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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联合监测和评价委员会主席从朱巴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b 波兰代表以安全理事会关于南苏丹的第 2206(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向安理会通报情况。 

 c 伊加特特使和包容性治理、和平与正义中心代表分别从亚的斯亚贝巴和朱巴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d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中国、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法国、哈萨克斯坦、荷兰、俄罗斯联邦、瑞典、联合王国和美国。 

 e 赞成：科特迪瓦、法国、科威特、荷兰、秘鲁、波兰、瑞典、联合王国、美国；反对：无；弃权：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中

国、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邦。 

 f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和秘鲁。 

 g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中国、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法国、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荷兰、波兰、俄罗斯联邦、瑞典、联

合王国和美国。 

 h 赞成：科特迪瓦、法国、科威特、荷兰、秘鲁、波兰、瑞典、联合王国、美国；反对：无；弃权：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中

国、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邦。 

 i 伊加特特使和治理与和平事务主管分别从亚的斯亚贝巴和坎帕拉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j 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从亚的斯亚贝巴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k 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从伦敦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11.  巩固西非和平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在“巩固西非和

平”项目下举行了 4 次会议，并发表了 2 项主席声明。

其中 2 次会议以通报会的形式举行，另外 2 次会议是

为通过安理会的决定而召开的。139 下表列有更多会

议信息，包括与会者、发言者和会议结果。 

 在本项目下举行的会议期间，安理会听取了负责

西非和萨赫勒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西非和

萨赫勒办事处(西萨办)主任所作的情况通报。他在通

报中介绍了秘书长关于西萨办活动的后续报告。他重

点谈到影响西非和萨赫勒的多方面安全挑战，包括恐

怖主义袭击增加且具有复杂性，以及极端主义活动扩

张，比如“博科圣地”在乍得湖流域开展的活动。他

还提到，农牧民之间的暴力“日益成为该区域的重大

安全威胁”，有可能演变成界定安全格局的恐怖主义

袭击，并提到海盗行为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构成的威

胁。140 他注意到该区域民众举行示威活动，呼吁进

行政治和经济改革，通过示威表达的民众不满情绪日

益高涨，同时报告了该区域(即冈比亚、几内亚和塞拉

利昂)民主选举的“积极道路”。141 他在通报中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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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140 S/PV.8313，第 2-3 页。 

 141 同上，第 3 页。 

了尊重人权和法治对推进该区域和平、安全与发展以

及民主和善政的重要性。他还向安理会通报了联合国

在布基纳法索和冈比亚保持和平的工作，并告诫说，

需要关注这两个国家在安全部门改革、民族和解和司

法部门面临的挑战。142 

 特别代表在通报中还报告了在划定喀麦隆和尼

日利亚之间边界和支柱建设进程方面面临的挑战，

以及振兴联合国萨赫勒综合战略的努力。还向安理

会通报了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的运作进展情况

以及在乍得湖流域打击“博科圣地”多国联合特遣

部队的工作。 

 在审议期间，安理会成员重点讨论了本文件所述

期间该区域的政治、社会经济、安全和人道主义趋势。

安理会成员集中讨论了该区域民主过渡和治理方面

的进展情况，强调了在布基纳法索、冈比亚和利比里

亚取得的政治进展，以及在维持该区域包容性经济发

展方面取得的成就。讨论还侧重于西非和萨赫勒的安

全局势，安理会成员对整个区域持续存在多方面和复

杂的挑战表示关切，比如跨国有组织犯罪、跨境武装

团体的扩散以及“博科圣地”等恐怖团体造成的不

安全局势。安理会成员还讨论了应对安全挑战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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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S/PV.8156，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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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如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的部署和打击“博科

圣地”多国联合特遣部队的工作，并讨论了联合国萨

赫勒综合战略的执行情况。安理会成员还对乍得湖流

域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表示关切。 

 安理会在 2018 年本项目下所作的各项决定中也

讨论了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安理会在 2018 年 1 月

30 日的主席声明中表示全力支持特别代表，并期待西

萨办在预防冲突、调解和斡旋领域持续开展活动。安

理会还欢迎努力重新推动执行联合国萨赫勒综合战

略。143 安理会在主席声明中强调了妇女在预防冲突、

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以及在冲突后局势中发挥的重要

作用，并强调国家利益攸关方需要努力提高妇女参与

程度，包括力求任命更多妇女担任高级政府职位。144 

 安理会还欢迎利比里亚和平举行大选，对几内亚比

绍、多哥以及更广泛的西非和萨赫勒局势表示不同程度

的关切。145 安理会对恐怖主义威胁和袭击平民行为表

示关切，欢迎该区域的国家展现领导力，率先采取主动

应对安全挑战的举措，并赞扬该区域各利益攸关方努力

通过多国联合特遣部队和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等

手段应对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影响。146 

 在同一项主席声明中，安理会还确认气候变化和生

态变化等因素对西非和萨赫勒稳定的不利影响，并强调

各国政府和联合国需要针对这些因素作出适当的风险

评估和制定风险管理战略。安理会对该区域总体人道主

义局势表示关切，其中包括武装冲突和恐怖主义的影

响、极端贫困、粮食不安全、被迫流离失所以及气候变

化和流行病造成的不利影响。147 此外，安理会表示打

算定期监测所取得的进展，并再次要求将第 2349(2017)

号决议执行情况评估纳入西萨办的定期报告。148 

 安理会还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发表主席声明，其

中重申它认识到西萨办可发挥作用，促进不断对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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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S/PRST/2018/3，第三段。 

 144 同上，第五和第六段。 

 145 同上，第七、八、九和十段。 

 146 同上，第十一、十二和十三段。 

 147 同上，第十八和二十一段。 

 148 同上，第二十五段。 

机遇、风险和挑战进行战略性综合分析，以支持国家

和地方行为体努力保持和平。149 安理会在声明中还

重申坚定致力于西非和萨赫勒所有国家的主权、独

立、统一和领土完整，欢迎在多哥和冈比亚作出的区

域和国际努力，促请几内亚比绍所有政治利益攸关方

遵循《科纳克里协定》的规定。150 安理会再次强调

妇女在预防冲突、解决冲突、建设和平以及在冲突后

局势中有着重要作用，并欢迎西萨办和西非国家经济

共同体协力推动妇女系统地参与旨在打击恐怖主义

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各种举措。151 安理会重申关

切该区域棘手的安全局势，表示关切该区域牧民与农

民间关系因争夺自然资源以及除其他外与气候和生

态因素有关的压力而更为紧张。152 安理会再次认识

到气候变化、生态变化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对西非和萨

赫勒的稳定带来不利影响，继续强调指出各国政府和

联合国有必要在风险评估基础上制定长期战略，以支

持实现稳定和建设复原力。153 

 在同一份主席声明中，安理会强调指出，需要加

强在整个萨赫勒区域的集体参与，并表示注意到非洲

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决定重启努瓦克肖特进程和

审查非洲联盟萨赫勒战略。154 安理会还着重指出，

需要采取更为综合的跨支柱办法，将发展、人道主义

及和平与安全联系起来，并欢迎联合国作出集体努

力，调整联合国萨赫勒综合战略。安理会还欢迎任命

秘书长萨赫勒问题特别顾问，并鼓励通过有效执行联

合国萨赫勒支助计划，努力加强联合国系统内部以及

与该区域伙伴的一致性和协调。155 安理会还再次要

求在西萨办的定期报告中纳入关于第 2349(2017)号决

议执行情况的评估。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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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S/PRST/2018/16，第四段。 

 150 同上，第五、七、八和九段。 

 151 同上，第十一和十二段。 

 152 同上，第十三和十五段。 

 153 同上，第十九段。 

 154 同上，第二十段。 

 155 同上，第二十一段。秘书长萨赫勒问题特别顾问于 2018

年 3 月 21 日获任命，见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

办事处活动的报告(S/2018/649，第 65 段)。 

 156 S/PRST/2018/16，第二十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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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巩固西非和平 

会议记录和日期 分项目 其他文件 

根据规则第 37 条 

发出的邀请 

根据规则第 39 条发出的 

邀请和其他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投票情况 

(赞成-反对-弃权) 

       
S/PV.8156 

2018 年 1月 11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

西非和萨赫勒办事

处活动的报告 

(S/2017/1104)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

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

事处(西萨办)主任 

8 个安理会成

员、a 秘书长特

别代表 

 

S/PV.8170 

2018 年 1月 30 日 

     S/PRST/2018/3 

S/PV.8313 

2018 年 7月 17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

西非和萨赫勒办事

处活动的报告 

(S/2018/649)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西

萨办主任 

7 个安理会成

员、b 秘书长特

别代表 

 

S/PV.8327  

2018 年 8月 10 日 

     S/PRST/2018/16 

 a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荷兰、秘鲁和瑞典。 

 b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荷兰和秘鲁。 

12.  非洲和平与安全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在题为“非洲和

平与安全”的项目下举行了 8 次会议，并通过了 1 项

决议。在举行的 8 次会议中，1 次是为了通过决议而召

开的，1 次是公开辩论，其余 6 次是通报会。157 下表

列有更多会议信息，包括与会者、发言者和会议结果。 

 2018 年，安理会举行了 5 次会议，重点讨论包括

乍得湖流域在内的萨赫勒问题，以及萨赫勒五国集团

联合部队的活动。其余 3 次会议是为了解决其他问题

(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非洲维持和平行动

和西非毒品贩运问题)举行的。 

 安理会举行了 3 次关于乍得湖流域的会议。2018

年 3 月 22 日，在安理会访问乍得湖流域一年后，并

继荷兰分发概念说明之后，安理会举行了一次以该区

域为重点的会议。158 在这次会议上，安理会听取了

常务副秘书长、乍得湖流域委员会的一名代表和一名

与阿德尔菲(一个独立智囊团)合作的高级冲突顾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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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158 见 S/2018/302。 

做的情况通报。159 常务副秘书长在蒙罗维亚通过视

频向安理会通报情况。她指出，尽管过去六个月在打

击“博科圣地”的斗争中取得了长足进展，但突袭、

绑架、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自杀式炸弹袭击仍在继

续。侵犯人权的行为继续加剧不安全局势，“博科圣

地”越来越多地利用儿童、妇女和女童进行自杀式袭

击。乍得湖流域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复杂和恶劣，1 070

万民众需要救命的援助，230 万人已被迫离开自己的

家园。160 乍得湖流域委员会代表向安理会通报了气

候多变性及其对乍得湖流域脆弱性的影响，以及联合

国、特别是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和联合国西非

和萨赫勒办事处可能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161 阿德

尔菲的高级冲突顾问向安理会通报了该区域的冲突

动态和可能的和平之路。162 在讨论期间，安理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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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S/PV.8212。 

 160 同上，第 2-3 页。 

 161 同上，第 4-5 页。 

 162 同上，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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