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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根据第37条发出的邀请(1996-1999年)

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 
邀请的会议

1996年

布隆迪局势 布隆迪 3616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3617

格鲁吉亚局势 格鲁吉亚 3618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3619

利比里亚局势 科特迪瓦、捷克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冈比

亚、加纳、几内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塞

内加尔、斯威士兰、多哥、突尼斯

3621

布隆迪局势 布隆迪、扎伊尔 3623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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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苏丹 3627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巴西、莱索托、新西兰、挪威、葡萄

牙、南非、突尼斯、赞比亚、津巴布韦、马拉

维

3628

阿富汗局势 阿富汗 3631

塞拉利昂局势 塞拉利昂 3632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3633

1996年2月24日击落两架民用飞机 古巴 3634

有关海地的问题 阿根廷、孟加拉国、加拿大、海地、委内瑞拉 3638

布隆迪局势 布隆迪、刚果、挪威、尼日利亚、卢旺达、突

尼斯

3639

有关卢旺达的局势 卢旺达 3640

索马里局势 阿尔及利亚、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几内亚、

印度、约旦、肯尼亚、摩洛哥、巴基斯坦、卢

旺达、斯威士兰、突尼斯、乌干达、津巴布韦

3641

塔吉克斯坦境内和塔吉克-阿富汗边境的局势 塔吉克斯坦 3646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3647

阿富汗局势 阿富汗、阿根廷、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日本、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突

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3648

利比里亚局势 利比里亚 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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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 
邀请的会议

阿拉伯被占领土局势 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古巴、以色列、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日本、约旦、科威特、黎巴

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摩洛

哥、挪威、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塞内加

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土耳其、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

3652

中东局势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古巴、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

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摩洛

哥、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突尼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3653

中东局势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古巴、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拉

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摩洛哥、巴基斯

坦、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

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3654

有关卢旺达的局势 布隆迪、卢旺达、扎伊尔 3656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 3657

格鲁吉亚局势 格鲁吉亚 3658

布隆迪局势 布隆迪 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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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塞俄比亚、苏丹、乌干达 3660

利比里亚局势 利比里亚 3661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 3662

塔吉克斯坦境内和塔吉克-阿富汗边境的局势 塔吉克斯坦 3665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3666

利比里亚局势 阿尔及利亚、吉布提、加纳、利比里亚、尼日

利亚、赞比亚、津巴布韦

3667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局势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3670

塔吉克斯坦境内和塔吉克-阿富汗边境的局势 塔吉克斯坦 3673

有关海地的问题 加拿大、海地 3676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3677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3678

安哥拉局势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巴西、佛得角、马拉

维、莫桑比克、葡萄牙、突尼斯、南非、坦桑

尼亚联合共和国、津巴布韦

3679

格鲁吉亚局势 格鲁吉亚、爱尔兰 3680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3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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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 
邀请的会议

布隆迪局势 布隆迪 3682

1996年2月24日击落两架民用飞机 哥伦比亚、古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越南 3683

布隆迪局势 布隆迪 3684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3686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3687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3688

联合国维持和平框架内的排雷问题 阿根廷、澳大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加拿大、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匈牙利、印

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日本、马来

西亚、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乌

克兰、乌拉圭

3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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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丹 3690

布隆迪局势 澳大利亚、比利时、布隆迪、加拿大、埃塞俄

比亚、爱尔兰、日本、南非、乌干达、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

3692

利比里亚局势 利比里亚、尼日利亚 3694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3697

克罗地亚局势 阿根廷、澳大利亚、巴林、巴西、哥斯达黎

加、古巴、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约旦、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塔尼亚、阿曼、沙

特阿拉伯、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苏

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

3698

前南斯拉夫局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3700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3701

安哥拉局势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巴西、布隆迪、佛得

角、哥斯达黎加、古巴、莱索托、印度、爱尔

兰、马拉维、马来西亚、马里、莫桑比克、尼

加拉瓜、尼日利亚、葡萄牙、突尼斯、赞比

亚、津巴布韦

3702

阿富汗局势 阿富汗、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

日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

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土耳其、乌兹

别克斯坦

3705

格鲁吉亚局势 格鲁吉亚 3707

大湖区局势 扎伊尔 3708

大湖区局势 布隆迪、卢旺达、扎伊尔 3710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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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 
邀请的会议

大湖区局势 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时、布隆迪、喀麦隆、

加拿大、刚果、丹麦、芬兰、加蓬、爱尔兰、

以色列、卢森堡、马里、荷兰、挪威、葡萄

牙、卢旺达、西班牙、瑞典、扎伊尔

3713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局势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3716

利比里亚局势 利比里亚 3717

塞拉利昂局势 塞拉利昂 3720

有关海地的问题 阿根廷、加拿大、海地、委内瑞拉 3721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巴西、莱索托、马拉维、毛里求斯、

莫桑比克、纳米比亚、葡萄牙、圣多美和普林

西比、南非、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

津巴布韦

3722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加拿大、捷克共和

国、爱尔兰、马来西亚、挪威、土耳其、乌克

兰

3723

塔吉克斯坦境内和塔吉克-阿富汗边境的局势 塔吉克斯坦 3724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3727

1997年

中美洲：谋求和平的努力 阿根廷、加拿大、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墨西

哥、荷兰、挪威、西班牙、委内瑞拉

3730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3731

中美洲：谋求和平的努力 危地马拉 3732

格鲁吉亚局势 格鲁吉亚 3735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 3736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3737

大湖区局势 扎伊尔 3738

塔吉克斯坦境内和塔吉克-阿富汗边境的局势 塔吉克斯坦 3739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3740

大湖区局势 扎伊尔 3741

安哥拉局势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巴西、佛得角、莱索

托、马拉维、马里、莫桑比克、纳米比亚、荷

兰、南非、突尼斯

3743

中美洲：谋求和平的努力 危地马拉 3744

中美洲：谋求和平的努力 马耳他 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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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 
邀请的会议

阿拉伯被占领土局势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林、孟加拉

国、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古巴、印度尼

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约旦、科

威特、黎巴嫩、马来西亚、摩洛哥、荷兰、挪

威、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沙特

阿拉伯、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

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

3745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3746

大湖区局势 扎伊尔 3748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3749

阿尔巴尼亚局势 阿尔巴尼亚、意大利 3751

塔吉克斯坦境内和塔吉克-阿富汗边境的局势 塔吉克斯坦 3752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3753

阿拉伯被占领土局势 以色列、卡塔尔 3756

利比里亚局势 利比里亚、荷兰 3757

阿尔巴尼亚局势 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

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荷兰、罗马尼

亚、西班牙、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土

耳其

3758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 3759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3760

塔吉克斯坦境内和塔吉克-阿富汗边境的局势 塔吉克斯坦 3765

阿富汗局势 阿富汗、德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

荷兰、巴基斯坦、土耳其

3765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阿根廷、巴西、喀麦隆、莱索托、马

拉维、莫桑比克、荷兰、秘鲁、卡塔尔、南

非、乌拉圭、津巴布韦

3767

安哥拉局势 阿根廷、巴西、喀麦隆、莱索托、马拉维、莫

桑比克、荷兰、秘鲁、卡塔尔、南非、乌拉

圭、津巴布韦

3769

索马里局势 埃塞俄比亚、意大利、科威特、荷兰、突尼斯 3770

格鲁吉亚局势 格鲁吉亚 3774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377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德国、意大利 3776

保护在冲突情况下向难民和其他人提供人道主

义援助

阿塞拜疆 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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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 
邀请的会议

保护在冲突情况下向难民和其他人提供人道主

义援助

阿尔巴尼亚、阿根廷、亚美尼亚、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巴西、布隆迪、加拿大、古巴、

德国、印度、伊拉克、意大利、马来西亚、荷

兰、挪威、巴基斯坦、卢旺达、所罗门群岛、

斯洛文尼亚、乌克兰、津巴布韦

3778

中美洲：谋求和平的努力 危地马拉 3780

塞拉利昂局势 塞拉利昂 3781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局势 德国、意大利、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3783

布隆迪局势 布隆迪 378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3787

塔吉克斯坦境内和塔吉克-阿富汗边境的局势 塔吉克斯坦 3788

阿尔巴尼亚局势 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

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

兰、罗马尼亚、西班牙、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

共和国、土耳其

3791

利比里亚局势 利比里亚 3793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阿根廷、巴西、莱索托、毛里求斯、

莫桑比克、荷兰、赞比亚、津巴布韦

3795

阿富汗局势 阿富汗 3796

塞拉利昂局势 科特迪瓦、加纳、几内亚、尼日利亚、塞拉利

昂、津巴布韦

3797

克罗地亚局势 比利时、克罗地亚、德国、意大利 3800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 3803

利比里亚局势 利比里亚 3805

有关海地的问题 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巴哈马、巴巴多

斯、加拿大、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圭亚那、

海地、牙买加、尼加拉瓜、苏里南、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委内瑞拉

3806

格鲁吉亚局势 格鲁吉亚、德国 3807

中非共和国局势 中非共和国 3808

塞拉利昂局势 塞拉利昂 3809

刚果共和国局势 刚果共和国 3810

阿尔巴尼亚局势 阿尔巴尼亚、丹麦、德国、希腊、意大利、卢

森堡、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前南

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土耳其

3811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阿根廷、巴西、加拿大、莱索托、卢

森堡、几内亚、马拉维、莫桑比克、南非、津

巴布韦

3814

塔吉克斯坦境内和塔吉克-阿富汗边境的局势 塔吉克斯坦 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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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 
邀请的会议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3818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 3820

塞拉利昂局势 尼日利亚、塞拉利昂 3822

刚果共和国局势 刚果共和国 3823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德国、意大利 3824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巴西 3827

中非共和国局势 中非共和国 3829

格鲁吉亚局势 格鲁吉亚、德国 3830

塔吉克斯坦境内和塔吉克-阿富汗边境的局势 塔吉克斯坦 3833

塞拉利昂局势 塞拉利昂 3834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局势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3836

有关海地的问题 阿根廷、加拿大、海地、委内瑞拉 3837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局势 德国、意大利、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3839

阿富汗局势 阿富汗 3841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阿根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加拿大、克

罗地亚、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卢森堡、马

来西亚、挪威、巴基斯坦、斯洛文尼亚、土耳

其、乌克兰

3842

克罗地亚局势 比利时、克罗地亚、德国、意大利 3843

1998年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3847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佛得角、莫桑比克、纳米比亚、津巴

布韦

3850

格鲁吉亚局势 格鲁吉亚、德国 3851

中非共和国局势 中非共和国 3853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3854

塔吉克斯坦境内和塔吉克-阿富汗边境的局势 塔吉克斯坦 3856

塞拉利昂局势 塞拉利昂 3857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阿根廷、埃及、科威特、马来西亚、墨西哥、

巴基斯坦、秘鲁

3858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3859

中非共和国局势 中非共和国 3860

塞拉利昂局势 塞拉利昂 3861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3862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 3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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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20日和23日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及美利坚合众国的信(S/23306、 

S/23307、S/23308、S/23309和S/23317)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埃及、加纳、几内

亚-比绍、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马来

西亚、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摩洛哥、

纳米比亚、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卡塔

尔、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越南、也门、津巴布韦

3864

有关海地的问题 海地 3866

中非共和国局势 中非共和国、苏丹 3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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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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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加拿

大、克罗地亚、埃及、德国、希腊、匈牙利、

意大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波

兰、土耳其、乌克兰

3868

阿富汗局势 阿富汗 3869

有关卢旺达的局势 比利时、德国 3870

塞拉利昂局势 塞拉利昂 3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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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布亚新几内亚 3874

非洲局势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孟加拉国、比利时、喀

麦隆、加拿大、哥伦比亚、科摩罗、古巴、塞

浦路斯、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埃及、埃

塞俄比亚、德国、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

亚、意大利、科威特、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马拉维、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摩

洛哥、荷兰、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菲

律宾、大韩民国、南非、突尼斯、乌干达、乌

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津巴布韦

3875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 3876

塔吉克斯坦境内和塔吉克-阿富汗边境的局势 塔吉克斯坦 3879

塞拉利昂局势 塞拉利昂 3882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德国、意大利 3883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 3884

塞拉利昂局势 塞拉利昂 3889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 3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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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

亚、德国、意大利、马来西亚、土耳其

3892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 3894

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间局势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 3895

武装冲突中的儿童 阿根廷、阿塞拜疆、布隆迪、加拿大、捷克共

和国、萨尔瓦多、德国、印度尼西亚、意大

利、拉脱维亚、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

亚、挪威、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乌克兰

3896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马里 3899

阿拉伯被占领土局势 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哥伦比亚、古巴、埃

及、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

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马来西

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挪威、阿曼、卡塔

尔、沙特阿拉伯、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

3900

阿拉伯被占领土局势 秘鲁 3900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3901

塞拉利昂局势 奥地利、尼日利亚、塞拉利昂 3902

1998年6月29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998/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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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 3903

中非共和国局势 中非共和国 3905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德国、意大利 3907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德国、意大利 3909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局势 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

共和国

3911

格鲁吉亚局势 格鲁吉亚、德国 3912

阿富汗局势 阿富汗 3914

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对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3915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 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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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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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3306、 

S/23307、S/23308、S/23309和S/23317)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荷兰 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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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局势 阿富汗、奥地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哈萨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

坦、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

3921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 刚果民主共和国 3922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 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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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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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德国 3930

在冲突局势中保护给予难民和其他人的人道主

义援助

阿根廷、奥地利、阿塞拜疆、加拿大、印度尼

西亚、挪威、巴基斯坦、大韩民国

3932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 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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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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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意大利、波兰、乌克兰 3937

几内亚比绍局势 几内亚比绍 3940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 3941

塔吉克斯坦境内和塔吉克-阿富汗边界沿线局势 塔吉克斯坦 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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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意大利 3944

有关海地的问题 阿根廷、加拿大、智利、委内瑞拉 3949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 3951

阿富汗局势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 3952

维持和平与安全以及冲突后建设和平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孟

加拉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加拿大、克

罗地亚、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

马来西亚、蒙古、莫桑比克、尼日利亚、挪

威、巴基斯坦、大韩民国、斯洛伐克、苏丹、

突尼斯、乌克兰

3954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伊拉克 3955

几内亚比绍局势 几内亚比绍、多哥 3958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 3960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 3962

1999年

塞拉利昂局势 塞拉利昂 3963

塞拉利昂局势 塞拉利昂、多哥 3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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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葡萄牙 3965

克罗地亚局势 克罗地亚、德国、意大利 3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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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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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意大利 3967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 3969

格鲁吉亚局势 格鲁吉亚、德国 3972

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间局势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 3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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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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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意大利 3974

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间局势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 3975

中非共和国局势 中非共和国 3979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澳大利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布基纳法

索、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萨

尔瓦多、德国、危地马拉、海地、印度、印度

尼西亚、牙买加、日本、新西兰、挪威、巴基

斯坦、大韩民国、多哥、乌克兰、乌拉圭、赞

比亚；瑞士常驻观察员

3980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3980

塔吉克斯坦境内和塔吉克-阿富汗边界沿线局势 塔吉克斯坦 3981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局势 保加利亚、德国、意大利、前南斯拉夫的马其

顿共和国

3982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赞比亚 3983

中非共和国局势 中非共和国、科特迪瓦、埃及、日本、肯尼

亚、塞内加尔、多哥

3984

塞拉利昂局势 塞拉利昂 3986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 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埃

及、德国、日本、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卢旺达、南非、苏丹、乌干达、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赞比亚、津巴布韦

3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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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巴尼亚、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德国、印度

3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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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巴尼亚、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德国、印度

3989

几内亚比绍局势 几内亚比绍、多哥 3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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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 刚果民主共和国 3993

帝汶局势 印度尼西亚、葡萄牙 3998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葡萄牙 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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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巴尼亚、白俄罗斯、古巴、印度、伊拉

克、乌克兰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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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巴尼亚、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古巴、埃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约旦、

科威特、摩洛哥、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

拉伯、塞内加尔、土耳其、乌克兰、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也门

4003

塔吉克斯坦境内和塔吉克-阿富汗边界沿线局势 塔吉克斯坦 4004

塞拉利昂局势 塞拉利昂 4005

索马里局势 意大利 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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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巴尼亚、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哥斯达黎

加、克罗地亚、古巴、德国、匈牙利、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意大利、日本、墨西哥、挪威、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土耳其、乌克兰

4011

塞拉利昂局势 塞拉利昂 4012

帝汶局势 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新西兰、葡萄牙 4013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德国、意大利 4014

帝汶局势 印度尼西亚、葡萄牙 4019

维持和平与安全以及冲突后建设和平 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克罗地亚、萨尔瓦多、

芬兰、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日本、莫桑比

克、新西兰、大韩民国、南非

4020

格鲁吉亚局势 格鲁吉亚、德国 4029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4030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 刚果民主共和国 4032

塔吉克斯坦境内和塔吉克-阿富汗边界沿线局势 塔吉克斯坦 4034

塞拉利昂局势 塞拉利昂 4035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 4036

儿童与武装冲突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国、白

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埃及、芬兰、圭亚那、印度、印

度尼西亚、伊拉克、日本、肯尼亚、摩纳哥、

蒙古、莫桑比克、新西兰、挪威、菲律宾、葡

萄牙、大韩民国、卢旺达、斯洛伐克、南非、

苏丹、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

4037

帝汶局势 澳大利亚、芬兰、印度尼西亚、新西兰、葡萄

牙、大韩民国

4038



第三章� 参加安全理事会议事� 75

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 
邀请的会议

阿富汗局势 阿富汗、埃及、芬兰、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日本、哈萨克斯坦、挪威、巴基斯坦、塔

吉克斯坦、土耳其、土库曼斯坦

4039

东帝汶局势 印度尼西亚、葡萄牙 4041

东帝汶局势 印度尼西亚、葡萄牙 4042

东帝汶局势 安哥拉、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

时、柬埔寨、佛得角、智利、古巴、丹麦、厄

瓜多尔、埃及、芬兰、德国、希腊、几内亚比

绍、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伊拉克、意大利、老挝人民民主共和

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卢森堡、莫桑比

克、新西兰、挪威、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

亚、菲律宾、葡萄牙、大韩民国、南非、新加

坡、西班牙、瑞典、苏丹、乌拉圭、越南

4043

东帝汶局势 澳大利亚、芬兰、印度尼西亚、日本、新西

兰、葡萄牙

4045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博茨瓦纳、埃及、芬兰、印度、伊拉克、以色

列、日本、蒙古、挪威、菲律宾、巴基斯坦、

大韩民国、卢旺达、斯洛伐克、南非、前南斯

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突尼斯、乌克兰

4046

非洲局势 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比利时、古巴、刚果

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埃及、芬兰、印度、印

度尼西亚、日本、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拉

维、摩洛哥、莫桑比克、挪威、菲律宾、葡萄

牙、大韩民国、卢旺达、塞内加尔、斯洛伐

克、南非、苏丹、斯威士兰、多哥、乌克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

拉圭、也门、赞比亚

4049

非洲局势 科摩罗、加纳、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乌干达 4049

非洲局势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4049

阿富汗局势 阿富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4051

安哥拉局势 安哥拉 4052

塞拉利昂局势 尼日利亚、塞拉利昂 4054

阿富汗局势 阿富汗 4055

中非共和国局势 中非共和国 4056

东帝汶局势 澳大利亚、芬兰、印度尼西亚、日本、新西

兰、挪威、葡萄牙、大韩民国

4057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 刚果民主共和国 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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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受邀国家

安理会的决定： 
发出邀请和再次 
邀请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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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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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旺达 4063

塔吉克斯坦境内和塔吉克-阿富汗边界沿线局势 塔吉克斯坦 4064

格鲁吉亚局势 格鲁吉亚 4065

布隆迪局势 布隆迪、芬兰、挪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4067

安全理事会在预防武装冲突方面的作用 澳大利亚、孟加拉国、白俄罗斯、克罗地亚、

埃及、芬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日

本、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列支敦士登、新西

兰、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大韩民国、

塞内加尔、南非、苏丹、乌克兰、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赞比亚

4072

有关海地的问题 海地、委内瑞拉 4074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 刚果民主共和国 4076

塞拉利昂局势 塞拉利昂 4078

非洲局势 阿尔及利亚、巴哈马、孟加拉国、比利时、布

隆迪、喀麦隆、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

埃及、芬兰、德国、加纳、印度、印度尼西

亚、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肯尼亚、阿拉伯

利比亚民众国、莫桑比克、新西兰、尼日利

亚、挪威、葡萄牙、大韩民国、卢旺达、塞拉

利昂、南非、西班牙、瑞典、乌干达、乌克

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津巴布韦

4081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科威特 4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