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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 

23.  中东局势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中东局势”

项目举行了 47 次公开会议。340 2018 年，该项目下召

开的会议大多采取通报会形式。341 安理会在这些会议

上审议了多个议题，主要有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冲

突、也门冲突、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

队)的任务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

任务。安理会还于 2018 年 1 月举行了一次会议，审

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事态发展。在本文件所述期

间，安理会就该项目通过了 7 项决议，发表了一项主

席声明。但安理会未能通过有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局势和也门局势的四项决议草案，原因是有两项决议

草案安理会一个或多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另外

两项决议草案未能获得所需票数。此外，安理会还与

观察员部队和联黎部队的部队和警察派遣国举行了

三次闭门会议。342 下表列有更多会议信息，包括与会

者、发言者和会议结果。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理会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冲突举行的会议重点讨论了三个确定的方面：结束

冲突的政治进程、化学武器的扩散和使用、该国的人

道主义状况。关于政治进程，安理会每月听取秘书长

叙利亚问题特使通报情况，他向安理会介绍了为达成

政治协议和缓解冲突所做的最新努力。特使向安理会

通报了日内瓦磋商、阿斯塔纳安排和 2018 年 1 月在

俄罗斯联邦索契举行的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的进展

情况。他还向安理会通报了有关该国武装冲突的其他

事态发展，特别是 2018 年 2 月 24 日第 2401(2018)号

–––––––––––– 

 340 由于未能获得所需票数，第 8209 次会议的临时议程未获

通过(见 S/PV.8209)。关于通过议程的更多信息，见第二

部分，第二.A 节。 

 341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342 安理会在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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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下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见 S/PV.8286)和 2018 年 12

月 11 日(见 S/PV.8417)就观察员部队举行了两次会议；于

2018 年 8 月 9 日就联黎部队举行了一次会议 (见

S/PV.8326)。 

决议的执行情况，安理会在该决议中要求停止敌对行

动，实现 30 天的人道主义停战。343 涉及的其他事态

发展包括俄罗斯联邦军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

和伊斯兰军于 2018 年 3 月在杜马达成停火协议以及

俄罗斯联邦和土耳其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达成在伊德

利卜建立非军事区的协议。特使还向安理会通报了叙

利亚全国对话大会最后声明中商定的关于组建宪法

委员会的谈判情况和面临的挑战。344 根据该声明，将

成立一个宪法委员会，负责起草宪法改革草案，作为

对根据第 2254(2015)号决议所述在联合国主持下的政

治解决方案的贡献，该委员会将“至少”包含政府、

叙利亚内部谈判中的反对派代表、叙利亚专家、民间

社会、独立人士、部落领导人和妇女。345 

 关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使用化学武器问

题，安理会定期听取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及其副手通报

关于消除叙利亚化学武器方案的第 2118(2013)号决议

的执行进展。通报的重点是销毁余下的两个化学武器

生产设施进程，以及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实况调查团对

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进行调查

工作。通报还谈到，在禁化武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

制的任务期限于 2017 年 11 月到期后，是否可以建立

一个问责机制，追究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使用

化学武器的责任。在此方面，继 2018 年 4 月 7 日杜

马发生据称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后，安理会就三项单独

的决议草案进行了表决：一项由 26 个会员国提出，346 

另两项由俄罗斯联邦提出。347 26 个会员国提出的决

议草案和俄罗斯联邦提出的其中一项决议草案提议

设立联合国独立调查机制。348 然而，根据 26 个会员

–––––––––––– 

 343 第 2401(2018)号决议，第 1 段。 

 344 2018年 2月 14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18/121)，附件。 

 345 同上，第 4 页。 

 346 S/2018/321。 

 347 S/2018/175 和 S/2018/322。 

 348 S/2018/321，第 7 段；S/2018/175，第 5 段。 

https://undocs.org/ch/S/RES/2401(2018)
https://undocs.org/ch/S/PV.8209
https://undocs.org/ch/S/RES/1353(2001)
https://undocs.org/ch/S/PV.8286
https://undocs.org/ch/S/PV.8417
https://undocs.org/ch/S/PV.8326
https://undocs.org/ch/S/RES/2254(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118(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401(2018)
https://undocs.org/ch/S/2018/121
https://undocs.org/ch/S/2018/321
https://undocs.org/ch/S/2018/175
https://undocs.org/ch/S/2018/322
https://undocs.org/ch/S/2018/321
https://undocs.org/ch/S/2018/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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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提出的草案，安理会将要求叙利亚当局允许该机制

和禁化武组织人员可“立即无障碍地”进入任何被认

为对其任务重要的地点、可查阅相关材料，可接触相

关个人。349 相比之下，由俄罗斯联邦提出的草案规定，

此类准入理由将“根据对当时已知事实和情况的评估

结果”确定。350 

 安理会首先对 26 个会员国提出的草案进行表

决，由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联邦投了反对票，

该草案未能通过。俄罗斯联邦代表解释说，拟议草案

重复了前机制“有缺陷的工作方法”。351 中国代表感

到遗憾的是，草案没有考虑到某些安理会成员对机制

工作方法的一些关切。352 随后，对俄罗斯联邦提出的

两项决议草案中的第一项进行表决；安理会未能通过

该决议草案，因为没有获得所需票数。随后，对俄罗

斯联邦提出的第二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安理会本应

在该决议草案中表示支持实况调查团。但该决议草案

中没有关于建立调查机制的条款内容。安理会也未能

通过该决议草案，因为没有获得所需票数。353 几个

安理会成员对该决议草案提出批评，认为它没有建

立一个机制来确保追究袭击事件的责任，354 也没有

强调实况调查团必须独立。355 此外，一些发言者抱

怨草案谈判时间不够。356  

 关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人道主义状况，安理

会定期听取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

协调员及其副手以及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协调和应

急司司长通报情况。通报的重点是持续的军事行动，

特别是在伊德利卜和东古塔及其周围地区的军事行

动，包括频繁的、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对平民造成

–––––––––––– 

 349 S/2018/321，第 12-13 段。 

 350 S/2018/175，第 9 段。 

 351 S/PV.8228，第 4 页。 

 352 同上，第 6 页。 

 353 同上，第 14 页。 

 354 同上，第 14-15 页(联合王国)、第 15 页(瑞典)、第 17 页(科

威特)、第 18 页(法国)和第 18-19 页(秘鲁)。 

 355 同上，第 18 页(荷兰)。 

 356 同上，第 15 页(赤道几内亚)、第 16 页(美国)、第 18 页

(荷兰)。 

的有害人道主义影响，影响到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民用

物体，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全国各地大量人员

流离失所，以及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原籍的前景，包

括返回以前由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

国，又称达伊沙)控制的地方。通报人向安理会介绍了

联合国跨界行动和其他人道主义倡议的最新情况，以

及第 2401(2018)号决议的执行情况，安理会在该决议

中要求所有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以便在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全境实现 30 天的人道主义停战。 

 2018 年，安理会有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冲突

的所有决定都谈到了该国的人道主义状况。2018 年 2

月 24 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2401(2018)号决议，强

调所有会员国根据《宪章》第二十五条有义务执行其

决定，并要求所有各方毫不拖延地停止敌对行动，立

即进行接触，以确保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全境充

分、全面地执行关于至少连续 30 天持久人道主义停

战的要求。安理会还要求各方立即进行接触，以便能

够根据适用的国际法，“安全、不受阻碍和持续”提

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服务，并对危重伤病员实施医疗后

送。357 安理会申明，停止敌对行动不适用于打击伊

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和努斯拉阵线以及安

理会指认的所有其他相关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

的军事行动。358 安理会还再次要求所有各方立即遵

守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

的义务。359 2018 年 12 月 13 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2449(2018)号决议，将第 2165(2014)号决议首次批准的

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相关监测机制的跨界人道主

义准入的 12 个月授权延长至 2020 年 1 月 10 日。360 “中

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威胁”等其他项目也讨论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局

势和有关使用化学武器的一些事态发展。361 

 关于也门境内的冲突，安理会继续重点关注三个

不同的领域：找到冲突解决办法的政治进程；该国的

–––––––––––– 

 357 第 2401(2018)号决议，第 1 段。 

 358 同上，第 2 段。 

 359 同上，第 7 段。 

 360 第 2449(2018)号决议，第 3 段。 

 361 更多信息见第一部分，第 24 和 36 节。 

https://undocs.org/ch/S/2018/321
https://undocs.org/ch/S/2018/175
https://undocs.org/ch/S/PV.8228
https://undocs.org/ch/S/RES/2401(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401(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449(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165(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401(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44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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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状况；对被指认从事或支持威胁也门和平、

安全或稳定的行为的个人和实体采取的制裁措施。 

 在政治进程方面，安理会听取了秘书长也门问

题特使通报政治事态发展，特别是也门政府与“真

主的辅士”组织之间的持续战斗以及特使为重启和

平进程所作的努力。在此方面，特使在 2018 年 8 月

2 日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表示，打算于 2018 年 9 月

6 日召集各方到日内瓦进行首轮磋商。362 在胡塞武

装未能抵达参与计划会谈后，特使于 2018 年 9 月 11

日向安理会宣布，他将在随后几周访问萨那、利雅

得和马斯喀特期间，继续与各方就建立信任措施，

包括就重新开放萨那机场和交换囚犯进行磋商。363 

2018 年 12 月 14 日，特使向安理会通报了双方在斯

德哥尔摩举行磋商情况，磋商后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签署了《斯德哥尔摩协议》，秘书长在 2018 年 12

月 20 日的信中向安理会分发了该协议。364 根据《斯

德哥尔摩协议》，双方就荷台达市以及荷台达港、萨

利夫港和拉伊萨港、启动交换囚犯协议的执行机制

以及关于塔伊兹地区的谅解声明达成了协议。 

 关于人道主义状况，安理会继续听取主管人道主

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和人道主义事务

协调厅协调和应急司司长通报情况。通报的重点是冲

突对该国经济和平民的不利影响，包括严重营养不良

情况，以及由于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该国港口受阻

和政府对基本商品进口的限制造成饥荒风险越来越

大，而霍乱和白喉的蔓延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后果。在

此方面，通报人经常呼吁各方开放人道主义走廊，允

许运送粮食、燃料和药品，呼吁会员国和其他捐助方

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捐助，为也门经济注入外国资本。 

 关于因也门冲突而实施的制裁措施，2018 年 2

月 26 日，安理会在第 8190 次会议上对两项决议草案

进行了表决：一项由联合王国提出，365 一项由俄罗斯

联邦提出。366 会议开始时，联合王国代表对据称有人

–––––––––––– 

 362 S/PV.8323，第 2 页。 

 363 S/PV.8348，第 3 页。 

 364 S/2018/1134。 

 365 S/2018/156。 

 366 S/2018/157。 

在也门违反第 2216(2015)号决议使用来自伊朗的武器

表示关切，并解释说，联合王国代表团提交的决议草

案案文对也门局势进行了平衡公正的评估，但也不

“回避”点名批评有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行动的方

面。367 俄罗斯联邦代表虽然表示支持该决议草案的大

部分条款内容，但他不同意联合王国提交的决议草案

中所载的也门问题专家小组“未经证实的结论”。368 安

理会对这两项决议草案按顺序进行表决。安理会首先

对联合王国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该决议草案因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联邦投了反对票而未能通

过。俄罗斯联邦提出的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

第 2402(2018)号决议。表决后，中国代表指出，安理

会成员之间在联合王国提交的决议草案的某些内容上

仍存在“重大分歧”，安理会成员有必要进行谈判，

相互让步，只有这样制裁机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369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代表表达了类似的保留意见，对联

合王国代表团没有考虑到各方表示的一些关切表示

遗憾。370  

 安理会根据第 2402(2018)号决议延长了根据第

2140(2014)号和第 2216(2015)号决议实施的制裁措

施，即资产冻结、旅行禁令和武器禁运。371 安理会还

将专家小组的任期延至 2019 年 3 月 28 日。372 除第

2402(2018)号决议外，安理会 2018 年关于也门冲突的

决定还谈到该国的人道主义状况和根据《斯德哥尔摩

协议》商定的停火。3 月 15 日，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

对也门人道主义状况不断恶化表示严重关切，其中包

括霍乱和白喉的爆发和饥荒的威胁，以及暴力事件频

发，特别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造成平民伤亡。373 安

理会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弹道导弹袭击，呼

吁各方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受影响地区，并强调人

–––––––––––– 

 367 S/PV.8190，第 3 页。 

 368 同上。另见 S/2018/156，序言部分第九和第十段。 

 369 S/PV.8190，第 6 页。 

 370 同上，第 7 页。 

 371 第 2402(2018)号决议，第 2 段。更多信息见第七部分，

第三节，“《宪章》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武力以外措施”。 

 372 第 2402(2018)号决议，第 5 段。更多信息见第九部分，

第一节，“委员会”。 

 373 S/PRST/2018/5，第二和第三段。 

https://undocs.org/ch/S/PV.8323
https://undocs.org/ch/S/PV.8348
https://undocs.org/ch/S/2018/1134
https://undocs.org/ch/S/2018/156
https://undocs.org/ch/S/2018/157
https://undocs.org/ch/S/RES/2216(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402(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402(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140(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216(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402(2018)
https://undocs.org/ch/S/PV.8190
https://undocs.org/ch/S/2018/156
https://undocs.org/ch/S/PV.8190
https://undocs.org/ch/S/RES/2402(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402(2018)
https://undocs.org/ch/S/PRST/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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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主义援助必须对性别和年龄问题有敏感认识。374 

安理会还呼吁所有会员国按照有关决议的要求全面

执行军火禁运。375 2018 年 12 月 21 日，安理会一致

通过第 2451(2018)号决议，赞同《斯德哥尔摩协议》，

并授权秘书长设立一个先遣队，初步为期 30 天，以

支持和促进该协议的立即执行，包括请联合国主持

重新部署协调委员会。376 安理会还请秘书长就联合

国如何充分支持《斯德哥尔摩协议》提出建议，并

每周向安理会报告该决议执行进展情况。377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经第

2426(2018)和 2450(2018)号决议两次延长，每次延长 6

个月，分别延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9 年 6 月 30

日。378 在整个文件所述期间，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没有

变化。379 安理会第 2450(2018)号决议注意到独立审

查，并鼓励维持和平行动部、观察员部队和联合国停

战监督组织继续就审查提出的建议进行相关讨论，以

改善特派团业绩和观察员部队任务的执行情况。380 题

为“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项目下也讨论

了观察员部队行动区局势。381  

 关于黎巴嫩问题，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

2433(2018)号决议，将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

–––––––––––– 

 374 同上，第三、第四和第六段。 

 375 同上，第 10 段。 

 376 第 2451(2018)号决议，第 2 和第 5 段。 

 377 同上，第 6 和第 7 段。 

 378 第 2426(2018)号决议，第 12 段；第 2450(2018)号决议，

第 13 段。 

 379 更多信息见第十部分，第一节。 

 380 第 2450(2018)号决议，第 10 段。 

 381 更多信息见第一部分，第 24 节。 

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382 安理会在该决议中呼吁黎巴

嫩政府制订一项计划，提高其海军能力，目标是最终

减少联黎部队海上特遣队，将其职责移交给黎巴嫩武

装部队，鼓励黎巴嫩政府在联黎部队行动区部署一个

示范团和一艘近岸巡逻艇。383 安理会欢迎秘书长采取

举措制定联合国维持和平业绩文化标准，促请他继续

努力制定综合业绩政策框架并将该框架应用于联黎

部队。384 安理会请秘书长和部队派遣国设法增加联黎

部队中女性人数，确保女性充分、有效和切实参与各

方面的行动，并请联黎部队将性别考量作为贯穿整个

授权任务的跨领域问题予以充分考虑。385 题为“中东

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项目下也讨论了黎巴嫩

局势。386  

 2018 年 1 月 5 日，安理会在该项目下举行会议，

讨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局势，期间主管政治事务助理

秘书长通报了 2017 年 12 月底和 2018 年 1 月初发生

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会上，一些安理会成员对举行此

次会议表示了各种保留意见。387  

 为便于论及本项目，下文按五个不同的标题列出

了这些会议，即：(a)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b) 也门；

(c) 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d) 联合国驻黎巴嫩

临时部队；及(e) 其他。

–––––––––––– 

 382 第 2433(2018)号决议，第 1 段。 

 383 同上，第 7 和 8 段。 

 384 同上，第 23 段。 

 385 同上，第 23 和 24 段。更多信息见第十部分，第一节。 

 386 更多信息见第一部分，第 24 节。 

 387 S/PV.8152，第 4 页(法国)、第 5 页(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第 8 页(瑞典)、第 11 页(埃塞俄比亚)和第 12 页(俄罗斯联

邦)。关于讨论的更多信息，见第七部分，第一.B 节，案

例 5。 

会议：中东局势——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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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成-反对-弃权) 

       
S/PV.8164 

2018 年 1 月 23 日 

    14 个安理会

成员 a 

 

S/PV.8171 

2018 年 1 月 30 日 

秘书长关于安全

理事会第

2139(2014)、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

助理秘书长兼紧急

7 个安理会

成员、b 1 个

 

https://undocs.org/ch/S/RES/2451(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426(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450(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450(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433(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451(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426(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450(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450(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433(2018)
https://undocs.org/ch/S/PV.8152
https://undocs.org/ch/S/PV.8164
https://undocs.org/ch/S/PV.8171
https://undocs.org/ch/S/RES/213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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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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成-反对-弃权) 

       
2165(2014)、

2191(2014)、

2258(2015)、

2332(2016)号和

第 2393(2017)号

决议执行情况的

报告(S/2018/60) 

救济副协调员 受邀者 

S/PV.8174 

2018 年 2 月 5 日 

2018 年 2 月 1 日

秘书长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S/2018/84) 

 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裁军事务高级代表 安理会全体

成员、所有

受邀者 

 

S/PV.8181  

2018 年 2 月 14 日 

  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秘书长叙利亚问题

特使 

7 个安理会

成员、c 所有

受邀者 

 

S/PV.8186 

2018 年 2 月 22 日 

  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

副秘书长兼紧急救

济协调员 

安理会全体

成员、d 所有

受邀者 e 

 

S/PV.8188 

2018 年 2 月 24 日 

 10 个会员国 f 提

交的决议草案

(S/2018/146) 

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安理会全体

成员、1 个受

邀者 

第 2401(2018)号

决议 

5-0-0 

S/PV.8195 

2018 年 2 月 28 日 

秘书长关于安全

理事会第

2139(2014)、

2165(2014)、

2191(2014)、

2258(2015)、

2332(2016)和第

2393(2017)号决

议执行情况的报

告(S/2018/138) 

 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

副秘书长兼紧急救

济协调员、主管政治

事务副秘书长 

安理会全体

成员、所有

受邀者 

 

S/PV.8201 

2018 年 3 月 12 日 

  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秘书长、14

个安理会成

员、g 受邀者 

 

S/PV.8206 

2018 年 3 月 16 日 

  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秘书长叙利亚问题 

特使 

5 个安理会

成员(多民族

玻 利 维 亚

国、科特迪

瓦、赤道几

内亚、哈萨

克斯坦、秘

鲁)，所有受

邀者 h 

 

https://undocs.org/ch/S/RES/2165(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91(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258(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332(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93(2017)
https://undocs.org/ch/S/2018/60
https://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8174&Lang=C
https://undocs.org/ch/S/2018/84
https://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8181&Lang=C
https://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8186&Lang=C
https://undocs.org/ch/S/PV.8188
https://undocs.org/ch/S/2018/146
https://undocs.org/ch/S/RES/2401(2018)
https://undocs.org/ch/S/PV.8195
https://undocs.org/ch/S/RES/2139(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65(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91(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258(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332(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93(2017)
https://undocs.org/ch/S/2018/138
https://undocs.org/ch/S/PV.8201
https://undocs.org/ch/S/PV.8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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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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成-反对-弃权) 

       
S/PV.8209  

2018 年 3 月 19 日 

(议程未通过) 

    4 个安理会

成员(中国、

法国、俄罗

斯联邦、美

国) 

程序表决 

(规则 9) 

8-4-3i 

S/PV.8217 

2018 年 3 月 27 日 

秘书长关于安全

理事会第

2139(2014)、

2165(2014)、

2191(2014)、

2258(2015)、

2332(2016)和

2393(2017)号决议

执行情况的报告

(S/2018/243) 

 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

副秘书长兼紧急救

济协调员 

安理会全体

成员、j 所有

受邀者 e 

 

S/PV.8221  

2018 年 4 月 4 日 

2018年3月28日

秘书长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S/2018/283) 

 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裁军事务高级 

副代表 

安理会全体

成员、所有

受邀者 

 

S/PV.8228 

2018 年 4 月 10 日 

 俄罗斯联邦提出

的 决 议 草 案

(S/2018/175) 

26 个会员国提

交的决议草案 

(S/2018/321)k 

俄罗斯联邦提交

的 决 议 草 案 

(S/2018/322) 

加拿大、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

土耳其 

 安理会全体

成员、阿拉

伯叙利亚共

和国 

决议草案 

S/2018/175 

未获通过 

6-7-2l 

决议草案 

S/2018/321 

未获通过 

12-2-1m 

决议草案 

S/2018/322 

未获通过 

5-4-6n 

S/PV.8236  

2018 年 4 月 17 日 

  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

副秘书长兼紧急救

济协调员 

安理会全体

成员、所有

受邀者 

 

S/PV.8242  

2018 年 4 月 25 日 

秘书长关于安全

理事会第

2139(2014)、

2165(2014)、

2191(2014)、

2258(2015)、

2332(2016)、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

助理秘书长兼紧急

救济副协调员 

助理秘书长  

https://undocs.org/ch/S/PV.8209
https://undocs.org/ch/S/PV.8217
https://undocs.org/ch/S/RES/2139(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65(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91(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258(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332(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93(2017)
https://undocs.org/ch/S/2018/243
https://undocs.org/ch/S/PV.8221
https://undocs.org/ch/S/2018/283
https://undocs.org/ch/S/PV.8228
https://undocs.org/ch/S/2018/175
https://undocs.org/ch/S/2018/321
https://undocs.org/ch/S/2018/322
https://undocs.org/ch/S/2018/175
https://undocs.org/ch/S/2018/321
https://undocs.org/ch/S/2018/322
https://undocs.org/ch/S/PV.8236
https://undocs.org/ch/S/PV.8242
https://undocs.org/ch/S/RES/2139(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65(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91(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258(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33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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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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成-反对-弃权) 

       
2393(2017)和

2401(2018)号决

议执行情况的报

告(S/2018/369) 

S/PV.8260  

2018 年 5 月 16 日 

  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秘书长叙利亚问题

特使 

6 个安理会

成员，o 所有

受邀者 p 

 

S/PV.8269 

2018 年 5 月 29 日 

秘书长关于安全

理事会第

2139(2014)、

2165(2014)、

2191(2014)、

2258(2015)、

2332(2016)、

2393(2017)和

2401(2018)号决

议执行情况的报

告(S/2018/484)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

副秘书长兼紧急救

济协调员 

副秘书长  

S/PV.8296  

2018 年 6 月 27 日 

秘书长关于审查

联合国跨国界援

助行动的报告

(S/2018/617) 

秘书长关于安全

理事会第

2139(2014)、

2165(2014)、

2191(2014)、

2258(2015)、

2332(2016)、

2393(2017)和

2401(2018)号决

议执行情况的报

告(S/2018/619) 

 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秘书长叙利亚问题

特使、人道主义事务

协调厅协调和应急

司司长 

安理会全体

成员、所有

受邀者 p 

 

S/PV.8320  

2018 年 7 月 27 日 

秘书长关于安全

理事会第

2139(2014)、

2165(2014)、

2191(2014)、

2258(2015)、

2332(2016)、

2393(2017)和

2401(2018))号决

 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

副秘书长兼紧急救

济协调员、负责儿童

与武装冲突问题秘

书长特别代表 

安理会全体

成员、所有

受邀者 

 

https://undocs.org/ch/S/RES/2393(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401(2018)
https://undocs.org/ch/S/2018/369
https://undocs.org/ch/S/PV.8260
https://undocs.org/ch/S/PV.8269
https://undocs.org/ch/S/RES/2139(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65(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91(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258(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332(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93(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401(2018)
https://undocs.org/ch/S/2018/484
https://undocs.org/ch/S/PV.8296
https://undocs.org/ch/S/2018/617
https://undocs.org/ch/S/RES/2139(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65(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91(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258(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332(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93(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401(2018)
https://undocs.org/ch/S/2018/619
https://undocs.org/ch/S/PV.8320
https://undocs.org/ch/S/RES/2139(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65(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91(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258(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332(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93(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40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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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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成-反对-弃权) 

       
议执行情况的报

告(S/2018/724) 

S/PV.8332  

2018 年 8 月 28 日 

秘书长关于安全

理事会第

2139(2014)、

2165(2014)、

2191(2014)、

2258(2015)、

2332(2016)、

2393(2017)和

2401(2018)号决

议执行情况的报

告(S/2018/777) 

 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运作和宣传司司长 

安理会全体

成员、所有

受邀者 

 

S/PV.8344  

2018 年 9 月 6 日 

2018 年 8 月 28

日秘书长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18/804) 

 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裁军事务高级代表 安理会全体

成员、所有

受邀者 

 

S/PV.8345  

2018 年 9 月 7 日 

  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秘书长叙利亚问题

特使、人道主义事务

协调厅运作和协调

司司长 

安理会全体

成员、q 所有

受邀者 p 

 

S/PV.8347 

2018 年 9 月 11 日 

  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土耳其 

 安理会全体

成员、所有

受邀者 

 

S/PV.8355  

2018 年 9 月 18 日 

秘书长关于安全

理事会第

2139(2014)、

2165(2014)、

2191(2014)、

2258(2015)、

2332(2016)、

2393(2017)和

2401(2018)号决

议执行情况的报

告(S/2018/845) 

 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土

耳其 

秘书长叙利亚问题

特使、主管人道主义

事务副秘书长兼紧

急救济协调员 

14 个安理会

成员、r 所有

受邀者 

 

S/PV.8373  

2018 年 10 月 17 日 

  7 个会员国 s 秘书长叙利亚问题

特使 

安理会全体

成员、所有

受邀者 

 

S/PV.8383  

2018年10月 26 日 

  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秘书长叙利亚问题

特使 

安理会全体

成员、所有

受邀者 t 

 

https://undocs.org/ch/S/2018/724
https://undocs.org/ch/S/PV.8332
https://undocs.org/ch/S/RES/2139(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65(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91(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258(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332(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93(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401(2018)
https://undocs.org/ch/S/2018/777
https://undocs.org/ch/S/PV.8344
https://undocs.org/ch/S/2018/804
https://undocs.org/ch/S/PV.8345
https://undocs.org/ch/S/PV.8347
https://undocs.org/ch/S/PV.8355
https://undocs.org/ch/S/RES/2139(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65(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91(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258(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332(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93(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401(2018)
https://undocs.org/ch/S/2018/845
https://undocs.org/ch/S/PV.8373
https://undocs.org/ch/S/PV.8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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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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成-反对-弃权) 

       
S/PV.8384  

2018 年 10 月 29 日 

秘书长关于安全

理事会第

2139(2014)、

2165(2014)、

2191(2014)、

2258(2015)、

2332(2016)、

2393(2017)和

2401(2018))号决

议执行情况的报

告(S/2018/947) 

 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

副秘书长兼紧急救

济协调员 

安理会全体

成员、所有

受邀者 

 

S/PV.8390  

2018 年 11 月 5 日 

2018 年 10 月 29

日秘书长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18/971) 

 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裁军事务高级代表 安理会全体

成员、所有

受邀者 

 

S/PV.8406  

2018年 11月 19日 

  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秘书长叙利亚问题

特使 p 

安理会全体

成员、所有

受邀者 

 

S/PV.8411  

2018年 11月 29日 

秘书长关于安全

理事会第

2139(2014)、

2165(2014)、

2191(2014)、

2258(2015)、

2332(2016)、

2393(2017)和

2401(2018)号决

议执行情况的报

告(S/2018/1041)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运作和宣传司司长 

3 个安理会

成员(埃及、

俄 罗 斯 联

邦、美国)、1

个受邀者 

 

S/PV.8423  

2018 年 12 月 13 日 

秘书长关于安全

理事会第

2139(2014)、

2165(2014)、

2191(2014)、

2258(2015)、

2332(2016)、

2393(2017)和

2401(2018))号决

议执行情况的报

告(S/2018/1104) 

科威特和瑞典提

交的决议草案 

(S/2018/1110) 

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

副秘书长兼紧急救

济协调员 

安理会全体

成员、所有

受邀者 

第 2449(2018)号

决议 

13-0-2 u 

https://undocs.org/ch/S/PV.8384
https://undocs.org/ch/S/RES/2139(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65(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91(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258(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332(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93(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401(2018)
https://undocs.org/ch/S/2018/947
https://undocs.org/ch/S/PV.8390
https://undocs.org/ch/S/2018/971
https://undocs.org/ch/S/PV.8406
https://undocs.org/ch/S/PV.8411
https://undocs.org/ch/S/RES/2139(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65(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91(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258(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332(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93(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401(2018)
https://undocs.org/ch/S/2018/1041
https://undocs.org/ch/S/PV.8423
https://undocs.org/ch/S/RES/2139(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65(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91(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258(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332(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93(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401(2018)
https://undocs.org/ch/S/2018/1104
https://undocs.org/ch/S/2018/1110
https://undocs.org/ch/S/RES/244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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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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成-反对-弃权) 

       
S/PV.8434 

2018 年 12 月 20 日 

  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土

耳其 

秘书长叙利亚问题

特使 

安理会全体

成员、所有

受邀者 

 

 a 埃塞俄比亚代表没有发言。 

 b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赤道几内亚、法国、荷兰、秘鲁、联合王国和美国。 

 c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中国、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秘鲁、俄罗斯联邦和美国。 

 d 科威特(安全理事会主席)由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作为代表。 

 e 副秘书长从日内瓦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f 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法国、科威特、荷兰、秘鲁、波兰、瑞典、联合王国和美国。 

 g 瑞典代表没有发言。科威特代表的发言也代表瑞典。 

 h 特使从布鲁塞尔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i 赞成：法国、科威特、荷兰、秘鲁、波兰、瑞典、联合王国、美国；反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

斯联邦；弃权：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 

 j 荷兰(安全理事会主席)由其外交大臣作为代表。科威特代表的发言也代表瑞典。 

 k 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加拿大、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黑山、

荷兰、挪威、秘鲁、波兰、卡塔尔、摩尔多瓦共和国、斯洛文尼亚、瑞典、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土耳其、乌克兰、

联合王国和美国。 

 l 赞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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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法国、荷兰、秘鲁、波兰、

瑞典、联合王国、美国；弃权：科特迪瓦、科威特。 

 m 赞成：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法国、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荷兰、秘鲁、波兰、瑞典、联合王国、美国；

反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俄罗斯联邦；弃权：中国。 

 n 赞成：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中国、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邦；反对：法国、波兰、联合王国、美国；弃权：

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科威特、荷兰、秘鲁、瑞典。 

 o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邦、联合王国和美国。 

 p 特使从日内瓦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q 科威特由其副外交大臣作为代表，他的发言也代表瑞典。 

 r 美国(安全理事会主席)由其国务卿叙利亚接触问题特别代表作为代表。科威特代表没有发言。瑞典代表的发言也代表科威特。 

 s 埃及、德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约旦、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土耳其。 

 t 特使从贝鲁特通过视频参加了会议。 

 u 赞成：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法国、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荷兰、秘鲁、波兰、瑞典、

联合王国、美国；反对：无；弃权：中国、俄罗斯联邦。 

会议：中东局势——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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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成-反对-弃权) 

       S/PV.8190  

2018 年 2 月 26 日 

2018 年 1 月 26

日安全理事会

第 2342(2017)

号决议所设也

联合王国提交

的决议草案

(S/2018/156) 

俄罗斯联邦提

  10 个安理会成

员 a 

决议草案 

S/2018/156 

未获通过 

11-2-2b 

https://undocs.org/ch/S/PV.8434
https://undocs.org/ch/S/PV.8190
https://undocs.org/ch/S/RES/2342(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42(2017)
https://undocs.org/ch/S/2018/156
https://undocs.org/ch/S/2018/156


2018 年安全理事会惯例汇辑 
 

 

70 19-13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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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成-反对-弃权) 

       门问题专家小

组给安全理事

会 主 席 的 信

(S/2018/594) 

交的决议草案

(S/2018/157) 

第2402(2018)号

决议 

15-0-0 

S/PV.8191 

2018 年 2 月 27 日 

  也门 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协调和应急司司长 

安理会全体成

员、所有受邀者 

 

S/PV.8205 

2018 年 3 月 15 日 

     S/PRST/2018/5 

S/PV.8235 

2018 年 4 月 17 日 

  也门 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

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

调员 

安理会全体成

员、所有受邀者 

 

S/PV.8323 

2018 年 8 月 2 日 

  也门 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协调和应急司司长 

安理会全体成

员、所有受邀者 

 

S/PV.8348 

2018 年 9 月 11 日 

  也门 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 安理会全体成

员、所有受邀者 c 

 

S/PV.8361 

2018 年 9 月 21 日 

  也门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

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

调员 

安理会全体成

员、所有受邀者 

 

S/PV.8379 

2018 年 10 月 23

日 

  也门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

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

调员 

安理会全体成

员、所有受邀者 

 

S/PV.8404  

2018年 11月 16日 

  也门 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

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

调员、世界粮食计划署

执行主任、和平轨道倡

议创始人兼主任 

安理会全体成

员、所有受邀者 d 

 

S/PV.8424 

2018 年 12 月 14 日 

  也门 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

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

调员 

安理会全体成

员、所有受邀者 c 

 

S/PV.8439 

2018 年 12 月 21 日 

 联合王国提交

的决议草案 

(S/2018/1147) 

也门  12 个安理会成

员、e 1 个受邀者 

第2451(2018)号

决议 

15-0-0 

 a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中国、法国、科威特、荷兰、秘鲁、俄罗斯联邦、瑞典、联合王国和美国。 

 b 赞成：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法国、科威特、荷兰、秘鲁、波兰、瑞典、联合王国、美国；反对：多民族

玻利维亚国、俄罗斯联邦；弃权：中国、哈萨克斯坦。 

 c 特使从安曼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d 和平轨道倡议创始人兼主任从渥太华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e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中国、埃塞俄比亚、法国、科威特、荷兰、秘鲁、波兰、俄罗斯联邦、瑞典、联合王国和美国。 

https://undocs.org/ch/S/2018/68
https://undocs.org/ch/S/2018/157
https://undocs.org/ch/S/RES/2402(2018)
https://undocs.org/ch/S/PV.8191
https://undocs.org/ch/S/PV.8205
https://undocs.org/ch/S/PRST/2018/5
https://undocs.org/ch/S/PV.8235
https://undocs.org/ch/S/PV.8323
https://undocs.org/ch/S/PV.8348
https://undocs.org/ch/S/PV.8361
https://undocs.org/ch/S/PV.8379
https://undocs.org/ch/S/PV.8404
https://undocs.org/ch/S/PV.8424
https://undocs.org/ch/S/PV.8439
https://undocs.org/ch/S/2018/1147
https://undocs.org/ch/S/RES/245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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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中东局势——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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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和表决 

(赞成-反对-弃权) 

       
S/PV.8303 

2018 年 6 月 29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脱离接触观察

员部队 2018年 2

月 23 日至 5 月

23 日期间的报

告(S/2018/550) 

俄罗斯联邦

和美国提交

的决议草案 

(S/2018/647) 

   第 2426(2018)号

决议 

15-0-0 

S/PV.8436 

2018 年 12 月 21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脱离接触观察

员部队的报告

(S/2018/1088) 

俄罗斯联邦

和美国提交

的决议草案 

(S/2018/1143) 

   第 2450(2018)号

决议 

15-0-0 

会议：中东局势——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和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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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成-反对-弃权) 

       
S/PV.8338 

2018 年 8 月 30 日 

2018 年 7 月 30

日秘书长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18/750) 

法国提交的 

决议草案 

(S/2018/796) 

以色列、黎巴嫩  5 个安理会成

员(中国、法国、

俄罗斯联邦、联

合王国、美国) 

第2433(2018)号

决议 

15-0-0 

S/PV.8432 

2018 年 12 月 19 日 

  以色列、黎巴嫩 主管维持和平行动

副秘书长 

安理会全体成

员、所有受邀者 

 

会议：中东局势——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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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成-反对-弃权) 

       
S/PV.8152 

2018 年 1 月 5 日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主管政治事务助理

秘书长 

安理会全体成

员、所有受邀者 

 

24.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题为“中东局

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项目举行了 15 次会议。

安理会继续为审议该项目每月听取情况通报，每季度

举行公开辩论。388 此外，安理会举行了两次计划外情

况通报会，未能通过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两项相互冲

突的决议草案。在这个项目下，安理会还审议了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黎巴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

–––––––––––– 

 388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的事态发展以及中东的总体政治局势。389 下表列有更

多会议信息，包括与会者、发言者和会议结果。 

 2018 年期间，安理会在这个项目下举行的大多

数会议上听取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兼秘书长个

人代表通报情况。安理会还偶尔听取秘书长、主管政

治事务副秘书长和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通报情

–––––––––––– 

 389 更多信息见第一部分第 23 节，“中东局势”。 

https://undocs.org/ch/S/PV.8303
https://undocs.org/ch/S/2018/550
https://undocs.org/ch/S/2018/647
https://undocs.org/ch/S/RES/2426(2018)
https://undocs.org/ch/S/PV.8436
https://undocs.org/ch/S/2018/1088
https://undocs.org/ch/S/2018/1143
https://undocs.org/ch/S/RES/2450(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1701(2006)
https://undocs.org/ch/S/PV.8338
https://undocs.org/ch/S/2018/750
https://undocs.org/ch/S/2018/796
https://undocs.org/ch/S/RES/2433(2018)
https://undocs.org/ch/S/PV.8432
https://undocs.org/ch/S/PV.8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