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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主席（法国）

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10月7日格鲁吉亚第一副外交部

长给秘书长的信和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9

在同次会议上，主席说，安全理事会成员磋商

后，授权他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10

安全理事会关心地注意到秘书长1992年10月7日关于格鲁

吉亚局势的报告。安理会感谢秘书长在该报告中提供的有用

资料。安理会对格鲁吉亚最近局势的恶化深为关切。安理会

呼吁所有各方立即停止战斗，遵守1992年9月3日在莫斯科签

署的协定，该协定确认应保证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规定实

现停火，各方承诺不使用武力，并构成一项全面政治解决的

基础。

安理会支持秘书长应格鲁吉亚政府要求决定再度派遣一

个代表团前往格鲁吉亚，该代表团由一位副秘书长率领，并

有若干秘书处人员随行，其中一些人将留在该地。安理会赞

同秘书长1992年10月7日来信中所提的任务。安理会等待着秘

书长在他的代表团从格鲁吉亚回来之后将要提出的报告，并

准备审议秘书长就联合国为支持执行1992年9月3日的协定如

何作出贡献计划提出的建议。

安理会注意到，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现任主席打算不久

后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格鲁吉亚，因此强调必须保证联合国

与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为恢复该地区和平所作努力彼此协

调。

9 S/24632和S/24633。

10 S/24637。

吉亚政府的请求，6再向该区域派遣一个由一位副秘

书长率领的联合国代表团。他建议，代表团向当事

方通报国际社会对这场战斗的严重关注，强调迫切

需要迅速和全面执行《莫斯科协定》，探讨联合国

如何支持执行该协定，包括通过部署民事和（或）

军事观察员。代表团中有几位观察员将留在格鲁吉

亚，作为联合国的初步存在。

1992年10月8日，格鲁吉亚国家委员会主席致函

安全理事会主席，7报告说，根据从阿布哈兹可靠来

源得到的资料，当时正在发生大规模处决格鲁吉亚

平民、大肆实施酷刑、强奸和其他暴行。他呼吁安

理会考虑设立一个战争罪行委员会，收集可能在格

鲁吉亚实施的暴行的证据。

在1992年10月8日举行的第3121次会议上，安理

会将格鲁吉亚第一副外交部长1992年10月6日的信列

入其议程。8通过议程后，安理会应格鲁吉亚代表的

6 1992年10月2日格鲁吉亚国家委员会副主席给秘书长的

信，请他举行一次安全理事会会议，审议“格鲁吉亚/阿布哈

兹一个地区的局势”(S/24626,附件一)。

7 S/24641。

8 S/24619。

19.  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局势

初步程序

1992年5月9日，阿塞拜疆代表致函安全理事会

主席，1转交阿塞拜疆总统就“亚美尼亚部队加紧进

攻，使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出现严重局势”发

表的声明。阿塞拜疆代表指出，这些进攻导致舒沙

市被占和被毁，造成重大伤亡。他说，这次大规模

进攻是在空军和坦克支援下进行的，公然侵犯阿塞

拜疆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对和平构成极其严重的威

胁。因此他提请安理会紧急注意这一“十分严重的

局势”。

阿塞拜疆总统介绍了舒沙市这一阿塞拜疆古老

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中心遭到轰炸的情况，并指出，

亚美尼亚部队切断了该市与阿塞拜疆其他地方连接

的唯一公路。最近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伊朗伊斯

1 S/23894。

兰共和国在德黑兰举行三方会议，一致同意必须制

止流血事件，而这次挑衅事件严重损害了这次会议

的结果。总统认为，事实昭然：坎肯迪的一部分分

离主义者和狂热民族主义者及其不仅来自亚美尼亚

的保护者，“以人民的命运为儿戏，继续凭借武

力，鼓吹憎恨和战争”。联合国、欧洲安全和合作

会议（欧安会）和其他国际组织以及一些国家元首

正寻求使卡拉巴赫的局势和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边

界的局势正常化，然而，分裂主义者新的冒险行动

使得这些维持和平努力付之东流。总统警告说，如

果该圣城遭到毁坏或攻占，势必会“引起相应的反

应”，舒沙的战斗可能会演变成大规模冲突。他呼

吁欧安会、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和独立国家联

合体其他各国、土耳其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等国总

统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约束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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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最新报道。违反停火协定的事件及其对该区域各国所造

成的后果。违反停火协定的事件已造成许多人丧生以及广泛

的物质破坏。

安全理事会成员赞许和支持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

安会）的架构内进行的努力，以及为协助各当事方达成和平

解决办法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其他努力。

成员们欢迎秘书长紧急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该区域，进

行事实调查并研究如何迅速支援在欧安会架构之内进行努

力，以协助各当事方达成和平解决办法。代表团将包括一个

技术组成部分，以研究国际社会如何迅速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

安全理事会成员吁请所有有关各方采取一切必要步骤，

以期结束暴力、协助秘书长的代表团的工作、并且确保代表

团人员的安全。成员们回顾1992年1月29日和1992年2月14日

安理会主席代表成员们所作的关于接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声明，特别是其中举出和平解决争端和不

使用武力的《宪章》原则。

1992年6月1日，阿塞拜疆代表致函安全理事会

主席，5指控亚美尼亚武装部队在阿塞拜疆的亚美

尼亚境内飞地纳希切万的最近事件中使用了化学武

器。1992年6月8日，亚美尼亚代表致函秘书长，6否

认关于该国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并请求派遣一个

专家小组前往冲突地区评估局势。

1992年6月11日，阿塞拜疆代表在给秘书长和安

全理事会主席同文信7中报告说，已经向5月底前往阿

塞拜疆的联合国实况调查团提供了36份文件。这些

函件的附件表明，其中一些文件涉及阿塞拜疆卫生

部对化学武器使用情况的测试结果。阿塞拜疆请求

将实况调查团的报告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8

它还请求，按照《宪章》第三十二条，阿塞拜疆的

代表作为调查团的发起者，应有机会参加安理会讨

论该报告的会议并发言。

秘书长在1992年7月24日给安全理事会的说明9中

回顾，在1992年6月19日的非正式磋商中，他通知安

理会，决定派遣一个调查团前往该区域，调查阿塞

拜疆提出的关于1992年4月和5月亚美尼亚武装部队

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在其说明中，他转交了1992

5 S/24053。

6 如秘书长在1992年7月24日的说明（S/24344）中报

告。

7 S/24103。

8 1992年6日17日阿塞拜疆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4112)

中重申了这项请求。

9 S/24344。

1992年5月11日，亚美尼亚代表致函安全理事会

主席，2转交了亚美尼亚总统5月9日的一封信，请求

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讨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境内冲突升级的问题，对亚美尼亚和纳戈尔诺-卡拉

巴赫的继续封锁，以及该区域面临潜在外来干预威

胁的问题。亚美尼亚总统在信件中指出，亚美尼亚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35条第1项的规定，提请安理

会注意这一局势。虽然亚美尼亚并不是纳戈尔诺-卡

拉巴赫与阿塞拜疆共和国之间争端的一方，但亚美

尼亚遭到阿塞拜疆的跨界袭击和非法封锁。因此，

亚美尼亚共和国特别请求安全理事会：(a) 向纳戈

尔诺-卡拉巴赫派遣维持和平部队；以及(b) 命令采

取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迫使解除经济封锁，维持

和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保护人权。亚美尼亚

还请求安全理事会采取措施，确保联合国所有会员

国恪守其根据《宪章》所承担的义务，不对该区域

进行任何干涉。最后，亚美尼亚总统回顾，最近通

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调解努力，纳戈尔诺-卡拉巴

赫与阿塞拜疆已同意停火，无论多么短暂。但他认

为，这些协议是不够的；如果要使纳戈尔诺-卡拉巴

赫居民相信各项停火将得到尊重、永久和平进程将

能实现以及人权将得到保障，则部署一支国际维持

和平部队至关重要。亚美尼亚深信，如果没有只有

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才能提供的国际保障，冲突将

会继续升级，严重危及该区域乃至全世界的安全。

1992年5月12日(第3072次会议）的决定： 

主席声明

在1992年5月12日举行的第3072次会议上，安理

会将题为“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局势”的项目

以及阿塞拜疆代表和亚美尼亚代表分别于1992年5月

9日和11日发出的信件列入议程。安理会在同次会议

上审议了这一项目。

主席（奥地利）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议程上关于

这一项目的另外两份文件。3他随后指出，安理会成

员磋商后，授权他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4

安全理事会成员深深关切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局势恶

2 S/23896。

3 1992年3月13日乌克兰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3716)；

以及1992年3月27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3760）。

4 S/23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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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争端，并协助推动已经取得成果的欧安会框架

内的谈判进程。他还说，该国极为重视联合国为协

助解决这场冲突所作的努力：秘书长向该地区派遣

了两个代表团，安全理事会核准了欧安会的行动。

这确实加强了阿塞拜疆对于在欧安会框架内实现和

平解决的信念，也使它重点努力以求扩大已经在这

个区域组织范围内取得的成果。

1992年8月26日，在安理会成员磋商后，主席(中

国)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12

安全理事会成员对最近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局势恶

化，造成人命惨重损失和物质普遍破坏的各项报道，表示十

分关切。

安理会成员强烈呼吁当事各方和其他有关方面立即停

火，并支持在欧安会的范围内举行的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

赫问题的明斯克会议以及在罗马举行的筹备谈判所作的各项

努力。各成员敦促当事各方和其他有关方面与欧安会密切合

作，并积极参与这些谈判，以期尽早使争端得到和平解决。

各成员注意到，秘书长已派遣实况调查团前往该区域，并准

备派观察员出席上述的欧安会谈判。安理会成员将在适当的

时候，根据该区域局势的发展，进一步审议联合国在纳戈尔

诺-卡拉巴赫所能发挥的作用。

1992年10月27日(第3127次会议)的决定： 

主席声明

1992年10月12日，亚美尼亚代表致函安全理事

会主席，13请求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审议联合国直

接参与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建立和平的努力。他表

示，亚美尼亚全力支持欧安会的努力，特别是明斯

克进程的努力，但指出，8月在其主持下，停火协定

并未谈判成功。然而，在欧安会和平进程支持下，9

月21日在俄罗斯联邦索契，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

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代表举行会议，签署了一

项停火协定，从9月26日起生效。尽管这项协定已经

遭到严重违反，但亚美尼亚认为，如果建立有效机

制，就有希望成功地执行停火协定。阿塞拜疆表示

愿意缔结一项持久的停火协定，并按照索契协定接

受派驻该地区的观察员，该代表对此表示支持。亚

美尼亚确信，是联合国直接介入的适当时候了，呼

吁联合国运用其经验和已有机制来签订和执行持久

的停火协定。亚美尼亚具体请求秘书长尽快指定一

12 S/24493。

13 S/24656。

年7月4日至8日期间访问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专家

团的报告。他注意到，这些专家确定，没有人向调

查团提出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

1992年8月26日的决定： 

主席声明

1992年8月20日，亚美尼亚代表致函安全理事会

主席，10提请注意亚美尼亚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

迅速恶化和危险的局势以及欧安会谈判未能达成有

效的停火协定。他请求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

审议稳定局势的具体步骤。

亚美尼亚代表在信中报告，在纳戈尔诺-卡拉巴

赫和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边境地区继续发生激烈战

斗。他声称阿塞拜疆继续炮轰首府和纳戈尔诺-卡

拉巴赫一个地区的平民；与此同时阿塞拜疆正在对

亚美尼亚本身展开“侵略攻击”，试图使亚美尼亚

直接卷入冲突。1992年1月以来在欧安会主持下展开

谈判的进展甚微。该代表回顾，5月12日总统发表声

明以后，秘书长于5月底向该地区派遣一个实况调查

团，安全理事会在6月22日的磋商会上讨论了调查团

的报告。他声称，在这些磋商会上，安理会成员重

申支持欧安会的努力，并决定研究向纳戈尔诺-卡拉

巴赫派遣观察员的问题，秘书长已决定向欧安会谈

判派遣观察员。然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情况

已经进一步恶化，亚美尼亚认为，没有联合国积极

和直接参与和平谈判，就不会取得具体进展。亚美

尼亚重申认为要结束战斗就有必要派遣维持和平部

队。它建议，作为第一步，应向纳戈尔诺-卡拉巴

赫派遣联合国观察员，以谈判达成一项持久的停火

协定；作为第二步，将维持和平部队部署在纳戈尔

诺-卡拉巴赫及其周围地区和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边

界，同时进行谈判以解决冲突。这些部队可以由联

合国、欧安会或任何其他适当的国际组织单独或联

合发起。

1992年8月25日，阿塞拜疆代表致函安全理事会

主席，11转交8月24日阿塞拜疆外交部长发来的关于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冲突现状的电文。该部长

指称，亚美尼亚正在继续进行“对阿塞拜疆的武装

侵略”。他还指出，阿塞拜疆仍然决心致力于和平

10 S/24470。

11 S/24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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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主席说，在安理会成员磋商后，授权他代

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16

安全理事会深切关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及其附近的严重

局势仍在继续，导致物资和人命损失，尽管1992年9月21日曾

在索契缔结停火协定。

安理会重申其1992年8月26日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局

势的声明的内容，尤其是支持明斯克会议在欧洲安全和合作

会议的范围内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所进行的各项努力。

安理会强烈呼吁所有各方和其他有关各方立即执行停火，并

解除所有的封锁。安理会呼吁立即重开明斯克会议，并依照

主席的议事规则展开政治谈判。安理会促请所有各方和其他

有关各方同欧安会密切合作，并积极参加明斯克会议，以期

就各方的争端尽速达成全面解决办法。

安全理事会很高兴秘书长有意派遣一位代表前往该区域，

研究联合国在支持欧安会的努力以及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

能够作出的贡献。

16 S/24721。

名特别代表并派遣联合国观察组到该地区，协助当

事各方达成停火协定并监察此后的局势。14

在1992年10月27日举行的第3127次会议上，安

理会将1992年10月12日亚美尼亚代表的信列入议

程。安理会在同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一项目。

主席（法国）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1992年10月

24日阿塞拜疆代表的信，15其中阿塞拜疆重申仍然赞

成按照欧安会阐述的原则和平解决争端，并对加速

欧安会框架内的争端解决进程表示乐观。

14 另见1992年10月15日阿塞拜疆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S/24671）。

15 S/24713。

20. 有关前南斯拉夫境内局势的项目

初步程序

A. 1991年9月19日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1年9月19日加拿大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1年9月20日匈牙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1年9月24日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1年9月25日（第3009次会议）的决定： 

第713（1991）号决议

奥地利代表在1991年9月19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1中请安全理事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紧急审

议不断恶化的引起整个区域严重关切的南斯拉夫境

内局势。

加拿大和匈牙利代表分别在1991年9月19日和20

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2中指出，鉴于南斯拉夫境

内局势日益恶化，这种情况的发展可能会危及世界

1 S/23052。

2 S/23052和S/23057。

和平与安全的维持，因此请求紧急召开安全理事会

会议讨论此事。

南斯拉夫代表在1991年9月24日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3中表示，他本国政府欢迎根据比利时、法

国和联合王国的倡议作出决定，召开一次安理会会

议，讨论南斯拉夫境内局势。他又说，南斯拉夫外

交部长希望亲自参加安理会会议，并希望安理会能

够在该次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草案，以促进当前为

所有南斯拉夫人得到和平而作出的各种努力。

在1991年9月25日举行的第3009次会议上，安理

会将奥地利、加拿大、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代表的信

列入议程。

主席（法国）代表安理会深切感谢下列安理会

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出席该次会议：奥地利、中国、

古巴、厄瓜多尔、印度、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联合王国、美国和津巴布韦。他应

南斯拉夫代表要求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3 S/230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