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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理会在这两项决议中请秘书长定期并在其认

为适当的任何时候向安理会通报情况。16 此外，安理

–––––––––––– 

 16 第 2414(2018)号决议，第 14 段；第 2440(2018)号决议，

第 11 段。 

会在第 2440(2018)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在任务期限最新

一次延长后三个月内以及在任务期限再次到期前，向

安理会通报情况。17  

–––––––––––– 

 17 第 2440(2018)号决议，第 11 段。 

会议：有关西撒哈拉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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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和表决 

(赞成-反对-弃权) 

       S/PV.8246 

2018 年 4 月 27 日 

秘书长关于西撒

哈拉局势的报告

(S/2018/277) 

美国提交的决议

草案 

(S/2018/394) 

  安理会全体成员 第 2414(2018)号决议 

12-0-3a 

S/PV.8387 

2018 年 10 月 31

日 

秘书长关于西撒

哈拉局势的报告

(S/2018/889) 

美国提交的决议

草案 

(S/2018/970) 

  14个安理会成员 b 第 2440(2018)号决议 

12-0-3c 

 a 赞成：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法国、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荷兰、秘鲁、波兰、瑞典、联合王国和

美国；反对：无；弃权：中国、埃塞俄比亚、俄罗斯联邦。 

 b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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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瑞典、

联合王国、美国。 

 c 赞成：中国、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法国、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荷兰、秘鲁、波兰、瑞典、联合王国和美国；反对：

无；弃权：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埃塞俄比亚、俄罗斯联邦。 

2.  利比里亚局势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利比里亚局势

举行了一次会议并发表一项主席声明。会议采用了情

况通报的形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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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9 日，安理会听取了主管法治和安

全机构助理秘书长、瑞典常驻副代表(代表建设和平委

员会利比里亚国别小组主席)和自由与正义公司首席

执行官的通报。考虑到秘书长的最后报告和联合国利

比里亚特派团(联利特派团)缩编和关闭这一背景，主

管法治和安全机构助理秘书长侧重通报了利比里亚

的政治局势和经济前景以及特派团在该国的影响和

遗留问题。瑞典常驻副代表(代表建设和平委员会利比

里亚国别小组主席)侧重论述了该国的未来以及解决

其他冲突根源并按建设和平计划实施关键结构改革

的必要性。自由与正义公司首席执行官向安理会通报

–––––––––––– 

 18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了民间社会团体在实现利比里亚和平方面的作用，并

强调需要加强私营部门、鼓励在该国投资。19  

 安理会在会上还听取了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与会的利比里亚代表的发言。该代表在发言中

对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非洲联盟、欧

洲联盟和联合国所有机构以及建设和平委员会表示

感谢。他保证，依然存在的挑战仍将是政府优先着重

应对的问题。他还表示，利比里亚曾是维和特派团的

受益者，现已成为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一

个部队派遣国。20  

 安理会成员在会上赞扬了联利特派团在利比里

亚期间所做的工作，指出该特派团关闭后，联合国和

国际社会有必要继续参与。安理会成员注意到利比里

–––––––––––– 

 19 S/PV.8239，第 2-7 页。 

 20 同上，第 2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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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政府在解决其余冲突根源方面面临的困难，赞扬该

政府努力设立国家机构，以期在联利特派团关闭后执

行建设和平计划，并表示赞赏利比里亚当局努力将可

持续发展目标作为该国国家发展计划的优先事项。 

 安理会在会上发表一项主席声明，其中赞扬利比

里亚人民和政府自 2003 年以来在巩固持久和平与稳

定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和显著进展并继续致力于尊重

和发展民主进程和民主体制。安理会又赞扬该国政府

筹备和进行 2017 年立法和总统选举，并对西非经共

体、非洲联盟和所有国际、区域和国内选举观察团为

选举进程作出贡献表示赞赏。21 安理会还表示赞赏联

利特派团在利比里亚 14 年多的行动中作出了重要贡

献，并请秘书长对联利特派团在化解利比里亚冲突和

挑战、成功完成任务、向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移交责任

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进行研究。22  

–––––––––––– 

 21 S/PRST/2018/8，第一和二段。 

 22 同上，第三和四段。 

会议：利比里亚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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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和表决 

(赞成-反对-弃权) 

       
S/PV.8239 

2018 年 4 月 19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

利比里亚特派团的

最后进度报告 

(S/2018/344) 

 利比里亚 主管法治和安全机构

助理秘书长、自由与

正义公司首席执行官 

安理会全体

成员，a 所有

受邀者 

S/PRST/2018/8 

 a 瑞典常驻副代表(代表建设和平委员会利比里亚国别小组主席)发言。 

3.  索马里局势 

 2018 年，安全理事会就索马里局势举行 10 次会

议，通过 5 项决议，其中 4 项是依据《宪章》第七章

通过的决议，并发表 1 项主席声明。在该项目下举行

的 6 次会议旨在通过一项决定；所有其他会议采用情

况通报的形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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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定期听取负责索马里

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联索

援助团)团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索马里问题特别

代表兼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团长的

情况通报。24 秘书长特别代表在三次通报中强调了索

马里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包括践踏和剥夺人权、边界

争端、法治薄弱和系统性腐败。他还告诫要警惕青年

党的威胁、索马里的政治分歧和权力分配、国际社会

分化和发生人道主义灾难等一系列影响该国的风险。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特别代表在三次通报中重点介

–––––––––––– 

 23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24 S/PV.8165、S/PV.8259 和 S/PV.8352。 

绍了该国的政治事态发展以及非索特派团在过渡计

划和打击青年党方面对联邦政府的支持。安理会还听

取了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

执行主任的一次情况通报，执行主任重点介绍了索马

里在实现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障碍，并

申明，如果没有妇女意义深远的贡献、参与和认可，

该国就不会有持久和平与深度和解。25  

 2018 年，安理会重点讨论了该国的安全过渡计划、

民族和解努力以及新当选的联邦政府实施政治和社会

经济改革的决心。安理会成员还论及继续提供人道主义

援助的必要性，以应对青年党构成的持续威胁和持续存

在的严重饥荒和干旱风险。一些安理会成员还指出了经

济复苏和妇女有意义地参与维护和促进可持续和平以

及政治解决进程的一切努力的重要性。26  

–––––––––––– 

 25 S/PV.8352，第 7-8 页。 

 26 例如，见同上，第 9 页(联合王国)、第 14 页(秘鲁)、第

16 页(瑞典)、第 17 页(法国)、第 18 页(荷兰)、第 19 页(哈

萨克斯坦)、第 22 页(波兰)和第 23 页(俄罗斯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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