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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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及其他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表决 

(赞成-反对-弃权) 

       
S/PV.8180  

2018 年 2 月 13 日 

    所 有 安 理 会

成员 a 

 

S/PV.8330  

2018 年 8 月 23 日 

秘书长关于伊黎伊斯兰国

(达伊沙)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构成的威胁以及联合国

为支持会员国抵御这一威

胁所作广泛努力的第七次

报告(S/2018/770) 

  主管反恐怖主义办

公室副秘书长、反

恐怖主义委员会执

行局执行主任、激

进化和政治暴力问

题国际研究中心高

级研究员 

安理会全体成

员、 b 所有受

邀者 

 

S/PV.8437 

2018 年 12 月 21 日 

    1 个安理会成

员(瑞典) 

S/PRST/2018/21 

 a 秘鲁代表以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言。 

 b 英国由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代表。 

32.  情况通报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以情况通报的形

式举行了 4 次会议，内容未明确涉及安理会议程上的

任何具体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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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在题为“安全理事会各附属机

构主席通报情况”的议程项目下举行了 2 次会议。

2018 年 10 月 3 日，安理会联合通报了三个反恐怖主

义委员会的情况，即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

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第 1989(2011)号和第 2253(2015)号决

议所设委员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和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通报

涵盖了这三个委员会的工作，包括正在进行的合作以

及其专家组在发现和打击恐怖主义蔓延，特别是伊拉

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又称达伊沙)、

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组织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不

断变化的威胁，阻止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流动，处

理回返和迁移外国作战人员构成的威胁，打击资恐活

动，防止由非国家行为体或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大规

模毁灭性核生化武器、其运载工具和相关材料扩散以

及为恐怖主义目的使用此类武器等方面的工作。518 此

外，2018 年 12 月 17 日，安理会按照惯例听取了各附

属机构离任主席的年终情况通报。519 

 按照以往惯例，安理会在题为“欧洲安全与合

作组织轮值主席通报情况”的项目下举行了 1 次会

议。520 在通报中，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

轮值主席向安理会通报了乌克兰境内和周边地区的

局势以及欧安组织本年的其他优先事项，包括格鲁吉

亚、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外德涅斯特旷日持久的冲

突。此外，轮值主席还向安理会简要介绍了欧安组织

在化解地中海安全关切和恐怖主义、激进化、贩运武

器、毒品、文化产品和危险废物等跨国威胁方面的作

用，以及恐怖主义与有组织犯罪、贩运人口、移民、

腐败和网络安全之间的联系。 

 与往年一样，安理会在一次闭门会议上听取了国

际法院院长的情况通报。521 

–––––––––––– 

 518 S/PV.8364。 

 519 S/PV.8428。 

 520 S/PV.8200。 

 521 S/PV.8380。 

https://undocs.org/ch/S/PV.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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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S/PV.8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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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安全理事会各附属机构主席通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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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及其他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表决情况 

(赞成-反对-弃权) 

       
S/PV.8364 

2018 年 10 月 3 日 

    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

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其关

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

第 1267(1999) 号 、 第

1989(2011)号和第 2253(2015)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关于

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a 所有其他安理会成员 

 

S/PV.8428  

2018 年 12 月 17 日 

    关于索马里的第 751(1992)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关于伊拉克

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

基地组织和有关个人、团体、

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

号 、 第 1989(2011) 号 和 第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以及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

委员会主席；预防和解决非洲

冲突特设工作组主席；多民族

玻利维亚国常驻联合国副代

表，代表第 1540(2004)号决议

所 设 委 员 会 主 席 ； 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 席 ； 关 于 利 比 亚 的 第

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

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和儿童与

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主席 

 

 a 在通报情况之前，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代表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有关个人、

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第 1989(2011)号和第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和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了这三个委员会及其专家组之间持续的合作。 

会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通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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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及其他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表决情况 

(赞成-反对-弃权) 

       
S/PV.8200 

2018 年 3 月 8 日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欧安组织)主席暨意

大利外交与国际合作

部长 

安理会全体成员、a 欧安

组织轮值主席 

 

 a 瑞典由副外交大臣代表。 

https://undocs.org/ch/S/PV.8364
https://undocs.org/ch/S/RES/1267(1999)
https://undocs.org/ch/S/RES/1989(2011)
https://undocs.org/ch/S/RES/2253(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53(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1373(2001)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PV.8428
https://undocs.org/ch/S/RES/751(1992)
https://undocs.org/ch/S/RES/1267(1999)
https://undocs.org/ch/S/RES/1267(1999)
https://undocs.org/ch/S/RES/1989(2011)
https://undocs.org/ch/S/RES/2253(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1988(2011)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718(2006)
https://undocs.org/ch/S/RES/1970(2011)
https://undocs.org/ch/S/RES/2374(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4(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267(1999)
https://undocs.org/ch/S/RES/1989(2011)
https://undocs.org/ch/S/RES/2253(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1373(2001)
https://undocs.org/ch/S/RES/1373(2001)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PV.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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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国际法院院长通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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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及其他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表决情况 

(赞成-反对-弃权) 

       
S/PV.8380 

2018 年 10 月 24 日 

(闭门会议) 

   国际法院院长 安理会成员、国际法院

院长 

 

33.  安全理事会访问团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向外地派出了以

下三个访问团：(a) 阿富汗访问团；(b) 孟加拉国和缅

甸访问团；(c) 刚果民主共和国访问团。访问团由安

理会全体成员的代表组成。派出访问团后，安理会在

题为“安全理事会访问团”的项目下举行了 3 次会

议，听取了领导或共同领导访问团的安理会成员代表

的通报。下表列有更多会议信息，包括与会者、发言

者和会议结果。522 

 如通报所述，在访问期间，安理会成员会见了政

府官员、523 议会议员、524 政党(在某些情况下包括政

治反对派)代表 525 和民间社会组织 526 包括妇女非政

府组织 527 代表。 

 在阿富汗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安理会成员与联合

国外地特派团，即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 528 和联合国

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 529 的领导层举行了

–––––––––––– 

 522 关于访问团组成和报告的更多信息，见第六部分第二节

A：“安全理事会访问团”。 

 523 S/PV.8158 (阿富汗)、S/PV.8255 (孟加拉国和缅甸)和

S/PV.8369 (刚果民主共和国)。 

 524 S/PV.8158 (阿富汗)。 

 525 S/PV.8369 (刚果民主共和国)。 

 526 S/PV.8158 (阿富汗)、S/PV.8255 (孟加拉国和缅甸)和

S/PV.8369 (刚果民主共和国)。 

 527 S/PV.8158 (阿富汗)和 S/PV.8369 (刚果民主共和国)。 

 528 S/PV.8158。 

 529 S/PV.8369。 

会议。在阿富汗，安理会成员还会见了阿富汗独立人

权委员会主席、选举管理机构代表和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坚定支持特派团领导层。530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安

理会成员会见了总统多数派联盟和反对派的代表、一

群女性候选人以及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和刚果全国

主教会议的代表。531 在孟加拉国，安理会成员前往科

克斯巴扎尔，并在此会见了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政府

代表，参观了两个难民营，包括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营

库图巴朗难民营。532 在缅甸，安理会成员会见了国务

资政昂山素季、缅甸武装部队总司令和若开邦问题建

议执行委员会成员。533 

 在 2018年 5月 14日举行的孟加拉国和缅甸访问

团情况通报会上，除领导或共同领导访问团的安理会

成员代表之外，安理会其他成员以及孟加拉国和缅甸

代表作了发言。534 

–––––––––––– 

 530 S/PV.8158。另见 2018 年 8 月 6 日哈萨克斯坦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18/575)。 

 531 S/PV.8369。 

 532 S/PV.8255。 

 533 同上。 

 534 同上，第 2-3 页(科威特)、第 3-5 页(秘鲁)、第 5-6 页(联

合王国)、第 6-7 页(中国)、第 7-8 页(美国)、第 8-10 页(瑞

典)、第 10-11 页(法国)、第 11-12 页(哈萨克斯坦)、第 12-13

页(赤道几内亚)、第 13-15 页(俄罗斯联邦)、第 15-16 页(荷

兰)、第 16 页(波兰)、第 16-19 页(缅甸)和第 19-20 页(孟

加拉国)。 

会议：安全理事会访问团 

会议记录和日期 分项 文件 

根据规则第 37 条

发出的邀请 发言者 

     
S/PV.8158 

2018 年 1 月 17 日 

安全理事会阿富汗访问团(2018

年 1 月 12 日至 15 日)通报情况 

2018 年 1 月 11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

秘书长的信(S/2018/37) 

 1 个安理会成员(哈

萨克斯坦) 

https://undocs.org/ch/S/PV.8380
https://undocs.org/ch/S/PV.8158
https://undocs.org/ch/S/PV.8255
https://undocs.org/ch/S/PV.8369
https://undocs.org/ch/S/PV.8158
https://undocs.org/ch/S/PV.8369
https://undocs.org/ch/S/PV.8158
https://undocs.org/ch/S/PV.8255
https://undocs.org/ch/S/PV.8369
https://undocs.org/ch/S/PV.8158
https://undocs.org/ch/S/PV.8369
https://undocs.org/ch/S/PV.8158
https://undocs.org/ch/S/PV.8369
https://undocs.org/ch/S/PV.8158
https://undocs.org/ch/S/2018/575
https://undocs.org/ch/S/PV.8369
https://undocs.org/ch/S/PV.8255
https://undocs.org/ch/S/PV.8158
https://undocs.org/ch/S/2018/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