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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96-1999年期间在安理会处理中的事项清单中增列的项目

项	 	 目 第一次列入议程 第一次载入简要说明
截至1999年12月31日安理会 
最后一次采取的行动

1996年1月9日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其中涉及引渡

1995年6月26日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企图暗杀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的嫌疑犯

问题(S/1996/10)

第3627次会议

1996年1月31日
1996年2月9日 

S/1996/15/Add.4号文件

1996年8月16日 

第3690次会议 

通过第1070(1996)号决议

1996年2月24日击落两架民用飞机 第3634次会议

1996年2月27日
1996年3月8日 

S/1996/15/Add.8号文件

1996年7月26日 

第3683次会议 

通过第1067(1996)号决议

1996年2月26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6/130)

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

际法庭

第3637次会议

1996年2月29日
1996年7月2日 

S/1996/15/Add.8号文件

第3637次会议 

通过第1047(1996)号决议

起诉应对在卢旺达境内严重违反国际人道

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邻国境内这类违

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法庭

任命检察官

签署《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佩林达巴

条约》)(S/1996/276)
第3651次会议

1996年4月12日
1996年4月19日 

S/1996/15/Add.14号文件

第3651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6/17)

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

际法庭(S/1996/319)

第3663次会议

1996年5月8日
1996年5月17日 

S/1996/15/Add.18号文件

1998年11月17日 

第3944次会议 

通过第1207(1998)号决议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的排雷问题 第3689次会议

1996年8月15日
1998年7月24日 

S/1996/15/Add.32号文件

1996年8月30日 

第3693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6/37)

1996年9月23日及10月3日和11日大韩民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996/774、S/1996/824和S/1996/847)

第3704次会议

1996年10月15日
1996年10月25日 

S/1996/15/Add.41号文件

第3704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6/42)

1996年9月23日和27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分别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和给秘书长的信(S/1996/768和
S/1996/800)

大湖区局势 第3708次会议

1996年11月1日 

1996年11月15日 

S/1996/15/Add.43号文件

1997年4月30日 

第3773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7/24)

1996年10月14日和24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S/1996/875和S/1996/878)

阿尔巴尼亚局势 第3751次会议

1997年3月13日
1997年3月21日 

S/1997/40/Add.10号文件

1997年8月14日 

第3812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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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第一次列入议程 第一次载入简要说明
截至1999年12月31日安理会 
最后一次采取的行动

1997年3月12日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7/214)

1997年3月13日阿尔巴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7/215)

在冲突局势中保护给予难民和其他人的人

道主义援助

第3778次会议

1997年5月21日 

1997年5月30日 

S/1997/40/Add.20号文件

1997年6月19日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7/34)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 第3784次会议

1997年5月29日
1997年6月6日 

S/1997/40/Add.21号文件

1999年12月16日 

第4083次会议 

听取发言

维持和平行动中的民警 第3801次会议

1997年7月14日 

1997年7月25日 

S/1997/40/Add.28号文件

第3801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7/38)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达格·哈马舍尔德

勋章

第3802次会议

1997年7月22日
1997年8月1日 

S/1997/40/Add.29号文件

第3802次会议 

通过第1121(1997)号决议

中非共和国局势 第3808次会议

1997年8月6日 

1997年8月15日 

S/1997/40/Add.31号文件

1999年10月22日 

第4056次会议 

通过第1271(1999)号决议

1997年7月18日中非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

文信(S/1997/561)

刚果共和国局势 第3810会议

1997年8月13日
1997年8月22日 

S/1997/40/Add.32号文件

1997年10月16日 

第3823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7/47)

非洲局势 第3819次会议

1997年9月25日 

1997年10月3日 

S/1997/40/Add.38号文件

1999年12月15日 

第4081次会议听取发言

1998年3月11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998/223)

第3868次会议

1998年3月31日
1998年4月9日 

S/1998/44/Add.13号文件

1999年1月29日 

第3967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9/5)

1998年3月27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

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8/272)

1998年3月31日巴布亚新几内亚常驻联合

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998/287)

第3874次会议

1998年4月22日
1998年5月1日 

S/1998/44/Add.16号文件

第3874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8/10)

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间局势 第3895次会议

1998年6月26日
1998年7月2日 

S/1998/44/Add.25号文件

1999年1月29日 

第3973次会议 

通过第1226(1999)号决议

儿童与武装冲突 第3896次会议

1998年6月19日
1998年7月10日 

S/1998/44/Add.16号文件

1999年8月25日 

第4037次会议 

通过第1261(1999)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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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第一次列入议程 第一次载入简要说明
截至1999年12月31日安理会 
最后一次采取的行动

1998年6月29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S/1998/581)
第3903次会议

1998年7月13日
1998年7月24日 

S/1998/44/Add.28号文件

第3903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8/20)

1998年6月25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1998/582)

1998年6月25日卢旺达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

书长的信(S/1998/583)

起诉应对在卢旺达境内严重违反国际人道

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邻国境内这类违

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法庭

第3908次会议

1998年7月25日
1998年7月24日 

S/1998/44/Add.28号文件

1999年8月11日 

第4033次会议 

通过第1259(1999)号决议

1998年7月8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S/1998/640)

恐怖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 第3915次会议

1998年8月13日
1998年8月13日 

S/1998/44/Add.32号文件

第3915次会议 

通过第1189(1998)号决议

几内亚比绍局势 第3940次会议

1998年11月6日
1998年11月13日 

S/1998/44/Add.44号文件

1999年4月6日 

第3991次会议 

通过第1233(1999)号决议

维持和平与安全及冲突后建设和平 第3954次会议

1998年12月16日
1998年4月9日 

S/1998/44/Add.13号文件

1999年7月8日 

第4020和第4021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9/21)

促进和平与安全：与安全理事会相关的人

道主义活动

第3968次会议

1999年1月21日
1999年1月29日 

S/1999/25/Add.2号文件

第3968次会议 

听取发言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第3977次会议

1999年2月12日
1999年2月19日 

S/1999/25/Add.5号文件

第3978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9/6)

1999年3月24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

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9/320)
第3988次会议

1999年3月24日
1999年4月1日 

S/1999/25/Add.11号文件

1999年3月26日 

第3989次会议 

听取发言

1999年5月7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9/523)
1999年5月8日 

第4000次会议

1999年5月14日 

S/1999/25/Add.17号文件

1999年5月14日 

第4001次会议 

听取发言

安全理事会第1160(1998)号、第1199(1998)
号和第1203(1998)号决议

第4003次会议

1999年5月14日
1999年5月21日 

S/1999/25/Add.18号文件

第4003次会议 

通过第1239(1999)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第1160(1998)号、第1199(1998)
号、第1203(1998)号和第1239(1999)号决

议

第4011次会议

1999年6月10日
1999年6月18日 

S/1999/25/Add.22号文件

第4011次会议 

通过第1244(1999)号决议

促进和平与安全：对非洲难民的人道主义

援助

第4025次会议

1999年7月26日
1999年8月6日 

S/1999/25/Add.29号文件

1999年7月26日 

第4025次会议 

听取发言

小武器 第4048次会议

1999年9月24日
1999年10月1日 

S/1999/25/Add.37号文件

第4048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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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第一次列入议程 第一次载入简要说明
截至1999年12月31日安理会 
最后一次采取的行动

安全理事会第1160(1998)号、第1199(1998)
号、第1203(1998)号、第1239(1998)号和

第1244(1998)号决议

第4061次会议

1999年11月5日 

1999年11月12日 

S/1999/25/Add.43号文件

1999年11月5日 

第4061次会议 

发表公报

安全理事会在预防武装冲突方面的作用 第4072次会议

1999年11月29日 

1999年12月10日 

S/1999/25/Add.47号文件

1999年11月30日 

第4073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9/34)

B.  在以前清单中出现并在1996-1999年期间简要说明中报告了 

安全理事会对其采取的新行动的项目

项	 	 目 第一次列入议程 第一次载入简要说明
截至1999年12月31日安理会 
最后一次采取的行动

设立起诉应对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

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

第3175次会议

1993年2月22日 

1993年3月8日 

S/25070/Add.8号文件

1997年8月27日 

第3813次会议 

通过第1126(1997)号决议

联合国行动的安全问题 第3283次会议

1993年9月29日 

1993年10月7日 

S/25070/Add.39号文件

1997年3月12日 

第3750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7/13)

《和平纲领》：维持和平 第3448次会议

1994年11月4日 

1994年11月11日 

S/1994/20/Add.43号文件

1996年3月28日 

第3645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6/13)

在冲突局势中保护给予难民和其他人的人

道主义援助

第3778次会议

1997年5月21日 

1997年5月30日 

S/1997/40/Add.20号文件

1998年11月10日
第3942次会议

听取发言

柬埔寨局势 第2941次会议

1990年9月20日 

1990年10月26日
S/21100/Add.37号文件

1997年7月11日
第3799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7/37)

塞拉利昂局势 第3597次会议

1995年11月27日 

1995年12月8日 

S/1995/40/Add.47号文件

1999年12月10日 

第4078次会议 

听取发言

安哥拉局势 第3168次会议

1993年1月29日 

1993年2月4日 

S/25070/Add.4号文件

1999年10月15日 

第4052次会议 

通过第1268(1999)号决议

克罗地亚局势 第3275次会议

1993年9月14日 

1993年9月24日 

S/25070/Add.37号文件

1999年7月15日
第4023次会议

通过第1252(1999)号决议

1998年3月11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998/223)

第3868次会议

1998年3月31日
1998年4月9日
S/1998/44/Add.13号文件

1999年1月29日
第3974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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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第一次列入议程 第一次载入简要说明
截至1999年12月31日安理会 
最后一次采取的行动

1998年3月24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

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8/272)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局势 第3239次会议

1993年6月18日
1993年7月6日
S/25070/Add.24号文件

1999年2月25日
第3982次会议

未通过决议 

(S/1999/201)
听取发言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第3113次会议

1992年9月9日
1992年9月14日
S/23370/Add.36号文件

1999年11月15日
第4069次会议

听取发言

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

际法庭

第3175次会议

1993年2月22日
1993年3月8日
S/25070/Add.8号文件

1997年8月27日
第3813次会议

通过第1126(1997)号决议

中东局势 第1341次会议

1967年5月24日 

1967年5月29日 

S/7913号文件

1999年11月24日 

第4071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9/33) 
通过第1276(1999)号决议

有关西撒哈拉的局势 第1851次会议

1975年10月23日
1975年10月29日 

S/11593/Add.42号文件

1999年12月14日 

第4080次会议 

通过第1282(1999)号决议

格鲁吉亚局势 第3121次会议

1992年10月8日
1992年10月12日 

S/23370/Add.40号文件

1999年11月12日 

第4065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9/30)

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间局势 第3895次会议

1998年6月26日 

1998年7月2日 

S/1998/44/Add.25号文件

1999年2月27日 

第3985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9/9)

中非共和国局势 第3808次会议

1997年8月6日
1997年8月15日
S/1997/40/Add.31号文件

1999年10月22日
第4056次会议

通过第1271(1999)号决议

塔吉克斯坦境内和塔吉克-阿富汗边境局势 第3266次会议

1993年8月23日 

1993年9月3日 

S/25070/Add.34号文件

1999年11月12日 

第4064次会议 

通过第1274(1999)号决议

几内亚比绍局势 第3940次会议

1998年11月6日
1998年11月13日 

S/1998/44/Add.44号文件

1999年4月6日
第3991次会议

通过第1233(1999)号决议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 第3784次会议

1997年5月29日 

1997年6月6日 

S/1997/40/Add.21号文件

1999年12月16日 

第4083次会议 

听取发言

1991年12月20日和23日法国、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信

第3312次会议

1993年11月11日
1993年11月22日 

S/25070/Add.45号文件

1999年7月9日
第4022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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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第一次列入议程 第一次载入简要说明
截至1999年12月31日安理会 
最后一次采取的行动

有关卢旺达的局势 第3183次会议

1993年3月12日
1993年3月22日
S/25070/Add.10号文件

1998年4月30日
第3877次会议

通过第1165(1998)号决议

起诉应对在卢旺达境内严重违反国际人道

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邻国境内这类违

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法庭

第3908次会议

1998年7月15日
1998年7月24日
S/1998/44/Add.28号文件

1999年5月19日
第4006次会议

通过第1241(1999)号决议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第2932次会议

1990年8月2日
1990年8月10日
S/21100/Add.30号文件

1999年12月17日
第4084次会议

通过第1284(1999)号决议

布隆迪局势 第3297次会议

1993年10月25日
1993年11月4日
S/25070/Add.43号文件

1999年11月12日
第4068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S/PRST/ 
1999/32)

帝汶局势a 第1864次会议

1975年12月15日
1975年12月23日
S/11593/Add.50号文件

1999年12月22日
第4085次会议

听取发言

索马里局势 第3060次会议

1992年3月17日
1992年3月27日
S/23370/Add.11号文件

1999年11月12日
第4066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9/31)

塞浦路斯局势 第1779次会议

1974年7月16日
1974年7月24日
S/11185/Add.28号文件

1999年12月15日
第4082次会议

通过第1283(1999)号决议

维持和平与安全及冲突后建设和平 第3954次会议

1998年12月16日 

1998年12月24日 

S/1998/44/Add.50
1999年7月8日 

第4021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9/21)

有关海地的问题 第3238次会议

1993年6月16日 

1993年7月6日 

S/25070/Add.24号文件

1999年11月30日 

第5074次会议 

通过第1277(1999)号决议

儿童与武装冲突 第3897次会议

1998年6月29日 

1998年7月10日 

S/1998/44/Add.26号文件

1999年8月25日 

第4037次会议 

通过第1261(1999)号决议

阿富汗局势 第3330次会议

1994年1月24日 

1994年2月3日 

S/1994/20/Add.3号文件

1999年10月22日 

第4055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9/29)

阿拉伯被占领土局势 第1916次会议

1976年5月4日 

1976年5月11日 

S/11935/Add.18号文件

1998年7月13日 

第3904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8/21)

非洲局势 第3819次会议

1997年9月25日 

1997年10月3日 

S/1997/40/Add.38
1999年12月15日 

第4082次会议 

通过第1283(1999)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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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第一次列入议程 第一次载入简要说明
截至1999年12月31日安理会 
最后一次采取的行动

利比里亚局势 第2974次会议

1991年1月22日
S/22110/Add.3号文件 1997年7月30日 

第3805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7/41)

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

责任

第3881次会议

1998年5月14日
1998年5月22日 

S/1998/44/Add.19号文件

1999年10月19日 

第4053次会议 

通过第1269(1999)号决议

1998年3月31日巴布亚新几内亚常驻联合

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998/287)

第3874次会议

1998年4月22日
1998年5月1日 

S/1998/44/Add.16号文件

1998年4月22日 

第3874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8/10)

大湖区局势 第3708次会议

1996年11月1日
1996年11月8日 

S/1996/15/Add.43号文件

1997年4月30日 

第3773次会议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7/24)

 
a
 自1999年9月3日第4041次会议后，议程项目“帝汶局势”改为“东帝汶局势”。

C.  1996-1999年期间被从安全理事会处理中的事项清单中删除的项目

项	 	 目 第一次列入议程
安理会最后一次 
采取的行动

截至1999年12月31日 
最后一次载入简要说明

军事参谋团规约和议事规则 第2次会议

1946年1月25日
通过第1(1946)号决议

第2次会议

S/1997/40

根据《宪章》第四十三条作出特别安排和

组建供安全理事会使用的军队

第23次会议

1946年2月16日
听取发言

第157次会议

1947年7月15日

S/1997/40

根据安全理事会决议提交的关于太平洋岛

屿战略托管领土的报告

第113次会议

1947年2月26日
通过第70(1949)号决议

第415次会议

1949年3月7日

S/1997/40

科威特就伊拉克对科威特领土独立所造成

威胁进而可能危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局势提出控诉

第957次会议

1961年7月2日
听取发言

第960次会议

1961年7月7日

S/1997/40

伊拉克政府就联合王国武力威胁伊拉克独

立和安全造成有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局势提出控诉

1964年9月6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1146次会议

1964年9月11日
听取发言

第1147次会议

1964年9月12日

S/1997/40

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 第1463次会议

1969年1月24日
通过了第263(1969)号决议

第1463次会议

S/199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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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第一次列入议程
安理会最后一次 
采取的行动

截至1999年12月31日 
最后一次载入简要说明

科摩罗局势 第1886次会议

1976年2月4日
听取发言

第1888次会议

1976年2月6日

S/1997/40

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毛里求斯总理就以

色列对乌干达共和国的侵略行为提出控诉

第1939次会议

1976年7月9日
听取发言

第1939次会议

S/1997/40

贝宁提出控诉 第1986次会议

1977年2月7日
通过了第419(1977)号决议 

第2048次会议 

1977年11月23日

S/1997/40

1984年5月21日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

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

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2540次会议

1984年5月21日
通过了第551(1984)号决议

第2544次会议

1984年5月30日

S/1997/40

1984年10月3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

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2558次会议

1984年10月9日
通过了第555(1984)号决议

第2559次会议

1984年10月12日

S/1997/40

1986年3月25日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2668次会议

1986年3月26日
听取发言

第2671次会议

1986年3月31日

S/1997/40

1986年3月25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86年3月26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86年4月12日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

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2672次会议

1986年4月12日
通过了第583(1986)号决议

第2681次会议

1986年4月18日

S/1997/40

1988年12月17日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秘书长的信

第2834次会议

1988年12月20日
通过了第626(1988)号决议

第2834次会议

S/1997/40

1988年12月17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

书长的信

1991年9月30日海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3010次会议

1991年9月30日
通过了第714(1991)号决议

第3010次会议

S/1997/40

安全理事会主席：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

则第18条
第3020次会议

1994年8月25日
主席发表声明 

(S/PRST/1994/48)
第3020次会议

S/1997/40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第2925次会议

1990年5月31日
听取发言

第2926次会议

1990年5月31日

S/1997/40

1991年4月2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2982次会议

1991年4月5日
通过了第688(1991)号决议

第2982次会议

S/1998/44

1991年4月4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

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1991年5月17日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

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第2991次会议

1991年5月30日
通过了第696(1991)号决议

第2991次会议

S/199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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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第一次列入议程
安理会最后一次 
采取的行动

截至1999年12月31日 
最后一次载入简要说明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的报告(第

二期联安核查团)

1991年9月19日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3009次会议

1991年9月25日
通过了第713(1991)号决议

第3009次会议

S/199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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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第3018次会议

1991年11月27日
通过了第721(1991)号决议

第3018次会议

S/1998/44

1991年11月21日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1年11月26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21(1991)号决

议提交的报告

第3023次会议

1991年12月15日
通过了第724(1991)号决议

第3023次会议

S/1998/44

1964年9月5日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1146次会议

1964年9月11日
听取发言

第1147次会议

S/1999/25

1964年9月8日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希腊对土耳其的控诉 第1949次会议

1976年8月12日
通过了第395(1976)号决议 

第1953次会议 

1976年8月25日

S/1999/25

秘书长根据其1992年1月5日报告提出的口

头报告

第3027次会议

1992年1月7日
主席发表声明 

(S/23389)
第3027次会议

S/1999/25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21(1991)号决

议提交的进一步报告

第3028次会议

1992年1月8日
通过了第740(1992)号决议 

第3049次会议 

1991年2月7日

S/1999/25

1992年1月20日索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

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3039次会议

1992年1月23日
通过了第733(1992)号决议

第3039次会议

S/1999/25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第二期联

安核查团)的报告

第3062次会议

1992年3月24日
主席发表声明 

(S/25002) 
第3152次会议 

1992年12月22日

S/1999/25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43(1992)号决

议提交的报告

第3066次会议

1992年4月7日
通过了第749(1992)号决议

第3066次会议

S/1999/25

1992年4月23日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3070次会议

1992年4月24日
主席发表声明 

(S/23842)
第3070次会议

S/19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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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第一次列入议程
安理会最后一次 
采取的行动

截至1999年12月31日 
最后一次载入简要说明

1992年4月24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49(1992)号决

议提交的进一步报告

第3075次会议

1992年5月15日
通过了第752(1992)号决议

第3075次会议

S/1999/25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52(1992)号决

议提交的报告

第3082次会议

1992年5月30日
通过了第757(1992)号决议

第3082次会议

S/1999/25

1992年5月26日加拿大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5月27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外交

部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57(1992)号决议

提交的报告

第3083次会议

1992年6月8日
通过了第758(1992)号决议

第3083次会议

S/1999/25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57(1992)号决

议第15段和安全理事会第758(1992)号决议

第10段提交的报告

第3086次会议

1992年6月18日
通过了第769(1992)号决议

第3086次会议

S/1999/25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58(1992)号决

议分别于1992年6月26日和29日作口头报告

第3087次会议

1992年6月29日
通过了第761(1992)号决议

第3087次会议

S/1999/25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52(1992)号决

议提交的进一步报告

第3088次会议

1992年6月30日
通过了第762(1992)号决议

第3088次会议

S/1999/25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57(1992)号、

第758(1992)号和第761(1992)号决议提交的

进一步报告

第3093次会议

1992年7月13日
通过了第764(1992)号决议

第3093次会议

S/1999/25

1992年7月11日克罗地亚外交部长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第3097次会议 

1992年7月17日
主席发表声明 

(S/24307) 
第3097次会议

S/1999/25

1992年7月12日克罗地亚外交部长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7月13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常驻

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7月13日斯洛文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7月17日比利时、法国和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4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

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3103次会议

1992年8月4日
主席发表声明 

(S/24378)
第3103次会议

S/1999/25

1992年8月4日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62(1992)号决议

提交的报告(S/23370/Add.31)
第3104次会议

1992年8月7日
通过了第769(1992)号决议

第3104次会议

S/1999/25

1992年8月7日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

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3105次会议

1992年8月11日
听取发言

第3105次会议

S/19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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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第一次列入议程
安理会最后一次 
采取的行动

截至1999年12月31日 
最后一次载入简要说明

1992年7月13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

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7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7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

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0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常驻

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3106次会议

1992年8月13日
通过了第770(1992)号决议

第3106次会议

S/1999/25

1992年8月10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

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7月13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0日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1日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1日沙特阿拉伯常驻联合国代表

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0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

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1日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2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3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3日巴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3日科摩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3日卡塔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28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

第3111次会议

1992年9月2日
主席发表声明 

(S/24510)
第3111次会议

S/1999/25

1992年8月24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

第3112次会议

1992年9月2日
主席发表声明 

(S/24511)
第3112次会议

S/1999/2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第3113次会议

1992年9月9日
听取发言

第4069次会议

1999年11月15日

S/19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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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第一次列入议程
安理会最后一次 
采取的行动

截至1999年12月31日 
最后一次载入简要说明

秘书长关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的

报告

第3114次会议

1992年9月14日
通过了第776(1992)号决议

第3114次会议

S/1999/25

载于S/24570号文件的决议草案 第3116次会议

1992年9月19日
通过了第777(1992)号决议

第3116次会议

S/1999/25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43(1992)号和第

762(1992)号决议提交的进一步报告

第3118次会议

1992年10月6日
通过了第779(1992)号决议

第3118次会议

S/1999/25

1992年8月10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常驻

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3119次会议

1992年10月6日
通过了第780(1992)号决议

第3119次会议

S/1999/25

1992年8月10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

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0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0日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1日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1日沙特阿拉伯常驻联合国代表

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0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

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1日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2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3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3日巴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3日科摩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3日卡塔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10月5日埃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和土耳

其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第二期联

安核查团)的口头报告

第3120次会议

1992年10月6日
主席发表声明 

(S/24623)
第3120次会议

S/1999/25

1992年10月27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第3126次会议

1992年10月27日
主席发表声明 

(S/24720)
第3126次会议

S/19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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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第一次列入议程
安理会最后一次 
采取的行动

截至1999年12月31日 
最后一次载入简要说明

1992年10月29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第3130次会议

1992年10月30日
通过了第785(1992)号决议

第3130次会议

S/1999/25

塔吉克斯坦局势 第3131次会议

1992年10月30日
主席发表声明 

(S/24742)
第3131次会议

S/1999/25

(a)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b) 1991年4月2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3139次会议

1992年11月23和24日
主席发表声明 

(S/24839)
第3139次会议

S/1999/25

1991年4月4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

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3月5日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

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3日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

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11月19日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秘书长关于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

报告

第3147次会议

1992年12月11日
通过了第795(1992)号决议

第3147次会议

S/199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