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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他认为向受地雷影响国家提供援助的议题就
在大会决议机构讨论比较适宜。

77

除所有地雷。法国代表表示认为，这项《公约》可被
用来作为在各个层面排雷行动的动员工具，包括筹

几内亚代表的发言得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
表和法国代表的赞同，他强调了大会在排雷行动中的
政治作用。78 几内亚代表着重指出，与此不同的是
安全理事会通过其维持和平行动而需要发挥开展行

资。82 法国和墨西哥代表促请尚未签署或批准该项
文书的国家签署或批准文书。 83 墨西哥代表欢迎肯
尼亚将于 2004 年主持《公约》的第一次审查会议，
因为非洲国家受到地雷祸害的严重影响。84

动的作用。79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表示认为，

2003 年 11 月 19 日(第 4864 次会议)的决定：主

在维持和平行动中集中关注排雷行动完全不需要将

席的声明

大会的职责转交给安理会。

80

2003 年 11 月 19 日，主席(安哥拉)在第 4864 次

巴基斯坦代表指出，除非各方一致接受并履行关
于在冲突状况中埋下地雷和遗留未爆弹药的国家须
承担义务这项原则，排雷行动在全球层面将继续会很
缓慢、有气无力。关于安理会正在处理的情况，防止

会议上代表安理会发言，85 据此，安理会除其他方
面外：
深表关切地雷和未爆弹药对平民、尤其是儿童，以及对
人道主义工作者和联合国工作人员造成有害和广泛的影响；

地雷和排出地雷必须纳入其审议之中。81

促请所有会员国尊重涉及地雷和未爆弹药相关国际法；

发言者强调指出，1997 年通过了《关于禁止使用、
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
约》，显示出巨大的进步，并重申国际社会有决心消
__________________
77

同上，第 17-18 页。

78

同上，第 6 页(几内亚)；第 8 页(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和第 8-9 页(法国)。

79

安全理事会敦促武装冲突的其有关地雷的承诺，对雷险
教育和清雷活动给予尽可能充分的合作；
吁请秘书长介绍地雷和未爆弹药问题的规模和人道主义
影响；
吁请会员国对排雷行动提供充分和持久的财政帮助，并
增加对排雷行动自愿信托基金的捐款。
__________________
82

同上，第 8-9 页。

83

同上，第 14-15 页。

84

同上。

85

S/PRST/2003/22。

同上，第 6 页。

80

同上，第 8 页。

81

同上，第 19-20 页。

48. 建设和平：走向全面方式
初步程序
2011 年 2 月 20 日(第 4278 次会议)的决定：主席

走向全面方式”。信的附件是一项说明，载有关于供

的声明

讨论的具体议题的建议，涉及前作战者的放下武器、

突尼斯代表在 2001 年 1 月 25 日给秘书长的信 1
中通知秘书长，突尼斯于 2001 年 2 月担任安全理事
会主席期间计划在 2001 年 2 月 5 日主持一次允许非
安理会成员的国家参加的辩论，议题是”建设和平：
__________________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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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员的重归社会；难民与流离失所者；消除贫穷和推
进可持续的发展；加强法制和民主体制；前面的建设
和平战略以及安理会的作用。
2001 年 2 月 5 日，安理会第 4272 次会议在议程
中纳入了题为“建设和平：走向全面方式”的项目，并
纳入了上述信件。会上，安理会听取了秘书长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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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审议安全理事会维护
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项下的问题

随后安理会所有成员都发了言，以下国家代表也发了

主要责任的情况下制定一项实际、全面和综合的促进

言：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克罗地亚、埃及、危地马

和平战略；支持秘书长的职能；我们必须考虑到这项

拉、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马来西亚、蒙

战略必须有效地注重冲突的深层根源，尤其是经济和

古、尼泊尔、新西兰、尼日利亚、罗马尼亚、大韩民

社会根源，这是鉴于安全、稳定与发展之间存在密切

2

国、塞内加尔和瑞典(代表欧洲联盟 )。
秘书长指出，维持和平的总体难题在于推动社会
走向持久和平，这是其中迅速、项目、活动和细腻思
维的总和。建设和平是自下而上、一点一点地建设和
平的支柱。他说，为确保这些努力的连贯性，联合国
并正在改善其内部安排，使维持和平不仅具有全面
性，而且还能综合一体地开展。他提到，目标是要巩
固和平，强化常常是来之不易的脆弱的稳定，防止重
新爆发冲突。但是，他并认为建设和平是防范性的手
段，能够解决冲突的根源，而且也能够在战争实际爆
发前加以利用。他强调说，问题在于国际社会原本可
以或应该经常地实施防范，但却没有这样做。他并着
重指出，建设和平需要被看作是长期的工作，但同时
短期也有必要在一些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他
提到，大会和安理会，认识到建设和平的重要性，认
识到与各种合作伙伴协作的必要性，包括非政府组织

联系；以国际集体责任的姿态消除贫穷，并设置创新
的方式和机制解决贫穷和经济落后问题；集中精力关
注民主和建设国家体制，作为促进和平的要素。各代
表并强调指出了前作战者放下武器、复员和重归社会
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特别关注儿童、难民、国内流离
失所者，并强化妇女在建设和平中的作用；所有参与
方之间必须开展协调，而且在建设和平领域必须进行
责任分配，尤其是与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分担责
任；4 其中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在调动国际政治意愿方
面的重要性，提出这样的建议是有鉴于它在国际和平
与安全领域负有特别责任，也有鉴于维持和平与安
全、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在设立
任何维持和平特派团之前及早开始所有参与方之间
的协商，以便为此进行更好的筹备和协调；以及在预
防冲突和建设和平的所有阶段促进持久的和秩序的
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和私营部门。他指出，安理会认识到，建设和平可以

多数代表着重指出，有必要在联合国系统内制定

成为维和行动特派团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认识到

全面和综合的战略，解决冲突的根源。各代表并表示

安理会有必要将早期预警、外交、预防性部署和解除

赞赏关于联合国制定全面综合的建设和平战略问题

武装这些预防性工具包括进去。他特别重点指出，安

的一些建议和报告，其中尤其包括秘书长题为“和平

理会要发挥主导作用，而建设和平的重大挑战中包括

纲领”的报告

了动员国际社会的政治意愿和资源。他呼吁安理会成

(卜拉希米报告)。6

员在政治上开展更多工作，将建设和平放在关注的首
要位置，以此将建设和平列为要务，使建设和平受人
重视。3

5

和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小组的报告

法国代表谈到了安理会在建设和平方面的作用，
对此指出，尽管维持和平行动得到安理会的授权，而
且包含建设和平的内容，但是安理会没有能力成为

各位代表在发言中看到了多种多样的问题，他们

“项目管理者”。关于安理会在协调参与建设和平的许

赞同的观点包括有必要在联合国和所有参与行动的

多不同行动者方面，他建议，各方的职能以及筹资问

各方之间定出共同的方式，以便在考虑到有关国家的

题可以在安理会建立维和行动时明确确定，甚至可

__________________
2

3

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
冰岛、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马耳他、波兰、
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赞同这一发言。
S/PV.4272，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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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
4

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讨论详见第六章第二部分案例
11。

5

S/24111。

6

S/20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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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为建议的附件。安理会从一开始将与部队派遣国

应该留下政府无能为力，主管权力掌握在维持和平行

和负责执行安理会决定的所有金融机构建立双重的

动手中的印象，这将损害和平。10

协作关系。7 乌克兰代表指出，当联合国在冲突地区

美国代表强调指出，尽管冲突有其深层的体制结

的和平努力进入长期预防性建设和平的阶段时，安全

构原因，但国际社会决不能忘记，冲突的直接起因往

理事会应当把主要角色的作用移交给联合国系统其

往是个人的野心和贪欲。他并指出，美国认为安全理

他实体，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来协调进一步的国

事会的授权任务不应当侧重于重建和发展。因为这不

际努力。8 埃及代表表示相信，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

是安理会的责任。但是，他提到，联合国系统的所有

穷需要通过联合国其他机构来处理，但安理会应当在

要素需要协调运作，区域组织、国际金融机构、捐助

对冲突采取行动时考虑到这些方面的因素。他强调指

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要发挥作用，但需要加强协

出，埃及代表团不希望安理会变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调。他指出，安理会对这一问题应当明确，应当鼓励

或一个非公开的、小型的大会，特别是因为它的工作

明确无误的态度。11

是高度政治化的。9 同样，印度代表指出，尽管安理
会在建立作为维持和平进程一部分的维持和平行动

2001 年 2 月 20 日，安理会第 4278 次会议再次将
2001 年 12 月 15 日突尼斯代表的信纳入议程。12

方面要发挥作用，但这并不就可以说这些行动必须承
担经济和社会重建的工作，也不是说安理会应当要求
维和行动开展这些工作。他表示认为，多数维持和平

同次会议上，主席(突尼斯)代表安理会发了言，13
据此安理会除其他外：
确认建立和平、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三者往往密切相关；

特派团仍然是观察停战情况的一组专家或特遣队，近
年来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
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和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
政当局(东帝汶过渡当局)是这一常规的三个例外。试
图从这些非常特殊的例子中得出一般性结论是危险
的，并且是卜拉希米报告更加严重的缺点之一。在科
索沃特派团和东帝汶过渡当局这两个案例中，联合国
步入政治真空，建立了过渡行政当局。但是，在存在
国家政府的情况下，无论政府多么脆弱，联合国都不
__________________

强调此种建设和平战略要取得成功，除其他外应符合下列
基本标准：各项方案和行动的适切性和协调一致；当事国现有当
局的同意与合作；进程的连续性和有始有终；各组织和其他有关
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整个建设和平行动的成本效益；
安全理事会极力鼓励联合国系统及各区域和分区域组
织、各捐助国和国际金融机构考虑发起各种倡议，如：利用联
合呼吁机制、联合举行认捐会议，以迅速动员国际的政治支持
及所需的基本资源；确保及时资助快速开办的建设和平项目；
改善能力建设活动，以加强促进发展和自力更生的机制。
__________________
10

同上，第 22 页。
S/PV.4272，第 9-10 页。

7

S/PV.4272，第 4-7 页。

11

8

同上，第 24 页。

12

S/2001/82。

9

S/PV.4272(Resumption 1)，第 11 页。

13

S/PRST/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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