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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间局势

初步程序

1998年6月26日(第3895次会议)的决定： 

第1177(1998)号决议

1998年6月26日，安全理事会根据事先磋商达

成的谅解举行第3895次会议，无异议地将题为“厄

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间局势”的项目列入议程。

议程通过后，主席(葡萄牙)应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

比亚代表的请求，经安理会同意，邀请他们参加讨

论，但无表决权。

在同次会议上，主席提请安理会注意在安理会

事先磋商过程中编写的决议草案。1 主席还提请安理

会注意以下文件：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代表就

局势发表各自看法的信；2 津巴布韦和肯尼亚代表的

信，其中转递非洲统一组织的决议和声明；1998年
6月9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的信，3 其

中转递欧洲联盟关于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边界争

端的声明；1998年6月10日卢旺达和美国代表的信，4  

其中转递卢旺达-美国调解小组的总体执行计划和建

议；以及1998年6月22日布基纳法索代表的信，5 其

中转递关于非洲统一组织组团访问埃塞俄比亚和厄

立特里亚协助和平解决冲突的新闻稿。

在同次会议上，决议草案付诸表决并获得一致

通过，成为第1177(1998)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表示严重关切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冲突、对

该区域引起的政治、人道主义和安全问题及其对两国平民的

影响，

申明所有会员国对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承诺，

申明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并强调使用武装力量作为解

决领土争端或改变当地情况的手段是不能接受的，

1 S/1998/572。
2 厄立特里亚：S/1998/459，S/1998/478，S/1998/ 

482，S/1998/483，S/1998/492，S/1998/499，S/1998/ 
505，S/1998/508，S/1998/536/，S/1998/541和S/1998/556。
埃塞俄比亚：S/1998/467，S/1998/471，S/1998/490，S/1998/ 
493，S/1998/521，S/1998/551，S/1998/552和S/1998/565。

3 S/1998/495。
4 S/1998/496。
5 S/1998/555。

注意到埃塞俄比亚政府和厄立特里亚政府正式声明，保

证停止在冲突中使用和威胁使用空袭，这有助于继续作出达

成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减少对平民以及经济和社会基础设

施的威胁，并使正常经济活动、包括商业运输得以恢复，

注意到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牢固的传统关系，

欢迎埃塞俄比亚政府和厄立特里亚政府的正式声明，表

示两国有共同的最终目标，即根据相互同意并具有约束力的

安排，划定和界定两国共同边界，同时考虑到《非洲统一组

织宪章》、殖民地时期的条约和适用于这些条约的国际法，

注意到1998年6月5日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特别会议通过

的决议，

赞扬非统组织以及其他各方与非统组织合作为达成和平

解决冲突所作的努力，

1. 谴责使用武力，并要求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和不

再使用武力；

2. 欢迎双方对暂停使用和威胁使用空袭的承诺；

3. 促请双方竭尽所能达成和平解决争端；

4. 表示强烈支持1998年6月10日非统组织国家元首和政

府首脑会议的决定，以及非统组织国家元首的任务和努力，

并敦促非统组织尽快采取后续行动；

5. 吁请双方与非统组织全力合作；

6. 还吁请双方避免采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任何步

骤，例如挑衅性的行动或言论，并采取建立彼此信任的步

骤，包括保证对方国民的权利及安全；

7. 请秘书长为支持和平解决冲突提供斡旋，并随时预

备为此目的审议其他建议；

8. 请秘书长向双方提供技术支助，协助将来划定和界

定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共同边界，并为此目的设

立信托基金和促请所有会员国向该基金捐款；

9.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1999年1月29日(第3973次会议)的决定： 

第1226(1999)号决议

1999年1月29日，安全理事会根据事先磋商达成

的谅解举行第3973次会议，主席(巴西)应埃塞俄比

亚代表的请求，经安理会同意，邀请他参加讨论，

但无表决权。

在同次会议上，主席提请安理会注意在安理

会事先磋商过程中编写的决议草案，6 以及以下文

6 S/19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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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1999年1月12日和15日厄立特里亚代表关于埃塞

俄比亚“意图发动战争”的信；7 1999年1月11日厄立

特里亚代表给秘书长的信，8 其中转递关于埃塞俄比

亚拘留营中厄立特里亚人死亡情况的新闻稿；1999
年1月13日和25日埃塞俄比亚代表的信，9 其中转递

关于厄立特里亚非法占领埃塞俄比亚领土的新闻

稿；以及1999年1月18日德国代表的信，10 其中转递

1999年1月16日欧洲联盟关于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

亚间冲突的声明。

在同次会议上，决议草案付诸表决并获得一致

通过，成为第1226(1999)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重申其1998年6月26日第1177(1998)号决议，

对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及

两国共同边界沿线不断升级的兵力集结表示严重关切，

注意到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的武装冲突会对两

国人民和整个区域产生毁灭性影响，

确认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两国政府过去八年的复兴

和重建努力为非洲其余国家带来了希望，这一切都将受到武

装冲突的威胁，

赞扬有关国家和区域机构为促进和平解决埃塞俄比亚和

厄立特里亚的边界争端所作的努力，

1. 表示坚决支持非洲统一组织的调停努力和1998年12
月17日非统组织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机制中央机关首脑会

议核可的《框架协定》，并肯定非统组织《框架协定》为双

方的和平提供最佳的希望；

2. 赞同秘书长决定派遣非洲问题特使前往该区域支持

非统组织的努力；

3. 强调至关重要的是接受非统组织的《框架协定》，

并呼吁与非统组织合作，刻不容缓地充分执行《框架协定》

的所有规定；

4. 欢迎埃塞俄比亚接受非统组织的《框架协定》；

5. 欢迎厄立特里亚参与非统组织的进程，注意到非统

组织答复了厄立特里亚关于澄清《框架协定》的要求，在这

方面，强烈促请厄立特里亚接受《框架协定》作为刻不容缓

地和平解决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边界争端的基础；

6. 吁请双方采取旨在恢复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两

国政府和人民之间信任的政策，包括紧急采取措施改进人道

主义情况和尊重人权，以求减轻紧张局势；

7 S/1999/32和S/1999/43。
8 S/1999/34。
9 S/1999/36和S/1999/70。

10 S/1999/63。

7. 极力敦促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保持对和平解决

边界争端的承诺，最强烈地呼吁它们尽量克制，不采取任何

军事行动；

8. 欢迎秘书长继续努力支持非统组织的和平进程；

9.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1999年2月10日(第3975次会议)的决定： 

第1227(1999)号决议

1999年2月10日，安全理事会根据事先磋商达成

的谅解举行第3975次会议，主席(加拿大)应厄立特

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代表的请求，经安理会同意，邀

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在同次会议上，主席提请安理会注意在安理

会事先磋商过程中编写的决议草案，11 以及以下文

件：1999年1月29日、2月5日和8日厄立特里亚代表的

信，12 其中通知安理会埃塞俄比亚的侵略行为并请求

安理会进行谴责；1999年2月2日、4日、5日和9日埃

塞俄比亚代表的信，13 其中通知安理会厄立特里亚的

侵略行为并呼吁国际社会施压以使其接受非洲统一

组织的提议；以及1999年2月8日布基纳法索代表的

信，14 其中转递非统组织关于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

亚间争端的声明。

在同次会议上，埃塞俄比亚代表表示，厄立特

里亚侵略埃塞俄比亚并以武力占领埃塞俄比亚领土

已有九个月。虽然作为主权国家有权进行自卫，但

他认定埃塞俄比亚已选择寻求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

机。他指出，正如安理会所知，埃塞俄比亚已接受

安理会在1999年1月29日第1226(1999)号决议中给予

充分支持的非统组织框架协定。他还指出，厄立特

里亚不仅破坏和拒绝所有和平提议，还采取挑衅性

军事行动，为的是制造一个全面危机的气氛，将国

际社会的注意力从厄立特里亚撤出埃塞俄比亚领土

这个核心问题上转移开。他提请安理会注意他1999
年2月4日和5日的信，15 并通知安理会，考虑到厄

立特里亚对埃塞俄比亚的这些军事行动，埃塞俄比

亚政府别无选择，只有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

11 S/1999/133。
12 S/1999/97、S/1999/117和S/1999/128。
13 S/1999/104、S/1999/115、S/1999/119和S/1999/131。
14 S/1999/126。
15 S/1999/115和S/199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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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的规定行使合法自卫权。他对决议草案发表评

论，欢迎安理会重申第1226(1999)号决议，在其中

强烈敦促厄立特里亚接受非统组织框架协定并强调

框架协定仍然是解决冲突的一个可行和可靠办法。

但他“以尽可能最强烈的语言”表达了埃塞俄比亚

代表团对决议草案第7条要求停止向两国出售武器的

保留意见。他认为埃塞俄比亚是厄立特里亚侵略的

受害方，将侵略者与受害方相提并论，有违基本原

则和正义感。他回顾1936年国际联盟对待埃塞俄比

亚的方式，该组织当时在明知意大利武器能够自给

自足，而埃塞俄比亚却不能的情况下，对意大利和

埃塞俄比亚都实行武器禁运。他认为，由于埃塞俄

比亚是一个与无赖国家没有联系的内陆国，没有武

器供应来源，而厄立特里亚海岸线很长，与“对国

际法的承诺非常可疑”的国家有联系，第7条基本上

是针对埃塞俄比亚的。他最后重申，埃塞俄比亚虽

然是侵略的受害方，但已准备好与各方合作，在坚

决捍卫主权的同时和平解决争端。

厄立特里亚代表表示，他赞赏安理会对冲突以

及埃塞俄比亚政府将冲突提升到危险水平表达关

注，并欢迎安理会决定积极处理此案。他指出厄立

特里亚已书面提交对第1226(1999)号决议的反应，

告知安理会埃塞俄比亚已打破事实上的停战，重新

发动对厄立特里亚的全面进攻。16 他认为，如安理会

所知，厄立特里亚一直呼吁放弃使用和威胁使用武

力，坚决承诺和平和依法解决冲突，要求实现有约

束力的停火或停止敌对行动，以便创造一个有利于

成功推动和平进程的气氛。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

在内，都对这些呼吁作了复述。虽然埃塞俄比亚拒

绝这些呼吁，并威胁和筹备发动战争，厄立特里亚

仍继续真诚地参与有关各方的所有和平努力。他告

知安理会，埃塞俄比亚的全面进攻是根据埃塞俄比

亚议会的一项长期声明发动，并非针对厄立特里亚

的任何行动，厄立特里亚已被迫进行自卫。这一进

攻已把冲突从边界摩擦升级为全面战争。他认为，

埃塞俄比亚主动发起这一进攻并违反在美国调停

下达成的暂停空袭规定，已得到许多外部观察家证

实。他表示，安理会不谴责埃塞俄比亚政权不负责

任地借助武力解决边界冲突，那将是“可悲的”。

听任埃塞俄比亚政府不受惩罚地继续发动战争侵犯

16 S/1999/97。

另一国主权，只会助长他们继续这么做并带来严重

的后果。最后，他重申冲突升级的责任全在埃塞俄

比亚，并促请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行动。17 

在同次会议上，决议草案付诸表决并获得一致

通过，成为第1227(1999)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重申其1998年6月26日第1177(1998)号和1999年1月29日
第1226(1999)号决议，

表示严重关注埃塞俄比亚同厄立特里亚的边界冲突和双

方战火重燃，回顾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承诺暂停进行空

袭威胁和使用空袭，

强调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间的局势对和平与安全构

成威胁，

1. 谴责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诉诸使用武力；

2. 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特别是停止空袭；

3. 要求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恢复外交努力，寻求

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

4. 强调1998年12月17日非洲统一组织预防、管理和解

决冲突机制中央机关首脑会议核可的《框架协定》仍然是和

平解决冲突可行而妥善的基础，

5. 表示全力支持非统组织、秘书长及其非洲问题特使

和有关会员国为寻求现有敌对行动的和平解决办法所作的努

力；

6. 呼吁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确保平民安全并尊重

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7. 极力促请所有国家立即停止向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

里亚出售任何武器和弹药；

8.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1999年2月27日(第3985次会议)的决定： 

主席声明

1999年2月27日，安全理事会根据事先磋商达成

的谅解举行第3985次会议，主席(加拿大)提请安理

会注意1999年2月27日厄立特里亚代表给秘书长和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18 其中提到对非统组织框架

若干方面的保留意见，同时吁请安理会谴责埃塞俄

比亚的领土野心和侵略行径，确保执行安全理事会

各项决议，并确保派遣观察员实地核查真相和便利

划界进程。

17 S/PV.3975，第3-5页。
18 S/199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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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几内亚比绍局势

初步程序

1998年11月6日(第3940次会议)的决定： 

主席声明

1998年11月3日，尼日利亚代表致信安全理事会

主席，1 转递几内亚比绍总统和自命的军政府签订的

和平协定的案文。1998年10月31日和11月1日，在阿

布贾举行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

脑机关第二十一届首脑会议，在会议结束时签订了

该和平协定。冲突各方据此商定，重申1998年8月26
日在普拉亚签署的停火协定，并商定所有外国部队

从几内亚比绍全部撤出，同时部署西非经共体军事

观察组(西非观察组)干预部队，干预部队将保证几

内亚比绍/塞内加尔边界沿线的安全、隔离交战各方

并确保人道主义组织和机构的自由进出。冲突各方

将立即组建民族团结政府，将包括自命的军政府代

表，并至迟于1999年3月底，举行大选和总统选举。

1998年1月6日，安全理事会根据事先磋商达成

的谅解，举行第3940次会议，无异议地将上述信函

和题为“几内亚比绍局势”的项目列入议程。议程

通过后，主席(美国)征得安理会同意，应几内亚比

绍代表的请求，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在同次会议上，主席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

下：2 

1 S/1998/1028。
2 S/PRST/1998/31。

安全理事会欢迎1998年11月1日几内亚比绍政府和自命的

军政府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国家元首机关第

二十一届首脑会议期间在阿布贾签署的协定。在这方面，安

理会赞扬西非经共体和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及其各自的主席

所作的调解努力，并确认在导致该协定的谈判中其他领导人

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冈比亚总统所起的重大作用。

安全理事会申明，它坚决承诺维护几内亚比绍的统一、

主权、宪政秩序和领土完整。

安全理事会认为，该协定是朝向几内亚比绍民族和解与

持久和平迈进的积极步骤。安理会吁请政府和自命的军政府

充分尊重《阿布贾协定》和1998年8月26日《普拉亚协定》所

规定的义务。安理会特别欢迎关于立即成立民族团结政府和

至迟于1999年3月底举行大选和总统选举的决定。

安全理事会注意到关于从几内亚比绍撤出所有外国部队

的协议和同时部署西非经共体军事观察组(西非观察组)干预

部队，干预部队将接管外国部队撤出地区。安理会吁请所有

国家自愿提供技术、财务和后勤支助，以协助西非观察组执

行任务。

安全理事会呼吁有关国家和组织向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提

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安理会吁请政府和自命的军政府继续

尊重国际法、包括人道主义法的有关规定，并且确保国际人

道主义组织安全无阻地接触因冲突而急需援助的人。在这方

面，它欢迎开放比绍国际机场和海港的决定。

安全理事会将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1998年12月21日(第3958次会议)的决定： 

第1216(1998)号决议

1998年12月21日，安全理事会根据事先磋商达

成的谅解，举行第3958次会议，主席征得安理会同

意，应几内亚比绍和多哥代表的请求，邀请他们参

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在同次会议上，主席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

下：19

安全理事会重申其1998年6月26日第1177(1998)号、1999
年1月29日第1226(1999)号和1999年2月10日第1227(1999)号
决议，其中呼吁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避免武装冲突以及

接受和执行1998年12月17日经非洲统一组织预防、管理和解

决冲突机制中央机关首脑会议核可的《框架协定》。

安理会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呼吁双方不要进一

步使用武力。

安理会欣见厄立特里亚在国家元首一级接受《框架协

定》，并回顾埃塞俄比亚先前已经接受该协定。《框架协

定》仍然是和平解决冲突的可行和可靠基础。

安理会重申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主权和领土完

整。

安理会表示愿意考虑所有适当的支助以执行双方之间的

和平协定。

安理会表示继续支持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及其非洲问

题特使穆罕默德·萨赫农大使和有关会员国为寻求和平解决

边界争端作出努力。

安理会将继续积极处理此案。19 S/PRST/19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