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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塞浦路斯局势 

 2018 年，安理会就塞浦路斯局势举行了两次会议

并通过两项决议。下表列有更多会议信息，包括会议

结果。安理会还根据第 1353(2001)号决议与联合国驻

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部队和警察派遣

国举行了两次闭门会议。287 

 安理会两次会议期间没有任何发言。安理会一致

通过两项决议：2018 年 1 月 30 日的第 2398(2018)号

决议和 2018 年 7 月 26 日的第 2430(2018)号决议。安

理会在这些决议中均根据秘书长报告所载建议，将联

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六个月。288 在这两项决议中，

安理会请秘书长视谈判进展情况，继续针对解决方案

开展过渡规划工作，鼓励双方在这方面相互接触，并

与联塞部队和联合国斡旋人员接触。289 此外，安理会

注意到必须在考虑到实地形势发展和各方意见的情

况下，考虑酌情调整联塞部队的任务、兵力和其他资

源及行动构想。290 

 安理会第2398(2018)号决议欢迎秘书长关于联塞

部队战略审查的报告，291 并核可执行其建议。292 安

理会还欢迎领导人主导的进程取得的进展，并敦促双

方和所有相关参与者重申他们对解决问题的政治意

愿和承诺。293 安理会还促请两位领导人在核心问题上

达成共识，加紧工作，以期加强族群间联系，改善塞

浦路斯人的日常生活，并改善公共氛围，以确保解决

–––––––––––– 

 287 2018 年 1 月 16 日和 7 月 12 日，在题为“安全理事会依

照第 1353(2001)号决议附件二 A 和 B 节的规定与部队和

警察派遣国举行会议”的项目下举行；见 S/PV.8157 和

S/PV.8308。关于联塞部队任务的更多信息，见第十部分，

第一节。 

 288 S/2018/25 和 S/2018/676。 

 289 第 2398(2018)号决议，第 5 段；和第 2430(2018)号决议，

第 6 段。 

 290 第 2398(2018)号决议，序言部分第十六段；第 2430(2018)

号决议，序言部分第十八段。 

 291 S/2017/1008。 

 292 第 2398(2018)号决议，第 10 段。 

 293 同上，第 1 段。 

问题。294 安理会还强调民间社会和妇女充分有效参与

和平进程所有阶段的重要性，并敦促他们参与制定冲

突后战略，也强调青年充分有效参与的重要性。295 

 安理会在第2430(2018)号决议中再次欢迎领导人

主导的进程取得进展，同时注意到自塞浦路斯问题会

议结束以来在达成解决方案方面缺乏进展。安理会还

敦促双方和所有相关参与方抓住任命联合国磋商员

简·霍尔·卢特带来的重要机会，就下一步行动开展

深入磋商，建设性地参与这些磋商并重申达成解决办

法的政治意愿和承诺。296 安理会为此促请双方，特别

是塞浦路斯两族领导人，以及所有相关参与方本着开

放和创新精神积极互动，完全致力于解决进程，并避

免任何可能有损成功机会的行动。297 安理会回顾其在

第 2398(2018)号决议中促请两位领导人在核心问题上

达成共识，并促请他们增加和增强民间社会参与这一

进程，以动员更多力量支持整个解决进程。298 安理会

再次强调指出民间社会和妇女充分切实参与和平进

程各个阶段的重要性，敦促他们参与制定和实施冲突

后战略，包括为此而振兴性别平等问题技术委员会并

考虑落实秘书长的建议，进行具有性别敏感性的社会-

经济影响评估。安理会同时请秘书长增加联塞部队中

的妇女人数，确保妇女切实参与各方面行动。299 此外，

安理会强调指出青年充分和有效参与的重要性，肯定

两族教育问题技术委员会的重要工作，促请双方推动

两族青年接触。300 

 2018 年，安理会通过换文核准秘书长任命联塞部

队新的部队指挥官。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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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同上，第 4 段。 

 295 同上，第 7 段。 

 296 第 2430(2018)号决议，第 1 段。 

 297 同上，第 2 段。 

 298 同上，第 5(d)段。 

 299 同上，第 8 和 12 段。 

 300 同上，第 9 段。 

 301 S/2018/1000 和 S/201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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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塞浦路斯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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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8 

2018 年 1 月 30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塞浦路斯行动

的报告 

(S/2018/25) 

联合王国提交

的决议草案 

(S/2018/72) 

   第 2398(2018)号

决议 

15-0-0 

S/PV.8317 

2018 年 7 月 26 日 

秘书长关于塞浦

路斯解决方案进

展情况的报告 

(S/2018/610)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塞浦路斯行动

的报告 

(S/2018/676) 

联合王国提交

的决议草案 

(S/2018/737) 

   第 2430(2018)号

决议 

15-0-0 

20.  与前南斯拉夫局势有关的项目 

 A.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2018 年，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就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举行了两次会议，通过了一项

决议。安理会继续在负责监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和平协定执行情况高级代表每半年一次的情况通报

会上审议该项目。302 下表列有更多会议信息，包括与

会者、发言者和会议结果。 

 在 2018 年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高级代表介绍了

其两份报告所述事态发展的最新情况。303 高级代表注

意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领导人在报告所述期间取

得的积极进展，特别是在融入欧洲联盟方面取得的进

展，但也对实施紧急选举改革和加强法治的步伐缓慢

表示关切，并对制造分裂的公共言论升级表示遗憾，

特别是在 2018 年 10 月 7 日举行大选的情况下。304 

 在讨论中，安理会成员强调，需要紧急实施关键

改革，包括引入欧洲人权法院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宪法法院的裁决。安理会成员还对持续存在的族

–––––––––––– 

 302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303 S/2018/416，附件；和 S/2018/974，附件。 

 304 S/PV.8248，第 2-4 页；以及 S/PV.8392，第 2-4 页。 

群间紧张关系破坏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治和社

会稳定以及该国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扩散表示

关切。此外，安理会成员再次促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主管当局采取必要步骤，完成关闭高级代表办事

处所必需的 5 加 2 议程。 

 在 2018 年 10 月 7 日选举之后，安理会于 2018

年 11 月 6 日一致通过第 2443(2018)号决议，其中根

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将多国稳定部队(欧盟部

队“木槿花”行动)的授权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该

国的持续存在延长 12 个月，自决议通过之日起算。305 

安理会还敦促各方就迅速组建各级政府进行建设性

互动并优先实施全面改革，并促请各方避免任何会造

成对立的非建设性政策、行动和言论。306 在会议上，

俄罗斯联邦和联合王国代表作为联络小组以及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平执行理事会指导委员会的成

员，在表决前后就决议起草过程和互动参与问题发表

了不同意见。307 

–––––––––––– 

 305 第 2443(2018)号决议，第 3 和 4 段。关于欧盟部队“木

槿花”行动任务的更多信息，见第八部分，第三节。 

 306 第 2443(2018)号决议，第 8 段。 

 307 S/PV.8392，第 4 页(俄罗斯联邦)和第 5 页(联合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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