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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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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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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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ndocs.org/ch/S/PV.8156
https://undocs.org/ch/S/2017/1104
https://undocs.org/ch/S/PV.8170
https://undocs.org/ch/S/PRST/2018/3
https://undocs.org/ch/S/PV.8313
https://undocs.org/ch/S/2018/649
https://undocs.org/ch/S/PV.8327
https://undocs.org/ch/S/PRST/2018/16
https://undocs.org/ch/S/2018/302
https://undocs.org/ch/S/PV.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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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重点强调区域努力、比如多国联合特遣部队的工作

在应对“博科圣地”带来的挑战方面的重要性。 

 2018 年 7 月 10 日，继联合国-非洲联盟对乍得、

尼日尔和南苏丹进行联合访问之后，安理会举行了一

次会议，重点讨论萨赫勒区域的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

题。163 在这次会议上，安理会听取了常务副秘书长

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特使对

他们访问该区域的情况所做的情况通报，瑞典外交大

臣等人也加入了该访问团。外交大臣主持了会议，并

且也在会上发言，谈到该区域面临的总体挑战、这些

挑战相互关联的性质，并指出，通过访问团提出的所

有方面不仅是妇女问题，而且也是和平与安全问题。

在讨论期间，一些安理会成员提到妇女参与和平进程

的重要性，164 以及增强妇女权能和性别平等与和平、

稳定与安全之间的联系。165 

 继科特迪瓦分发概念说明后，166 2018 年 12 月 20

日，安理会在题为“联合国萨赫勒综合战略——建设

和保持和平的综合应对策略”的分项目下举行了一

次会议。167 在这次会议上，安理会听取了秘书长萨

赫勒问题特别顾问所做的情况通报。特别顾问特别指

出，该区域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区域之一，同时面临

着极端贫困、气候变化、粮食危机、人口急增、治理

脆弱和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安全威胁等挑战。虽然 2018

年人道主义局势略有改善，但他强调，单靠纯粹保障

安全的做法将不足以实现萨赫勒的稳定。168 在这次

会议上，安理会还听取了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所做的

情况通报。他说，建设和平委员会召开了一系列关于

–––––––––––– 

 163 S/PV.8306。 

 164 同上，第 8 页(哈萨克斯坦)、第 12 页(俄罗斯联邦)、第

12 页(美国)、第 16 页(埃塞俄比亚)、第 17 页(多民族玻

利维亚国)、第 19 页(法国，也代表德国发言)和第 19-20

页(科特迪瓦)。 

 165 同上，第 5-7 页(瑞典)、第 7-8 页(秘鲁)、第 8-9 页(哈萨

克斯坦)、第 10 页(荷兰)、第 10-11 页(联合王国)、第 12

页(美国)、第 14 页(赤道几内亚)、第 17 页(多民族玻利维

亚国)、第 18 页(法国，也代表德国发言)和第 19-20 页(科

特迪瓦)。 

 166 该概念说明不是作为安理会文件印发的。 

 167 S/PV.8435。 

 168 同上，第 2-3 页。 

该区域局势的会议，主要侧重于深化伙伴关系，确保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为支持萨赫勒而进行合作、协调并

保持一致性。169 世界银行非洲区域副行长也向安理

会通报了情况，他重申需要解决萨赫勒冲突的经济和

社会驱动因素。170 萨赫勒联盟代表也向安理会通报了

情况，特别是萨赫勒联盟的活动，该联盟成立于 2017

年 7 月 13 日，目的是促进萨赫勒的发展，减少该区域

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体制方面的脆弱性。171 在讨论

期间，安理会成员强调需要在萨赫勒采取综合办法，

将政治、安全和发展层面相结合。172 

 2018 年，安理会在秘书长各次报告印发后举行的

两次通报中两次讨论了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的

运作情况。这两次会议分别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和 11

月 15 日举行，会上，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助理秘书长

和副秘书长都强调指出，萨赫勒的安全局势依然严

峻，拖延使联合部队无法达到全面作业能力。他们都

呼吁萨赫勒五国集团继续努力部署剩余部队，并澄清

联合部队的行动构想。173 萨赫勒五国集团常务秘书

在两次通报中着重指出，联合部队继续面临重大装备

短缺、能力差距、基础设施不足以及后勤和财政方面

的不足。174 在这两次会议上，几位发言者讨论了是

否有必要根据《宪章》第七章规定联合部队的任务

授权。175 

–––––––––––– 

 169 同上，第 4 页。 

 170 同上，第 5 页。 

 171 同上，第 6 页。 

 172 同上，第 7-9 页(法国)、第 10 页(荷兰)、第 11 页(赤道几

内亚)、第 12 页(科威特)、第 12-13 页(秘鲁)、第 13 页(中

国)、第 15 页(俄罗斯联邦)、第 16 页(瑞典)、第 17-18 页

(哈萨克斯坦)、第 18 页(埃塞俄比亚)、第 19-20 页(联合

王国)和第 21-22 页(科特迪瓦)。 

 173 S/PV.8266，第 2-4 页；S/PV.8402，第 2-4 页。 

 174 S/PV.8266，第 4-5 页；S/PV.8402，第 4 页。 

 175 S/PV.8266，第 7 页(非洲联盟常驻观察员)和第 18 页(美

国)。S/PV.8402，第 3 页(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

第 5 页(萨赫勒五国集团常务秘书)、第 6 页(非洲联盟马

里和萨赫勒问题高级代表)、第 15 页(埃塞俄比亚)、第 17

页(美国)和第 24 页(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关于安理会作

出的与《宪章》第七章有关的决定和所作讨论的更多信

息见第七部分。 

https://undocs.org/ch/S/PV.8306
https://undocs.org/ch/S/PV.8435
https://undocs.org/ch/S/PV.8266
https://undocs.org/ch/S/PV.8402
https://undocs.org/ch/S/PV.8266
https://undocs.org/ch/S/PV.8402
https://undocs.org/ch/S/PV.8266
https://undocs.org/ch/S/PV.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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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爆发埃博拉疫情的背景

下，安理会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举行会议，会上一

致通过了安理会全体成员作为主席案文提出的第

2439(2018)号决议。176 在该决议中，安理会表示严重

关切受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的安全局势，并谴责各武

装团体的所有袭击，包括那些给应急人员带来严重的

安全风险并危及埃博拉疫情应对工作的袭击。177 安

理会还指出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

可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

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行为体为成功控制埃博拉疫情

作出努力，并确保在其行动区内有效保护平民。178 最

后，安理会强调必须在资金、技术和实物方面保持国

际支助和参与，从而使埃博拉疫情得到成功控制。179 

 在中国分发概念说明后，2018 年 11 月 20 日，安

理会举行了关于“加强非洲维持和平行动”的公开

辩论会。180 在会议期间讨论的问题中，181 通报人和

受邀者讨论了如何根据《宪章》第八章，在尊重非洲

自主解决非洲安全问题主导权的前提下，改善联合国

同非洲联盟及非洲国家在维护非洲和平安全方面的

合作。秘书长谈到非洲维持和平面临的挑战，并指出，

联合国特派团正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开展复杂行动，

这些行动的任务授权具有多层面性。他宣布，他将与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签署联合公报，指导秘书处和非

洲联盟委员会在加强联合国非洲维持和平行动方面

开展工作，为更充分地支持非洲主导的和平行动铺平

道路。在这方面，他强调，必须提供强有力的授权以

及可预测、可持续和灵活的资金，包括在适当时通过

联合国摊款提供资金。182 在这次会议上，安理会还

听取了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所做的情况通

报，他向安理会通报了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合作领域的

–––––––––––– 

 176 关于主席案文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八节。 

 177 第 2439(2018)号决议，第 4 和 5 段。 

 178 同上，第 7 段。 

 179 同上，第 12 段。 

 180 S/2018/1004，附件。 

 181 S/PV.8407。 

 182 同上，第 2-4 页。 

最新情况。183 在这次会议期间，几位发言者提到就

一份决议草案开展的谈判，该决议草案事关非洲联盟

和平行动经费筹措问题，将使非洲联盟能够获得为联

合国授权的行动提供的联合国摊款。184 

 2018 年 12 月 19 日，安理会在题为“西非毒品

贩运对稳定构成威胁”的分项目下举行了一次会

议。185 在这次会议上，安理会听取了联合国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所

做的情况通报。执行主任列举了《2018 年世界药物报

告》的一些结论，并指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注

意到，西非和中非的贩毒活动呈现出一些令人震惊的

新趋势，对治理、安全、经济增长和公共健康造成破

坏性影响，并在这些方面引发动荡。他指出，西非和

中非以及北非国家缉获的阿片类药物占全球缉获量

的 87%，并补充说，与亚洲一样，非洲可卡因缉获量

增幅也是全球最大的。在这方面，他特别指出，恐怖

主义、非法毒品以及其他形式的犯罪之间存在关联，

并解释说，在联合国萨赫勒综合战略即将到来的阶

段，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将支持萨赫勒五国集团联

合部队的警察部分加强其打击恐怖主义和包括贩毒

在内的有组织犯罪的能力。186 在通报后，安理会成

员集中讨论了贩毒、区域稳定和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之

间的联系。187 

–––––––––––– 

 183 同上，第 5-6 页。 

 184 同上，第 5-6 页(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第 9 页

(科特迪瓦)、第 10 页(哈萨克斯坦)、第 13 页(科威特)、

第 14 页(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第 17 页(法国)、第 18 页(美

国)、第 42 页(南非)、第 50 页(卢旺达)、第 59 页(吉布提)

和第 60-61 页(大韩民国)。 

 185 S/PV.8433。科特迪瓦以 2018 年 12 月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身份，在 2019 年 5 月 20 日科特迪瓦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019/419)中提供了会议摘要。 

 186 S/PV.8433，第 2 页。 

 187 同上，第 3 页(美国)、第 4-5 页(赤道几内亚)、第 5-6 页(法

国)，第 7 页(埃塞俄比亚)、第 7-8 页(瑞典)、第 8 页(中

国)、第 10 页(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第 10-11 页(哈萨克斯

坦)、第 11-12 页(科威特)、第 12 页(俄罗斯联邦)、第 13

页(秘鲁)、第 13-14 页(波兰)、第 14 页(联合王国)、第 15-16

页(荷兰)和第 16 页(科特迪瓦)。 

https://undocs.org/ch/S/RES/2439(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439(2018)
https://undocs.org/ch/S/2018/1004
https://undocs.org/ch/S/PV.8407
https://undocs.org/ch/S/PV.8433
https://undocs.org/ch/S/2019/419
https://undocs.org/ch/S/PV.8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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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非洲和平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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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2 

2018 年 3 月 22 日 

  尼日利亚 乍得湖流域委员会代

表，阿德尔菲的高级

冲突顾问 

常 务 副 秘 书

长、a 安理会全

体成员、所有

受邀者 b 

 

S/PV.8266 

2018 年 5 月 23 日 

秘书长关于萨

赫勒五国集团

联合部队的报

告(S/2018/432) 

  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助

理秘书长、萨赫勒五

国集团常务秘书、非

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

察员、欧洲联盟驻联

合国代表团团长 

安 理 会 全 体

成员、所有受

邀者 

 

S/PV.8306 

2018 年 7 月 10 日 

  乍得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

妇女、和平与安全问

题特使 

常 务 副 秘 书

长、安理会全

体成员、c 所有

受邀者 

 

S/PV.8385 

2018 年 10 月 30 日 

 决议草案 

(S/2018/961) 

  2 个安理会成

员 (埃塞俄比

亚、瑞典) 

第 2439(2018)号 

决议 

15-0-0 

S/PV.8402 

2018 年 11 月 15 日 

秘书长关于萨

赫勒五国集团

联合部队的报

告(S/2018/1006) 

  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

秘书长、萨赫勒五国

集团常务秘书、非洲

联盟马里和萨赫勒问

题高级代表、欧盟对

外行动署负责共同安

全与防务政策及危机

应对副秘书长 

安理会全体成

员、所有受邀

者 d 

 

S/PV.8407 

2018 年 11 月 20 日 

2018 年 11 月 9

日中国常驻联

合国代表给秘

书长的关于加

强非洲维持和

平 行 动 的 信

(S/2018/1004) 

 40 个会员国 e 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

事务专员、欧洲联盟

代表团临时代办、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常驻

联合国观察员兼代表

团团长、观察员国罗

马教廷常驻联合国观

察员 

秘书长、安理

会全体成员、f 

根据规则第 37

条邀请的 38 名

受邀者 g 和所有

其他受邀者 h 

 

S/PV.8433 

2018 年 12 月 19 日 

西 非 毒 品 贩

运 对 稳 定 构

成威胁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执行

主任 

安理会全体成

员、受邀者 i 

 

https://undocs.org/ch/S/PV.8212
https://undocs.org/ch/S/PV.8266
https://undocs.org/ch/S/2018/432
https://undocs.org/ch/S/PV.8306
https://undocs.org/ch/S/PV.8385
https://undocs.org/ch/S/2018/961
https://undocs.org/ch/S/RES/2439(2018)
https://undocs.org/ch/S/PV.8402
https://undocs.org/ch/S/2018/1006
https://undocs.org/ch/S/PV.8407
https://undocs.org/ch/S/2018/1004
https://undocs.org/ch/S/PV.8433


 

第一部分. 审议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 

和平与安全职责范围内的问题 

 

19-1396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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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5 

2018 年 12 月 20 日 

联合国萨赫勒

综合战略——

建设和保持萨

赫勒和平的综

合应对策略 

  秘书长萨赫勒问题

特别顾问、建设和平

委员会主席、世界银

行非洲区域副行长、

萨赫勒联盟代表 

安理会全体成

员、所有受邀者 j 

 

 a 常务副秘书长在蒙罗维亚通过视频参加了会议。 

 b 阿德尔菲的高级冲突顾问在阿布贾通过视频参加了会议。尼日利亚代表还代表喀麦隆、乍得和尼日尔发言。 

 c 瑞典派外交大臣为代表出席了会议。 

 d 非洲联盟马里和萨赫勒问题高级代表以及欧盟对外行动署负责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及危机应对副秘书长分别在巴马科和布

鲁塞尔通过视频参加了会议。 

 e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孟加拉国、比利时、博茨瓦纳、巴西、加拿大、吉布提、埃及、爱沙尼亚、斐济、德国、危地马拉、

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墨西哥、摩洛哥、纳米比亚、尼日利

亚、挪威、巴基斯坦、菲律宾、葡萄牙、大韩民国、罗马尼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非、苏丹、瑞士、土耳

其、乌干达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f 科特迪瓦代表还代表赤道几内亚和埃塞俄比亚发言。 

 g 斐济和乌干达代表虽然根据规则第 37 条受邀，但没有发言。挪威代表以北欧五国的名义发言。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

表以不结盟运动的名义发言。 

 h 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在亚的斯亚贝巴通过视频参加了会议。 

 i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在维也纳通过视频参加了会议。 

 j 世界银行非洲区域副行长和萨赫勒联盟代表分别在华盛顿特区和巴黎通过视频参加了会议。 

13.  利比亚局势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举行了 12 次会

议，通过了 3 项决议，包括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

的 2 项决议，并就利比亚局势发表了 1 项主席声明。

除了为通过安理会决定而召开的那些会议外，在本项

目下举行的所有会议都以通报会形式举行。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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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定期听取负责利比亚问题秘书长

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联利支助团)团长所

做的情况通报。特别代表在 6 次通报中报告了利比亚

目前面临的政治、安全、人道主义、经济和体制挑战，

以及如何按照《联合国利比亚行动计划》，通过联利

–––––––––––– 

 188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支助团的逐步扩大支持该国的政治和民主化进程。189 

关于政治和民主化进程，通报的重点是就宪法草案举

行全民投票的情况以及总统和议会选举情况，以及举

行全国会议并以此作为利比亚人民明确其政治过渡

愿景和促进机构进步的平台。190 他还报告了主管政

治事务副秘书长 2018 年 1 月 9 日至 12 日访问利比亚

的情况，191 并谈到的黎波里和该国其他地区不断恶

化的安全局势，包括联利支助团促成冲突主要各方于

–––––––––––– 

 189 S/PV.8159，第 2-4 页；S/PV.8211，第 4 页；S/PV.8263，

第 4-5 页；S/PV.8312，第 2-3 页。 

 190 S/PV.8159，第 3 页；S/PV.8263，第 3-4 页；S/PV.8312，

第 2-3 页；S/PV.8341，第 4 页；S/PV.8394，第 4 页。 

 191 S/PV.8159，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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