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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01 年 9 月 11 日一周年之际安全理事会 

高级别会议：国际恐怖主义行为 

初步程序

2002 年 9 月 11 日的(第 4607 次会议)决定：主席

声明  

 在 2002 年 9 月 11 日举行的第 4607 次会议上，

安理会将题为“2001 年 9 月 11 日一周年之际安全理

事会高级别会议：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项目列入议

程。 

 秘书长和美国代表发了言。228
 主席(保加利亚)

在开幕词中说，本次会议的目的是庄严悼念 2001 年 9

月 11 日袭击美国的恐怖主义攻击的受害者。229
 

 秘书长强调指出，安理会作为建设最广泛国际联

盟的论坛，在打击恐怖主义斗争中发挥着最核心作

用。秘书长回顾了安理会在攻击发生后通过的强有力

的决议，表示会员国正在广泛的反恐领域开展合作。

他强调指出，在攻击事件发生一年后，打击恐怖主义

斗争中的全球合法性显得更为重要，他吁请安理会更
__________________ 

228 保加利亚由总统出席了会议；除墨西哥外的所有其他安

理会成员国均派部长级代表出席了会议。 

229 S/PV.4607，p.2。 

努力地为今后反恐斗争赢得尽可能广泛的支持。230
 

 美国国务卿申明，攻击事件后可清楚看出，恐怖

主义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消除这一威胁需要

采取采取协调一致的长期行动。他提到联合国会员国

迄今为打击恐怖主义采取的共同努力，包括在阿富汗

建立了临时执政当局。他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准备进行

以年计算，而非以月衡量的长期努力，以根除恐怖主

义这一全球威胁。231
 

 在同次会议上，主席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232
 

安理会在声明中除其他外表示： 

 向 2001 年 9 月 11 日攻击事件中的无辜死伤者致敬；  

 申明这些攻击事件是对全球文明和对我们使世界更美

好、更安全的共同努力的攻击；  

 呼吁所有国家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推进并利用与反恐

委员会及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合作。 

__________________ 

230 同上，pp.2-3。 

231 同上，pp.3-4。 

232 S/PRST/2002/25。 

 

 

C. 安全理事会高级别会议：打击恐怖主义 

初步程序

2003 年 1 月 20 日(第 4688 次会议)的决定：第

1456(2003)号决议 

 在 2003 年 1 月 20 日举行的第 4688 次会议上，

安理会将题为“安全理事会高级别会议：打击恐怖主

义“的项目列入议程。   

 在会议上，所有安理会成员国，233
 秘书长及反

恐委员会主席发了言。 

__________________ 

233 除智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外的安理会成员国均派部

长级代表出席了会议。 

 秘书长强调指出，成功消除恐怖主义威胁需要采

取全球对策及长期行动。他敦促联合国制定有效的国

际规范，以便在阻止潜在恐怖肇事者方面发挥日益重

要的作用。他将此关键作用分配给了反恐委员会，该

委员会负责确保国际反恐公约和标准的执行，因此是

全球打击恐怖主义努力的核心。他还提醒注意反恐战

争的附带损害，即牺牲国内一级的重要自由或法治，

以及利用反恐斗争为借口在国际一级采取军事行动。

他还认为，如果联合国能够按照《联合国宪章》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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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成功应对贫穷、不公正、苦难和战争，就可帮助消

除用来为恐怖行径实施者辩护的借口。234 

 反恐委员会主席表示，尽管绝大多数国家已开始

执行第 1373(2001)号决议，并为此着手审议或通过新

法律，但需要采取更多和更快的行动。他指出了出于

一些原因尚未向委员会提交报告的国家名称，并设定

了最后提交期限，逾期未提交报告的任何国家将被视

为不遵守决议。他还强调执行第 1373(2001)号决议的

复杂性，并为此强调指出，反恐委员会为可能需要帮

助的国家提供了各种指导和咨询意见。在这方面，他

还指出各国在所在区域的集体努力下开展工作的惠

益，并要求各国际和区域组织为各国提供支助。他提

请注意第 1373(2001)号决议已提及的恐怖主义与其他

形式的国际有组织犯罪间的潜在关联，并表示反恐委

员会正帮助建立的反恐结构可能也有助于打击一切

形式的国际犯罪。235 

 大多数发言者在发言中赞扬反恐委员会的工作，

并认为仍需该委员会在执行第 1373(2001)号决议中发

挥协调和协助作用。他们重申需要在反恐斗争中采取

全面办法和加强合作，并为此肯定联合国所发挥的领

导作用。 

 一些发言者呼吁在各级开展合作，特别是在区域

和国际两级，并欢迎反恐委员会与区域和国际组织拟

于 2003 年 3 月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在各级加强反恐

斗争合作并改善协调。236
 智利代表表示，安理会面

前的决议草案 237
 标志着反恐委员会工作的转折点，

因为决议强调在各国与国际及区域组织间建立横向

合作关系，并将各国间合作作为反恐努力的核心。238
 

__________________ 

234 S/PV.4688，pp.2-30。 

235 同上，pp.3-5。 

236 同上，p.9(保加利亚)；p.14(墨西哥)；p.19(美国)；p.21(几

内亚)；p.25(智利)。 

237 S/2003/60。 

238 S/PV.4688，pp.24-25。 

 许多发言者承认需要加强国际反恐法律框架，并

希望完成国际恐怖主义公约草案及制止核恐怖主义

行为公约草案的相关工作。239
 一些发言者提醒安理

会，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必须尊重《联合国宪章》

原则和国际法。240
  

 若干发言者还谈到必须解决恐怖主义背后的根

源 241
 并认为冲突预防和冲突解决是消除恐怖主义

的重要努力。242
 其他代表提请注意一个事实，即恐

怖主义通常与其他非法活动，特别是武器贩运、洗钱

和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相关。243
 西班牙代表建议

考虑调整反恐委员会在这方面的任务授权。244
 其他

一些发言者表示特别关切恐怖分子获取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的风险，并强调需要解决这一问题。245
 为防

止恐怖分子利用放射源制造脏弹，法国代表宣布了具

体提案，其目标是拟订一项对使用和转让上述放射源

加强控制的国际公约。246
  

 在讨论恐怖主义与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国家

间的联系时，特别提及伊拉克局势：虽然俄罗斯联邦、

美国和联合王国代表一致希望和平解决危机，但联合

王国代表警告说，如果伊拉克不积极遵守安全理事会

__________________ 

239 同上，p.6(德国)；p.8(喀麦隆)；p.10(保加利亚)；p.11(安

哥拉)；pp.15-16(俄罗斯联邦)；p.18(美国)；p.21(几内亚)；

p.25(智利)；p.26(法国)。 

240 同上，pp.5-6(德国)；p.14(墨西哥)；p.15(俄罗斯联邦)；

p.20(中国)；和 p.22(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241 同上，p.6(德国)；p.6(喀麦隆)；p.9(联合王国)；p.11(安哥

拉)；p.16(俄罗斯联邦)；p.20(中国)；p.22(几内亚)；p.23(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p.26(法国)。 

242 同上，p.6(德国)；p.9(联合王国)；p.14(墨西哥)；p.16(俄

罗斯联邦)；p.20(中国)；p.22(几内亚)；p.26(法国)。 

243 同上，p.10(保加利亚)；p.15(俄罗斯联邦)；p.18(美国)；

p.21(几内亚)；p.26(法国)。 

244 同上，p.17。 

245 同上，p.6(德国)；p.8(联合王国)；p.15(俄罗斯联邦)；

p.17(西班牙)；p.18(美国)。 

246 同上，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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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义务并与视察员充分合作，就可能对其使用武

力。247
 同样，美国代表强调，如果伊拉克不完全遵

守决议规定，各国绝不能逃避在第 1441(2002)号决议

中一致确定的自身责任。248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

表提出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

间的关联，并呼吁召开国际会议以界定恐怖主义并将

中东建为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地区。249
 

 关于反恐委员会的作用，俄罗斯联邦代表提到第

1373(2001)号决议要求各国也采取措施打击恐怖分子

的帮凶，他提议反恐委员会探讨这一事项，因为不仅
__________________ 

247 同上，pp.8-9(联合王国)；p.15(俄罗斯联邦)；p.18(美国)。 

248 同上，p.18。 

249 同上，p.23。 

须协助会员国改进反恐怖主义法，还须协助它们审查

根据目前要求运用这些法律的情况。250
 西班牙代表

强调，反恐委员会不应局限于审查各国提交的报告，

还必须提出旨在防止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具体法律

和政治措施建议，并提供信息交流工具以及有效边境

管制方面的意见。251
  

 主席(法国)提请安理会注意一项决议草案，252
 

该决议草案随后提付表决并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

1456(2003)号决议，安理会在决议中决定通过决议所

附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宣言。

__________________ 

250 同上，p.15。 

251 同上，p.17。 

252 S/2003/60。 

 
 

 

40. 促进和平与安全：对非洲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 

初步程序 

2000 年 1 月 13 日(第 4089 次会议)的决定：主席

声明 

 在 2000 年 1 月 13 日第 4089 次会议上，安理会

在其议程内列入题为“促进和平与安全：对非洲难民

的人道主义援助”的项目。安理会听取了联合国难民

事务高级专员的情况介绍，随后是交互发言，安理会

所有成员都发了言。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表示，过去几年，难民

危机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国内流离失所者增

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应秘书长要求，或

在与难民或回返者问题密切相关时协助内部流离失

所者，同时，其他人道主义机构也干预了一些局势；

她关切指出，尚无固定机制，援助特别是保护国内流

离失所者。高级专员认为，最慷慨收容难民的国家付

出的代价也最高，这些国家的安全、社会经济和自然

环境受到大量人口被迫流动的严重影响。她指出，战

争引起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助长了冲突的蔓延。她警告

说，如果不停止迫使人们逃离的战争，就无法解决难

民危机。在这方面，她敦促安理会寻求更果断的措施，

解决以下关键问题，如不分青红皂白地争夺资源，武

器流动失控，缺乏解决冲突的机制，以及支持冲突后

局势不力。 

 关于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哥拉、非洲之

角和西非的难民危机，高级专员指出，人道主义行动

本身不足以解决任何导致被迫流离失所的问题，并强

调，它不能代替各国政府和议会在他们明确责任的领

域担负责任，如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领域。她强调，

安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可在非洲防止、遏制和

解决冲突，因此，解决难民问题。为此，她敦促安理

会抛开分歧，采取明确、有力而团结的立场，把讨论

转化为具体行动，协助更果断、迅速和实质上落实和

平协议，促进调动资源用于重建和建设和平工作。人

权事务高级专员要求快速解决难民危机，同时强调各

国必须维护难民的权利，向逃离战争和迫害的人们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