他请求安理会促进会议上所作的

承诺得到兑现。80 

延长联布办事处和用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将其取

代的问题 

 2012 年 7 月 5 日，秘书长特别代表回顾说，2012

年 5 月，秘书长向安理会通报了联布办事处由特别

政治任务最终过渡为正常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基

准，81 并补充说，联布办事处预计将在六个月内提

供基线数据。82 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合主席指

出，为联布办事处过渡为国家工作队订立标准的工

作没有纳入或通知该组合令人遗憾。83 

 2013 年 1 月 24 日，秘书长特别代表经过评估

称，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仍须持续进行政治介入，并

适当支持该国的发展战略，秘书长因此建议将联布

办事处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他宣布，秘书长打算

就联合国今后在布隆迪的驻留问题派一个战略评估

团前往实地。84 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合主席认

为，联布办事处应继续存在，最好直到 2015 年。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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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布隆迪代表则认为，考虑到布隆迪取得的成

就，可通过在接下来 12 个月内逐步将联布办事处转

变为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建立起与联合国合作的新

框架。86 

 2013 年 2 月 13 日，安理会在第 2090(2013)号

决议中注意到布隆迪在实现和平、稳定和发展方面

取得进展，同时对仍有侵犯人权和限制公民自由行

为表示关切。安理会在将联布办事处任务期限延长

至 2014 年 2 月 15 日的同时，请该办事处重点关注

以下领域并在这些领域中支持布隆迪政府：促进和

协助就 2015 年选举开展政治对话；加强司法和议会

机构；支持努力消除有罪不罚现象；促进和保护人
____________ 

 86 同上，第 11 页。 

权；支持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努力和推动筹集资源；

支持布隆迪区域一体化。 

 布隆迪代表在表决后发言，称鉴于布隆迪在人

权和消除有罪不罚现象等领域的努力，决议提及法

外处决、出于政治动机的暗杀行动、缺乏公共自由

和国际刑事法院是不公平的。此外，他还对决议未

提及其政府提出的关于在 12 个月内将联布办事处逐

步变为国家工作队的正式请求表示失望。87 

 2013 年 7 月 22 日，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合

主席重申之前的建议，即建议联布办事处继续驻留，

至少驻留到 2015 年选举。88 

____________ 

 87 S/PV.6918，第 2-3 页。 

 88 S/PV.7006，第 9 页。 

 

会议：布隆迪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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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和表决

( 赞 成 - 反

对-弃权) 

       
S/PV.6799 

2012 年 7 月 5 日 

  布隆迪 秘书长特别代表

兼联合国布隆迪

办事处 (联布办

事处)主任、建设

和平委员会布隆

迪组合主席 

所有应邀者  

S/PV.6909 

2013 年 1 月 24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布隆迪办事处

的报告

(S/2013/36) 

 布隆迪 (外交和国

际合作部常务秘

书) 

秘书长特别代

表、建设和平委

员会布隆迪组合

主席 

所有应邀者  

S/PV.6918 

2013 年 2 月 13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布隆迪办事处

的报告

(S/2013/36) 

阿根廷、法国、大

韩民国、联合王国、

美国提交的决议草

案(S/2013/87) 

布隆迪  布隆迪 第 2090 

(2013)号

决议 

(15-0-0) 

S/PV.7006 

2013 年 7 月 22 日 

  布隆迪 秘书长特别代

表、建设和平委

员会布隆迪组合

主席 

所有应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