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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布隆迪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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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9 

2018 年 2 月 26 日 

秘书长关于布隆

迪局势的报告

(S/2018/89) 

 布隆迪 秘书长布隆迪问题特

使、建设和平委员会布

隆迪国别小组主席 

6 个安理会成员，a 

所有受邀者 

 

S/PV.8223 

2018 年 4 月 5 日 

     S/PRST/2018/7 

S/PV.8268 

2018 年 5 月 24 日 

  布隆迪 秘书长布隆迪问题特

使、建设和平委员会布

隆迪国别小组主席 

安理会全体成员，所

有受邀者 

 

S/PV.8325 

2018 年 8 月 9 日 

  布隆迪 秘书长布隆迪问题特使 安理会全体成员，所

有受邀者 

 

S/PV.8408 

2018 年11 月21 日 

秘书长关于布隆

迪局势的报告

(S/2018/1028) 

 布隆迪 秘书长布隆迪问题特

使、建设和平委员会布

隆迪国别小组主席 

安理会全体成员，所

有受邀者 

 

 a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和秘鲁。 

5.  大湖区局势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大湖区局势举

行了一次会议，以情况通报的形式进行。51 2018 年，

安理会未就此项目通过任何决定。下表列有更多会议

信息，包括受邀者和发言者。 

 2018 年 4 月 10 日，秘书长提出最近一次报告 52 

后，安理会听取了秘书长大湖区问题特使关于其办公

室支持执行《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该区域的和平、安全

与合作框架》的活动的情况通报。特使表示，其办公

室将重点置于几个关键领域，特别是应对武装团体在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活动，支持布隆迪和刚果民主

共和国的和平对话和选举进程，处理冲突的根源，包

括持续非法开采和买卖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自然

资源和侵犯人权行为，以及该区域的人道主义局势。

特使还向安理会通报了为消除该区域各国之间的不

信任和为当前的人道主义危机找到可持续区域解决

办法所作的努力。53  

–––––––––––– 

 51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52 S/2018/209。 

 53 S/PV.8227，第 2-4 页。 

 刚果共和国代表，代表和平、安全与合作框架区

域监督机制主席，也向安理会通报了 2017 年 10 月 19

日在布拉柴维尔举行的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最近一

次首脑会议和区域监督机制高级别会议的结论。在这

方面，他向安理会通报了已确定的优先事项。他强调

需要帮助稳定刚果民主共和国，使其成为该区域的和

平载体，并促请国际社会调动力量，加强和协调合作，

支持该区域各国努力落实《框架》。54  

 在随后的讨论中，安理会成员审视了《框架》签

署五周年之际的执行情况，强调了该框架对区域和平

与稳定的重要性。安理会成员还讨论了刚果民主共和

国即将举行的选举、布隆迪的布隆迪人之间对话和宪

法改革进程缺乏进展、武装团体特别是刚果民主共和

国东部地区武装团体构成的挑战、该区域的人道主义

局势以及非法贩运自然资源等问题。

–––––––––––– 

 54 同上，第 4-7 页。 

https://undocs.org/ch/S/PV.8189
https://undocs.org/ch/S/2018/89
https://undocs.org/ch/S/PV.8223
https://undocs.org/ch/S/PRST/2018/7
https://undocs.org/ch/S/PV.8268
https://undocs.org/ch/S/PV.8325
https://undocs.org/ch/S/PV.8408
https://undocs.org/ch/S/2018/1028
https://undocs.org/ch/S/2018/209
https://undocs.org/ch/S/PV.8227


 

第一部分. 审议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 

和平与安全职责范围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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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大湖区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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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7 

2018年4月10日 

秘书长关于《刚果民

主共和国和该区域

的和平、安全与合作

框架》执行情况的报

告(S/2018/209) 

 刚果共和国 秘书长大湖区问题特使 安理会全体成

员，所有受邀者 

 

6.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刚果民主共和

国局势举行了 9 次会议，并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

了两项决议。为通过安理会决定召开了两次会议；其

他都是通报会。55 安理会还根据第 1353(2001)号决议，

与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

团)部队和警察派遣国举行了一次会议。56 下表列有

更多会议信息，包括与会者、发言者和会议结果。安

理会还于 10 月 5 日至 7 日对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了

访问。57 

 安理会定期听取了负责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秘书

长特别代表兼联刚稳定团团长的情况通报。其他通报

人包括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主管人道主义事

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秘书长大湖区问题特

使、刚果民主共和国主教会议代表和民间社会组织代

表。安理会还听取了安全理事会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

的第 1533(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情况通报。 

 在 2018 年情况通报和审议期间，安理会主要侧

重于选举进程和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全面和包容各

方的政治协议》的执行情况以及在该国安全局势和人

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的背景下继续发生的侵犯人权

行为。 

–––––––––––– 

 55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56 2018 年 3 月 6 日，在题为“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2001)

号决议附件二 A 和 B 节的规定与部队和警察派遣国举行

会议”的项目下举行；见 S/PV.8196。 

 57 关于安理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访问，详见第一部分，

第 33 节。 

 关于选举进程和《全面和包容各方的政治协议》

的执行情况，安理会成员讨论并密切关注定于 12 月

23 日举行的总统选举及国家和省级立法选举的筹备

工作，包括发布选举日历和选民和候选人登记进程，

以及在该国武装团体活跃的地区提供选举安全。选举

后来推迟到 2018 年 12 月 30 日举行。58 还讨论了联

刚稳定团为选举提供后勤支助的准备就绪情况。 

 2018 年期间，安理会还审议了该国总体安全局

势，特别是开赛省和东部地区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

其原因是族群间暴力和武装团体的活动，包括 2017

年 12 月 7 日民主同盟军在塞穆利基对平民、刚果民

主共和国武装部队和联刚稳定团发动的袭击，秘书长

对此作出回应，于 2018 年 1 月 5 日任命一名前助理

秘书长领导对这一事件进行特别调查。59 安理会讨论

了该国武装团体活跃地区发生的暴力和侵犯人权事

件，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事件以及针对平民的其他

暴力袭击事件。安理会的审议还涉及与政治权利有关

的侵犯人权行为，即继续限制政治空间、镇压和平示

威、任意逮捕，以及 2016 年 12 月 31 日政治协议设

想的建立信任措施的执行工作进展缓慢。 

 关于影响该国的人道主义危机，安理会成员具体

讨论了 45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和

770 多万人遭受严重粮食无保障的问题。3 月 19 日，

安理会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道主

–––––––––––– 

 58 2018 年 12 月 22 日，安理会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其中安

理会成员表示注意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全国独立选举委员

会推迟选举的决定。 

 59 S/PV.8153，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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