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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录和日期 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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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人 

决定和投票(赞成-

反对-弃权) 

       
S/PV.6942 

2013 年 3 月 26 日 

秘书长关于联

塞建和办的第

十份报告

(S/2013/118) 

澳大利亚、卢森

堡、摩洛哥、卢

旺达、多哥、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提交

的 决 议 草 案

(S/2013/181) 

塞拉利昂  塞拉利昂 第 2097(2013)号

决议 

15-0-0 

S/PV.7034 

2013 年 9 月 18 日 

秘书长关于联

塞建和办的第

十一份报告

(S/2013/547) 

 塞拉利昂 (外交

与国际合作部

长) 

秘 书 长 执 行 代

表、建设和平委

员会塞拉利昂组

合主席 

所有应邀与会

者 

 

 a 印度外交事务国务部长代表印度出席。 

6. 大湖区局势 

 概览 

 审查期间，安全理事会在举行了一次会议，并

通过了一项与大湖区局势有关的主席声明。2013 年

2 月 24 日，该区域 11 个国家在亚的斯亚贝巴签署了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该区域的和平、安全与合作框

架》。113 2013 年 3 月 28 日，安理会在 2098(2013)

号决议中欢迎这一框架，并强调刚果民主共和国东

部长期稳定的重要性。114 

 《和平、安全与合作框架》 

 2013 年 7 月 25 日，秘书长、世界银行行长、秘

书长大湖区问题特使，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

向安理会通报了执行《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该区域的和

平、安全与合作框架》的情况。秘书长指出，该框架

提供了一个领导人共同努力、制定一项促进区域持久

和平与繁荣共同议程的明确路线图。秘书长对“3.23”
____________ 

 113 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刚果、刚果民主共和

国、卢旺达、南非、南苏丹、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和赞比亚。此外，下列四个政府间组织担任框

架的担保方：非洲联盟、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南部

非洲发展共同体和联合国。 

 114 更多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局势的资料见第一编，

第 7 节，“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 

运动和刚果(金)武装部队之间的敌对行动表示深表忧

虑，并呼吁所有各方通过恢复坎帕拉会谈在政治轨道

上取得进展。他还呼吁《框架》签署方相互之间以及

与特使进行建设性合作，为履行其承诺制定基准；并

吁请国际社会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包括从国际刑

事诉讼和制裁制度到提供发展援助。在刚果民主共和

国东部实现持久和平的前景方面，他提到了在联合国

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团)下的干

预旅，称其为一个重要的工具，但只是一个支持安全

和发展的全面办法的一部分。115 

 世界银行行长从华盛顿特区以视频会议方式发

言，他向安理会通报了最近与秘书长对大湖区的访

问。他强调了发展与和平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联

合国和世界银行集团致力于开展协作并在实现和平、

稳定与发展方面为大湖区人民带来切实惠益。他宣

布，世界银行集团将为跨界发展问题再提供 10 亿美

元经费，特别是水电站项目、交通联系和边界管理，

以及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农业和农村生计。116 

 秘书长特使提请安理会注意刚果民主共和国东

部发生大量杀戮、强奸、性袭击和民众流离失所事
____________ 

 115 S/PV.7011，第 5 页。 

 116 同上，第 6-7 页。 



 

第一部分. 根据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 

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审议各种问题 

 

16-06865 (C) 27 

 
 

件，并强调需要将对性别暴力零容忍的政策作为该

框架的基本价值观加以实施。她还报告说，框架区

域监督机制第一次会议于 5 月 26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

举行，并欢迎该机制的技术支持委员会在为执行《框

架》制定基准和进展指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117 

 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赞扬特使与非洲

联盟大湖区问题特别代表建立的高质工作关系。他

转达非洲联盟的观点，即框架和第 2098(2013)号决

议所启动的态势，会为该区域需要的和平、安全与

发展铺平道路。118 

 大多数发言人表示希望，该框架将意味着朝着

和平迈出重要一步，但也告诫说，现在必须努力侧

重于执行工作。119 在执行《框架》方面，许多发
____________ 

 117 同上，第 8-9 页。 

 118 同上，第 11-12 页。 

 119 同上，第 3 页(美国)；第 13 页(乌干达)；第 19 页(卢森

堡)；第 22 页(法国)；第 23 页(多哥)；第 24 页(阿塞拜

疆)；第 25-26 页(中国)；第 27 页(巴基斯坦)；第 29 页

(联合王国)；第 29-30 页(俄罗斯联邦)；第 31 页(摩洛

哥)；第 32-33 页(澳大利亚)；S/PV.7011(复会一)，第 4

言人还强调必须通过第 2098(2013)号决议设立干预

旅加强联刚稳定团的任务规定。120 

 在同一次会议上，安理会通过了一项主席声明，

其中除其他外，重申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该区

域的和平、安全与合作框架》的执行，并呼吁刚果

民主共和国和该区域各国履行其各自的承诺。安理

会谴责广泛发生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并对目

前的人道主义危机表示严重关切。121 

—————— 

页(南非)，第 5 页(欧洲联盟)；第 6-7 页(比利时)；第 7

页(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20 S/PV.7011，第 4 段(美国)；第 12 页(乌干达)；第 16 页

(刚果民主共和国)；第 18 页(卢旺达)；第 20 页(卢森堡)；

第 24 页(多哥)；第 25 页(阿塞拜疆)；第 27 页(巴基斯

坦)；第 29 页(联合王国)；第 30 页(俄罗斯联邦)；第

32 页(阿根廷)；第 33 页(澳大利亚)；S/PV.7011(复会一)，

第 2 页(莫桑比克代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第 4 页(南

非)，第 5 页(欧洲联盟)；第 6 页(比利时)；第 8 页(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第 9 页(刚果)。 

 121 S/PRST/2013/11。 

 

会议：大湖区局势 

会议记录和日期 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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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人 

决定和投票(赞成-

反对-弃权) 

       
S/PV.7011 和

S/PV.7011 

(复会一) 

2013 年 7 月 25 日 

支持大湖区框架 

秘书长关于《刚果

民主共和国和该

区域的和平、安全

与合作框架》执行

情况的报告

(S/2013/387) 

2013年 7月 3日美

国驻联合国代表

团临时代办给秘

书长的信 

(S/2013/394) 

 比利时、布隆迪、

刚果、刚果民主

共和国、莫桑比

克、南非、乌干

达、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 

世界银行行长、 

秘书长大湖区问

题问题特使、非

洲联盟和平与安

全事务专员、主

管欧洲对外行动

局执行秘书长 

秘书长、安理会

所有成员、所有

受邀者 

S/PRST/201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