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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澄清自身为解决这一重要问题可发挥的作用。25
 

保加利亚代表强调安理会应具备必要的知识和能力，
__________________ 

 25 同上，第 12 页。 

以便将粮食安全纳入处理非洲冲突的办法中，认为安

理会不应谨小慎微，或担心超越自身的职权范围。26

__________________ 

 26 同上，第 9-10 页。 

 

 

 

 

 

51.  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 
 

初步程序 

2003 年 1 月 28 日(第 4694 次会议)的决定：第 1459(2003)号决议 

 在 2003 年 1 月 28 日举行的第 4694 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题为“金伯利进

程证书制度”的项目列入日程。主席(法国)提请安理会注意一项决议草案；1
 决议

草案提付表决并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 1459(2003)号决议，其中指出： 

 坚决支持因特拉肯会议通过的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以及进行中的完善和实施该制度的进

程，认为这是对打击冲突钻石贩运的宝贵贡献，期待加以实施，并强烈鼓励参与者进一步解决

未决问题； 

 欢迎《因特拉肯宣言》阐述的行业自愿自我管制制度； 

 强调各方尽可能广泛参加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非常重要，应加以鼓励和推动，并敦促所

有会员国积极参与该制度。 

 

 1 S/2003/54。 

 

 

 

52.  安全理事会和各区域组织： 

  面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挑战 

初步程序 

 

 2003 年 4 月 11 日(第 4739 次会议)的审议 

 在 2003 年 4 月 11 日举行的第 4739 次会议上，

安全理事会将题为“安全理事会和各区域组织：面对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挑战”的项目列入议程。1
 

 

__________________ 

 1 该会议上讨论(对《宪章》第八章条款的一般性考虑)的更

多信息详见第十二章第三部分 A。 

 与会者在会上进行了互动讨论，安理会大多数成 

员、2
 秘书长、希腊代表(代表欧洲联盟 3

 )、美洲国

家组织代表、非洲联盟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 

 2 墨西哥代表未作发言。 

 3 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

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

克和斯洛文尼亚赞同他的发言。 



安全理事会惯例汇编 
 

 

11-21844 (C) 714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

体(西非经共体)代表作了发言。4
 

 秘书长在发言中强调，为解决当前的和平与安全

挑战，各区域组织和联合国有共同利益。他指出，在

努力处理各种危机的过程中，联合国一直有赖于非

洲、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区域伙伴，而且从这些

经验中充分了解到，需要把集体不安全的状况转变为

集体安全制度。他补充说，这正是《联合国宪章》第

八章的目的所在。5
 

 美洲国家组织的秘书长指出，美洲面临的主要安

全挑战在于非军事威胁，如恐怖主义、贩毒、非法贩

运武器或自然灾害。他详细说明了为应对这些威胁而

建立的各种区域文书，这些文书主要通过和平手段来

预防冲突。6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以伊拉克和中东为例，详述了

阿盟的参与，并讨论了安理会相比之下所发挥的作用。

他感到遗憾的是，安理会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后一直保

持沉默，因为这影响到其声誉和作用。他还感到遗憾

的是，安理会没有就阿盟的和平倡议采取行动，以结

束阿拉伯与以色列的争端。他虽然认同维持和平、建

立和平和建设和平行动的重要性，但要求以不同和更

迅速的机制来应对当前现实。鉴于因侵略伊拉克而日

益恶化的中东局势，以及安理会和大会未能解决冲突，

他提议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讨论国

际和平、维持国际和平问题及其所面临的挑战。7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秘书长指出，为增强该组织

对现代安全挑战的反应能力，欧安组织决定制定一项

战略，以应对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威胁，并确定欧安

组织参与维持欧安组织地区和平的可能办法。他强调

__________________ 

 4 墨西哥由其外交部长代表；欧洲联盟由希腊对外关系部

副部长代表；非洲联盟由南非省和地方政府事务部长代

表。出席会议的还有来自墨西哥的议员小组和大会主席。 

 5 S/PV.4739 和 Corr.1，第 3-4 页。 

 6 同上，第 7-8 页。 

 7 同上，第 13-17 页。 

了与多个合作伙伴合作的例子以及在操作上的灵活

性，包括与该地区联合国各特派团的合作，如科索沃

和格鲁吉亚的特派团，欧安组织在合作中特别注意自

身努力与联合国工作的互补性，这确实是多边责任和

行动的重要基石。8
 

 非洲联盟代表指出，必须鼓励非洲人民本着为自

己区域的稳定承担责任的精神所采取的行动，包括设

立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将这视为一项重要发展。鉴于

这些发展，他指出非洲联盟将与安理会合作，承担起

集体责任，查明问题并制订适当战略解决问题。9
 

 希腊代表(代表欧洲联盟发言)说，欧洲联盟希望

通过建立危机管理能力，支持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

安全的首要责任。他接着说，欧洲联盟齐心协力建立

其组织能力，以有效应对内部纠纷带来的挑战。他详

细介绍了欧洲联盟如何与联合国系统加强在危机管

理行动方面的切实合作，其中包括欧洲联盟驻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那警察特派团。10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执行秘书指出，西非地区面

临的主要挑战是一系列冲突，西非经共体通过冲突预

防、管理、解决、维持和平与安全机制对这些冲突作

出反应。他提到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的局势，以此说

明迫切需要西非经共体与安理会在解决冲突领域进

行合作。关于科特迪瓦，执行秘书呼吁安理会提供必

要的支持，以维持西非经共体特派团的行动。关于不

稳定状况对邻国构成威胁的利比里亚，他敦促安理会

考虑建立适当机制以监测停火。11
 

 在发言中，所有代表都认为为了应对新的挑战和

威胁，区域组织可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他们与联合国

之间的合作特别是与安理会的合作必须得到加强。恐

__________________ 

 8 同上，第 19-21 页。 

 9 同上，第 25-26 页。 

 10 同上，第 29-31 页。 

 11 同上，第 3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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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主义、12
 预防和管理冲突(特别是在非洲)被确认为

联合国和各区域组织必须共同面对的主要挑战。13
 

 许多发言者谈到安理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首要责任。一些发言者认为区域安全行动仍应由安理

会授权是无可争议的。14
 巴基斯坦代表认为，只有

在《宪章》原则的基础上，按照安理会决议的合法性

开展行动，区域组织才可能是有帮助和可行的。15
 同

样，智利代表认为，应在《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框

架下，在与安理会动态、有活力的关系下开展区域组

织的工作。16
 同时，几位发言者指出联合国与区域

__________________ 

 12 同上，第 9 页(智利)；第 11 页(美国)；第 18 页(联合王国)；

第 22 页(俄罗斯联邦)；第 23 页(保加利亚)；第 27 页(喀

麦隆)。 

 13 同上，第 5 页(德国)；第 9 页(智利)；第 10-11 页(美国)；

第 27 页(喀麦隆)；第 28 页(中国)；第 31 页(西班牙)；第

35 页(法国)。 

 14 同上，第 5 页(德国)；第 22 页(俄罗斯联邦)；第 23 页(保

加利亚)。 

 15 同上，第 17 页。 

 16 同上，第 9 页。 

组织之间的互补性十分重要。17
 就此，法国代表强

调，每个组织都首先应在自身能提供真正附加值的领

域介入。18
 中国代表说，在就非洲问题作出决定之

前，安全理事会应努力与各区域组织协调并合作，使

其决定更好地反映这些组织和所涉国家的立场，因为

他们对问题的解决有首要发言权。19
 

 一些代表提出了如何加强区域组织和联合国系

统关系的具体建议，包括通过有结构的对话定期进行

实质性的信息交流 20
 以及建立地方和区域争端解决

能力。21
 

 最后，主席(墨西哥)表示将分发会议的结论。22

__________________ 

 17 同上，第 5 页(德国)；第 22 页(俄罗斯联邦)；第 28 页(中

国)；第 35 页(法国)。 

 18 同上，第 35 页。 

 19 同上，第 28 页。 

 20 同上，第 5 页(德国)；第 18 页(联合王国)；第 35 页(法国)。 

 21 同上，第 18 页(联合王国)。 

 22 同上，第 37 页；见 S/2003/506，附件。 

 

53.  安全理事会在和平解决争端中的作用 
 

初步程序 

 

2003 年 5 月 13 日(第 4753 次会议)的决定：主席

的声明 

 在 2003 年 5 月 13 日举行的第 4753 次会议上，1
 

安全理事会将题为“安全理事会在和平解决争端中的

作用”的项目列入议程。以下人士在会议上发了言：

秘书长布赖恩·厄克特先生(前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

长)、詹姆希德·马克先生(前负责东蒂汶问题秘书长个
__________________ 

 1 有关会议上讨论的更多信息，见第十章第三部分 A(安全

理事会有关和平解决争端问题的决定)；第四部分(关于解

释或应用《宪章》第六章条款的基本讨论，关于第六章

有关预防冲突条款的相关性、第六章与第七章条款相比

下的相关性的部分)。 

人代表)、纳比勒·阿拉比先生(国际法院法官)以及安理

会所有成员和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哥伦比亚、埃塞

俄比亚、希腊(代表欧洲联盟 2
 )、洪都拉斯、印度和

印度尼西亚的代表。 

 秘书长在开幕词中指出，《联合国宪章》第六章

为本组织集体安全体系的核心，并强调指出，正如安

理会在第 1366(2001)号决议中承认的那样，安理会可

__________________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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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马耳他、波兰、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土耳其赞同他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