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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正如《汇辑》以前补编中指出的那样，《宪章》第三十一和三十二条及《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和 39 条规定，属以下情况者，可邀请非安理会成员的国家参加安理会的讨论：（a）当一个联合国会员国

根据《宪章》第三十五条第一项（《议事规则》第 37 条）提请安理会注意某一争端或局势；（b）当一个联合

国会员国或非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是某一争端的当事方（《宪章》第三十二条）；及（c）当联合国的一个会

员国的利益特别受到影响（第三十一条和第 37 条）。除此之外，还可邀请秘书处人员或其他人员提供情况或

其他协助（第 39 条）。在这四类邀请中，只有第二类邀请涉及安理会的义务。不过，在发出邀请时，安理会

对涉及属第三十二条含义范围内的争端的控诉、局势或其他性质的事项依旧未作任何区分。 
 
对参加安理会议事的相关材料进行分类的目的在于说明安理会在可能情况下遵守以《宪章》第三十一和

三十二条以及《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和 39 条为依据的分类时所采用的种种惯例。《安全理事会惯例汇辑，

1946-1951 年》解释说，由于安理会经常决定发出参加其议事的邀请而不对此类邀请的依据表态，所以如此严

格的分类是不可行的。 
 
相关材料在本章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列出。由于在审查所涉期间没有对《宪章》第三十二条的条款和规

定进行讨论，因此第二部分没有任何记载。 
 
第一部分所载说明指出，在审查所涉期间，没有讨论邀请可能根据的依据，但下文 D.3 节所列有关第三

十一和三十二条或第 39 条没有明示的邀请是个例外情况。该部分所列表格显示了安理会发出的各种邀请。 
 
第三部分所载说明指出，在审查所涉期间，被邀代表参加议事的限制最少。

 

第一部分 
 

邀请参加的依据 
 

说 明 
 

第一部分列出了在安理会上提出邀请参加讨论的提议的各种情况。安理会在发出邀请方面所采用惯例的

种类和类型分三节论述：B 节论述对联合国机构或附属机构代表的邀请；C 节论述对联合国会员国的邀请；D
节论述其他种类邀请。 

 
在审查所涉期间，关于会员国请求被邀请参加安理会议事，没有产生特殊问题。对根据第三十五条第一

项向安理会提交事项的会员国发出的邀请，以及当考虑到联合国会员国的利益受到特别影响时，根据第三十一

条向他们发出的参加讨论某一问题的邀请都是理所当然的，不需任何讨论。此类邀请请求以信函形式写给安理

会主席，他在会议期间通知安理会收到此信，同时提议如无反对意见即应发出邀请。 
属以上两类的邀请以表格形式记录在 C.1(a)节和 C.2(a)节中。这些表格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提供以下几

点情况：（a）问题；（b）被邀请国家；（c）邀请依据；（d）安理会决定。 
 
D.1 节的表格载列了根据《宪章》第三十二条明文发出的邀请。D.2 节表格所列的是根据《暂行议事规则》

第 39 条明文规定发出的邀请，不必进行任何讨论。D.3 节表格中的邀请是第三十二条或第 39 条均未明文规定

的邀请。D.4 节论述了邀请被拒绝的情况。 
 

** A. 被邀请人系以个人身份 



 
B. 联合国机构或附属机构的代表 

 
在审查所涉期间，所有向联合国机构或附属机构的代表发出的邀请都是理所当然的，不需任何讨论。请

求信由安理会主席宣读记入会议记录，不作为 S/编号的文件印发。下文以表格形式按年代顺序记录了这些情

况，提供以下方面的情况（a）问题；（b）被邀请的联合国机构或附属机构；（c）邀请请求；（d）安理会决定。
 
 

问题 a 被邀请的联合国机构或附属机构 邀请请求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

邀请 b 

南非问题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

的信 

第 2571 次会议（第 2574 次会议）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 第 2600 次会议（第 2601 和 2602

次会议）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

的信 

第 2690 次会议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 第 2732 次会议（第 2733-2738 次

会议）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

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

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 

第 2732 次会议（第 2733-2738 次

会议）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 2733 次会议（第 2733-2738 次

会议）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 第 2793 次会议（第 2794-2797 次

会议）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

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

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 

第 2794 次会议（第 2795-2797 次

会议）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 2795 次会议（第 2796 和 2797

次会议） 

纳米比亚局势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 2583 次会议（第 2584-2590 及

2592 次会议）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 第 2583 次会议（第 2584-2590 及

2592 次会议）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

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

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 

第 2588 次会议（第 2589-2590 及

2592 次会议）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 2624 次会议（第 2625-2626，

2628 及 2629 次会议）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

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

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 

第 2624 次会议（第 2625-2626，

2628 及 2629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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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被邀请的联合国机构或附属机构 邀请请求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

邀请 b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 第 2626 次会议（第 2628 和 2629

次会议）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 2740 次会议（第 2741-2747 次

会议） 

 
 
 

问题 a 被邀请的联合国机构或附属机构 邀请请求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

邀请 b 

纳 米 比 亚 局 势

（续）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

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 
第 2740 次会议（第 2741-2747 次

会议）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 第 2740 次会议（第 2741-2747 次

会议）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 第 2742 次会议（第 2743-2747 次

会议）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 2755 次会议（第 2756-2759 次

会议）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

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 
第 2756 次会议（第 2757-2759 次

会议）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代理主

席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

的信 
第 2757 次会议（第 2758 和 2759

次会议） 

1985 年 6 月 17 日

博茨瓦纳常驻

代表的信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代理主

席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

的信 
第 2598 次会议（第 2599 次会议）

被占领阿拉伯领

土局势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

委员会主席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

员会主席的信 
第 2605 次会议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

委员会主席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

员会主席的信 
第 2644 次会议（第 2645-2650 次

会议）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

委员会主席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

员会主席的信 
第 2770 次会议（第 2772-2777 次

会议）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

委员会代理主席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

员会代理主席的信 
第 2805 次会议（第 2806 次会议）

安哥拉对南非的

控诉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 第 2606 次会议（第 2607 次会议）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代理主

席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

的信 
第 2764 次会议（第 2765-2767 次

会议） 

南部非洲局势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 2652 次会议（第 2654 和

2656-2662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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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被邀请的联合国机构或附属机构 邀请请求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

邀请 b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 第 2684 次会议（第 2685 和 2686
次会议） 

1988 年 3 月 11 日

阿富汗常驻代

表的信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

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的信 
第 2800 次会议（第 2801 次会议）

     
a 登入表格中的问题是根据议程项目安排的。这些项目根据

每一项目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的年代顺序排列。在以后会议中对

某一项目重新审议或对总标题下的分项目进行讨论不作为新的

议程项目再次列出，而被归入第一次列出的项目下。 

b 括号中列出的是重申邀请的会议。 

 
C. 联合国会员国 

 
1. 在会员国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以下事项情况下的邀请 

 
(a) 根据《宪章》第三十五条第一项提请注意的事项 

 
问题 a 邀请 邀请依据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

申邀请 b 
1985年 1月 28日乍得

常驻代表团临时代
办的信 

乍得 《正式记录，第四十年，1985 年 1
月至 3 月份补编》，S/16911 

第 2567 次会议 

中东局势 黎巴嫩 同上，S/16983 第 2568 次会议（第 2570，2572
和 2573 次会议） 

 黎巴嫩 同上，《1985 年 10 月至 12 月份补
编》，S/17507 

第 2623 次会议 

 黎巴嫩 同上，《第四十一年，1986 年 1 月
至 3 月份补编》， S/17717 

第 2640 次会议 （第 2641 和
2642 次会议） 

 黎巴嫩 同上，《第四十三年，1988 年 1 月
至 3 月份补编》，S/19415 

第 2782次会议（第 2783和 2784
次会议） 

 黎巴嫩 同上，《1988 年 4 月至 6 月份补编》，
S/19861 

第 2811次会议（第 2813和 2814
次会议） 

 黎巴嫩 同上，《1988 年 10 月至 12 月份补
编》，S/20318 

第 2832 次会议 

伊朗和伊拉克间局势 伊拉克 《正式记录，第四十年，1985 年 1
月至 3 月份补编》，S/16980 

第 2569 次会议 

 伊拉克 同上，《第四十一年，1986 年 1 月
至 3 月份补编》，S/17821 

第 2663 次会议（第 2664-2666
次会议） 

 伊拉克、约旦、科威特、摩洛
哥、沙特阿拉伯、突尼斯 

同上，《1986 年 10 月至 12 月份补
编》，S/18372 

第 2709 次会议（第 2710-2713
次会议） 

 也门 同上。 第 2712 和 2713 次会议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

势 
卡塔尔 《正式记录，第四十年，1985 年 7

月至 9 月份补编》，S/17456 
第 2604 次会议（第 2605 次会

议） 
 摩洛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同上，《第四十一年，1986 年 1 月

至 3 月份补编》，S/17740 和
S/17741 

第 2643 次会议（第 2644-2650
次会议） 

 津巴布韦 同上，《1986 年 10 月至 12 月份补
编》， S/18501 

第 2724 次会议（第 2725-2727
次会议） 

 民主也门 同上，《第四十二年，1987 年 10 月
至 12 月份补编》， S/19333 

第 2770 次会议（第 2772-2777
次会议） 

 约旦 同上，《第四十三年，1988 年 1 月
至 3 月份补编》，S/19402 

第 2780 次会议 

 突尼斯 同上，《1988 年 1 月至 3 月份补编》， 第 2804次会议（第 2805和 2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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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邀请 邀请依据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

申邀请 b 
S/19700 次会议） 

南非问题 埃及 《正式记录，第四十年，1985 年 1
月至 3 月份补编》，S/16911 

第 2571 次会议 

 马里 同上，《1985 年 7 月至 9 月份补编》，
S/17356 

第 2600次会议（第 2601和 2602
次会议） 

 扎伊尔 同上，《1986 年 4 月至 6 月份补编》，
S/18146 

第 2690 次会议 

 埃及 同上，《第四十二年，1987 年 1 月
至 3 月份补编》，S/18688 

第 2732 次会议（第 2733-2738
次会议） 

 塞拉利昂 同上，《1988 年 1 月至 3 月份补编》，
S/19567 和 S/19568 

第 2793 次会议（第 2794-2797
次会议） 

纳米比亚局势 毛里求斯 同上，《1985 年 10 月至 11 月份补
编》，S/17618 和 S/17619 

第 2624 次会议（第 2625、2626、
2628 和 2629 次会议） 

 津巴布韦 同上，《1987 年 4 月至 6 月份补编》，
S/18765 和 S/18769 

第 2740 次会议（第 2741-2747
次会议） 

 马达加斯加 同上，《1987 年 10 月至 12 月份补
编》， S/19230 

第 2755 次会议（第 2756-2759
次会议） 

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 安哥拉 《正式记录，第四十年，1985 年 4
月至 6 月份补编》，S/17267 

第 2596 次会议（第 2597 次会
议） 

 安哥拉 同上，《1985 年 7 月至 9 月份补编》，
S/17474 

第 2606 次会议（第 2607 次会
议） 

 安哥拉 同上，《 1985 年 10 月至 12 月份补

编》，S/17510 
第 2612 次会议（第 2614、2616

和 2617 次会议） 

 安哥拉 同上，《第四十一年，1986 年 4 月

至 6 月份补编》，S/18148 
第 2691次会议（第 2692和 2693

次会议） 

 安哥拉、津巴布韦 同上，《第四十二年，1987 年 10 月

至 12 月份补编》，S/19278 和

S/19286 

第 2763 次会议（第 2764-2767
次会议） 

1985 年 5 月 6 日尼加

拉瓜常驻代表的信 
尼加拉瓜 《正式记录，第四十年，1985 年 4

月至 6 月份补编》，S/17156 
第 2577 次会议（第 2578-2580

次会议） 

1985年 6月 17日博茨

瓦纳常驻代表的信 
博茨瓦纳 同上，S/17279 第 2598 次会议（第 2599 次会

议） 

1985年 9月 26日博茨

瓦纳常驻代表的信 
博茨瓦纳 同上，《1985 年 7 月至 9 月份补编》，

S/17497 
第 2609 次会议 

1985年 10月 1日突尼

斯常驻代表的信 
突尼斯 同上，《1985 年 10 月至 12 月份补

编》，S/17509 
第 2610 次会议（第 2611、2613

和 2615 次会议） 

1985年 12月 6日尼加

拉瓜常驻代表团临

时代办的信 

尼加拉瓜 同上，S/17671 第 2633次会议（第 2634和 2636
次会议） 

莱索托对南非的控诉 莱索托 同上，S/17692 第 2638 次会议（第 2639 次会

议） 

1986 年 2 月 4 日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常

驻代表的信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第四十一年，1986 年 1 月

至 3 月份补编》，S/17787 
第 2651次会议（第 2653和 2665

次会议） 

南非局势 苏丹 同上，《第四十一年，1986 年 1 月

至 3 月份补编》，S/17770 
第 2652 次会议（第 2654、

2656-2662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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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邀请 邀请依据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

申邀请 b 

 塞内加尔 同上，《1986 年 4 月至 6 月份补编》，

S/18072 
第 2684 次会议（第 2685-2686

次会议） 

1986年 3月 25日马耳

他常驻代表的信 
马耳他 同上，S/17940 和 S/17946 第 2668 次会议 （第 2669-2671

次会议） 

1986年 3月 26日伊拉

克常驻代表的信 
   

1986年 3月 25日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常驻代表的信 

   

1986年 4月 12日马耳

他常驻代表团临时

代办的信 

马耳他 同上，《1986 年 4 月至 6 月份补编》，

S/17982 
第 2672 次会议 （第 2773 次会

议） 

 
问题 a 邀请 邀请依据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

申邀请 b 

1986年 4月 15日阿拉

伯利比亚民众国常

驻代表团临时代办

的信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布基纳

法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阿曼 

同上，S/17991- S/17994 第 2674 次会议 （第 2675-2680
和 2682-2683 次会议） 

1986年 4月 15日布基

纳法索常驻代表团

临时代办的信 

   

1986年 4月 15日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常

驻代表团临时代办

的信 

   

1986年 4月 15日阿曼

常驻代表的信 
   

1986年 6月 27日尼加

拉瓜常驻代表的信 
尼加拉瓜 同上，《第四十三年，1988 年 7 月

至 9 月份补编》，S/18187 
第 2694 次会议 （第 2695-2698

次会议） 

1986年 7月 22日尼加

拉瓜常驻代表的信 
尼加拉瓜 同上，S/18230 第 2700 次会议 （第 2701-2704

次会议） 

1986 年 10 月 17 日尼

加拉瓜常驻代表的

信 

尼加拉瓜 同上，《第四十一年，1986 年 10 月

至 12 月份补编》，S/18415 
第 2715 次会议 （第 2716-2718

次会议） 

1986 年 11 月 13 日乍

得常驻代表的信 
乍得 同上，S/18456 第 2721 次会议 

1986年 12月 9日尼加

拉瓜常驻代表的信 
尼加拉瓜 同上，S/18513 第 2728 次会议 

1988年 3月 17日尼加

拉瓜常驻代表团临

时代办的信 

尼加拉瓜 同上，S/19638 第 2802 次会议 （第 2803 次会

议） 

1988年 4月 19日突尼 突尼斯 同上，《1988 年 4 月至 6 月份补编》， 第 2807 次会议 （第 2808-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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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邀请 邀请依据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

申邀请 b 

斯常驻代表的信 S/19798 次会议） 

1988 年 7 月 5 日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代理

常驻代表的信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同上，《1988 年 7 月至 9 月份补编》，

S/19981 
第 2818 次会议 （第 2819-2821

次会议） 

 
a 登入表格中的问题是根据议程项目安排的。这些项目根据

每一项目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的年代顺序排列。在以后会议中对

某一项目重新审议或对总标题下的分项目进行讨论不作为新的

议程项目再次列出，而被归入第一次列出的项目下。由于考虑

到其他会员国在有关问题上的利益特别受到影响而向其发出邀

请的问题，列在题为“考虑到会员国的利益特别受到影响情况

下的邀请”项下（见下文 C.2）。 

b括号中列出的是重申邀请的会议。 
 
 
 
 
 
 

**(b) 如果会员国以联合国以外的国际组织代表的身份 
 

**(c) 既非争端又非局势的事项 
 

2. 当认为会员国的利益受到特别影响情况下的邀请 
 

(a) 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在审查所涉期间，会员国提出的邀请请求在安理会会议期间由主席保留，没有作为文件印发。 
 

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1985 年 1 月 28 日乍得常驻代表团临

时代办的信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第 2567 次会议 

中东局势 以色列 第 2568 次会议（第 2570、2572 和 2573 次会议）

 卡塔尔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阿尔及利亚 第 2570 次会议（第 2572 和 2573 次会议） 
 孟加拉国 同上 
 古巴 同上 
 民主也门 同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同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同上 
 约旦 同上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同上 
 越南 同上 
 南斯拉夫 同上 
 塞浦路斯 第 2572 次会议（第 2573 次会议） 
 捷克斯洛伐克 同上 
 印度尼西亚 同上 
 尼加拉瓜 同上 
 巴基斯坦 同上 
 波兰 同上 
 沙特阿拉伯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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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塞内加尔 同上 
 苏丹 同上 
 尼日利亚 第 2573 次会议 
 以色列 第 2575 次会议 
 黎巴嫩 第 2575 次会议 
 黎巴嫩 第 2582 次会议 
 马耳他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以色列 第 2623 次会议 
 黎巴嫩 同上 
 以色列 第 2640 次会议（第 2641 和 2642 次会议）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卡塔尔 第 2641 次会议（第 2642 次会议） 
 沙特阿拉伯 同上 
 摩洛哥 第 2642 次会议 
 黎巴嫩 第 2681 次会议 
 以色列 第 2699 次会议 
 黎巴嫩 同上 
中东局势（续） 黎巴嫩 第 2705 次会议 
 以色列 第 2706 次会议（第 2507 次会议） 
 黎巴嫩 第 2707 次会议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爱尔兰 第 2731 次会议 
 以色列 同上 
 黎巴嫩 同上 
 以色列 第 2751 次会议 
 黎巴嫩 同上 
 以色列 第 2782 次会议（第 2783 和 2784 次会议） 
 约旦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科威特 第 2783 次会议（第 2784 次会议） 
 摩洛哥 同上 
 沙特阿拉伯 同上 
 毛里塔尼亚 第 2784 次会议 
 以色列 第 2811 次会议（第 2813 和 2814 次会议） 
 约旦 同上 
 科威特 同上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同上 
 沙特阿拉伯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突尼斯 同上 
 巴林 第 2813 次会议（第 2814 次会议） 
 卡塔尔 同上 
 索马里 同上 
 以色列 第 2832 次会议 
伊朗和伊拉克间局势 约旦 第 2569 次会议 
 沙特阿拉伯 同上 
 也门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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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巴林 第 2663 次会议（第 2664-2666 次会议） 
 约旦 同上 
 科威特 同上 
 阿曼 同上 
 沙特阿拉伯 同上 
 突尼斯 同上 
 也门 同上 
 埃及 第 2665 次会议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同上 
 摩洛哥 同上 
 埃及 第 2709 次会议（第 2710-2713 次会议） 
 阿曼 同上 
 卢旺达 同上 
 塞内加尔 同上 
 突尼斯 同上 
 赞比亚 同上 
 阿根廷 第 2710 次会议（第 2711-2713 次会议） 
 孟加拉国 同上 

 
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伊朗和伊拉克间局势（续）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同上 
 南斯拉夫 同上 
 阿富汗 第 2711 次会议（第 2712 和 2713 次会议） 
 乍得 同上 
 古巴 同上 
 墨西哥 同上 
 圭亚那 第 2712 次会议（第 2713 次会议） 
 毛里塔尼亚 同上 
 尼加拉瓜 同上 
 秘鲁 同上 
 也门 同上 
 乌拉圭 第 2713 次会议 
 伊拉克 第 2750 次会议 
南非问题 民主也门 第 2571 次会议（第 2574 次会议） 
 几内亚 同上 
 南非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同上 
 越南 同上 
 古巴 第 2600 次会议（第 2601 和 2602 次会议） 
 肯尼亚 同上 
 南非 同上 
 中非共和国 第 2601 次会议（第 2602 次会议） 
 埃塞俄比亚 同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同上 
 塞内加尔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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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扎伊尔 第 2601 次会议（第 2602 次会议） 
 南斯拉夫 第 2602 次会议 
 圭亚那 第 2690 次会议 
 印度 同上 
 罗马尼亚 同上 
 安哥拉 第 2732 次会议（第 2733-2738 次会议） 
 尼加拉瓜 同上 
 巴基斯坦 同上 
 塞内加尔 同上 
 南非 同上 
 苏丹 同上 
 南斯拉夫 同上 
 阿尔及利亚 第 2733 次会议（第 2734-2738 次会议）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同上 
 印度 同上 
 肯尼亚 同上 
 摩洛哥 同上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同上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同上 
南非问题（续） 津巴布韦 同上 
 圭亚那 第 2734 次会议（第 2735 和 2738 次会议） 
 乌干达 同上 
 捷克斯洛伐克 第 2735 次会议（第 2736-2738 次会议） 
 科威特 同上 
 瑞典 同上 
 多哥 同上 
 古巴 第 2736 次会议（第 2737-2738 次会议） 
 埃塞俄比亚 同上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同上 
 蒙古 同上 
 圭亚那 第 2793 次会议（第 2794-2797 次会议） 
 南非 同上 
 保加利亚 第 2794 次会议（第 2795-2797 次会议） 
 突尼斯 同上 
 博茨瓦纳 第 2795 次会议（第 2796-2797 次会议） 
 捷克斯洛伐克 同上 
 印度 同上 
 科威特 同上 
 津巴布韦 同上 
 马来西亚 第 2796 次会议（第 2797 次会议） 
 尼日利亚 同上 
 巴基斯坦 同上 
 索马里 同上 
纳米比亚局势 阿尔及利亚 第 2583 次会议（第 2584-2590、2592、2594 和 2595

次会议） 
 安哥拉 第 2583 次会议（第 2584-2590、2592、2594 和 2595

次会议） 
 孟加拉国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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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不丹 第 2583 次会议（第 2584-2590、2592-2595 次会议）

 喀麦隆 同上 
 加拿大 同上 
 古巴 同上 
 民主也门 同上 
 埃塞俄比亚 同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同上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同上 
 加纳 同上 
 圭亚那 同上 
 印度尼西亚 同上 
 牙买加 同上 
 科威特 同上 
 利比里亚 同上 
 墨西哥 同上 
 摩洛哥 同上 
 尼加拉瓜 同上 
 尼日利亚 同上 
 巴基斯坦 同上 
 巴拿马 同上 
纳米比亚局势（续） 南非 同上 
 苏丹 同上 
 土耳其 同上 
 乌干达 同上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同上 
 南斯拉夫 同上 
 赞比亚 同上 
 阿富汗 第 2584 次会议（第 2585-2590、2592-2595 次会议）

 肯尼亚 同上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同上 
 马来西亚 同上 
 波兰 同上 
 斯里兰卡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博茨瓦纳 第 2585 次会议（第 2586-2590、2592-2595 次会议）

 巴西 同上 
 保加利亚 同上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同上 
 蒙古 同上 
 塞浦路斯 第 2586 次会议（第 2587-2590、2592-2595 次会议）

 莫桑比克 同上 
 塞舌尔 同上 
 越南 第 2586 次会议（第 2587-2590、2592-2595 次会议）

 捷克斯洛伐克 第 2587 次会议（第 2588-2590、2592、2594 和 2595
次会议） 

 海地 同上 
 日本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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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同上 
 津巴布韦 同上 
 阿根廷 第 2589 次会议（第 2590，2592-2595 次会议） 
 玻利维亚 同上 
 刚果 同上 
 匈牙利 同上 
 巴巴多斯 第 2590 次会议（第 2592-2595 次会议） 
 莱索托 同上 
 马耳他 第 2592 次会议（第 2593-2595 次会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第 2594 次会议（第 2595 次会议） 
 危地马拉 第 2595 次会议 
 喀麦隆 第 2624 次会议（第 2625、2626、2628 和 2629 次会

议） 
 加拿大 同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同上 
 毛里求斯 同上 
 塞内加尔 同上 
 南非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赞比亚 同上 
纳米比亚局势（续） 古巴 第 2625 次会议（第 2626、2628 和 2629 次会议）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同上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同上 
 突尼斯 同上 
 加纳 第 2626 次会议（第 2628 和 2629 次会议） 
 捷克斯洛伐克 第 2628 次会议（第 2629 次会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同上 
 阿富汗 第 2740 次会议（第 2741-2747 次会议） 
 阿尔及利亚 同上 
 安哥拉 同上 
 巴巴多斯 同上 
 加拿大 同上 
 埃及 同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同上 
 印度 同上 
 科威特 同上 
 墨西哥 同上 
 尼加拉瓜 同上 
 巴基斯坦 同上 
 秘鲁 同上 
 卡塔尔 第 2740 次会议（第 2741-2747 次会议） 
 塞内加尔 同上 
 南非 同上 
 多哥 同上 
 土耳其 同上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同上 
 南斯拉夫 同上 
 布基纳法索 第 2741 次会议（第 2742-2747 次会议） 
 古巴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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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牙买加 同上 
 摩洛哥 同上 
 莫桑比克 同上 
 孟加拉国 第 2742 次会议（第 2743-2747 次会议） 
 加蓬 同上 
 尼日利亚 同上 
 斯里兰卡 同上 
 苏丹 同上 
 突尼斯 同上 
 越南 同上 
 圭亚那 第 2743 次会议（第 2744-2747 次会议）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第 2744 次会议（第 2745-2747 次会议） 
 埃塞俄比亚 同上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同上 
 蒙古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捷克斯洛伐克 第 2746 次会议（第 2747 次会议） 
 乌干达 同上 
 阿尔及利亚 第 2755 次会议（第 2756-2759 次会议） 
 喀麦隆 同上 
纳米比亚局势（续） 埃及 同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同上 
 印度 同上 
 肯尼亚 同上 
 尼加拉瓜 同上 
 巴拿马 同上 
 秘鲁 同上 
 塞内加尔 同上 
 南非 同上 
 土耳其 同上 
 南斯拉夫 同上 
 安哥拉 第 2756 次会议（第 2757、2758 和 2759 次会议） 
 孟加拉国 同上 
 加拿大 同上 
 古巴 同上 
 科威特 同上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第 2756 次会议（第 2757、2758 和 2759 次会议） 
 巴基斯坦 同上 
 突尼斯 同上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同上 
 津巴布韦 同上 
 博茨瓦纳 第 2757 次会议（第 2758 和 2759 次会议） 
 布基纳法索 同上 
 埃塞俄比亚 同上 
 牙买加 同上 
 莫桑比克 同上 
 尼日利亚 同上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同上 
 塞浦路斯 第 2758 次会议（第 2759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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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圭亚那 同上 
1985 年 5 月 6 日尼加拉瓜常驻代表

的信 
阿尔及利亚 第 2577 次会议（第 2578-2580 次会议） 

 巴西 同上 
 厄瓜多尔 同上 
 埃塞俄比亚 同上 
 墨西哥 同上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同上 
 南斯拉夫 同上 
 玻利维亚 第 2578 次会议（第 2579-2580 次会议） 
 哥伦比亚 同上 
 古巴 同上 
 塞浦路斯 同上 
 多米尼加共和国 同上 
 危地马拉 同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同上 
 蒙古 同上 
 波兰 同上 
 津巴布韦 同上 
1985 年 5 月 6 日尼加拉瓜常驻代表 阿根廷 第 2579 次会议（第 2580 次会议） 

的信（续）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同上 
 圭亚那 同上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同上 
 越南 同上 
 哥斯达黎加 第 2580 次会议 
 洪都拉斯 同上 
 西班牙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塞浦路斯局势 塞浦路斯 第 2591 次会议 
 希腊 同上 
 土耳其 同上 
 奥地利 第 2635 次会议 
 塞浦路斯 第 2635 次会议 
 希腊 同上 
 土耳其 同上 
 塞浦路斯 第 2688 次会议（第 2689 次会议） 
 希腊 同上 
 土耳其 同上 
 塞浦路斯 第 2729 次会议 
 希腊 同上 
 土耳其 同上 
 塞浦路斯 第 2749 次会议 
 希腊 同上 
 土耳其 同上 
 塞浦路斯 第 2771 次会议 
 希腊 同上 
 土耳其 同上 
 塞浦路斯 第 2816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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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希腊 同上 
 土耳其 同上 
 塞浦路斯 第 2833 次会议 
 希腊 同上 
 土耳其 同上 
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 阿根廷 第 2596 次会议（第 2597 次会议） 
 巴哈马 同上 
 古巴 同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同上 
 利比里亚 同上 
 巴基斯坦 同上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同上 
 南非 同上 
 苏丹 同上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同上 
 南斯拉夫 同上 
 刚果 第 2597 次会议 
 阿根廷 第 2606 次会议（第 2607 次会议） 
 巴西 同上 
 塞浦路斯 同上 
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续） 圭亚那 同上 
 塞内加尔 同上 
 南非 同上 
 斯里兰卡 同上 
 赞比亚 同上 
 古巴 第 2607 次会议 
 希腊 同上 
 卡塔尔 同上 
 喀麦隆 第 2612 次会议（第 2614、2616 和 2617 次会议） 
 古巴 第 2612 次会议（第 2614、2616 和 2617 次会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同上 
 科威特 同上 
 尼日利亚 同上 
 塞内加尔 同上 
 南非 同上 
 南斯拉夫 同上 
 津巴布韦 同上 
 阿富汗 第 2614 次会议（第 2616 次会议） 
 阿尔及利亚 同上 
 博茨瓦纳 同上 
 埃塞俄比亚 同上 
 莫桑比克 同上 
 尼加拉瓜 同上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同上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同上 
 越南 同上 
 赞比亚 同上 
 加纳 第 2616 次会议（第 2617 次会议） 
 摩洛哥 同上 
 突尼斯 同上 
 安哥拉 第 2631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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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布隆迪 同上 
 南非 同上 
 古巴 第 2691 次会议（第 2692 和 2693 次会议） 
 南非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扎伊尔 同上 
 赞比亚 同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第 2692 次会议（第 2693 次会议） 
 尼加拉瓜 同上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同上 
 越南 同上 
 捷克斯洛伐克 第 2693 次会议 
 印度 同上 
 蒙古 同上 
 阿尔及利亚 第 2763 次会议（第 2764-2767 次会议） 
 印度 同上 
 马拉维 同上 
 莫桑比克 同上 
 南非 同上 
 南斯拉夫 同上 
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续） 巴西 第 2764 次会议（第 2765 和 2767 次会议） 
 古巴 同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同上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第 2764 次会议（第 2765 和 2767 次会议） 
 博茨瓦纳 第 2765 次会议（第 2766 和 2767 次会议）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同上 
 佛得角 同上 
 捷克斯洛伐克 同上 
 埃及 同上 
 埃塞俄比亚 同上 
 毛里塔尼亚 同上 
 尼加拉瓜 同上 
 葡萄牙 同上 
 突尼斯 同上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同上 
 越南 同上 
 哥伦比亚 第 2766 次会议（第 2767 次会议） 
 尼日利亚 同上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安哥拉 第 2778 次会议 
1985 年 6 月 17 日博茨瓦纳常驻代表

的信 
博茨瓦纳 第 2598 次会议（第 2599 次会议）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同上 
 莱索托 同上 
 利比里亚 同上 
 塞舌尔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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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南非 同上 
 苏丹 同上 
 贝宁 第 2599 次会议 
 斯威士兰 同上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同上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 以色列 第 2604 次会议（第 2605 次会议） 
 约旦 同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第 2605 次会议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以色列 第 2643 次会议（第 2644-2649 次会议） 
 约旦 同上 
 巴基斯坦 同上 
 沙特阿拉伯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埃及 第 2644 次会议（第 2645-2650 次会议）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同上 
 卡塔尔 同上 
 孟加拉国 第 2645 次会议（第 2646-2650 次会议） 
 土耳其 同上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续） 阿富汗 第 2646 次会议（第 2647-2650 次会议） 
 阿尔及利亚 同上 
 文莱达鲁萨兰国 第 2646 次会议（第 2647-2650 次会议） 
 几内亚 同上 
 印度尼西亚 同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同上 
 毛里塔尼亚 同上 
 突尼斯 同上 
 也门 同上 
 印度 第 2647 次会议（第 2648-2650 次会议） 
 马来西亚 同上 
 苏丹 同上 
 古巴 第 2648 次会议（第 2649 次会议） 
 伊拉克 同上 
 尼加拉瓜 同上 
 南斯拉夫 第 2649 次会议（第 2650 次会议） 
 埃及 第 2724 次会议（第 2725-2727 次会议） 
 以色列 同上 
 约旦 同上 
 科威特 同上 
 摩洛哥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第 2725 次会议（第 2726-2727 次会议） 
 以色列 第 2770 次会议（第 2772-2777 次会议） 
 埃及 第 2772 次会议（第 2773-2777 次会议） 
 约旦 同上 
 科威特 同上 
 卡塔尔 同上 
 沙特阿拉伯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巴林 第 2773 次会议（第 2774-2777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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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古巴 同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同上 
 伊拉克 同上 
 巴基斯坦 同上 
 阿尔及利亚 第 2774 次会议（第 2775-2777 次会议） 
 民主也门 同上 
 印度 同上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同上 
 突尼斯 同上 
 也门 同上 
 南斯拉夫 同上 
 阿富汗 第 2775 次会议（第 2776 和 2777 次会议） 
 捷克斯洛伐克 同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同上 
 摩洛哥 同上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同上 
 越南 同上 
 津巴布韦 第 2775 次会议（第 2776 和 2777 次会议） 
 尼加拉瓜 第 2776 次会议（第 2777 次会议）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续） 以色列 第 2780 次会议 
 以色列 第 2781 次会议 
 黎巴嫩 同上 
 捷克斯洛伐克 第 2785 次会议（第 2786、2687 和 2789 次会议） 
 埃及 同上 
 约旦 同上 
 科威特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摩洛哥 第 2786 次会议（第 2787、2789 和 2790 次会议） 
 以色列 第 2787 次会议（第 2789 和 2790 次会议）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同上 
 马来西亚 同上 
 卡塔尔 同上 
 苏丹 同上 
 印度 第 2789 次会议（第 2790 次会议） 
 印度尼西亚 同上 
 津巴布韦 同上 
 印度 第 2804 次会议（第 2805 和 2806 次会议） 
 以色列 同上 
 约旦 同上 
 科威特 同上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同上 
 沙特阿拉伯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巴基斯坦 第 2805 次会议（第 2806 次会议） 
 孟加拉国 第 2806 次会议 
1985 年 10 月 1 日突尼斯常驻代表   阿尔及利亚 第 2610 次会议（第 2611、2613 和 2615 次会议） 

的信 以色列 同上 
 约旦 同上 
 科威特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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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同上 
 土耳其 同上 
 阿富汗 第 2611 次会议（第 2613 和 2615 次会议） 
 古巴 同上 
 希腊 同上 
 莱索托 同上 
 毛里塔尼亚 同上 
 摩洛哥 同上 
 巴基斯坦 同上 
 塞内加尔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也门 同上 
 孟加拉国 第 2613 次会议（第 2615 次会议）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同上 
 印度尼西亚 同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同上 
 马耳他 同上 
 尼加拉瓜 同上 
 尼日利亚 同上 
1985 年 10 月 1 日突尼斯常驻代表的

信（续） 
沙特阿拉伯 同上 

 南斯拉夫 同上 
 越南 第 2615 次会议 
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以色列 第 2619 次会议（第 2620-2622 次会议） 

 科威特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阿尔及利亚 第 2620 次会议（第 2621 和 2622 次会议） 

 捷克斯洛伐克 同上 

 摩洛哥 同上 

 巴基斯坦 同上 

 南斯拉夫 同上 

 阿富汗 第 2621 次会议（第 2622 次会议） 

 孟加拉国 同上 

 民主也门 同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同上 

 印度尼西亚 同上 

 古巴 第 2622 次会议 

 约旦 同上 
1985 年 12 月 6 日尼加拉瓜常驻代表

团临时代办的信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第 2633 次会议（第 2634 和 2636 次会议） 

 墨西哥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越南 同上 

 哥斯达黎加 第 2634 次会议（第 2636 次会议） 

 古巴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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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洪都拉斯 同上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同上 

 津巴布韦 第 2636 次会议 
莱索托对南非的控诉 布隆迪 第 2638 次会议（第 2639 次会议） 

 塞内加尔 同上 

 南非 同上 
1986 年 2 月 4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常驻代表的信 
以色列 第 2651 次会议（第 2653 和 2655 次会议） 

 约旦 第 2653 次会议（第 2655 次会议）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同上 

 摩洛哥 同上 

 阿尔及利亚 第 2655 次会议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第 2655 次会议 

 印度 同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同上 

 伊拉克 同上 

 南斯拉夫 同上 
南部非洲局势 多哥 第 2652 次会议 
 埃塞俄比亚 第 2652 次会议（第 2654、2656-2662 次会议） 
 莫桑比克 同上 

 塞内加尔 同上 

 南非 同上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同上 

 赞比亚 同上 

 安哥拉 同上 

 博茨瓦纳 同上 

 印度 同上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同上 

 尼加拉瓜 同上 

 津巴布韦 第 2654 次会议（第 2656-2662 次会议） 

 阿尔及利亚 第 2656 次会议（第 2657-2662 次会议） 

 埃及 同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同上 

 南斯拉夫 同上 

 圭亚那 第 2657 次会议（第 2658-2662 次会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同上 

 阿富汗 第 2658 次会议（第 2659-2662 次会议） 

 古巴 同上 

 巴拿马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尼日利亚 第 2659 次会议（第 2660-2662 次会议） 

 匈牙利 第 2660 次会议（第 2661-2662 次会议） 

 莱索托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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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巴基斯坦 同上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同上 

 突尼斯 第 2661 次会议（第 2662 次会议） 

 古巴 第 2684 次会议（第 2685 和 2686 次会议） 

 印度 同上 

 南非 同上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同上 

 赞比亚 同上 

 阿根廷 第 2685 次会议（第 2686 次会议） 

 博茨瓦纳 同上 

 捷克斯洛伐克 同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同上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同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第 2686 次会议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津巴布韦 同上 

 
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1986 年 3 月 25 日马耳他常驻代表的

信 
捷克斯洛伐克 第 2668 次会议 （第 2669-2671 次会议） 

1986 年 3 月 25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常驻代表的信 
  

1986 年 3 月 26 日伊拉克常驻代表的

信 
  

 匈牙利 同上 

 科威特 同上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同上 

 马耳他 同上 

 波兰 同上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同上 

 越南 同上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第 2668 次会议 （第 2669-2671 次会议） 

 古巴 同上 

 民主也门 同上 

 也门民主共和国 同上 

 印度 同上 

 蒙古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南斯拉夫 同上 

 阿尔及利亚 第 2670 次会议 （第 2671 次会议） 

 埃塞俄比亚 同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同上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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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阿富汗 第 2671 次会议 

 莫桑比克 同上 

 尼加拉瓜 同上 
1986 年 4 月 12 马耳他常驻代表团临

时代办的信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第 2672 次会议 （第 2673 次会议）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第 2673 次会议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986 年 4 月 15 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的信 
阿尔及利亚 第 2674次会议 （第 2675-2680和 2682-2683次会议）

1986 年 4 月 15 日布基纳法索常驻

代表团临时代办的信 
  

1986 年 4 月 15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的信 
  

1986 年 4 月 15 日阿曼常驻代表的

信 
  

 布基纳法索 同上 

 
 
 

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1986 年 4 月 15 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的信 
古巴 第 2674次会议 （第 2675-2680和 2682-2683次会议）

1986 年 4 月 15 日布基纳法索常驻

代表团临时代办的信 
  

1986 年 4 月 15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的信 
  

1986 年 4 月 15 日阿曼常驻代表的

信（续） 
  

 民主也门 同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同上 

 蒙古 同上 

 波兰 同上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同上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第 2675 次会议（第 2676-2680 和 2682-2683 次会议）

 印度 同上 

 卡塔尔 同上 

 南斯拉夫 同上 

 捷克斯洛伐克 第 2676 次会议（第 2677-2680 和 2682-2683 次会议）

 匈牙利 同上 

 巴基斯坦 同上 

 沙特阿拉伯 同上 



第一部分 邀请参加的依据 70

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越南 同上 

 阿富汗 第 2677 次会议（第 2678-2680 和 2682-2683 次会议）

 贝宁 同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同上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同上 

 尼加拉瓜 第 2678 次会议（第 2679，2680 和 2682-2683 次会

议） 

 苏丹 同上 

 孟加拉国 第 2679 次会议（第 2680 和 2682-2683 次会议） 

 马耳他 第 2682 次会议 

 乌干达 同上 

1986 年 6 月 27 日尼加拉瓜常驻代表

的信 
印度 第 2694 次会议（第 2695-2698 次会议） 

 尼加拉瓜 同上 

 阿富汗 第 2695 次会议（第 2696-2698 次会议） 

 民主也门 同上 

 
 

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1986 年 6 月 27 日尼加拉瓜常驻代表

的信（续）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第 2695 次会议（第 2696-2698 次会议）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同上 
 西班牙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越南 同上 
 安哥拉 第 2696 次会议（第 2697-2698 次会议） 
 古巴 同上 
 捷克斯洛伐克 同上 
 萨尔瓦多 同上 
 蒙古 同上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同上 
 阿尔及利亚 第 2697 次会议（第 2698 次会议） 
 圭亚那 同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同上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同上 
 南斯拉夫 同上 
1986 年 7 月 22 日尼加拉瓜常驻代表

的信 
古巴 第 2700 次会议（第 2701-2704 次会议） 

 民主也门 同上 
 萨尔瓦多 同上 
 印度 同上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同上 
 捷克斯洛伐克 第 2701 次会议（第 2702-2704 次会议）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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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越南 同上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第 2702 次会议（第 2703 次会议） 
 波兰 同上 
 阿富汗 第 2703 次会议（第 2704 次会议） 
 洪都拉斯 同上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同上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同上 
 津巴布韦 同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第 2704 次会议 
1986 年 10 月 17 日尼加拉瓜常驻代

表的信 
阿根廷 第 2716 次会议（第 2717 和 2718 次会议） 

 古巴 同上 
 印度 同上 
 伊拉克 同上 
 墨西哥 同上 
 秘鲁 同上 
 南斯拉夫 同上 
 阿尔及利亚 第 2717 次会议（第 2718 次会议） 
 民主也门 同上 
 危地马拉 同上 
 洪都拉斯 同上 

 
 
 

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1986 年 10 月 17 日尼加拉瓜常驻代

表的信（续） 
西班牙 第 2717 次会议（第 2718 次会议）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第 2718 次会议 
1986 年 11 月 13 日乍得常驻代表  

的信 
乍得 第 2721 次会议 

 埃及 同上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同上 
 扎伊尔 同上 
1986 年 12 月 9 日尼加拉瓜常驻代表

的信 
洪都拉斯 第 2728 次会议 

1988 年 3 月 11 日阿根廷常驻代表  
的信 

玻利维亚 第 2800 次会议（第 2801 次会议） 

 哥伦比亚 同上 
 哥斯达黎加 同上 
 厄瓜多尔 同上 
 圭亚那 同上 
 墨西哥 同上 
 尼加拉瓜 同上 
 巴拿马 同上 
 秘鲁 同上 
 西班牙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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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乌拉圭 同上 
 委内瑞拉 同上 
 危地马拉 第 2801 次会议 
 印度 同上 
1988 年 3 月 17 日尼加拉瓜常驻代表

团临时代办的信 
哥伦比亚 第 2802 次会议（第 2803 次会议） 

 哥斯达黎加 同上 
 洪都拉斯 同上 
 秘鲁 同上 
1988 年 4 月 19 日突尼斯常驻代表  

的信 
 
埃及 

 
第 2807 次会议（第 2808-2810 次会议） 

 加蓬 同上 
 约旦 同上 
 科威特 同上 
 黎巴嫩 同上 
 摩洛哥 同上 
 莫桑比克 同上 
 巴基斯坦 同上 
 沙特阿拉伯 同上 
 索马里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孟加拉国 第 2808 次会议（第 2809 和 2810 次会议） 
1988 年 4 月 19 日突尼斯常驻代表的

信（续） 
古巴 第 2808 次会议（第 2809 和 2810 次会议） 

 毛里塔尼亚 同上 
 卡塔尔 同上 
 土耳其 同上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同上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第 2808 次会议（第 2809 和 2810 次会议） 
 也门 同上 
 巴林 第 2809 次会议（第 2810 次会议） 
 希腊 同上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同上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同上 

 苏丹 同上 

 津巴布韦 同上 
 刚果 第 2810 次会议 
 吉布提 同上 
1988 年 7 月 5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代理常驻代表的信 
印度 第 2818 次会议（第 2819-2821 次会议）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同上 
 巴基斯坦 同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同上 
 古巴 第 2819 次会议（第 2820 和 2821 次会议） 
 加蓬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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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被邀请国家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同上 
 尼加拉瓜 第 2820 次会议（第 2821 次会议） 
 罗马尼亚 同上 
   

 
a 登入表格中的问题是根据议程项目安排的。这些项目根据每一项目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的年代顺序排列。在以后会议中对某一

项目重新审议或对总标题下的分项目进行讨论不作为新的议程项目再次列出，而被归入第一次列出的项目下。 

b  括号中列出的是重申邀请的会议。 
 

 
 
 
 

**(b) 提交书面陈述 
 

**3. 邀请被拒绝 
 

D. 其他邀请情况 
 

1.《宪章》第三十二条明文规定的邀请 
 

问题 a 被邀请国 邀请依据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1988年 2月 10日大韩民国常驻

观察员的信 
大韩民国 第 2791 次会议（第 2792 次会议） 

1988年 2月 10日日本常驻代表

的信 
 

《正式记录，第四十三

年，1988 年 1 月至 3
月份补编》，S/19488
和 S/19489 

 

 
2.《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明文规定的邀请 

 
问题 a 被邀请人 邀请依据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 C.马克苏德 S/17461 第 2604 次会议（第 2605 次会议） 

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C.马克苏德 S/17558 第 2620 次会议（第 2621 和 2622 次会议） 

 S.皮尔扎达 S/17560 第 2621 次会议（第 2622 次会议） 

中东局势 S.皮尔扎达 S/17558 第 2623 次会议 

 S.皮尔扎达 S/17560 第 2621 次会议（第 2623 次会议） 

 C.马克苏德 S/18358 第 2707 次会议 

 S.曼苏里 S/17750 第 2643 次会议（第 2644-2649 次会议）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 S.皮尔扎达 S/17558 第 2646 次会议（第 2647-2649 次会议） 

 C.马克苏德 S/18505 第 2724 次会议（第 2725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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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被邀请人 邀请依据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1986 年 2 月 4 日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常驻代表的信 

S.曼苏里 S/17791 第 2651 次会议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 C.马克苏德 S/19339 第 2772 次会议（第 2773-2776 次会议） 

 K.安萨伊 S/19344 第 2773 次会议（第 2774-2776 次会议） 

 S.皮尔扎达 S/19453 第 2785 次会议 

 C.马克苏德 S/19456 第 2785 次会议（第 2786 次会议） 

 C.克利比 S/19705 第 2804 次会议 

 E.安萨伊 S/19773 第 2806 次会议 

 C.马克苏德 等等  

中东局势 S.曼苏里 S/19432 第 2782 次会议 

 
问题 a 被邀请人 邀请依据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中东局势（续） C.马克苏德 S/19867 第 2811 次会议（第 2783 和 2784 次会议） 

伊拉克和伊朗间局势 C.克利比 S/16994 第 2569 次会议 

 C.克利比 S/17841 第 2663 次会议（第 2664 和 2665 次会议） 

 C.克利比 S/18375 第 2709 次会议（第 2710-2713 次会议） 

南非问题 内奥·纽姆扎纳 S/17793 第 2652 次会议（第 2654-2661 次会议） 

 莱萨奥纳·马干达 S/17793 第 2654 次会议（第 2655-2661 次会议） 

 西奥本·古里拉布 S/17815 第 2660 次会议（第 2661 次会议） 

 姆法纳福斯·J.马卡蒂尼 S/18695 第 2733 次会议（第 2736 次会议） 

 L. 马干达 S/18707 第 2736 次会议 

 A.安萨伊 同上 同上 

 N.纽姆扎纳 S/19569 第 2793 次会议 

 L. 马干达 同上 同上 

 H.安古拉 同上 同上 

纳米比亚局势 萨姆·努乔马 S/17244 第 2583 次会议（第 2584-2590、2592-2595 次会

议） 

 C.马克苏德 S/17255 第 2585 次会议（第 2586-2590、2592 和 2594-2595
次会议） 

 戈拉·易卜拉欣 S/17265 第 2589 次会议（第 2590、2592 和 2594-2595 次

会议） 

 安丁巴·托伊沃·y. 托伊沃 S/17624 第 2624 次会议（第 2625-2626 和 2628 次会议）

 西奥本·古里拉布 S/18772 第 2740 次会议（第 2741-2746 次会议） 

 A.安萨伊 S/18779 同上 

 西奥本·古里拉布 S/19233 第 2755 次会议（第 2756-2758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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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a 被邀请人 邀请依据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索利·西梅拉内 S/19238 第 2756 次会议（第 2757-2758 次会议） 

塞浦路斯局势 厄泽尔·科拉伊 - 第 2591 次会议 

 厄泽尔·科拉伊 - 第 2635 次会议 

 厄泽尔·科拉伊 - 第 2688 次会议 

 厄泽尔·科拉伊 - 第 2729 次会议 

 厄泽尔·科拉伊 - 第 2749 次会议 

 厄泽尔·科拉伊 - 第 2771 次会议 

 厄泽尔·科拉伊 - 第 2816 次会议 

 厄泽尔·科拉伊 - 第 2833 次会议 

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 彼得·穆什罕戈 S/17325 第 2614 次会议 

 M.J.马卡蒂尼 S/17541 第 2616 次会议 

 M.J.马卡蒂尼 S/19289 第 2763 次会议 

 西奥本·古里拉布 S/19293 第 2766 次会议（第 2764-2766 次会议） 

莱索托对南非的控诉 内奥·纽姆扎纳 S/17700 第 2638 次会议 

1985 年 10 月 10 日突尼斯常驻

代表的信 
C.马克苏德 S/17513 第 2610 次会议 

1985年 10月 1日突尼斯常驻代

表的信 
阿德南·奥姆兰 S/17515 第 2611 次会议 

 S.皮尔扎达 S/17524 第 2613 次会议 

1986年 3月 25日马耳他常驻代

表的信 
C.马克苏德 S/17948 第 2670 次会议 

1986 年 3 月 25 日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

的信 

   

1986 年 3 月 26 日伊拉克常

驻代表的信 
   

1986年 4月 15日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

的信 

C.马克苏德 S/17997 第 2675 次会议（第 2676-2680 和 2682 次会议）

1986 年 4 月 15 日布基纳法

索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的信 
   

1986 年 4 月 15 日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常驻代表团临时

代办的信 

   

1986 年 4 月 15 日阿曼常驻

代表的信 
   

1988年 4月 19日突尼斯常驻代

表的信 
C.马克苏德 S/19815 第 2807 次会议（第 2808-2810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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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十二条或第 39 条没有明文规定的邀请 

 
**（a）议程项目方面受限制 

 
（b）议程项目方面不受限制 

 

在审查所涉期间，根据 1975 年 12 月 4 日第 1859 次会议所作原始决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

被邀请参加与中东有关项目的大多数讨论。1 
 
 

以下表格记录了这些场合和表决情况： 
 

关于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表决 

 

  表决 

问题 会议 赞同 反对 弃权 

中东局势 第 2572 次 10 1 4 

 第 2582 次 10 1 4 

 第 2604 次 10 1 4 

 第 2619 次 10 1 4 

 第 2770 次 10 1 4 

 第 2783 次 10 1 4 

 第 2813 次 10 1 4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 第 2643 次 10 1 4 

 第 2724 次 10 1 4 

 第 2780 次 10 1 4 

 第 2781 次 10 1 4 

 第 2785 次 10 1 4 

 第 2804 次 10 1 4 

伊朗和伊拉克间局势 第 2664 次 10 1 4 

 第 2709 次 10 1 4 

1985 年 10 月 1 日突尼斯常驻代表的信 第 2610 次 10 1 4 

1986 年 4 月 15 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的信 
第 2680 次 10 1 4 

1986 年 4 月 15 日布基纳法索常驻代

表团临时代办的信 
    

1986 年 4 月 15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的信 
    

1986 年 4 月 15 日阿曼常驻代表的信     

1986 年 4 月 19 日突尼斯常驻代表的信 第 2807 次会议 10 1 4 

                                                        
1  见《安全理事会惯例汇辑，1975-1980 年补编》第三章，第一部分，D.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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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或第 39 条没有明文规定的邀请， 

 

议程项目方面受限制 

 
问题 a 邀请 邀请依据 安理会决定——发出邀请或重申邀请 b 

中东局势 巴解组织 S/17011 第 2572 次会议（第 2573 和 2575 次会议） 

 巴解组织 S/17234 第 2582 次会议 

 巴解组织 S/17460 第 2604 次会议（第 2605 次会议） 

 巴解组织 S/19433 第 2783 次会议（第 2784 次会议） 

 巴解组织 S/19870 第 2813 次会议 

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巴解组织 S/17552 第 2619 次会议（第 2620-2623 次会议）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 巴解组织 S/17748 第 2643 次会议（第 2664-2650 次会议） 

 巴解组织 S/18504 第 2724 次会议（第 2725 次会议） 

 巴解组织 S/19404 第 2780 次会议 

 巴解组织 S/19430 第 2781 次会议 

 巴解组织 S/19445 第 2785 次会议（第 2787 和 2789 次会议） 

 巴解组织 S/19706 第 2804 次会议（第 2805 和 2806 次会议） 

1986 年 2 月 4 日叙利亚常驻代表的信 巴解组织 S/17787 第 2655 次会议 

1985 年 10 月 1 日突尼斯常驻代表的信 巴解组织 S/17512 第 2610 次会议（第 2611，2613 和 2615 次会议）

伊朗和伊拉克间局势 巴解组织 S/17847 第 2664 次会议（第 2665 次会议） 

 巴解组织 S/18411 第 2709 次会议（第 2710-2713 次会议） 

1986 年 4 月 15 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的信 
巴解组织 S/18018 第 2680 次会议（第 2681 和 2682 次会议） 

1986 年 4 月 15 日布基纳法索常驻代

表团临时代办的信 
   

1986 年 4 月 15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的信 
   

1986 年 4 月 15 日阿曼常驻代表的信    

                                                        
a  登入表格中的问题系根据议程项目安排的。这些项目根据每一项目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的年代顺序排列。在以后会议中对某

一项目重新审议或对总标题下的分项目进行讨论不作为新的议程项目再次列出，而被归入第一次列出的项目下。 
b  括号中列出的是发出重申邀请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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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 4 月 19 日突尼斯常驻代表的信 巴解组织  第 2807 次会议（第 2808-2810 次会议） 

 
 

4．邀请被拒绝 
 

在审查所涉期间，没有发生邀请被明确拒绝的实例。但有三起根据第 39 条请求的邀请，由于遭到反对，

特别是遭到可能支持这些邀请的方面的反对而未坚持非要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不可。南非代表随其 1985 年 11
月 12 日的信（S/17627）附上一份纳米比亚“过渡政府”的声明，其中过渡政府请求邀请纳米比亚多党会议的

六个政党代表参加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南非代表还在安理会第 2624 次会议上对此作了进一步确

认。第 2742 至 2746 和第 2755 至 2759 次会议又为该组或该组代表提出类似请求。在这些会议期间，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声称，尽管他们原则上认为，根据第 39 条应该让能

向安理会提供情况的任何人员参加这样的辩论，但他们仍不能支持这一请求，并提出以下论点：（a）由于安

理会已经宣布该政府无效（第 566（1978）号决议），因此作为所谓纳米比亚过渡政府代表的人员不应允许向

安理会讲话；（b）第 39 条仅适用于个人，而非某一政府或党派集团的代表。2 
                                                        

2 见第 2634、2626、2629、2746 和 2759 次会议。另见《安全理事会惯例汇辑，1981-1984 年补编》脚注 5，第 50 页。 
 

 
**第二部分 

 
审议《宪章》第三十二条的条款和规定 

 
 

第三部分 
 

被邀代表参加的有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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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第三部分论述了发出邀请后被邀代表参加的有关程序，包括关于联合国会员国和非会员

国参加的材料。 
 
在审查所涉期间，既没有产生有关被邀国家可能发言的阶段问题（A 节），也没有产生

被邀代表参加的期限问题（B 节）。一般来说还是按照惯例，当对某一问题的审议延续了几

次会议，主席即在每一连续会议通过议程后立即重申邀请。 
 

在审查所涉期间，没有发生影响被邀代表参加安理会议事的全过程程序性限制的情况

（C 节）。 
 

在审查所涉期间，在与认为不适宜被邀代表参加的安理会议事方面有关的限制上没有产

生任何问题（D 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