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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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及其他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表决情况 

(赞成-反对-弃权) 

       
S/PV.8430 

2018 年 12 月 18 日 

    1 个安理会成

员(瑞典) 

S/PRST/2018/20 

 a 科特迪瓦和秘鲁由外交部长代表，瑞典由外交大臣代表；荷兰由副外交大臣代表。 

 b 赤道几内亚也代表科特迪瓦和埃塞俄比亚作了发言。 

 c 科特迪瓦由总统代表；赤道几内亚由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代表；荷兰由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大臣代表。 

 d 布基纳法索由非洲一体化和海外侨民部长代表。 

36.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题为“对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项目举行了 6 次会议，并

发表了 1 项主席声明。在这 6 次会议中，5 次采取了

情况通报的形式，1 次是为了通过一项决定举行的。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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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在本项目下讨论了反恐与跨国

有组织犯罪之间联系以及第 2379(2017)号决议所设促

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犯罪行追究

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任务授权和开始工作所涉问题。

与以往做法不同，安理会还专门审议了涉及具体冲突

的区域问题，即中东地区局势，重点是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关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讨论的重点是 2018 年 4 月 7 日据报在杜马发生

的使用化学武器攻击事件，2018 年 4 月 13 日美国、

法国和联合王国对叙利亚军事目标的轰炸，禁止化学

武器组织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实况调查团的工作

以及安理会应如何确保这方面问责的问题。关于巴勒

斯坦问题，安理会成员讨论了 2018 年 5 月以色列与

加沙之间暴力升级以及加沙总体人道主义状况。 

 在反恐方面，安理会于 2018 年 5 月 8 日发表主

席声明，回顾对国际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

密切联系的关切，大力鼓励会员国及区域、次区域和

国际组织加强合作和各项战略，防止恐怖分子从跨国

有组织犯罪中获益，建设能力，以确保边境安全，调

查和起诉此类恐怖分子和与之合作的跨国有组织犯

罪分子，并继续开展调研，以更好地了解恐怖分子与

–––––––––––– 

 575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跨国有组织犯罪分子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的性质和

范围。576 安理会还在该声明中呼吁会员国防止恐怖分

子从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金融收益中获益和获得跨国

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支持，并通过有效的国家边境管制

防止恐怖分子的通行。577 安理会也鼓励联合国以及区

域和次区域组织继续努力协助会员国开展能力建设

和分享有效做法，以防止和打击可能得益于跨国有组

织犯罪的恐怖主义。578 

 关于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犯罪

行追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的工作，特别顾问兼调查

组组长在向安理会提交了第一份报告 579 之后，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向安理会通报了调查组 2018 年 8

月 20 日正式开始活动和 2018 年 10 月 29 日部署到伊

拉克的情况。580 他说，调查活动预计将于 2019 年初

开始，并注意到调查组的优先事项，除其他外，包括

实现作业程序的标准化以及收集和分析伊拉克当局

提供的证据，以查明现存差距。特别顾问强调指出，

–––––––––––– 

 576 S/PRST/2018/9，第 2 和 3 段。关于安理会 2018 年反恐

相关工作的更多信息，见第一部分第一节，“恐怖主义

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 

 577 同上，第 10 和 11 段。 

 578 同上，第 12 段。 

 579 S/2018/1031。 

 580 关于促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犯罪行

追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的更多信息，见第六部分第二

节，“争端调查和实况调查”；第九部分第三节，“调

查机构”。通过秘书长与安理会主席 2018 年 2 月 9 日和

13 日的换文，安理会核准了调查组的职权范围

(S/2018/118 和 S/2018/119)。另见 2018 年 8 月 15 日秘书

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18/773)。 

https://undocs.org/ch/S/PV.8430
https://undocs.org/ch/S/PRST/2018/20
https://undocs.org/ch/S/RES/2379(2017)
https://undocs.org/ch/S/PRST/2018/9
https://undocs.org/ch/S/2018/1031
https://undocs.org/ch/S/2018/118
https://undocs.org/ch/S/2018/119
https://undocs.org/ch/S/2018/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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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的调查组能充作独立、客观和可信赖的证据材料

来源，并尽可能以最高的标准开展工作，支持伊拉克

政府和其他会员国，这一点非常重要。581 

 在题为“中东局势”的新分项下，安理会听取了

秘书长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局势所作的通报两次，

并分别听取了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和主任兼裁军

事务高级代表帮办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局势所作

的通报各一次。582 在 2018 年 4 月 9 日举行的会议上，

特使就 2018 年 4 月 7 日据报在杜马发生的使用化学

武器攻击事件向安理会成员作了通报。他指出，一些

国家怀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对据称使用化学

武器攻击事件负责，而另一些国家则强烈质疑这些指

控的可信度。特使进一步告知安理会，在攻击发生数

小时后，作为一方的俄罗斯联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政府与作为另一方的伊斯兰军达成了协议，其中包

括停火协议。他敦促这两国政府确保保护平民和执行

第 2401(2018)号决议。他呼吁各方确保尊重国际人道

主义法和人权法，并强调安理会需要防止有罪不罚和

进一步使用化学武器，不要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

局势失控。583 主任兼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帮办在通报中

指出，面对化学武器的持续威胁，安理会必须团结一致，

并履行其职责，包括建立一个专门的问责机制。584 

 4 月 13 日，秘书长指出，中东局势已混乱到对

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程度。在这方面，秘书长

指出，该区域现有的分歧反映在大量冲突中，其中一

些冲突显然与全球恐怖主义威胁有关。他特别提到了

巴以冲突以及伊拉克、黎巴嫩、利比亚和也门的冲突。

他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冲突是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最严重的威胁，并对该国继续有关于使用化学武器

的报道表示愤慨。在这方面，秘书长提及他在 2018

年 4 月 11 日给安理会的信，585 包括他呼吁安理会履

–––––––––––– 

 581 S/PV.8412，第 2-5 页。 

 582 更多详情见第一部分第 23 节，“中东局势”。另见第三

部分第二节 B：“与第二条第四项有关的合宪问题讨

论”。 

 583 S/PV.8225，第 2-4 页。 

 584 同上，第 4 页。 

 585 S/2018/333。 

行职责，不放弃努力，商定一个专门、公正、客观和独

立的机制，以确定使用化学武器事件的责任归属。586 

 在 4 月 14 日的通报中，秘书长告知安理会成员，

美国、法国和联合王国据报于 4 月 13 日对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的三个军事地点进行了空袭。他提醒会员

国，特别是在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时，它们有义务按

照《联合国宪章》、广义而言按照国际法行事。秘书

长补充说，这场危机不可能有军事解决方案。587 在同

次会议上，由于缺乏所需票数，安理会未能通过俄罗

斯联邦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在该决议草案中，安理

会将谴责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实施侵略。在表决后的发言

中，科威特、荷兰、秘鲁和瑞典代表解释了他们对决

议草案投反对票或弃权票的决定，并说他们认为案文

没有提供必要的内容来处理据称使用化学武器的问

题。588 埃塞俄比亚和哈萨克斯坦代表呼吁采取建设性

做法，不要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589 法国代表说，表

决结果表明，安理会成员了解所采取军事行动的背

景、理由和目标。590 中国代表基于其反对任何违反《宪

章》和国际法的单方面军事行动的原则立场，表示支

持该决议草案。591 

 关于巴勒斯坦问题，2018 年 5 月 30 日，安理会

听取了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的通报，内容涉及5月28日至30日哈马斯伊兹丁·卡

萨姆旅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从加沙炮击以色

列导致的暴力升级、以色列的报复性炮火以及加沙的

人道主义局势。特别协调员指出了应对该局势的关键

优先事项，即：防止发生具有潜在区域影响的战争，

满足人民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支持埃及努力实现巴

勒斯坦权力机构与哈马斯之间的和解。592 

–––––––––––– 

 586 S/PV.8231，第 2-3 页。另见第六部分第二节。 

 587 S/PV.8233，第 2-3 页。 

 588 S/PV.8233，第 23 页(瑞典)、第 23-24 页(荷兰)、第 24 页

(科威特)和第 25 页(秘鲁)。 

 589 同上，第 23 页(埃塞俄比亚和哈萨克斯坦)。 

 590 同上，第 23 页。 

 591 同上，第 24 页。 

 592 S/PV.8272，第 2-3 页。更多详情见第一部分第 24 节，“中

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https://undocs.org/ch/S/RES/2401(2018)
https://undocs.org/ch/S/PV.8412
https://undocs.org/ch/S/PV.8225
https://undocs.org/ch/S/2018/333
https://undocs.org/ch/S/PV.8231
https://undocs.org/ch/S/PV.8233
https://undocs.org/ch/S/PV.8233
https://undocs.org/ch/S/PV.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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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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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5   

2018 年 4 月 9 日 

中东局势  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 

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

使、a 主任兼裁军事务

高级代表帮办 

  

S/PV.8231  

2018 年 4 月 13 日 

中东局势  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 

 秘书长、安

理会全体成

员、受邀者 

 

S/PV.8233 

2018 年 4 月 14 日 

中东局势 俄罗斯联邦

提交的决议

草案 

(S/2018/355) 

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 

 秘书长、安

理会全体成

员、受邀者 

决议草案 

(S/2018/355) 

未获通过 

3-8-4b 

S/PV.8247 

2018 年 5 月 8 日 

     S/PRST/2018/9 

S/PV.8272 

2018 年 5 月 30 日 

  以色列 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

调员兼秘书长个人代

表、c 巴勒斯坦观察员

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 

安理会全体

成员、所有

受邀者 

 

S/PV.8412 

2018 年 12 月 4 日 

2018 年 11 月

15 日特别顾问

兼促进对达伊

沙/伊拉克和黎

凡特伊斯兰国

所犯罪行追究

责任的联合国

调查组组长给

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 

(S/2018/1031) 

 伊拉克 特别顾问兼促进对达

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

伊斯兰国所犯罪行追

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

组组长 

安理会全体

成员、所有

受邀者 

 

 a 特别代表在日内瓦通过视频参加了会议。 

 b 赞成：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中国、俄罗斯联邦；反对：科特迪瓦、法国、科威特、荷兰、波兰、瑞典、联合王国、美国；

弃权：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秘鲁。 

 c 特别协调员在耶路撒冷通过视频参加了会议。 

37.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在题为“维护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项目 593 下举行了16次会议(包括5

–––––––––––– 

 593 由于未能获得所需票数，第 8409 次会议临时议程未获通

过(见 S/PV.8409)。关于通过议程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

分第二节 A。 

次高级别会议)。594 安理会还通过了 2 项决议，其中

1 项是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并发表了 2 项主

席声明。本报告周期内在该项目下举行的 16 次会议

中，有 6 次是向安理会通报情况、4 次是公开辩论、

–––––––––––– 

 594 S/PV.8162、S/PV.8185、S/PV.8262、S/PV.8307和S/PV.8362。 

https://undocs.org/ch/S/PV.8225
https://undocs.org/ch/S/PV.8231
https://undocs.org/ch/S/PV.8233
https://undocs.org/ch/S/2018/355
https://undocs.org/ch/S/2018/355
https://undocs.org/ch/S/PV.8247
https://undocs.org/ch/S/PRST/2018/9
https://undocs.org/ch/S/PV.8272
https://undocs.org/ch/S/PV.8412
https://undocs.org/ch/S/2018/1031
https://undocs.org/ch/S/PV.8409
https://undocs.org/ch/S/PV.8162
https://undocs.org/ch/S/PV.8185
https://undocs.org/ch/S/PV.8262
https://undocs.org/ch/S/PV.8307
https://undocs.org/ch/S/PV.83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