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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不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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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7 

2018 年 6 月 27 日 

2018 年 6 月 12 日执行

第 2231(2015)号决议安

全理事会协调人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18/601) 

 德国 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

长、欧洲联盟驻联合国

代表团团长 

安理会全体

成员、 a 所

有受邀者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

第 2231(2015)号决议执

行情况的第五次报告 

(S/2018/602) 

     

 2018 年 6 月 21 日执行

第 2231 (2015)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协调人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18/624) 

     

S/PV.8418 

2018 年 12 月 12 日 

2018 年 11 月 30 日执行

第 2231 (2015)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协调人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18/1070) 

 德国、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 

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

长、欧洲联盟驻联合国

代表团临时代办 

安理会全体

成员、 a 所

有受邀者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

第 2231(2015)号决议执

行情况的第六次报告 

(S/2018/1089) 

     

 2018 年 12 月 11 日执行

第 2231(2015)号决议安

全理事会协调人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18/1106) 

     

 a 荷兰代表以执行第 2231(2015)号决议安全理事会协调人的身份向安理会作了通报。 

 C. 不扩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

七章举行了 3 次会议，并通过了 1 项决议。在这 3 次

会议中，1 次是高级别会议，另外 2 次是情况通报。

下表列有更多会议信息，包括与会者、发言者和会议

结果。 

 2018 年 3 月 21 日，安理会通过第 2407(2018)号

决议，将第 1874(2009)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的任务期

限延长至 2019 年 4 月 24 日。在该决议中，安理会还

决定，专家小组的任务规定也将适用于第 2270(2016)

号、第 2321(2016)号、第 2356(2017)号、第 2371(2017)

号、第 2375(2017)号和第 2397(2017)号决议规定的措

施，并表示打算审查任务规定，最迟于 2019 年 3 月

24 日就进一步延长期限采取适当行动。549 

–––––––––––– 

 549 第 2407(2018)号决议，第 1 段。关于第 1718(2006)号决

议所设委员会任务规定的信息，见第九部分第一节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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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 月 17 日，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向安

理会通报了情况。她说，虽然最近几个月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方面取得了积

极进展，但这两个计划仍有发展和维持的迹象。她希

望，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加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和大韩民国领导人之间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和美国领导人之间的各种峰会，将有助于根据

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推动朝鲜半岛的可持续和平以

及全面和可核查的无核化。此外，她还通报了根据第

84(1950)号决议设立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情况。她解

释说，安理会在第 84(1950)号决议中建议所有向大韩

民国提供军队和其他援助的会员国将此类部队和其

他援助置于“美利坚合众国主持之联合司令部指

挥”之下，并要求美国指派部队司令。她指出，联合

国军司令部不是联合国的行动或机构，也不受联合国

的指挥和控制。550 在随后的讨论中，一些发言者指出，

联合国军司令部是冷战时代的遗产。551 虽然一些发言

者质疑联合国军司令部目前的正当性和合法性，552 但

另一些发言者认为不宜公开辩论其法律地位或就不

属于议程一部分的具体问题采取的行动。553 发言者欢

迎朝韩对话，特别是即将举行的朝韩首脑会议，以及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在新加坡举行的首

–––––––––––– 

 550 S/PV.8353，第 2-3 页。 

 551 同上，第 9 页(中国)、第 12 页(联合王国)和第 20 页(俄罗
斯联邦)。 

 552 同上，第 9 页(中国)和第 20 页(俄罗斯联邦)。 

 553 同上，第 22 页(大韩民国)。 

脑会议。554 大多数发言者着重指出充分执行制裁措施

对促进外交努力的重要性，并强调安理会的团结仍然

至关重要。555 发言者提到专家小组的中期报告及报告

内容引起的争议，重申专家小组在监测和促进有效执

行制裁措施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强调需要维护它在履

行职责方面的独立性和公正性。556 

 2018 年 9 月 27 日，安理会举行由美国国务卿主

持的高级别会议。会上，发言者赞扬了各方在朝鲜半

岛无核化方面作出持续外交努力，特别是召开首脑会

议。发言者还详细介绍了持续违反制裁的情况，对是

否需要修改现有制裁措施持有不同意见。然而，许多

发言者重申，安理会需要在处理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保

持团结一致。557 

–––––––––––– 

 554 同上，第 6 页(瑞典)、第 7-9 页(中国)、第 9 页(科威特)、
第 10 页(赤道几内亚)、第 12 页(科特迪瓦)、第 14 页(波兰)、
第 15 页(荷兰)、第 16 页(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第 17-18 页
(埃塞俄比亚)、第 22 页(大韩民国)和第 22 页(日本)。 

 555 同上，第 5-6 页(瑞典)、第 9 页(中国)、第 9-10 页(科威
特)、第 10 页(赤道几内亚)、第 11 页(联合王国)、第 12-13

页(科特迪瓦)、第 13 页(秘鲁)、第 14 页(波兰)、第 15 页
(荷兰)、第 16 页(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第 17 页(哈萨克斯
坦)、第 18 页(埃塞俄比亚)、第 22 页(大韩民国)和第 22-23

页(日本)。 

 556 同上，第 4-5 页(美国)、第 6 页(瑞典)、第 7 页(法国)、
第 11-12 页(联合王国)、第 12 页(科特迪瓦)、第 14 页(波
兰)和第 15 页(荷兰)。 

 557 S/PV.8363，第 4 页(科威特)、第 4 页(中国)、第 7 页(荷
兰)、第 8 页(埃塞俄比亚)、第 8 页(波兰)、第 13 页(哈萨
克斯坦)、第 15 页(秘鲁)、第 16 页(瑞典)和第 20 页(日本)。 

会议：不扩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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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0 

2018 年 3 月 21 日 

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说明 

(S/2018/171) 

美国提交的决

议草案 

(S/2018/238) 

   第 2407(2018)号决议 

15-0-0 

(根据第七章通过) 

S/PV.8353 

2018 年 9 月 17 日 

  日本、大韩民国 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 安理会全体

成员、所有

受邀者 

 

S/PV.8363  

2018 年 9 月 27 日 

  日本、大韩民国  安理会全体

成员、a 所有

受邀者 b 

 

 a 14 个安理会成员派出了部长级代表：美国由国务卿代表；科威特由副首相兼外交大臣代表；中国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代
表；联合王国由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代表；赤道几内亚由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代表；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法国、哈萨
克斯坦、荷兰、秘鲁、波兰、俄罗斯联邦和瑞典由外交部长或外务大臣代表。 

 b 日本由外务大臣代表、大韩民国由外交部长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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