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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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ndocs.org/ch/S/PV.8227
https://undocs.org/ch/S/2018/209
https://undocs.org/ch/S/RES/1353(2001)
https://undocs.org/ch/S/RES/1533(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353(2001)
https://undocs.org/ch/S/RES/1353(2001)
https://undocs.org/ch/S/PV.8196
https://undocs.org/ch/S/PV.8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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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局势，包括该国的性暴力“流行病”以及妇女的安

全和人道主义局势。会上，安理会听取了主管人道主

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脆弱的土著妇女

和家庭妇女组织协调员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主教会议

秘书长的情况通报。60 2018 年，安理会成员还讨论了

5 月和 8 月在该国不同地区宣布的两次埃博拉疫情及

其对选举的影响、与武装团体在受影响地区的活动有

关的安全局势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的交付情况。安理会

还在题为“非洲和平与安全”的项目下审议了埃博

拉疫情对该国人道主义局势的影响。61 

 此外，安理会成员讨论了根据联刚稳定团保护平

民和支持执行 2016 年 12 月 31 日政治协议和选举进

程的优先任务调整稳定团的配置及其活动，并讨论了

其保护联合国人员的任务。会上提到了稳定团根据秘

书长 2017 年对联刚稳定团的战略审查采取“通过投

送力量提供保护”的战略执行保护任务。62 在这方

面，安理会通过第 2409(2018)号决议，将联刚稳定团

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并授权

联刚稳定团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执行任务。63 

–––––––––––– 

 60 S/PV.8207。 

 61 更多信息见第一部分，第 12 节。 

 62 见 S/2017/826。 

 63 第 2409(2018)号决议，第 29 和 35 段。关于联刚稳定团

的任务，详见第十部分，第一节。关于安理会在本文件

 此外，2018 年期间，安理会重点关注第 1533(2004)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工作。2018 年 5 月 20 日，刚果

民主共和国问题专家组提交了最后报告供安理会注

意。专家组在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安全局势没有改

善，并提出了两大令人关切的因素，即维和人员面临

严重袭击，武装行为体继续利用选举进程的拖延来推

进暴力行为。64 在这方面，安理会第 2424(2018)号决

议续延了制裁措施，并延长了专家组的任务期限。65 

在 7 月份的一次会议上，委员会主席通报了委员会

2018 年前 6 个月的活动情况，包括在制裁名单中增加

了 4 名个人。66 继延长专家组的任务期限后，2018

年 12 月 18 日，专家组根据第 2424(2018)号决议向安

理会转递了中期报告，其中重点介绍了北基伍省和南

基伍省四个县的情况，专家组在这些县记录了与其任

务相关的调查结果，同时也确认该国总体安全局势仍

然不稳定。67 

–––––––––––– 

所述期间根据《宪章》第四十二条采取措施维护或恢复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定，详见第七部分，第四.A 节。 

 64 S/2018/531。 

 65 第 2424(2018)号决议，第 1 和 3 段。关于针对刚果民主

共和国的制裁措施，详见第七部分，第三节。关于第

1533(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和专家组的任务，详见第九

部分，第一.B 节。 

 66 S/PV.8318，第 4 页。 

 67 S/2018/1133。 

会议：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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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和表决情况 

(赞成-反对-弃权) 

       
S/PV.8153 

2018 年 1 月 9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组

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

定特派团的报告 

(S/2018/16) 

 刚果民主 

共和国 

主管维持和平行

动副秘书长 

9 个安理会成

员、a 所有受

邀者 

 

S/PV.8198 

2018 年 3 月 7 日 

秘书长关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政治协议执行

进展情况的报告 

(S/2018/128)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组

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

定特派团的报告 

(S/2018/174) 

 刚果民主 

共和国 

负责刚果民主共

和国问题秘书长

特别代表兼联合

国组织刚果民主

共和国稳定特派

团团长 

安理会全体

成员、所有受

邀者 b 

 

https://undocs.org/ch/S/RES/2409(2018)
https://undocs.org/ch/S/PV.8207
https://undocs.org/ch/S/2017/826
https://undocs.org/ch/S/RES/2409(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1533(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33(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2424(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424(2018)
https://undocs.org/ch/S/2018/531
https://undocs.org/ch/S/RES/2424(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1533(2004)
https://undocs.org/ch/S/PV.8318
https://undocs.org/ch/S/2018/1133
https://undocs.org/ch/S/PV.8153
https://undocs.org/ch/S/2018/16
https://undocs.org/ch/S/PV.8198
https://undocs.org/ch/S/2018/128
https://undocs.org/ch/S/201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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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96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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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和表决情况 

(赞成-反对-弃权) 

       S/PV.8207 

2018 年 3 月 19 日 

  刚果民主 

共和国 

主管人道主义事

务副秘书长兼紧

急救济协调员、

脆弱的土著妇女

和家庭妇女组织

协调员和刚果民

主共和国主教会

议秘书长 

安理会全体

成员、所有受

邀者 

 

S/PV.8216 

2018 年 3 月 27 日 

秘书长关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政治协议执行

进展情况的报告 

(S/2018/128)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组

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

定特派团的报告 

(S/2018/174) 

法国提出的决

议草案 

(S/2018/260) 

刚果民主 

共和国 

 7 个安理会成

员、c 所有受

邀者 

 

S/PV.8300 

2018 年 6 月 29 日 

2018 年 5 月 20 日刚果

民主共和国问题专家

组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S/2018/531) 

法国提出的决

议草案 

(S/2018/643) 

    

S/PV.8318 

2018 年 7 月 26 日 

2018 年6 月1 日秘书长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18/528) 

2018 年 5 月 20 日刚果

民主共和国问题专家组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18/531)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组

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

定特派团的报告 

(S/2018/655) 

2018 年 7 月 18 日秘书

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S/2018/727) 

 刚果民主 

共和国 

秘书长特别代

表、妇女协力援

助性暴力受害者

理事会主席 

安理会全体

成员、d 所有

受邀者 e 

 

S/PV.8331 

2018 年 8 月 27 日 

2018 年8 月7 日秘书长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18/762) 

 刚果民主 

共和国 

秘书长特别代

表、刚果民主共

和国主教会议主

席、“没有女人

就没有一切”发

言人 

13 个安理会

成员、 f 所有

受邀者 g 

 

S/PV.8370 

2018年 10月 11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组

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

定特派团的报告 

(S/2018/882) 

 刚果民主 

共和国 

秘书长特别代

表、秘书长大湖

区问题特使 

安理会全体

成员、所有受

邀者 h 

 

https://undocs.org/ch/S/PV.8207
https://undocs.org/ch/S/PV.8216
https://undocs.org/ch/S/2018/128
https://undocs.org/ch/S/2018/174
https://undocs.org/ch/S/2018/260
https://undocs.org/ch/S/PV.8300
https://undocs.org/ch/S/2018/531
https://undocs.org/ch/S/2018/643
https://undocs.org/ch/S/PV.8318
https://undocs.org/ch/S/2018/528
https://undocs.org/ch/S/2018/531
https://undocs.org/ch/S/2018/655
https://undocs.org/ch/S/2018/727
https://undocs.org/ch/S/PV.8331
https://undocs.org/ch/S/2018/762
https://undocs.org/ch/S/PV.8370
https://undocs.org/ch/S/2018/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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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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的邀请和其他

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表决情况 

(赞成-反对-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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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86) 

S/PV.8397 

2018年 11月 13日 

  刚果民主 

共和国 

秘书长特别代

表、刚果诉诸司

法协会代表 

安理会全体

成员、所有受

邀者 i 

 

 a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法国、科威特、荷兰、秘鲁、波兰和瑞典。 

 b 刚果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和区域一体化部长代表该国出席会议。 

 c 中国、法国、荷兰、俄罗斯联邦、瑞典、联合王国和美国。荷兰(安理会主席)由其外交大臣代表。 

 d 科威特代表两次发言：一次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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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发言，另一

次是以本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e 秘书长特别代表从金沙萨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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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王国

和美国。赤道几内亚代表还代表科特迪瓦和埃塞俄比亚发言。 

 g 秘书长特别代表和“没有女人就没有一切”发言人从金沙萨通过视频参加会议，刚果民主共和国主教会议主席从基桑加尼

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h 秘书长特别代表和秘书长大湖区问题特使分别从金沙萨和亚的斯亚贝巴参加会议。 

 i 刚果诉诸司法协会代表从金沙萨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7.  中非共和国局势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中非共和国局

势举行了 7 次会议，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了 3 项

决议，并发表了 1 项主席声明。除了为通过安理会决

定召开的 3 次会议外，2018 年的所有会议均采用通报

会的形式。68 安理会还根据第 1353(2001)号决议与联

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中非稳定团)部队

和警察派遣国举行了一次会议。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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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按照第 2387(2017)号决议规定的

四个月报告时间表，定期听取了负责中非共和国问题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中非稳定团团长的情况通报。安理

–––––––––––– 

 68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69 2018 年 10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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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74。 

会还听取了非洲联盟驻中非共和国特别代表、欧洲联

盟驻中非共和国军事培训团部队指挥官和欧洲对外

行动署非洲事务执行主任的情况通报。 

 通报的重点是该国的安全局势和在班吉以外扩

展和巩固国家权力的情况、中非稳定团的优先事项，

包括加强对平民的保护，以及欧洲联盟军事培训团与

中非稳定团合作培训和部署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的

情况。通报还重点介绍了中非共和国的政治局势和非

洲和平与和解倡议的进展情况，以及加强国家司法机

构和筹备设立特别刑事法庭的情况。安理会还听取了

关于该国持续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的通报，包括人口

流离失所和持续存在的对维和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

者的袭击。此外，安理会听取了建设和平委员会中非

共和国小组主席介绍该小组为支持中非共和国政府

而开展的工作和采取的举措，包括为设立特别刑事法

https://undocs.org/ch/S/2018/886
https://undocs.org/ch/S/PV.8397
https://undocs.org/ch/S/RES/1533(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353(2001)
https://undocs.org/ch/S/RES/2387(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1353(2001)
https://undocs.org/ch/S/RES/1353(2001)
https://undocs.org/ch/S/PV.83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