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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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0 

2013 年 5 月 6 日 

   秘书长大湖区问

题特使 

秘书长大湖区问

题特使 

 

S/PV.7046 

2013 年 10 月 21 日 

秘书长关于执行

《刚果民主共和

国和该区域的和

平、安全与合作

框架》的报告

(S/2013/569) 秘

书长关于联刚稳

定 团 的 报 告

(S/2013/581) 

  负责刚果民主共

和国问题秘书长

特别代表，秘书

长大湖区问题特

使 

刚果民主共和

国，根据第 39

条规则受邀的所

有应邀者 

 

S/PV.7058 

2013 年 11 月 14 日 

     S/PRST/2013/17 

 a 阿根廷、中国、法国、危地马拉、卢森堡、摩洛哥、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卢旺达、联合王国、美国。 

8. 中非共和国局势 

 概览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中非共和国

局势举行了八次会议并通过了三项决议。安理会听

取了负责中非共和国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

中非共和国建设和平综合办事处(中非建和办)主任

以及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包括非洲联盟和中部非洲国

家经济共同体(中非经共体)等其他官员的通报。 

 安理会持续审议了这一项目，特别是在 2013 年

中非共和国重新爆发武装冲突后。2013 年 1 月 11 日

签署的《利伯维尔协议》包括一项停火协议并确定

了政治过渡的方式。安理会将中非建和办的任务期

限延长了一次，为期 12 个月，并在之后予以加强，

从而使该特派团得以支持过渡进程的落实。安理会

授权部署由非洲主导的中非共和国国际支助团，实

施军火禁运，并表示打算对有破坏安全与和平行为

的个人考虑采取进一步的定向措施。 

关于政治对话以及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

进程进展的通报 

 2012 年 6 月 6 日，安理会听取了负责中非共和

国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兼中非建和办主任的通报。

她介绍了秘书长第七次报告，164 并向安理会通报

了中非共和国的政治、安全、社会经济、人道主义

和人权方面的事态发展。尽管政治和安全持续不稳

定，她强调政府在政治对话、解除武装、复员和重

返社会进程方面的承诺，以及根据与乍得和苏丹的

三方协议通过部署部队在东北地区进行的稳定努力。

她介绍了中非建和办在支持安全部门改革、地方调

解举措和消灭上帝抵抗军区域合作倡议方面的作用；

并强调需要继续利用政府在政治和安全方面开创的

势头。165 中非共和国代表说，2011 年举行的选举

引发了新的政治和体制秩序。虽然安全仍是政府的

基本关切，但国家正在逐渐重掌对一大部分国土的

控制，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得以逐步重返。他强

调了安全部门改革的重要性并重申政府致力于建立

一个真正保护人权的国家。166 

____________ 

 164 S/2012/374。 

 165 S/PV.6780，第 2-5 页。 

 166 同上，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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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叛军攻势和《利伯维尔协议》的通报以及

延长中非建和办的任务规定 

 2013 年 1 月 11 日，安理会听取了秘书长特别

代表兼中非建和办主任(通过利伯维尔视频会议)和

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通报。前

者告知安理会，新成立的塞雷卡联盟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在北部地区对中非共和国政府发起了叛军攻

势，并占领了几个城镇。冲突重燃，使秘书长最新

报告所详述的成就受损。167 她指出，军队未能击

退这些攻击，“显示国家武装部队的问题根深蒂

固”；她强调，区域行为体对这场危机则作出了迅

速反应，包括中非经共体各国元首为促进利伯维尔

和平会谈作出决定，由乍得部署了一支干预部队，

以及加强中非经共体中非共和国巩固和平特派团(中

非巩固和平特派团)，从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

加蓬和乍得调集部队，帮助保卫班吉。然而，在叛

军进逼班吉下，联合国系统、非洲联盟和国际非政

府组织人员被迫疏散。在政治方面，特别代表报告，

当日在利伯维尔结束的和平谈判签署了三份文件

(《利伯维尔协议》)：解决政治和安全危机的原则宣

言(签署方为：政府、加入《2008 年利伯维尔和平协

议》的政治军事运动、塞雷卡联盟和民主反对派，

以及中非经共体和《全面和平协议》后续工作委员

会)；停火协议(签署方为政府和塞雷卡，见证方为中

非经共体和后续工作委员会)；确定权力分享安排方

式的政治协议(签署方为总统多数派、加入《全面和

平协议》的政治军事运动、民主反对派和塞雷卡的

代表)，根据这一政治协议，总统将继续执政至 2016

年任期结束，届时将从反对派中任命一位总理，设

立一个包容各方的民族团结政府，为期 12 个月，以

恢复和平与稳定并组织立法选举。她强调，中非建

和办没有预料到，该国的一半会那么快沦陷，并谈

到，需要探讨以往各项和平协议执行不力的原因。

在谈到这场危机的后果时，特别代表叙述了受影响

地区 800 000 居民最新的人道主义状况，她说，人们

继续流离失所，逃离家园，潜入丛林，人道主义组

织的房地不断遭到抢掠，人道主义准入因不安全而

受阻。她最后表示，应当利用这一机会，建立一

个高效和有效的政府。她建议，中非建和办牵头
____________ 

 167 S/2012/956。 

进行战略评估，审查其优先事项，并重新确定其需

求。168 

 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汇报了

她 2012 年 12 月 5 日至 13 日的中非共和国之行。她

指出，该国犯有广泛的性暴力行为，包括武装团体

控制地区的强奸、强行绑架妇女、女孩和男孩加入

武装团体、强迫婚姻、国家安全部队成员犯下的性

暴力事件以及上帝抵抗军的大量侵犯人权行为。她

指出，确保更好地监测、分析和信息，以此作为循

证行动的基础，是一项主要的优先事项，并强调，

武装部队和团体需要通过各自的指挥链，立即明令

禁止性暴力行为，追究施害者的责任，并将妇女和

儿童从部队中解救出来。她强调，国家机制的能力

极为有限，难以执行措施解决性暴力问题，而在班

吉以外大多数地区，并无国家权力机构和结构。她

在访问期间，寻求深化与政府的合作，并接触了主

要政治军事团体的领导层，以获取其切实的保护承

诺。她知会安理会，法治与性暴力问题专家组随后

将进行技术后续工作视察团，并强调，必须向中非

建和办派遣一名妇女保护顾问。169 

 中非共和国代表强调了该国的战争威胁，指出，

利伯维尔和平会谈是“中非共和国的最后一条生命

线”，并重申政府致力于对话和落实谈判成果。170 

 2012年1月24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088(2013)

号决议，将中非建和办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安理

会请秘书长提供一份报告，说明当地局势，并评估

该特派团在最近事件后进一步落实其优先事项的能

力。此外，安理会呼吁政府、塞雷卡、各武装团体

和民主反对派，本着诚意履行 2013 年 1 月 11 日签

署的原则宣言中的承诺，并请中非建和办从中斡旋，

与各方一同努力，促进充分执行《利伯维尔协议》。

安理会还欢迎中非巩固和平特派团继续努力支持中

非共和国的和平与安全，并呼吁该次区域各国以及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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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同上，第 9-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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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考虑应中非共和国的要求，采取

适当措施，改善安全局势。 

 在该决议通过后，中非共和国代表欢迎延长中

非建和办的任务期限，并指出，将进行危机后评估，

以确定必要的重建措施。171 

关于 2013 年 3 月 24 日政变后的政治和安全事

态发展的通报 

 2013 年 5 月 15 日，秘书长特别代表兼中非建

和办主任根据安理会第 2088(2013)号决议向安理会

介绍了秘书长的报告，其中说明了 2012 年 12 月 10

日叛军攻势以来中非共和国的局势，特别是 3 月 24

日政变后的局势。她指出，这场政变导致总统被推

翻，全国安全局势退化，“陷入无政府状态，国际

法完全置之不理”，出现滥杀滥伤、定点击杀、强

奸、袭击民众、征募儿童兵以及打家劫舍。这场危

机直接威胁到区域的和平与安全，特别是刚果民主

共和国、乍得和喀麦隆。在政治层面，她报告说，《利

伯维尔协议》确定的恢复宪法秩序的任务路线图并

未相应地予以执行，并指出，该名自封总统继续通

过颁布总统令管理国家。特别代表指出，塞雷卡攻

势之后，司法和警察机制崩溃，人权受到严重侵犯，

引发对保护平民的严重关注。她认为，安理会考虑

对这类侵犯为的肇事者和施害者实施个别制裁的时

机已经成熟，同时警告有民众施行私法的风险。需

要追加资金，以支持人道主义应急工作；并需要采

取紧急行动，帮助恢复该国的安全与稳定。她欢迎

中非经共体将其部队增加至 2 000 人，但强调，继这

一短期举措后，还应扩大区域部队，可由非洲联盟

出面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最后，特别代表坚持

总理在过渡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并补充说，在民主

秩序遭到武力推翻的情况下，即使面临严重的治理

困难，都不应提倡有罪不罚的制度。联合国必须支

持中非经共体和非洲联盟重新确立利伯维尔基本原

则。172 

____________ 

 171 S/PV.6907，第 3 页。 

 172 S/PV.6967，第 2-5 页。 

 中非共和国代表向安理会通报了即将采取的政

治步骤，包括建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和撤销非法选

出的全国过渡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安全局势，他指

出，塞雷卡分子破坏他人财产的行为主要是针对非

穆斯林，而放过穆斯林则在基督教社区造成不满，

煽动了宗教紧张。塞雷卡控制了所有政治和军事手

段，尽管如此，它仍无法恢复秩序。总理请安理会

将中非共和国局势列入委员会议程，从而确保它不

再是一场被遗忘的危机，同时特别请求法国进行武

力干涉，在欧洲联盟和非洲联盟的支持下，将塞雷

卡解除武装。他还呼吁任命一名特别报告员，对侵

犯人权行为进行调查，并建议任命建设和平委员会

中非共和国组合主席，这一职位目前悬空。173 

 乍得代表在代表中非经共体主席发言时说，政

变后，中非经共体在恩贾梅纳举行了一次特别首脑

会议，出席的有南非和贝宁两国总统以及联合国、

欧洲联盟和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的代表。与会者谴责

塞雷卡夺取政权，呼吁塞雷卡联盟领导人和自封总

统遵守《利伯维尔协议》，并商定通过一个监测委员

会和一个国际联络小组支持过渡工作。174 

 2013 年 8 月 14 日，新任命的秘书长特别代表

兼中非建和办主任 175 告知安理会，在政治方面取

得了一些进展，包括颁布《过渡宪章》和改组民族

团结政府。然而，考虑到总理和全国过渡委员会主

席在管理过渡进程上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他指出，

政治成果仍然脆弱，选举路线图有待确立。尽管随

着塞雷卡和前国家军队成员进驻营地以及塞雷卡和

中非巩固和平特派团部队恢复了联合巡逻，安全略

有改善，特别是在班吉，但是，由于法律和秩序陷

于崩溃状态，侵犯人权行为继续广泛存在。当值警

察装备不足，此外，对塞雷卡分子不加筛检就编入

国家军队。他还指出，2013 年 7 月 19 日，非洲联盟

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授权部署中非共和国国际支助团，

初步任期为六个月。支助团由 3 652 名警察和军事人
____________ 

 173 同上，第 5-8 页。 

 174 同上，第 8-9 页。 

 175 安全理事会在 2013 年 6 月 11 日的信(S/2013/344)中表

示注意到秘书长打算任命新的中非共和国问题特别代

表兼中非建和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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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员组成，主干是中非巩固和平特派团的特遣队，支

助团的任务是保护平民，恢复安全、公共秩序和国

家权力，改革国防和安全部门，并创造条件以利人

道主义援助。他鼓励安理会全力支持该部队。他还

说，联合国将参加一个技术评估团，就改进该支助

团的行动构想提供咨询意见。176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

指出，中非共和国局势急剧恶化，已从长期的贫困

危机转化为以暴力、紧迫需求和严重的保护问题为

特点的复杂紧急状况。受危机影响的有 460 万人，

包括 206 000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邻国近 60 000 名

难民。在访问中非共和国期间，她感到欣慰的是，

国家当局承诺将恢复安全和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

社会列为优先事项。但她强调，这一任务相当艰巨，

原因是无法指挥与控制塞雷卡部队以及存在外国战

斗人员。副秘书长强调指出，亟需全面应对这场危

机，同时优先恢复安全和处理人道主义、复原和发

展需求，她向安理会提出各项请求，包括请求安理

会支助新成立的非洲联盟特派团，并帮助当局加快

向班吉以外地区派回公共服务官员。她警告说，如

果不采取行动，就会使骇人听闻的状况进一步恶化，

还将造成冲突的区域化。177 

 主管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指出，有系统地毁坏

公共登记处，使得人们怀疑，塞雷卡联盟是在企图

改动该国的族裔和宗教平衡。缺乏用以建立选民名

单的公共记录，将为今后 18 至 24 个月组织自由和

公正的选举增添困难。由于恐惧气氛普遍存在，以

及因难以进入班吉以外地区，加上中非建和办的人

权监测能力“非常有限”，很难收集到侵犯行为的

准确数据，他强调指出，需要紧急成立一个全国人

权和基本自由委员会。他向安理会提出了一系列建

议，包括需要建立一支可信和合法的国家安全部队，

由数目有限的前政权安全人员和塞雷卡部队组成，

在国际指导下对其筛选和审查，以排除侵犯人权的

施害者。他强调，必须部署一支大型国际部队，担

负保护重责，同时加强中非建和办的人权部分。关

于问责制，他鼓励安理会向军事指挥官和过渡当局
____________ 

 176 S/PV.7017，第 2-4 页。 

 177 同上，第 4-5 页。 

发出明确信息，责成他们对防止犯罪和惩罚施害者

负上刑事责任。178 

 中非共和国代表呼吁安理会对侵犯人权的施害

者实施制裁，加强中非建和办的资源，并为中非共

和国问题任命一名执笔人。179 

 副秘书长的简报和决议的通过 

 2013 年 10 月 10 日，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

2121(2013)号决议，要求迅速执行在利伯维尔和恩贾

梅纳商定的过渡安排，在过渡期开始后 18 个月内举

行自由、公正和透明的选举。安理会表示愿意考虑

采取适当措施，对付破坏和平与稳定的肇事者，包

括违反过渡协议、阻碍过渡进程和助长暴力行为者；

安理会加强并更新了中非建和办的任务规定，使得

特派团得以支持落实过渡进程，支持冲突预防和人

道主义援助，支持安全局势的稳定，促进和保护人

权以及协调有关国际行为体。安理会期待及时建立

由非洲主导的中非共和国国际支助团(中非支助团)，

鼓励非洲联盟和中非经共体加紧努力，实现从中非

巩固和平特派团到中非支助团的过渡，并表示打算

考虑国际支持中非支助团的各种方案。安理会请秘

书长提交一份书面报告，说明中非支助团的规划，

并列出为支助团提供支持的具体方案，包括视当地

适当条件将中非支助团转变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的可能方案。 

 2013 年 11 月 25 日，安理会听取了副秘书长、

中非经共体秘书长、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办

公室建设和平与发展高级顾问的通报。副秘书长介

绍了秘书长根据第 2121(2013)号决议部署技术援助

小组的调查结果的报告，强调中非共和国迅速恶化

的局势是对国际团结并担起防止暴行责任的考验。

他对法律和秩序崩溃及其后果深表关切，如利用儿

童、性暴力和族群间暴力行为增加。他指出，出于

政治目的操纵宗教信仰煽动了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

的宗派暴力，使之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他同时表

示，前塞雷卡人员和“反砍刀”组织自卫团体双方

都有侵犯人权行为。他指出，需要采取紧急措施，
____________ 

 178 同上，第 6-8 页。 

 179 同上，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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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有罪不罚现象和追究行为者的责任，并呼吁安

理会考虑采用问责机制，如调查委员会和/或定向制

裁。他警告说，如果局势任其恶化，可能会酿成一

场宗教和族裔冲突，甚至是一场内战，并蔓延至邻

国。关于维持和平问题，他指出，中非巩固和平特

派团保护平民的能力非常有限，而且，特派团的某

些特遣队被视为出于宗教原因偏袒特定的宗教社区。

他说，该报告提出国际支持中非支助团的五个方案，

包括双边和多边的支助安排、将中非支助团转变为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他补充说，中非共和国大多

数行为体，包括不少民间社会组织，倾向于后一种

方案。180 

 中非共和国代表警告说，如果不采取行动，中

非共和国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他宣布，过渡当局

已写信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征求他们同意过渡

当局向法国提出的给予军事援助以支持中非支助团

的请求。他强调，需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

赋予中非支助团强有力的任务规定。181 同样，中

非经共体秘书长强调，必须有这样一个任务规定，

才能使中非巩固和平特派团这一中非支助团的核心，

在中非建和办强有力的支持下，充分履行其在该国

的稳定任务，并为中非支助团的文职部分创造尽可

能好的条件。中非共和国需要建立代议民主制，为

该国大众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一个部落、族裔或宗

教团体服务。182 非洲联盟常驻观察员办公室建设

和平与发展高级顾问强调了自危机爆发以来非洲联

盟所作的贡献，如暂停中非共和国参与非盟活动以

及对某些个人施加定向制裁，这些活动都已征得安

全理事会的支持。他强调了中非经共体在举行和平

会谈、部署维和人员、提供财政援助以支持中非共

和国方面的作用。中非巩固和平特派团和中非支助

团之间的权力移交定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进行，非

洲联盟和中非经共体在应对当前挑战方面团结一致。

他还指出，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的作用应当是通

过提供适当支助加强此类努力，他强调，这应符合

《宪章》第八章关于区域安排在促进和维护国际和
____________ 

 180 S/PV.7069，第 2-4 页。 

 181 同上，第 4-5 页。 

 182 同上，第 6 页。 

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的规定。最后，他期待安全理

事会通过一项加强中非经共体和非洲联盟共同努力

的决议。183 

 2013年12月5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127(2013)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外，请秘书长迅速成立一个国

际调查委员会，调查 2013 年 1 月 1 日以来中非共和

国所有各方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权法和侵

犯人权行为的报告，并帮助查明此类侵犯行为的施

害者。安理会授权部署中非支助团，为期 12 个月，

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帮助保护平民，恢复安全和

公共秩序，稳定该国并恢复对全国领土的国家权力，

创造有利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条件，解除武装，

以及由过渡当局领导并由中非建和办协调的解除武

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和安全部门改革。安理会

授权在中非共和国的法国部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支持中非支助团履行其任务规定。安理会还请秘书

长迅速进行应急筹备和规划，为中非支助团转变为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可能性作准备，同时强调，

是否设立维和特派团，必须由安理会日后作出决定。

安理会决定，会员国应采取措施，防止向中非共和

国直接或间接供应、出售或转让各种军火和相关物

资，并表示有强烈意向对采取行动破坏和平、稳定

与安全的个人迅速考虑施加定向措施，包括旅行禁

令和资产冻结。安理会设立了负责监测军火禁运实

施情况的的制裁委员会，并请秘书长成立一个支持

委员会工作的专家小组，首期 13 个月。 

 上述决议通过后，三名安理会成员、中非共和

国代表和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作了陈述。多

哥代表指出在中非共和国制造恐怖分子庇护所的危

险，他欢迎在法国部队的支持下部署中非支助团，

并呼吁国际社会向安理会第 2127(2013)号决议要求

秘书长设立的信托基金捐款。184 摩洛哥代表赞扬

国际社会和安理会响应紧急需求，行动起来进行干预，

以恢复安全和结束危机，他同时指出，摩洛哥正在积

极努力，为中非建和办的警卫队部署士兵。185 法国
____________ 

 183 同上，第 7-8 页。 

 184 S/PV.7072，第 2-3 页。 

 185 同上，第 3 页。另见 2013 年 10 月 22 日和 29 日的换

函(S/2013/636 和 S/2013/637)以及 2013 年 11 月 26 日

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13/696)，内容涉及

设立一支警卫队，以便能够执行中非建和办的授权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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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说，鉴于中非共和国危机长期以来被人遗忘，

不关心和不作为并不可取，他还说，支持非洲联盟

和中非经共体采取行动防止大规模暴行是一项集体

责任。他补充说，第 2127(2013)号决议根据第七章

赋予中非支助团强有力的任务规定，使得支助团能

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并解除那些对进驻

营地和解除武装指令拒不遵守的武装团体的作战能

力；该决议还根据非洲联盟和过渡当局的请求，赋

予法国部队支持中非支助团的任务规定。186 非洲

联盟观察员欢迎非盟与安全理事会的协作，正是这
____________ 

 186 S/PV.7072，第 3-4 页。 

一协作，安理会通过了上述决议。观察员还赞赏，

在不损及安理会责任的情况下，能够与安理会成员

交流意见，在拟订案文过程中提出建议，以及说明

非盟倾向的支持方式。他还说，非盟正在开展工作，

确保 2013 年 12 月 19 日中非巩固和平特派团与中非

支助团成功移交权力，他并表示，非洲联盟委员会

已经任命了中非支助团的主要官员。他宣布，非洲

联盟打算“以积极主动的方式，本着中非经共体领

导所期望的精神”，执行中非支助团的任务规定，

并即时关注人道主义局势。187 

____________ 

 187 同上，第 5-7 页。 

会议：中非共和国局势 

会议记录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规则第 37条邀请 

规则第 39条和 

其他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投票(赞成-

反对-弃权) 

       S/PV.6780 

2012 年 6 月 6 日 

秘书长关于中非

共和国局势和联

合国中非共和国

建设和平综合办

事处(中非建和办)

活 动 的 报 告

(S/2012/374) 

 中非共和国 负责中非共和国

问题秘书长特别

代表兼中非建和

办主任 

所有应邀与会者  

S/PV.6899 

2013 年 1 月 11 日 

秘书长关于中非

共和国局势和中

非建和办活动的

报告(S/2012/956) 

 中非共和国 秘书长特别代表

兼中非建和办主

任、负责冲突中

性暴力问题秘书

长特别代表 

所有应邀与会者  

S/PV.6907 

2013 年 1 月 24 日 

秘书长关于中非

共和国局势和中

非建和办活动的

报告(S/2012/956) 

阿根廷、澳大

利亚、法国、

卢森堡、摩洛

哥、大韩民

国、卢旺达、

多哥、联合王

国、美国提交

的决议草案

(S/2013/45) 

中非共和国  中非共和国 第 2088(2013) 号

决议 

15-0-0 

S/PV.6967 

2013 年 5 月 15 日 

秘书长关于中非

共和国局势的报

告(S/2013/261) 

 中非共和国 (总

理)、乍得 

秘书长特别代表

兼中非建和办主

任 

所有应邀与会者  

S/PV.7017 

2013 年 8 月 14 日 

秘书长关于中非

共和国局势的报

告(S/2013/470) 

 中非共和国 秘书长特别代表

兼中非建和办主

任、主管人道主

义事务副秘书长

兼紧急救济协调

员、主管人权事

务助理秘书长 

所有应邀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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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录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规则第 37条邀请 

规则第 39条和 

其他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投票(赞成-

反对-弃权) 

       S/PV.7042 

2013 年 10 月 10 日 

 澳大利亚、法

国、卢森堡、

摩洛哥、多

哥、联合王

国、美国提交

的决议草案

(S/2013/598) 

中非共和国  中非共和国 第 2121(2013)号

决议 

15-0-0 

S/PV.7069 

2013 年 11 月 25 日 

秘书长依照安全

理事会第

2121(2013)号决议

第 22 段提出的关

于中非共和国问

题的报告

(S/2013/677) 

 中非共和国 中部非洲国家经

济共同体秘书

长、非洲联盟常

驻联合国观察员

办公室建设和平

与发展高级顾问 

秘书长、所有应

邀与会者 

 

S/PV.7072 

2013 年 12 月 5 日 

 

秘书长依照安全

理事会第 2121 

(2013)号决议第 22

段提出的关于中

非共和国问题的

报告(S/2013/677) 

刚果、法国、

加蓬、卢森

堡、摩洛哥、

大韩民国、卢

旺达、多哥、

联合王国、美

国提出的决

议草案

(S/2013/717) 

中非共和国、刚

果、加蓬 

非洲联盟常驻观

察员 

多哥、摩洛哥、

中非共和国、非

洲联盟常驻观察

员 

第 2127(2013)号

决议 

15-0-0 

9. 几内亚比绍局势 

 概览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几内亚比绍

局势举行了 12 次会议，通过了 3 项决议和 2 项主席

声明。安理会听取了负责几内亚比绍问题秘书长特

别代表兼联合国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综合办事处(联

几建和办)主任、建设和平委员会几内亚比绍组合主

席和其他官员的若干通报，内容特别涉及 2012 年 4

月 12 日政变后局势。根据《宪章》第七章第四十一

条通过的第 2048(2012)号决议，安理会对政变发动

者及其支持者施加制裁，188 并成立了一个制裁委

员会，监测制裁的执行情况。189 

____________ 

 188 关于几内亚比绍的措施的更多信息，见第七部分第三

节“根据《宪章》第四十一条采用武力以外的措施”。 

 189 关于几内亚比绍的第 2048(201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

任务规定的更多信息，见第九部分第一.B 节。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理会还两次延长了联几

建和办的任务期限，分别为三个月和一年。190 

 关于总统选举的通报 

 2012 年 3 月 28 日，安理会听取了负责几内亚

比绍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几建和办主任的通报，

内容涉及 2012 年 1 月 9 日几内亚比绍总统去世在该

国引发的政治过渡以及随后所作的提前举行总统选

举的决定。他指出，首轮总统选举于 2012 年 3 月 18

日和平、有秩序地举行，在选举进程中，联几建和

办提供了安全和多方面的技术支助。他强调，非洲

联盟、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葡语共同体)和西非国家

____________ 

 190 第 2092(2013)和 2103(2013)号决议。有关联几建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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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