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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巴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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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沙尼亚、斐济、格鲁吉亚、德国、危地马拉、海地、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

约旦、肯尼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墨西哥、摩洛哥、缅甸、挪威、阿曼、巴基斯坦、

菲律宾、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瑞士、土耳其、乌克兰、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越南。 

 v 联合王国(安全理事会主席)由主管英联邦和联合国事务国务大臣代表。赤道几内亚也代表科特迪瓦和埃塞俄比亚作了发言。 

 w 挪威代表以 5 个北欧国家的名义作了发言；土耳其代表以调解之友小组的名义作了发言；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以

不结盟运动的名义作了发言。 

 x 有 8 个安理会成员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代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总统)、赤道几内亚(总统)、法国(总统)、荷兰(首相)、

秘鲁(总统)、波兰(总统)、联合王国(首相)和美国(安全理事会主席)(总统)。有 7 个安理会成员由部长代表：科特迪瓦(副总

统)、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长)、俄罗斯联

邦(外交部长)和瑞典(外交大臣)。 

 y 比利时、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马耳他、荷兰、波兰、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和联合王国。 

 z 比利时、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利比亚、马耳他、斯洛

伐克、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 

 aa 科特迪瓦也代表赤道几内亚和埃塞俄比亚作了发言。 

 bb 阿根廷、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澳大利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古巴、

厄瓜多尔、埃及、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德国、危地马拉、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意

大利、日本、肯尼亚、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马来西亚、马里、墨西哥、摩洛哥、挪威、阿曼、巴基斯坦、菲

律宾、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卢旺达、新加坡、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士、突尼斯、土耳其、委内瑞拉玻

利瓦尔共和国和越南。 

 cc 卡塔尔常驻联合国代表(以大会主席的名义发言)；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国际法院院长(在海牙通过视频与会)；欧洲联盟

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兼常驻观察员；观察员国罗马

教廷常驻观察员。 

 dd 挪威代表以 5 个北欧国家的名义作了发言；新加坡代表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名义作了发言；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

以不结盟运动的名义作了发言。 

 ee 赞成：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邦；反对：法国、科威特、荷兰、波兰、瑞典、联合王国、美国；

弃权：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秘鲁。 

38.  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题为“联合国

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

合作”的项目举行了 3 次会议。其中，2 次采取了情

况通报的形式，1 次是公开辩论。617 安理会没有通过

任何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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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8 日，安理会举行会议，审议联合

国与非洲联盟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秘书

长驻非洲联盟特别代表兼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

主任向安理会通报了这两个组织之间协作的情况。她

–––––––––––– 

 617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着重从三个方面介绍了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与非

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包括加

强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工作的报告。618 首先，关

于非洲面临的复杂的和平与安全挑战，她指出，联合

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伙伴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

确认次区域组织发挥的关键作用。第二，关于伙伴关

系的必要性，她确认必须与非洲联盟进行更密切的合

作，并指出，联合访问、联合通报、联合报告和声明

以及联合信息越来越多，表明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

关于预防冲突，她呼吁进行更多的联合分析和评估，

并促请这两个组织协调其预警指标。第三，关于为非

–––––––––––– 

 618 S/2018/678。 

https://undocs.org/ch/S/201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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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提供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资金问

题，她申明，这必须在共同政治战略的框架内加以解

决。619 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强调了这两个组

织之间伙伴关系取得的重大进展和决策的一致性。他

着重介绍了对加强协作、合作和协调的承诺，并提及

在决策之前加强磋商的协议。然而，他指出，尽管取

得了进展，但仍然存在挑战，特别是在非洲联盟和平

与安全理事会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关系方面：需要开

展更多工作，以便在应对危机局势时更加协调统一。

他还回顾说，非洲联盟一贯倡导通过联合国摊款为非

洲联盟领导的和平行动提供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资金，

并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将推动安理会在这方面向前迈

进。620 同样在这次会议上，发言者注意到联合国与非

洲联盟之间的协作得到了加强，并表示支持安理会考

虑增加对非洲联盟和平行动的资助。621 此外，一些发

言者提到需要加强在预防和解决冲突领域的合作。622 

 2018 年 9 月 5 日，安理会首次在该项目下就尼

加拉瓜局势举行会议。会上，安理会听取了美洲国家

组织(美洲组织)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就美洲组织总秘书

处在尼加拉瓜的努力所作的通报和从区域组织的角

度对局势的介绍。他报告了危机的后果和美洲组织各

机构自 2018 年 4 月 18 日以来为解决危机而采取的行

动。他断言，如果不听取尼加拉瓜人民的声音，举行

自由、公正、民主和透明的选举，就不可能有真正解

决尼加拉瓜问题。对此，他重申总秘书处邀请尼加拉

–––––––––––– 

 619 S/PV.8314，第 2-4 页。 

 620 同上，第 4-5 页。 

 621 同上，第 6 页(瑞典)、第 9 页(荷兰)、第 10-11 页(多民族

玻利维亚国)、第 11-12 页(科威特)、第 13-14 页(俄罗斯

联邦)、第 15 页(中国)、第 16 页(波兰)、第 17 页(联合王

国)、第 18 页(法国)和第 19 页(哈萨克斯坦)。 

 622 同上，第 6 页(瑞典)、第 8 页(赤道几内亚)、第 10 页(多

民族玻利维亚国)、第 12 页(科威特)、第 14 页(秘鲁)、第

16 页(波兰)、第 17 页(联合王国)和第 19 页(哈萨克斯坦)。 

瓜政府恢复并加快工作，以确保在 2019 年 1 月之前

完成选举改革。623 同样在这次会议上，安理会成员对

会议的举行发表了不同的意见。624 安理会一些成员认

为该国的国内危机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并

呼吁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625 但其他成员认为，审

议尼加拉瓜局势符合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首要责任。626 安理会成员进一步确认了区域组织在这

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627 

 2018 年 12 月 6 日，安理会在科特迪瓦分发概念

说明 628 之后，就国家、区域实体和联合国在预防和

解决冲突方面的作用举行了公开辩论。会上，安理会

听取了秘书长、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和西非国家经济

共同体委员会主席的通报。629 秘书长指出，对联合国

来说，预防本身就是目的，绝不应将其视为推动任何

其他政治议程的工具。他说，预防能挽救生命，并具

有经济意义。他还着重介绍了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的协

作，以及区域组织在实施全球多层面战略以应对未来

挑战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630 

–––––––––––– 

 623 S/PV.8340，第 2-3 页。 

 624 关于议程讨论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二节 C。 

 625 S/PV.8340，第 6-7 页(俄罗斯联邦)、第 7 页(科威特)、第

14 页(哈萨克斯坦)、第 15 页(埃塞俄比亚)、第 16-17 页(多

民族玻利维亚国)和第 18 页(中国)。关于讨论的进一步详

情，见第八部分第一节 B，“关于解释和适用《宪章》

第八章所涉专题事项的讨论”。 

 626 同上，第 8-9 页(联合王国)、第 10 页(法国)、第 11 页(荷

兰)和第 19 页(美国)。关于讨论的进一步详情，见第八部

分第一节 B。 

 627 同上，第 7 页(科威特)、第 8 页(联合王国)、第 9 页(秘鲁)、

第 11 页(荷兰)、第 13 页(波兰)和第 15 页(瑞典)。 

 628 S/2018/1064，附件。 

 629 见 S/PV.8414。 

 630 同上，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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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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4  

2018 年 7 月 18 日 

非洲联盟 

秘书长关于加

强联合国与非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

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

处主任、非洲联盟和平

13 个安理会

成员、a 所有

受邀者 

 

https://undocs.org/ch/S/PV.8314
https://undocs.org/ch/S/PV.8340
https://undocs.org/ch/S/PV.8340
https://undocs.org/ch/S/2018/1064
https://undocs.org/ch/S/PV.8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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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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联盟在非洲

和平与安全问

题上的伙伴关

系，包括关于

联合国驻非洲

联盟办事处工

作的报告 

(S/2018/678) 

与安全事务专员 

S/PV.8340  

2018 年 9 月 5 日 

尼加拉瓜局势  哥斯达黎加、尼

加拉瓜、委内瑞

拉玻利瓦尔共

和国 

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

办公厅主任、民间社会

领袖和尼加拉瓜国防

部前秘书长 

安理会全体

成员、所有

受邀者 b 

 

S/PV.8414  

2018 年 12 月 6 日 

国家、区域安

排和联合国在

预防和解决冲

突中的作用 

2018 年 11 月 28

日科特迪瓦常

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S/2018/1064) 

 42 位受邀者 c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委员会主席、欧洲联盟

驻联合国代表团代理

副团长 

秘书长、安

理会全体成

员、d 所有受

邀者 e 

 

 a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中国、赤道几内亚、法国、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荷兰、秘鲁、波兰、俄罗斯联邦、瑞典、美国和联

合王国。瑞典(安全理事会主席)由副外交大臣代表。赤道几内亚也代表科特迪瓦和埃塞俄比亚作了发言。 

 b 尼加拉瓜由外交部长代表。 

 c 阿根廷、阿塞拜疆、孟加拉国、比利时、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爱沙尼亚、格鲁吉亚、

德国、加纳、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肯尼亚、黎巴嫩、列支敦士登、马里、

摩洛哥、纳米比亚、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葡萄牙、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卢旺达、塞内加尔、新加坡、斯

洛伐克、南非、苏丹、土耳其、乌克兰、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越南。 

 d 科特迪瓦由外交部长代表。 

 e 爱尔兰由儿童和青年事务部长代表。挪威代表以 5 个北欧国家的名义作了发言；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以不结盟运

动的名义作了发言。欧洲联盟代表团代理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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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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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乌克兰作了发言。 

https://undocs.org/ch/S/2018/678
https://undocs.org/ch/S/PV.8340
https://undocs.org/ch/S/PV.8414
https://undocs.org/ch/S/2018/10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