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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录和日期 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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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

事会第 2107(2013)

号决议第 4 段提交

的第二十次报告 

(S/2018/976) 

     

 a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和秘鲁。科威特(安全理事会主席)由其副首相兼外交部

长代表出席。 

专题问题 

26.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题为“联合国维持

和平行动”的项目举行了 7 次会议，通过了 2 项决议，

并发表了 1 项主席声明。其中 2 次会议采取情况通报的

形式，3 次会议是为通过一项决定而召开的，而其余 2

次会议中，一次是辩论，另一次是公开辩论。421 公开

辩论是讨论改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集体行动的

高级别会议，而辩论则是根据第 2378(2017)号决议举

行的关于维和改革的第一次年度会议。422 按照惯例，

安理会每年与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选定的部队

指挥官和警务专员举行情况通报会。423 会议详情，

包括与会者、发言者和成果，见下表。 

 2018 年，安理会听取了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

主席的情况通报。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向安理

会做了 2 次情况通报，主管法治和安全机构助理秘书

长以及各维和行动的部队指挥官和警务专员也向安

理会作了情况通报。此外，安理会听取了两个非政府

组织代表的情况通报。 

 安理会在本项目下的讨论重点是需要采取集体

办法以加强维持和平的效力。在这方面，发言者强调

必须提高维和人员的业绩，加强他们的问责，改善安

全保障，并确保更好的装备和培训。讨论还提到需要

–––––––––––– 

 421 关于会议形式的详情，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422 S/PV.8218 和 S/PV.8349。另见第 2378(2017)号决议，第

10 段。 

 423 S/PV.8251 和 S/PV.8393。 

制订明确和可实现的任务、指导特派团工作的政治解

决办法以及衡量总体任务执行情况所依据的综合战

略。讨论还指出，必须让妇女更多地参与维持和平、

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并追究其责任。 

 在2018年3月28日举行的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

秘书长呼吁实现集体参与的“量子飞跃”，并宣布启

动新的“以行动促维和”倡议，旨在制定双方商定的

原则和承诺，以创建适合未来的维和行动。在这方面，

他请包括安理会成员在内的会员国加强和精简特派

团任务，保持政治接触，并推动政治解决和包容性和

平进程。424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强调，联合国和非

洲联盟之间必须密切合作，以推进支撑维持和平行动

的政治进程，并实现两个组织之间的互补性。425 安

理会还听取了马里加奥大区一个非政府组织代表的

情况通报，她介绍了马里的政治、安全和保护局势，

并呼吁联合国马里综合稳定特派团(马里稳定团)支持

执行《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426 

 2018 年 5 月 9 日，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

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马里稳定团和联合国南

苏丹特派团(南苏丹特派团)的部队指挥官向安理会概

述了各自特派团执行任务的主要挑战。达尔富尔混合

行动部队指挥官呼吁将过渡战略纳入延长特派团任

–––––––––––– 

 424 S/PV.8218，第 2-4 页。 

 425 同上，第 5-6 页。 

 426 同上，第 6-8 页。 

https://undocs.org/ch/S/RES/2107(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107(2013)
https://undocs.org/ch/S/2018/976
https://undocs.org/ch/S/RES/2378(2017)
https://undocs.org/ch/S/PV.8218
https://undocs.org/ch/S/PV.8349
https://undocs.org/ch/S/RES/2378(2017)
https://undocs.org/ch/S/PV.8251
https://undocs.org/ch/S/PV.8393
https://undocs.org/ch/S/PV.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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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期限。427 马里稳定团部队指挥官同意卡洛斯·阿尔

贝托·多斯桑托斯·克鲁斯中将关于改善联合国维和

人员安全保障的报告结论，并强调需要人员培训、情报

能力和分散决策，以应对复杂的安全环境。428 南苏丹

特派团部队指挥官称，必须在南苏丹实现政治解决，

以改善特派团完成任务的前景。429 

 2018 年 9 月 12 日，在根据第 2378(2017)号决议

举行的维持和平改革年度辩论会上，主管维持和平行

动副秘书长通知安理会，秘书长在“以行动促维和”

倡议框架内向所有会员国提出了《联合国维和行动共

同承诺宣言》，请所有会员国赞同。他概述了秘书处为

提高维和业绩而采取的措施，以及秘书处和会员国为增

加维和行动中的妇女人数以及防止维和人员性剥削和

性虐待特别是对儿童的性剥削和性虐待所作的努力。430 

“确保儿童安全”组织首席执行官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

在最高级别倡导儿童安全，要求所有参与维持和平的组

织执行强有力的国际儿童保护标准。431 

 2018 年 11 月 6 日，在安理会与联合国警务专员

举行的年度会议上，主管法治和安全机构助理秘书长

向安理会通报了“以行动促维和”倡议的最新情况，

指出已有 150 个会员国赞同《共同承诺宣言》，并且

指出，为使联合国警察履行其在维持和平和创造政治

对话和预防性外交空间方面的作用，对特派团进行的

独立战略审查(其中 8 次是在过去一年内进行的)至关

重要。432 南苏丹特派团警务专员在通报中介绍了特派

团如何通过面向社区和促进性别平等的警务来执行

其保护平民的任务，包括处理性暴力和性别暴力。433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警务专员介

绍了其工作人员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打击有组

织犯罪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工作。434 联合国海地司法支

助特派团警务专员指出，支助团在支持海地安全和司

–––––––––––– 

 427 S/PV.8251，第 2-3 页。 

 428 同上，第 3-5 页。 

 429 同上，第 5-7 页。 

 430 S/PV.8349，第 2-6 页。 

 431 同上，第 6-7 页。 

 432 S/PV.8393，第 2-4 页。 

 433 同上，第 4-6 页。 

 434 同上，第 6-7 页。 

法部门改革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使海地能够

更协调全面地处理法治问题。435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全球倡议的代表向安理会通报了有组织犯罪与冲突

之间的联系，以及在维持和平行动中将警务职能作为

综合对策一部分的必要性。436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理会在其各项决定中着重

加强维持和平的集体行动以及警察、司法和惩戒部门

的作用。安理会在 2018 年 5 月 14 日发表的主席声明

中重申维和基本原则，包括：当事方同意、中立以及

非自卫和履行授权不使用武力。437 安理会欢迎秘书

长关于将联合国维持和平标准化的“业绩文化”的倡议，

并表示支持制定全面综合的业绩政策框架，以确保充分

有效执行任务，为评价文职和军警人员确定明确的业绩

标准，并包括以明确界定的基准为基础的全面客观的方

法，以确保对业绩不佳的问责和对出色业绩的奖励。438 

安理会表示支持秘书长改革和平与安全支柱的设想，并

欢迎他努力动员所有伙伴和利益攸关方通过“以行动促

维和”倡议支持更有效的维持和平。439 

 安理会在 2018 年 9 月 21 日第 2436(2018)号决议

中重申支持制定全面综合的业绩政策框架，概述了出

色业绩的例子，并指出该框架应具体说明业绩问责措

施，其中应包括与业绩不合格相称的一系列对策。440 

安理会强调需要充分执行保护任务，并申明在任务授

权范围内，维和人员有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包括在

必要时使用武力。441 安理会请秘书长紧急采取行动，

对据称业绩严重不合格的情况展开特别调查，向安理

会和相关会员国详细报告调查结果和执行计划，并确

保这方面决定以客观的业绩数据为依据。442 

 安理会在第 2447(2018)号决议中强调，必须从

一开始就将警察、司法和惩戒活动纳入维持和平行

–––––––––––– 

 435 同上，第 7-8 页。 

 436 同上，第 8-10 页。 

 437 S/PRST/2018/10，第三段。 

 438 同上，第十三段。 

 439 同上，第二十五和二十六段。 

 440 第 2436(2018)号决议，第 1 段。 

 441 同上，第 6 段。 

 442 同上，第 10-12 段。 

https://undocs.org/ch/S/RES/2378(2017)
https://undocs.org/ch/S/PV.8251
https://undocs.org/ch/S/PV.8349
https://undocs.org/ch/S/PV.8393
https://undocs.org/ch/S/RES/2436(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447(2018)
https://undocs.org/ch/S/PRST/2018/10
https://undocs.org/ch/S/RES/243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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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特别政治任务的任务规定，以支持实现战略目

标和解决冲突根源。443 安理会请秘书长加强联合国

这方面援助的一致性、业绩和效力，确保与联合国国

家工作队和其他联合国行为体协调，确保及时规划特

–––––––––––– 

 443 第 2447(2018)号决议，第 1 段。 

派团过渡和制定基准，并确保与维持和平行动效力有

关的数据流包括警察、司法和惩戒机构，并加以集中，

以改进对特派团行动的分析评价。444 

–––––––––––– 

 444 同上，第 6(a)至(d)段。 

会议：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会议记录和日期 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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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8  

2018 年 3 月 28 日 

改善联合国维

持和平行动的

集体行动 

2018 年 3 月 2

日荷兰常驻联

合国代表给秘

书长的信 

(S/2018/184) 

 52 个会员国 a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

妇女行动、研究和培训

小组主任，欧洲联盟驻

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

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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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所

有受邀者 c 

 

S/PV.8251  

2018 年 5 月 9 日 

   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

秘书长、非洲联盟-联

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

动部队指挥官、联合国

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

特派团部队指挥官、联

合国南苏丹特派团部

队指挥官 

安理会全

体成员，所

有受邀者 d 

 

S/PV.8253  

2018 年 5 月 14 日 

     S/PRST/2018/10 

S/PV.8349  

2018 年 9 月 12 日 

  11 个会员国 e 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

秘书长、保护儿童安全

首席执行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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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个成员、 f 

所有受邀

者 g 

 

S/PV.8360  

2018 年 9 月 21 日 

 美国提交的决

议草案 

(S/2018/853) 

  安理会5个

成员(中国、

埃塞俄比

亚、荷兰、

俄罗斯联

邦、美国) 

第 2436(2018)号

决议  

15-0-0 

S/PV.8393  

2018 年 11 月 6 日 

警务专员   主管法治和安全机构

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南

苏丹特派团警务专员、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

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警

安理会全

体成员，所

有受邀者 

 

https://undocs.org/ch/S/RES/2447(2018)
https://undocs.org/ch/S/PV.8218
https://undocs.org/ch/S/2018/184
https://undocs.org/ch/S/PV.8251
https://undocs.org/ch/S/PV.8253
https://undocs.org/ch/S/PRST/2018/10
https://undocs.org/ch/S/PV.8349
https://undocs.org/ch/S/PV.8360
https://undocs.org/ch/S/2018/853
https://undocs.org/ch/S/RES/2436(2018)
https://undocs.org/ch/S/PV.8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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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录和日期 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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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专员、联合国海地司

法支助特派团警务专

员、打击跨国有组织犯

罪全球倡议的代表 

S/PV.8420  

2018 年 12 月 13 日 

 安理会 10 个成

员 h 提交的决

议草案 

(S/2018/1109) 

  安理会 3

个成员(科

特迪瓦、荷

兰、i 俄罗

斯联邦) 

第 2447(2018)号

决议  

15-0-0 

 a 阿根廷、孟加拉国、比利时、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古巴、塞浦路斯、吉布提、埃及、萨尔瓦多、爱沙尼亚、斐济、

格鲁吉亚、德国、危地马拉、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约旦、拉脱维亚、黎巴嫩、立陶宛、

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墨西哥、摩洛哥、尼泊尔、挪威、巴基斯坦、菲律宾、葡萄牙、大韩民国、卢旺达、塞尔维

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苏丹、瑞士、泰国、土耳其、乌克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委内

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越南。 

 b 荷兰由首相代表出席；科特迪瓦由国务部长兼国防部长代表出席；瑞典由外交大臣代表出席；波兰由外交部副部长代表出

席；哈萨克斯坦由外交部副部长代表出席；法国由欧洲与外交事务部长配属国务秘书出席；联合王国由联邦和联合国事务

国务大臣代表出席；美国由常驻联合国代表兼总统内阁成员代表出席。 

 c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从努瓦克肖特通过视频参加了会议。印度尼西亚由外交部长代表出席，并代表东南亚国家联盟发言；

德国由外交部长代表出席；爱沙尼亚由国防部长代表出席；加拿大由国防部长代表出席，并代表妇女、和平与安全之友小

组发言；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为由外交部副部长代表出席，并代表不结盟运动发言。挪威代表代表北欧五国发言；大

韩民国代表代表联合国和平行动之友小组发言；意大利代表代表保护责任之友小组发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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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格鲁吉亚、黑山、摩尔多瓦共和国、塞尔维亚、前南斯拉夫

的马其顿共和国、土耳其和乌克兰发言。 

 d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部队指挥官从朱巴通过视频参加了会议。 

 e 孟加拉国、比利时、巴西、加拿大、斐济、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和乌拉圭。 

 f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中国、科特迪瓦、法国、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荷兰、秘鲁、波兰、俄罗斯联邦、瑞典、联合王国和

美国。科特迪瓦代表还代表赤道几内亚和埃塞俄比亚发言。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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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列支敦士登、黑山、

摩尔多瓦共和国、塞尔维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土耳其和乌克兰发言。 

 h 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法国、荷兰、秘鲁、波兰、瑞典、联合王国和美国。 

 i 荷兰由外交部长代表出席。 

27.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刑事法庭余留事

项国际处理机制的工作举行了 4 次会议。445 安理会

–––––––––––– 
 445 安理会在 2018 年 2 月 2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说明

(S/2018/90)中商定，与第 1966(2010)号决议所设刑事法庭

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有关的问题将在题为“刑事法庭

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项目下审议，在该项目下，安

理会还将审议题为“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在前南斯拉夫

境内犯下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的人的国

根据《宪章》第七章发表了一项主席声明和通过了一

–––––––––––– 

际法庭”和“起诉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99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灭绝种族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

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灭绝种

族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

庭”的项目的有关问题。关于两个法庭和刑事法庭余留

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任务的详情，见第九部分，第四节，

“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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