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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邀请参加的依据
说

明

本部分分四节叙述安理会发出邀请方面的惯
例。A节叙述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该条
是邀请非安理会成员的会员国参加安理会议事的依
据)发出的邀请，并叙述安理会在这方面的一般惯

席，提出受邀请求。主席则在会议开始时或会议期
间通知安理会已收到此类信函，并提议如安理会同
意即发出邀请。通常是在无人反对情况下作出此种
决定。在一个案例(见案例1)中，会员国提出受邀请
求，继而又撤回了这一请求。

例。附件一予以补充，提供了关于向这些受邀者发
出的邀请的有关资料。
B节探讨了安理会根据第39条发出邀请的惯例。
该条是邀请“秘书处人员或其他人员”向安理会提

若举行会议续会，则通常不再提及邀请的延
续。此外，除非另有提及，否则在关于某一议程项
目的连续若干次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发出的邀请在
每一次会议上自动延续。

供情况或其他协助的依据。这一简短的概述得到附

与往年一样，根据第37条受邀的会员国有时会

件二的补充，其中关于向这些受邀者发出的邀请的

以其他身份，如作为区域组织的代表发言。1 在这种

有关资料。受邀者包括：(a) 联合国各机关(秘书

情况下，安理会主席在请会员国发言时，会指明其

处)的代表；(b) 联合国其他机关、附属单位和机构

具备的代表身份。会员国将在发言一开始说明自己

的代表；(c) 区域和其他政府间组织的代表；以及

代表的是谁或以什么身份发言。案例2着重介绍了一

(d) 其他受邀者。

次没有遵循这一惯例的情况。

C节涉及的是那些非明确根据第37条或第39条发
出的邀请。
D节论述的是遭拒绝或未采取行动的受邀请求。

A. 根
 据第37条发出的邀请
(联合国会员国)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非安理会成员的联合国会
员国通常是“根据《宪章》的相关条款及安理会暂
行议事规则第37条”受邀参加安理会议事的，但没
有清楚指明《宪章》中的相关条款。第37条规定：
在 讨论提交安全理事会的任何问题时，任何非
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联合国会员国，在安全理
事会认为其利益特别受到影响时，或某一会员
国按照宪章第三十五条第一项将某事项提请安
全理事会注意时，可经安全理事会决定，受邀
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在惯例中，发出这类邀请通常是理所当然的，
不必经过讨论。有关国家以信函形式向安理会主

在邀请以联合国附属单位或其他组织代表身份
发言的会员国代表方面，惯例各不相同。有的是根
据第37条发出邀请的，有的是根据第39条发出邀请

1

例如，在下列例子中，一个会员国的代表根据规则第
37条受邀与会，但以另一实体的代表身份发言：在第3698次
会议上，阿尔及利亚代表以阿拉伯国家联盟外交部长理事会
主席的身份发言(S/PV.3698(复会一)，第7页)；在第3639次
会议上，突尼斯代表以非洲集团的名义发言(S/PV.3639，第
22页)；在第3641次会议上，约旦代表以阿拉伯国家集团代
表的身份发言(S/PV.3641，第30页)；在第3689次会议上，
爱尔兰代表以欧洲联盟的名义发言(S/PV.3689，第27页)；
另，尼加拉瓜代表以中美洲临时秘书身份发言(同上，第29
页)；在第3769次会议上，卡塔尔代表以亚洲集团名义发言
(S/PV.3769，第13页)；在第3797次会议上，尼日利亚代表
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四国部长级委员会的名义发言(S/
PV.3797，第2页)；另，津巴布韦代表以津巴布韦总统的名
义和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的名义发言(同上，第5页)；在
第3811次会议上，丹麦代表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现任主
席的名义发言(S/PV.3811，第20页)；在第4003次会议上，
卡塔尔代表以伊斯兰集团主席的身份发言(S/PV.4003，第13
页)；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以伊斯兰会议组织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那问题联络小组主席的身份发言(同上，第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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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的则没有明确的邀请依据。在最通常的情况
下，邀请是应会员国的请求而发出的，会员国在这

(a)

联合国秘书处、安全理事会访问团和安全

理事会附属机构的代表；

一请求中往往明确提到它希望受邀的依据。
根据第37条发出的邀请清单载于本章末尾的附
件一。仅为便于参考起见，对这些邀请按议程项目
分组。

(b)

联合国机关、附属单位或机构的代表；

(c)

区域和其他政府间组织的代表；

(d)

给其他人的邀请。

应注意安理会在根据第39条发出邀请方面的惯
案

例

1

例的若干一般特征。向联合国各机关和附属单位代

在1999年1月29日举行的第3973次会议上，主席

表发出的邀请是不经任何正式讨论，理所当然地发

通知安理会，他曾收到了厄立特里亚代表和埃塞俄

出的。安全理事会主席会宣读有关机构的请求信，

比亚代表要求受邀参加该议程项目的讨论的请求。

使之录入会议记录，但不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

主席指出，鉴于根据安理会事先磋商达成的谅解，

件印发。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开始时，给联合国各基

在会议上将没有发言，厄立特里亚代表后又撤回了

金、方案和机构代表的邀请是以同样依据发出的。

其与会请求。因此，仅邀请了埃塞俄比亚代表与

自1998年9月29日第3932次会议起，这一惯例有所改

会。

变，在该次会议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
会)的代表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
案

例

署)的代表分别“按照安理会事先磋商达成的谅解”

2

在1996年9月27日举行的第3698次会议上，主席
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外交部长艾哈迈德·阿塔夫)

受邀参加。5 这一模式也同样用于向各国际组织赴联
合国代表团发出的邀请。6
向区域组织的代表发出邀请由一个会员国以拟

以“阿拉伯国家联盟外交部长理事会主席的身份”
2

发言。 然而，在该会议开始前向阿尔及利亚代表发
3

出的邀请并未提及阿塔夫先生具备的代表身份。

受邀者的名义提出请求，均不经任何正式讨论即获
得批准。安全理事会主席会宣读有关组织的请求
信，使之录入会议记录，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印

B.

发。只有当因区域组织的代表级别而须采用不同的

 据第39条发出的邀请
根
(秘书处人员或其他人员)

与会形式时，才会不遵行这一惯例。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根据第39条发出的邀请共
有50个。与这些邀请有关的惯例大致与以前各期间

C.

非明确根据第37条或第39条发出的邀请
虽 然 第 37条 或 第 39条 是 最 经 常 援 引 的 邀 请 依

一致。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是，秘书处1999年所作
4

通报的次数较前三年增长了3倍。 第39条规定：
为 审议理事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安全理事会
可邀请其认为合适的秘书处人员或其他人员向
理事会提供情况或其它协助。
根据第39条发出的邀请清单载于本章末尾的附
件一。仅为便于参考起见，将这些邀请分为以下四
类：

2

S/PV.3698(复会一)，第7页。

3

S/PV.3698，第2页。

4

安理会在1999年12月30日的一份主席的说明(S/1999/
1291)中，对这一发展表示欢迎。

据，但是有些邀请是根据事先磋商、或以往惯例，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没有依据而发出的。这些包
括：给国家元首的邀请；给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邀
5

此后，在第3942次(1998年11月10日)和第3977次(1999
年2月12日)会议上，按照同样的模式，联合国各机关、附属
单位或机构的代表受邀参加安全理事会议事。详见附件二。
6

在1997年5月21日举行的第3778次会议上，出现一次例
外。在该次会议上，主席宣读了大韩民国代表的来信，将之
录入记录。该信请求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赴联合国代表团的团长发出邀请。该信也已作
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印发(见S/1997/386)。
7

例如，在1997年9月25日举行的第3819会议上，非洲统
一组织的代表是该组织主席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以
及该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关于给国
家元首的邀请，请参阅案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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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给以安全理事会附属机构主席身份发言的安理
8

会成员的邀请； 给观察员代表团代表的邀请；以及
给其他人的邀请。在这些情况下，给个人发出的邀

按照安理会预先磋商达成的谅解，我请礼宾处处长陪同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弗雷德里克·雅·泰·奇卢巴先生在安理
会议席上就座。

请的依据不会引起任何评论或讨论。案例4至6说明

案

了安理会在非根据第37条或第39条而发出的邀请方

例

5

给常驻观察员的邀请

面各种不同的惯例。
安理会在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

瑞士常驻观察员。瑞士常驻观察员总是按照安

山)的与会请求予以同意时，继续采用了特殊的邀请

理会事先磋商达成的谅解，受邀参加安理会讨论，

形式。安理会主席应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代表的书面

但无投票权。13

请求，指名道姓地邀请该代表参加会议，每次均代表

罗马教廷常驻观察员。罗马教廷常驻联合国观

外交部长弗拉迪斯拉夫·约万诺维奇。在1999年11月

察员“根据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获得与会邀

5日第4061次(非公开)会议，应约万诺维奇先生的请

请。14

求，布拉尼斯拉夫·斯尔达诺维奇先生受邀与会。9
案

例

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主席通常经安理
会同意，“按照议事规则和以往这方面的惯例”，

3

邀请巴勒斯坦常驻观察员“参加目前的辩论”。15 常

给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邀请

驻观察员的请求信由安理会主席宣读，录入会议记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秘书长和副秘书长越来越

录，并作为安理会文件印发。

多地参加了安理会议事。10 在向他们发出邀请时，没

D.

有说明依据。
案

例

遭拒绝或未采取行动的受邀请求
说

4

明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出现关于要求受邀参

给国家元首的邀请

加安全理事会议事的请求被明确拒绝的情况。虽然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国家元首参加安理会议事

安理会有几次没有满足会员国关于召开会议的请

的情况出现过5次，其中4次，在向他们发出邀请

求， 16 但这些信函未提出具体的与会请求。案例6

时，没有说明依据。 11 例如，在1999年9月21日举行

包含两次不同的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讨论了会

的关于非洲局势的第4047次会议上，赞比亚总统按

员国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特别

12

照下面的模式受到主席的邀请：

是在涉及制裁的实施的情况下，在安理会发言的权
利。

8
例如，在1998年12月18日举行的第3957次会议上，瑞
典代表以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拉利昂的第1132(1997)号决议所
设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向安理会通报情况。
9
10

见S/PV.4061，作为一份公报印发。

案

例 6

在1997年11月12日举行的审议伊拉克与科威特
间局势的第3831次会议上，埃及代表强调，必须充

例如，见S/PV.4020和、S/PV.4041和S/PV.4046。

11

S/PV.4047和Corr.1，第2页。在1999年11月15日举行
的第4069次会议上，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主席安
特·耶拉维奇先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成员阿利
雅·伊泽特贝戈维奇先生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成
员日夫科·拉迪希奇先生发出了邀请(S/PV.4069和Corr.1，第
2页)。
12
唯一未遵行这一惯例的情况出现在1996年1月29日举行
的第3624次会议上。在该次会议上，按照安理会第3621次会
议作出的决定，利比里亚过渡时期政府集体主席团成员阿尔
哈吉·克罗马先生受邀与会。在第3621次会议上，安理会按

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利比里亚与会(S/PV.3624，第2
页)。
13

例如，见S/PV.3980；S/PV.4046；S/PV.4061；S/
PV.4062。
14

例如，见S/PV.3875和S/PV.4086。

15

例如，见S/PV.3652；S/PV.3698；S/PV.4046。

16

例如，见1996年5月24日卢旺达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6/374)和1998年8月21日苏丹常驻联合
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8/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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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遵循章程规定和法律标准，不得剥夺联合国任何

他们自身的辩护提出他们自己的意见。此外，他争

会员国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在安

辩说，安全理事会和制裁委员会在自己的职权范围

理会表达其看法的权利。他进一步强调，当问题涉

内负有法律、道德和政治义务，必须听取有关国家

17

及对该国实行的制裁时，尤为如此。

的意见、必须思考并客观分析他们的观点和推理，

在1998年3月20日举行的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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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众国来信的第3864次会议上，哥斯达黎加代表争
辩说，利比亚和任何其他正受制裁体制制裁的其他
国家，以及其他有正当关切或受任何国际争端影响

以便完全依其《宪章》第七章确立的崇高和非常严
肃的责任作出决定。他指出，这次正式会议是所有
会员国对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式及其成文和非成文
规则应有必要的透明度的要求方面“朝前迈出的一
步”。18

的方面，都有权利就事实、他们自己的法律理由和
17

18

S/PV.3831，第7页。

S/PV.3864和Corr.1，第14页。

第二部分
与受邀请代表或个人参加议事有关的程序
说

明

第二部分述及发出邀请后与受邀请国家或个人参加议事有关的程序。在
本文件所述期间，安理会就在哪一阶段听取受邀请国家的意见进行了一些讨
论(见案例7)。但未就受邀请方参加议事时限问题进行讨论。 19 一般采用的惯
例是，当需要在多次会议上审议某个问题时，主席在每次后续会议上通过议程
后，会立即再次发出邀请。
安理会继续遵循其一般惯例，不允许受邀请代表讨论诸如通过议程、发出
邀请以及推迟审议某个问题等程序事项。
案

例

7

在1998年6月6日举行的有关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责任
的第3890次会议上，巴基斯坦代表对于安理会漠视《宪章》第三十一条的规
定，未给予其代表团参与讨论有关安理会刚刚表决决议的机会而深表遗憾。20
虽然邀请了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会员国参与讨论，但是第1172(1998)号决议是
在会议开始时通过的，使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只能在表决后发言。

19

但是，在1999年12月15日举行的第4081次会议上，安理会主席的确促请所有发言者
将其首次发言时间控制在至多5分钟。
20

S/PV.3890，第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