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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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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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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8 

2018 年 5 月 8 日 

2018 年 5 月 2 日

秘书长给安全理

事 会 主 席 的 信

(S/2018/416) 

 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克罗

地亚、塞尔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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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联盟常驻联合国

代表团副团长 

安理会全

体成员、所

有受邀者 

 

S/PV.8392 

2018 年 11 月 6 日 

2018 年 10 月 30

日秘书长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18/974) 

联合王国提交

的 决 议 草 案

(S/2018/989) 

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克罗

地亚、塞尔维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问题高级代表、欧

洲联盟代表团团长 

安理会全

体成员、所

有受邀者 

第 2443(2018)号

决议 

15-0-0 

(根据第七章通过) 

 

 B. 安全理事会第 1160(1998)、1199(1998)、

1203(1998)、1239(1999)和1244(1999)号决议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题为“安全理

事 会 第 1160(1998) 、 1199(1998) 、 1203(1998) 、

1239(1999)和 1244(1999)号决议”的项目举行了 4 次

会议。2018 年，所有会议都以简报会形式举行，安理

会在该项目下没有通过任何决定。308 下表列有更多会

议信息，包括关于与会者和发言者的信息。 

 与过去一样，安理会审议秘书长根据第

1244(1999)号决议提交的报告之后，通过听取负责科

索沃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

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的通报，审议了该

项目。2018 年，通报的重点是普里什蒂纳与贝尔格莱

德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通过欧洲联盟主持的对话推

动双方关系正常化缺乏实质性进展并遭受挫折，以及

建立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团体/社团。 

 这些会议的发言者还集中讨论了欧洲联盟启动

吸收西巴尔干国家的新扩大战略问题。安理会在讨论

中提及，科索沃议会执政联盟若干成员试图废除关于

专门分庭的法律引起了关切，同样令人关切的还有

2018年 1月 16日一位著名科索沃塞族政治家被谋杀，

以及 3月份塞尔维亚政府科索沃办事处主任以及欧盟

主持的对话中贝尔格莱德首席谈判代表不顾科索沃

当局的建议进入科索沃北部后被捕一事。安理会成员

–––––––––––– 

 308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也重点关注了科索沃特派团的工作，309 该特派团重

新调整了促进长期和解的重点和优先事项，此外，还

重点关注了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洲安全

与合作组织和驻科索沃部队的工作。此外，在安理会

会议期间，某些安理会成员主张，安理会不再需要秘

书长的季度报告或每三个月听取一次关于科索沃局

势的通报，310 而另一些成员则认为在该特定时刻改

变秘书处就科索沃问题进行通报的形式和周期的主

意不合适。311 

 12 月 17 日，安理会应塞尔维亚常驻代表的请求

召开紧急会议，讨论 12 月 14 日科索沃议会关于将科

索沃安全部队转变为武装部队的决定。312 塞尔维亚常

驻代表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 313 中强调，第 1244(1999)

号决议规定部署国际安全存在，并且，该决议没有规

定“建立任何其他武装部队”。安理会成员在会上讨

论了科索沃安全部队向武装部队过渡是科索沃的主

权权利还是对第 1244(1999)号决议的违反。安理会成

–––––––––––– 

 309 关于科索沃特派团任务的更多信息，见第十部分，第

一节。 

 310 例如见 S/PV.8176，第 14 页(波兰)、第 17 页(瑞典)、第

17 页(联合王国)和第 19 页(荷兰)；以及 S/PV.8399，第

13 页(联合王国)、第 19 页(荷兰)、第 19 页(波兰)和第 21

页(瑞典)。 

 311 S/PV.8176，第 16 页(俄罗斯联邦)；以及 S/PV.8399，第 4

页(塞尔维亚)和第 15-16 页(俄罗斯联邦)。 

 312 S/PV.8427。 

 313 S/2018/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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