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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非洲联盟驻中非共和国特别代表和欧洲联盟驻中非共和国军事培训团部队指挥官分别从中非共和国布阿尔和布鲁塞尔通过

视频参加会议。 

 c 非洲联盟驻中非共和国特别代表和欧洲联盟驻中非共和国军事培训团部队指挥官从班吉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d 科特迪瓦代表两次发言：一次是以安全理事会关于中非共和国的第 2127(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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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特别代表和非洲联盟驻中非共和国特别代表从班吉通过视频参加会议。欧洲对外行动署非洲事务执行主任从布鲁塞

尔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f 中国、科特迪瓦、法国、荷兰、俄罗斯联邦、联合王国和美国。 

 g 中国、科特迪瓦、法国、荷兰、波兰、俄罗斯联邦、瑞典和美国。科特迪瓦代表还代表赤道几内亚和埃塞俄比亚发言。荷

兰由其外交大臣代表。 

 h
 赞成：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法国、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荷兰、秘鲁、波兰、瑞典、

联合王国、美国；反对：无；弃权：中国、俄罗斯联邦。 

8.  几内亚比绍局势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几内亚比绍局

势举行了 5 次会议，并通过了 1 项决议。除了为通过

决定召开的 1 次会议外，所有其他会议均采用通报会

的形式。82 下表列有更多会议信息，包括与会者、发

言者和会议结果。 

 2018 年期间，安理会听取了负责几内亚比绍问题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综合

办事处(联几建和办)主任和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

的情况通报，他们介绍了几内亚比绍不断变化的政治

局势和为执行关于执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解决几

内亚比绍政治危机路线图的《科纳克里协定》所采取

的步骤。通报还重点介绍了定于 2018 年 11 月举行的

立法选举的准备工作，选举后来推迟到 2019 年 3 月。 

 在该项目下，建设和平委员会几内亚比绍小组

主席也向安理会通报了情况。他着重介绍了 2018 年

7 月 24 日至 27 日对比绍和葡萄牙的访问以及建设和

平委员会继续在几内亚比绍开展工作的情况，包括

向司法部门和民族和解工作提供支持、执行建设和

平委员会几内亚比绍一揽子计划、与区域和国际伙

伴协作支持打破该国的政治僵局，以及支持筹备立

法和总统选举。 

 安理会还听取了安全理事会关于几内亚比绍的

第 2048(201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关于他 2018年 6

–––––––––––– 

 82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月 25 日至 29 日访问比绍和科纳克里的情况通报。83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执行主任向安理会通报了在几内亚比绍打击贩毒

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工作情况。84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

体(西非经共体)区域妇女和平与安全网络发言人在通

报中重点介绍了民间社会，特别是妇女参与几内亚比

绍政治与和平进程的情况。85 

 安理会在 2018 年关于几内亚比绍局势的决定中

也处理了上述问题。2018 年 2 月 28 日，安理会一致

通过第 2404(2018)号决议，将联几建和办的任务期限

延长 12 个月，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86 在该决议中，

安理会呼吁执行战略审查团的有关建议，即联几建和

办需要调整当前工作重心，侧重于加强政治能力以支

持特别代表开展斡旋，并简化管理结构，鼓励联几建

和办更加切实有效地开展工作。87 在这方面，安理会

请联几建和办特别注重一系列优先事项，包括支持执

行《科纳克里协定》和西非经共体路线图，并通过斡

旋支持选举进程，以确保举行自由和可信的选举。安

理会还将支持国家当局加快完成对几内亚比绍宪法

–––––––––––– 

 83 S/PV.8337，第 4-5 页。 

 84 S/PV.8261，第 4 页。 

 85 S/PV.8337，第 8-10 页。 

 86 第 2404(2018)号决议，第 1 段。关于联几建和办的任务，

详见第十部分，第二节。 

 87 第 2404(2018)号决议，第 2 段。 

https://undocs.org/ch/S/RES/2127(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048(2012)
https://undocs.org/ch/S/RES/2404(2018)
https://undocs.org/ch/S/PV.8337
https://undocs.org/ch/S/PV.8261
https://undocs.org/ch/S/PV.8337
https://undocs.org/ch/S/RES/2404(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40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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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查列为优先事项。88 安理会申明，除了这些优先

事项外，联几建和办和特别代表将继续在一系列其他

问题上，包括加强民主机构和提高国家机关的能力方

面，协助、协调和领导国际努力，以确保实现持久和

平与稳定。89 

 安理会在其决定中还支持西非经共体努力确保

迅速解决危机，并表示注意到西非经共体决定对阻碍

执行《科纳克里协定》的各方实施制裁，同时促请几

内亚比绍利益攸关方严格尊重和遵守《协定》和西非

经共体路线图。90 安理会还欢迎国际伙伴根据几内亚

比绍政府确定的优先结构改革目标共同努力，加强合

作以支持政府，并确认建设和平委员会在加强这些努

–––––––––––– 

 88 同上，第 3 段。 

 89 同上，第 4 段。 

 90 同上，第 5 和 6 段。 

力以支持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的长期优先事项方面

所发挥的作用。91 

 在该决议中，安理会请秘书长在 3 个月内口头通

报该国政治和安全局势的最新情况，每 6 个月提交定

期报告，说明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在 9 个月内提交他

对联几建和办的评估，包括可能调整联合国在该国驻

留的备选办法和重新确定各项任务的优先次序。92 

 2018 年 12 月 6 日，秘书长提交了一份关于联几

建和办战略评估的特别报告，其中概述了建和办不迟

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撤出的三阶段办法，包括在比

绍设立一个由特别代表领导的精简斡旋特别政治任

务，重点是促进政治进程。93 

–––––––––––– 

 91 同上，第 16 段。 

 92 同上，第 28 段。 

 93 S/2018/1086。 

会议：几内亚比绍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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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 月 14 日 秘书长关于几内

亚比绍事态发展

和联合国几内亚

比绍建设和平综

合办事处活动的

报告 

(S/2018/110) 

 几内亚比绍、 

多哥 

负责几内亚比

绍问题秘书长

特别代表兼联

合国几内亚比

绍建设和平综

合办事处主任、

建设和平委员

会几内亚比绍

小组主席 

安理会全体成

员、所有受邀

者 a 

 

S/PV.8194， 

2018 年 2 月 28 日 

秘书长关于几内

亚比绍事态发展

和联合国几内亚

比绍建设和平综

合办事处活动的

报告 

(S/2018/110) 

科特迪瓦提出

的决议草案 

(S/2018/164) 

  5个安理会成员

(科特迪瓦、 

赤道几内亚、 

荷兰、俄罗斯 

联邦、美国) 

第 2404(2018)号决议 

15-0-0 

S/PV.8261 

2018 年 5 月 16 日 

  几内亚比绍 主管政治事务助

理秘书长、联合

国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执行主

任、建设和平委

员会几内亚比绍

小组主席 

安理会全体成

员、所有受邀者 b 

 

https://undocs.org/ch/S/2018/1086
https://undocs.org/ch/S/2018/110
https://undocs.org/ch/S/PV.8194
https://undocs.org/ch/S/2018/110
https://undocs.org/ch/S/2018/164
https://undocs.org/ch/S/RES/2404(2018)
https://undocs.org/ch/S/PV.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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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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V.8337 

2018 年 8 月 30 日 

秘书长关于几内

亚比绍事态发展

和联合国几内亚

比绍建设和平综

合办事处活动的

报告 

(S/2018/771) 

 几内亚比绍 秘书长特别代

表、建设和平委

员会几内亚比

绍小组主席、西

非国家经济共

同体(西非经共

体)区域妇女和

平与安全网络

发言人 

安理会全体成

员、c 所有受邀

者 d 

 

S/PV.8438 

2018 年12 月21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几内亚比绍建

设和平综合办事

处战略评估的特

别报告 

(S/2018/1086) 

 几内亚比绍 主管政治事务

助理秘书长、建

设和平委员会

几内亚比绍小

组主席 

安理会全体成

员、所有受邀者 

 

 a 多哥代表代表西非经共体发言。秘书长特别代表从比绍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b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从维也纳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c 赤道几内亚代表以安全理事会关于几内亚比绍的第 2048(201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言。 

 d 几内亚比绍由其总理代表。西非经共体区域妇女和平与安全网络发言人从比绍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9.  中部非洲区域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在题为“中部非

洲区域”的项目下举行了 3 次会议，并发表了 1 项主

席声明。除了为通过决定召开的 1 次会议外，所有其

他会议均采用通报会的形式。94 下表列有更多会议信

息，包括与会者、发言者和会议结果。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理会听取了负责中部非洲

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

(中非区域办事处)负责人的情况通报，他介绍了中非

区域办事处的活动、办事处与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

体(中非经共体)和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西萨

办)的持续合作以及办事处作为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

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秘书处开展的活动。特别代表向

安理会通报了中部非洲区域，特别是中非共和国和刚

果民主共和国长期武装冲突对安全及政治和社会经

–––––––––––– 

 94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济稳定造成的严重威胁，以及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

义在中部非洲区域的影响，特别是“博科圣地”和上

帝抵抗军持续发动袭击和侵犯人权的情况。特别代表

还向安理会通报了喀麦隆西北部和西南部地区的持

续暴力及其对邻国尼日利亚的影响，以及 2018 年该

区域正在进行的选举进程，特别是在布隆迪、乍得、

加蓬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安理会还听取了中非经共体秘书长的通报，内容

涉及中非经共体参与中非共和国非洲和平与和解倡

议、在中部非洲区域办的支持下制定打击恐怖主义的

次区域战略以及几内亚湾海上安保区域间协调中心

的启用情况。95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业务和宣

传司司长也于 2018 年向安理会通报了情况，指出中

部非洲区域的人道主义危机加剧，并强调了该区域人

–––––––––––– 

 95 S/PV.8284，第 4-6 页。 

https://undocs.org/ch/S/PV.8337
https://undocs.org/ch/S/2018/771
https://undocs.org/ch/S/PV.8438
https://undocs.org/ch/S/2018/1086
https://undocs.org/ch/S/RES/2048(2012)
https://undocs.org/ch/S/PV.82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