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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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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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在每月情况通报会上，特别协调员报告了加沙地

带局势不断恶化、西岸在定居点活动和暴力方面的事

态发展、戈兰高地局势、区域动态以及和平进程状况。

在这些情况通报过程中，还有方面对联合国近东巴勒

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资金问题表示关切。2018

年 2 月 20 日，在本项目下每月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

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应邀参加(以色列

代表也应邀参加)。390 在这次会议上，阿巴斯先生呼

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建立一个多边机制，支持双方

在具体时限内就《奥斯陆协定》规定的所有永久地位

问题进行谈判，确保巴勒斯坦国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

国，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沿 1967 年边界相互承认

国家地位。391 

 还利用每三个月一次的情况通报会报告第

2334(2016)号决议的执行情况。在 3 月、6 月、9 月和

12 月举行的情况通报会上，特别协调员报告了以色列

的定居点活动、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包括恐怖行为、

煽动、挑衅和煽动性言论、为推动和平进程而采取的

步骤和作出的努力，以及所有国家为在其相关交易中

区分以色列国领土和 1967 年以来占领的领土而采取

的行动。2018 年 5 月 14 日，安理会 10 个成员致函秘

书长，他们在信中注意到就第 2334(2016)号决议执行

情况提出口头报告的做法，并请秘书长就此分发一份

书面报告。392 2018 年 6 月 18 日，秘书长以书面形式

提交了第 2334(2016)号决议执行情况第六次季度报

告。393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没有提交其他书面报告。

2018 年 12 月 21 日，安理会 10 个成员和 3 个新成员

就 5 月 14 日关于第 2334(2016)号决议执行不力的信

致函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394 签署方在信中重

申，他们坚信书面报告可推动进一步执行该决议。他

们还表示希望至少每隔一次报告期能收到一份书面

报告，并再次请秘书长在指定对第 2334(2016)号决议

采取后续行动的安理会会议之前，向安理会分发一份

关于第 2334(2016)号决议执行情况的书面报告。 

–––––––––––– 

 390 关于参会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七节。 

 391 S/PV.8183，第 8-9 页。 

 392 S/2018/454。 

 393 S/2018/614。 

 394 S/2018/1150。 

 关于加沙地带局势以及面对 2018 年 3 月和 5 月暴

力事件增加，安理会又举行了几次会议，安理会成员在

会上分别于 3 月 30 日和 5月 15 日听取主管政治事务助

理秘书长和特别协调员通报情况。在 3 月 30 日的会议

上，助理秘书长向安理会报告说，约有 30 000 人在加

沙各地参加了所谓的回归大游行，导致暴力。他还报

告说，西岸爆发了暴力事件，估计有 900 名巴勒斯坦

人参加了示威活动，主要是在拉马拉和希伯伦等西岸

中部城市。395 5 月 15 日还举行了另一次会议，会议

举行的背景是示威之后爆发了暴力事件，示威既是

回归大游行的一部分，也是抗议美国驻以色列大使

馆前一天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396 在会上，特

别协调员向安理会通报了西岸的冲突和不断恶化的

局势，报告显示至少有 60 人死亡，1 300 人受伤。397 

在 2018 年 11 月 19 日举行的月度通报会上，特别协

调员向安理会通报了他的团队为确保恢复 2014 年停

火协议所做的努力，因为 11 月 11 日至 13 日期间，

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带的一次行动引发暴力升级，

哈马斯伊兹丁·卡萨姆旅的一名地方指挥官和其他 6

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398  

 2018 年，安理会在 1 月、4 月、7 月和 10 月每

季度举行一次公开辩论。在这些会议上，安理会成员

和会员国一道审议了以色列的定居点活动、西岸的安

全局势和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日益恶化等问题。发

言者还重点讨论了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的决定以及美国将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

的决定。 

 2018 年 6 月 1 日，在回归大游行后加沙地带安

全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安理会未能通过分别由科

威特 399 和美国 400 提出的两项相互冲突的决议草案。

表决前，美国代表申明，科威特提出的决议草案对加

沙发生的事情持“严重片面看法”，并警告说，无论

–––––––––––– 

 395 S/PV.8219，第 2-3 页。 

 396 S/PV.8256。 

 397 同上，第 2-4 页。 

 398 S/PV.8405，第 2-4 页。 

 399 S/2018/516。 

 400 S/2018/520。 

https://undocs.org/ch/S/RES/2334(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34(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34(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34(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34(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34(2016)
https://undocs.org/ch/S/PV.8183
https://undocs.org/ch/S/2018/454
https://undocs.org/ch/S/2018/614
https://undocs.org/ch/S/2018/1150
https://undocs.org/ch/S/PV.8219
https://undocs.org/ch/S/PV.8256
https://undocs.org/ch/S/PV.8405
https://undocs.org/ch/S/2018/516
https://undocs.org/ch/S/201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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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如何投票，美国都将反对该决议草案并予以

否决。她补充说，尽管哈马斯对加沙恶劣的生活条件、

对将人道主义援助挪用到军事基础设施和袭击人道

主义接入点负有责任，而且哈马斯拒绝与巴勒斯坦权

力机构合作共同追求和平，但科威特提出的决议草案

没有提到哈马斯。401 安理会首先对科威特提出的决议

草案进行投票，但由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投了反

对票而未获通过。联合王国代表在表决后的发言中申

明，两项决议草案要么不平衡，要么过于含糊，不可

行；虽然科威特提出的决议草案没有提到恐怖主义行

为体的名字，但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没有充分提到以

–––––––––––– 

 401 S/PV.8274，第 2-3 页。 

色列在加沙问题上的责任和义务。402 安理会其他成员

也对提交的两份案文每一份都提出了关切问题。403 美

国提出的决议草案随后付诸表决，由于未能获得所需

票数，美国以一票赞成未获通过。在随后的表决解释

中，安理会一些成员对缺乏事先谈判表示关切，并对

美国提交的案文中没有更全面地考虑加沙局势表示

遗憾。404 

–––––––––––– 

 402 同上，第 5 页。 

 403 同上，第 10-11 页(荷兰)和第 11-12 页(埃塞俄比亚)。 

 404 同上，第 9 页(法国)、第 9 页(秘鲁)、第 10 页(瑞典)和第

11 页(哈萨克斯坦)。 

会议：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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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7 

2018 年 1 月 25 日 

  30 个会员国 a 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

调员兼秘书长个人代

表、观察员国巴勒斯坦

常驻联合国观察员、观

察员国罗马教廷常驻

联合国观察员、欧洲联

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团

长、阿拉伯国家联盟常

驻联合国观察员、巴勒

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

夺权利委员会主席 

安理会全体成

员、所有受邀

者 b 

 

S/PV.8183 

2018 年 2 月 20 日 

  以色列 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

调员、巴勒斯坦观察员

国主席 

秘书长、安理

会全体成员、

所有受邀者 

 

S/PV.8214 

2018 年 3 月 26 日 

   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

调员 

7 个安理会成

员、c 1 个受邀

者 d 

 

S/PV.8219 

2018 年 3 月 30 日 

   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

书长、观察员国巴勒斯

坦国常驻观察员 

安理会全体成

员、所有受邀者 

 

S/PV.8244 

2018 年 4 月 26 日 

  31 个会员国 e 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

调员、欧洲联盟代表团

团长、巴勒斯坦人民行

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

会副主席、观察员国巴

勒斯坦常驻观察员、观

安理会全体成

员、所有受邀

者 f 

 

https://undocs.org/ch/S/PV.8274
https://undocs.org/ch/S/PV.8167
https://undocs.org/ch/S/PV.8183
https://undocs.org/ch/S/PV.8214
https://undocs.org/ch/S/PV.8219
https://undocs.org/ch/S/PV.8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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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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员国罗马教廷常驻

观察员、阿拉伯国家联

盟常驻观察员 

S/PV.8256 

2018 年 5 月 15 日 

  以色列 观察员国巴勒斯坦常

驻观察员、中东和平进

程特别协调员 

安理会全体成

员、所有受邀

者 d 

 

S/PV.8265 

2018 年 5 月 23 日 

   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

调员 

哈萨克斯坦，1

个受邀者 d 

 

S/PV.8274 

2018 年 6 月 1 日 

 科威特提交的

决议草案 

(S/2018/516)

美国提交的决

议草案 

(S/2018/520) 

以色列 观察员国巴勒斯坦常

驻观察员 

13个安理会成

员、g 所有受

邀者 

决议草案 

S/2018/516 

未获通过 

10-1-4 h 

决议草案 

S/2018/520 

未获通过 

1-3-11 i 

S/PV.8289 

2018 年 6 月 19 日 

   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

调员 

1 个受邀者  

S/PV.8316 

2018 年 7 月 24 日 

  25 个会员国 j 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

调员、观察员国巴勒斯

坦常驻观察员、欧洲联

盟驻联合国代表团临

时代办、巴勒斯坦人民

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

员会主席、阿拉伯国家

联盟常驻观察员 

安理会全体成

员，所有受邀

者 k 

 

S/PV.8329 

2018 年 8 月 22 日 

   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 1 个受邀者  

S/PV.8358 

2018 年 9 月 20 日 

   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

调员 

安理会全体成

员、1 个受邀

者 

 

S/PV.8375 和 

S/PV.8375 

(Resumption 1) 

2018 年 10 月 18 日 

  28 个会员国 l 观察员国巴勒斯坦常

驻观察员、中东和平进

程特别协调员、以色列

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

执行主任、欧洲联盟代

表团临时代办、巴勒斯

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

权利委员会主席、阿拉

伯国家联盟常驻观察

员、观察员国罗马教廷

常驻观察员 

安理会全体成

员、m 所有受

邀者 n 

 

https://undocs.org/ch/S/PV.8256
https://undocs.org/ch/S/PV.8265
https://undocs.org/ch/S/PV.8274
https://undocs.org/ch/S/2018/516
https://undocs.org/ch/S/2018/520
https://undocs.org/ch/S/2018/516
https://undocs.org/ch/S/2018/520
https://undocs.org/ch/S/PV.8289
https://undocs.org/ch/S/PV.8316
https://undocs.org/ch/S/PV.8329
https://undocs.org/ch/S/PV.8358
https://undocs.org/ch/S/PV.8375
https://undocs.org/ch/S/PV.8375(Resumption1)
https://undocs.org/ch/S/PV.8375(Resump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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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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5 

2018年 11月 19日 

   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

调员 

安理会全体成 

员、1 个受邀者 d 

 

S/PV.8429 

2018 年 12 月 18 日 

   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

调员 

安理会全体成

员、1 个受邀者 

 

 

 a 阿根廷、孟加拉国、博茨瓦纳、巴西、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埃及、爱沙尼亚、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伊拉克、以色列、日本、约旦、黎巴嫩、列支敦士登、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摩洛哥、尼日利亚、挪威、巴基

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南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b 特别协调员从耶路撒冷通过视频参加会议。智利由其外交部长作为代表。土耳其代表代表伊斯兰合作组织发言；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代表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发言；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代表不结盟运动发言；欧洲联盟代表团团长代表欧

洲联盟及其成员国以及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塞尔维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发言。 

 c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中国、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科威特、联合王国和美国。 

 d 特别协调员从耶路撒冷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e 巴林、孟加拉国、博茨瓦纳、巴西、古巴、埃及、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以色列、日本、约旦、

黎巴嫩、列支敦士登、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耳他、摩洛哥、纳米比亚、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

拉伯、南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土耳其、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越南。 

 f 伊拉克代表代表伊斯兰合作组织发言；突尼斯代表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发言；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代表不结盟运

动发言；欧洲联盟代表团团长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以及阿尔巴尼亚、黑山、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乌克兰发言。 

 g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中国、埃塞俄比亚、法国、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荷兰、秘鲁、波兰、瑞典、俄罗斯联邦、联合王国

和美国。 

 h 赞成：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中国、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法国、哈萨克斯坦、科威特、秘鲁、俄罗斯联邦、瑞典；反对：

美国；弃权：埃塞俄比亚、荷兰、波兰、联合王国。 

 i 赞成：美国；反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科威特、俄罗斯联邦；弃权：中国、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法国、

哈萨克斯坦、荷兰、秘鲁、波兰、瑞典、联合王国。 

 j 阿根廷、孟加拉国、巴西、古巴、厄瓜多尔、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日本、约旦、黎巴嫩、马

来西亚、马尔代夫、摩洛哥、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南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越南。 

 k 特别协调员从耶路撒冷通过视频参加会议。孟加拉国代表代表伊斯兰合作组织发言；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代表不

结盟运动发言；欧洲联盟代表团临时代办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以及阿尔巴尼亚、列支敦士登、黑山和前南斯拉夫的马

其顿共和国发言。 

 l 孟加拉国、巴西、哥斯达黎加、古巴、厄瓜多尔、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拉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日本、约旦、

黎巴嫩、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摩洛哥、纳米比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南非、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土耳其、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越南。 

 m 哈萨克斯坦由其外交部副部长作为代表。 

 n 特别协调员从耶路撒冷通过视频参加会议。孟加拉国代表代表伊斯兰合作组织发言；阿曼代表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发言；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代表不结盟运动发言。 

https://undocs.org/ch/S/PV.8405
https://undocs.org/ch/S/PV.8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