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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性说明
本章涉及对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中关于议程的第6至第12条的解释和
适用。本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临时议程（第6至第8和第12条）；第二
部分，通过议程（第9条）；第三部分，议程：安全理事会处理中的事项（第
10和第11条）。
第一部分提供的信息涉及临时议程的编拟（第7条）。没有任何有关秘书
长分发来文（第6条）或临时议程通知（第8和第12条）的材料。
第二部分所载材料涉及通过议程的决定的先例。在本文件所述期间，没有
任何应根据第9条列入的其他材料。
第三部分涉及安理会处理中的事项清单。在本文件所述期间未进行有关适
用第10条的讨论。第11条下所列的表格是对以前《汇辑》各卷内表格的补充。
其中列出了后来安理会处理中事项清单中出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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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临时议程(第6至第8条和第12条)
说

明

拟订临时议程(第7条)

按照第7条由秘书长拟成并由安全理事会主席核

案

定的临时议程包括根据第6条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的
那些议程。第6条规定，“各国、联合国各机构或秘
书长本人发出的关于按宪章规定应由安全理事会审

例

1

安全理事会1990年11月27日举行的有关伊拉克
与科威特间局势的第2959次会议临时议程2如下：

议的事项的一切来文,秘书长应立即提请安全理事会

“1.

通过议程

全体理事国代表注意”。执行这一规则时，通常采

“2.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用将来文作为S/---系列文件分发的方式。根据《宪
章》第五十四条收到的由区域安排或机构提交的来
文也作为S/---系列文件分发。在本文件所述期间，
没有任何应根据第6条列入的材料。1

会议开始时，古巴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提出
在临时议程中增列一个项目，以便安理会可以审议
一项关于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局势的决议草案。 3
他解释说，古巴代表团不得不在安理会正式会议上

第7条委托秘书长拟成每次会议的临时议程，并

提出这一建议，这是因为，与安理会的通常做法相

由安全理事会主席核定。秘书长在列入新项目方面

反，此次会议之前没有进行非正式磋商以审议临时

的酌处权仅限于根据第6条提请安理会注意的那些项

议程。他补充说，自从安理会四名成员要求主席召

目。除了第7条的明确规定外，秘书长还必须考虑到

开会议审议该决议草案以来，一个星期已经过去，

是否已有人提出列入有关项目的专门请求。在本文

而他们尚未接到任何答复。

件所述期间曾出现过一个情况：所拟订的临时议程
的主题引起了一场讨论（案例1）。

主席（美国）说，这次没有举行非正式会议是
因为安理会是继续审议一个项目。在这种情况下，

第8条涉及临时议程的通知，第12条第1款则涉

安理会的标准做法是开会前不进行非正式磋商。主

及定期会议临时议程的通知。在本文件所述期间，

席补充说，他已经向古巴所述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一

没有有关这些规则的材料。

名代表表示过，他准备在科威特代表当天上午发言
之后，立即就这一事项进行非正式磋商。随后就召

1

尽管没有讨论过第6条的适用问题，但在1990年6月15日
第2928次会议上，有人对信件和声明分发提出了抱怨。在该次
会议上，塞浦路斯代表提到“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多次重复
不可接受的做法，要求作为联合国文件散发，并让人散发了那
个受到安全理事会第541(1983）号和550（1984)号决议强烈
和明确谴责的伪国家[“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来信
和声明及其中表达的观点”。见S/PV.2928，英文第12页；另
见土耳其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821、S/20845和S/20903)。

开会议讨论该决议草案方面出现的延迟进行了讨
论。4讨论后，原议程无异议通过。
2

S/Agenda/2959。

3

哥伦比亚、古巴、马来西亚和也门提出的决议草案
(S/21933/Rev.1)。
4

另见第一章，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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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通过议程(第9条)
说

明

“2.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伊朗-伊拉克军事观察

根据第9条，安全理事会每次会议临时议程的第

团的报告。”

一个项目应为通过议程。 安理会的惯例是不经表决
5

即通过临时议程，无论是否有修正，除非有异议。
如同《汇辑》的以前各卷一样，本部分专门记录会
上有人对通过议程提出异议或就通过有关议程进行
过讨论的安理会会议情况。
下文列述了两个案例史，涉及通过议程的决定
的讨论过程（案例2和3）。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参加有关通过议程的讨论
仅限于安理会成员。

伊朗与伊拉克间局势

在通过议程前，古巴代表表示，在投票赞成通
过该临时议程之前，古巴代表团必须表达对安理会
未能审议整个世界关切的一个严重问题的深切不
满。8在同意审议临时议程项目2的同时，古巴代表团
希望表达其观点：安理会负有基本义务，应讨论海
湾地区的战争局势以及聆听会员国希望提出的想法
和提案。
美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他说，除非古巴代
表希望就安理会面前的临时议程提出提案，否则，

通过议程的决定的讨论过程
案

例

2

在1990年12月20日举行的有关阿拉伯被占领土
局势的第2970次会议（第一部分）上，主席在通过

他所进行的辩论“完全不合议事规则”。
主席（扎伊尔）说，如果古巴代表希望提出程
序问题，就有义务请安理会成员立刻就他关于通过
临时议程的裁决作出决定。

议程后立刻请联合王国代表发言。联合王国代表表

古巴代表回答说，他所谈论的是临时议程中题

示，他实际上是要求在通过议程前就程序问题发

为“通过议程”的项目1，古巴代表团“完全有权表

言。

达它对企图迫使安理会保持沉默的做法的异议”。

6

这是安理会成员应该讨论的程序问题。
案

例

3

1991年1月31日举行的有关伊朗与伊拉克间局势
的第2976次会议临时议程7内容如下：
“1.

通过议程

主席提请安理会注意，安理会正在根据暂行议
事规则第9条行事，该条规定“安全理事会每次会议
的临时议程的第一个项目应为通过议程”。如果一
个成员反对通过临时议程，他就有义务将这一异议
付诸表决。关于美国代表提出的程序问题，也门代
表表示，第9条或其他任何一条都不排斥任何代表团

5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曾有若干次，安理会主席根据过
去的做法，在通过议程前作开场白。其中包括表示感谢、
祝贺、悼念和慰问的发言(见S/PV.2835、S/PV.2885、S/
PV.2886、S/PV.2894和S/PV.3019)。在1990年5月23日第2922
次会议上，主席提请注意秘书长关于已经合并成立一个称
为“也门共和国”的主权国家的普通照会，并代表安理会
就也门共和国的统一，向该国表示祝贺和最美好祝愿(见S/
PV.2922，英文第2页)。在1989年7月6日第2870次会议上，在
主席表示悼念之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发了言
(见S/PV.2870，英文第2-3页)。在1991年5月24日第2989次会
议上，在主席表示悼念之后，印度代表发了言(见S/PV.2989，
英文第2-3页)。
6

S/PV.2970，英文第2页。

7

S/Agenda/2976。

要求在通过议程之前发言。
主席重申，如果也门和古巴代表对该议程提出
异议，他就有义务将该异议付诸表决。
也门代表重申其观点，第9条并不排斥安理会的
任何成员在通过议程之前发言，而且古巴代表有权
发言。他还补充说，他也希望进行简短发言。

8
对召开海湾局势正式会议方面出现的延迟所表达的关
切，见第一章，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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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表示：“暂行议事规则中没有任何地方规

是，古巴代表认为他“完全符合议事规则”。9

定可在通过议程之前进行发言。”因此，安理会必

议程无异议通过。

须首先通过议程，然后，如果对他的裁决有任何异
议，他将请各成员对该异议作出决定。
也门代表表示，他对主席有关第9条的说法并
无异议。因此，安理会可以着手通过临时议程。但

9

S/PV.2976，英文第2-3页和第7页(古巴)；英文第3页(美
国)；英文第3-7页(主席)；英文第6-7页(也门)；另见英文第
17页(古巴)。

第三部分
议程：安全理事会处理中的事项(第10和第11条)
说

明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所有项目均保留在安全理

暂行议事规则第10条旨在使安全理事会能在下
次会议上继续审议未在某次会议审议完毕的项目，
而无须为通过议程而再次对该项目进行辩论。在本

事会处理中的事项清单内，除非安理会已正式结束
其对有关项目的审议或秘书长应有关各方的请求并
经安理会成员同意后删除了有关项目。

文件所述期间，没有进行过有关适用该条问题方面

第11条下所列表格是对《汇辑》以前各卷所载

的讨论。曾经有许多次举行了关于同一议程项目的

表格的补充。该表格列出了安理会处理中事项清单

单独的连续会议。在其他情况中，会议曾暂停和复

内后来出现的改动。

会过，直至安理会完成该阶段对该项目的审议。

10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前各卷《汇辑》中，当安
理会的讨论进程或其具体决定显示存在着对安全理

从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处理中事项的简要说明
中保留和删除有关项目(第11条)

事会处理中事项（第11条）的持续关注时，安理会

此表格沿用了1969-1971年期间《补编》及其后

的议程项目即保留在秘书长对安理会处理中事项的

各《补编》中采用的格式。A节载列了本文件所述期

简要说明中。安理会主席在辩论结束时宣布安理会

间安全理事会处理中事项清单内增补的项目；B节载

继续处理某个问题，即是支持保留项目的又一证

列了在以前清单中出现并在这一期间简要说明内报

据。

告了安全理事会对其采取的新行动的项目；C节载列
了同一期间从清单上删除的项目。表内显示，在本

10

见1990年12月19日举行并于12月20日复会的有关阿拉
伯被占领土局势的第2970次会议；1991年2月13日公开举行并
于2月14日、15日、16日、23日和25日以及3月2日非公开复会
的关于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的第2977次会议；1992年3月11
日举行并于3月11日和12日复会的关于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的第3059次会议。

文件所述期间，安理会在其处理中事项清单上增列
入了64个新项目，并删除了6个项目。在被删除的项
目中，1个项目是秘书长根据有关问题当事国的请
求，并经安理会同意后删除的。其余5个项目是在安
理会结束对它们的审议后删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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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89-1992年期间在安全理事会处理中事项清单内增补的项目
截至1992年12月31日
安理会最后一次
采取的行动

第一次列入议程

第一次载入
简要说明

1989年1月5日
第2835次会议

1989年1月11日
S/20370号文件

1989年1月11日第2841
次会议，未通过决
议草案S/20378

1989年4月25日巴拿马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1989年4月28日
第2861次会议

1989年5月2日
S/20370/Add.16
号文件

1989年8月11日第2874
次会议，通过议程，
听取发言，观看录
相，休会，未确定
下一次会议时间

塑料炸药或薄片炸药加添标记以利
侦测

1989年6月14日
第2869次会议

1989年6月21日
S/20370/Add.23
号文件

1989年6月14日第2869
次会议，通过第635
(1989)号决议

中美洲：谋求和平的努力

1989年7月27日
第2871次会议

19 8 9 年 8 月 3 日
S/20370/Add.29
号文件

1989年11月7日第2890
次会议，通过第644
(1989)号决议

劫持人质和绑架问题

1989年7月31日
第2872次会议

1989年8月10日
S/20370/Add.30
号文件

1989年7月31日第2872
次会议，主席发表
声明(S/PV.2872，英
文第2-5页)，安理会
通过第638(1989)号
决议

1989年11月27日萨尔瓦多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89年11月30日
第2896次会议

1989年12月14日
S/20370/Add.47
号文件

1989年12月8日第2897
次会议，主席发表
声明(S/21011)

巴拿马局势

1989年12月20日
第2899次会议

1990年1月12日
S/20370/Add.50
号文件

1989年12月23日第2902
次会议， 未 通 过 决
议草案(S/21048)

1990年1月3日尼加拉瓜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0年1月17日
第2905次会议

1990年2月2日
S/21100/Add.2
号文件

1990年1月17日第2905
次会议，未通过决
议草案(S/21084)

1990年2月2日古巴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1990年2月9日
第2907次会议

1990年2月16日
S/21100/Add.5
号文件

1990年2月9日2907次
会议，休会，未确
定下一次会议时间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1990年5月30日
第2924次会议

1990年6月7日
S/21100/Add.21
号文件

1990年5月30日第2924
次会议，主席发表
声明(S/21323)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1990年8月2日
第2932次会议

1990年8月10日
S/21100/Add.30
号文件

1992年2月28日第3058
次 会 议 ， 主席发表
声明(S/23663)

柬埔寨局势

1990年9月20日
第2941次会议

1990年10月26日
S/21100/Add.37
号文件

1992年12月22日第
3153次会议，主席
发表声明(S/25003)

项

目

1989年1月4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截至1992年12月31日
最后一次载入
简要说明

1989年1月4日巴林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1989年6月21日
S/20370/Add.23
号文件

1989年11月28日尼加拉瓜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0年2月2日
S/21100/Add.2
号文件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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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第一次列入议程

第一次载入
简要说明

截至1992年12月31日
安理会最后一次
采取的行动

1990年12月7日托管理事会主席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0年12月22日
第2972次会议

1990年12月31日
S/21100/Add.50
号文件

1990年12月22日第
2972次会议，通过
第683(1990)号决议

利比里亚局势

1991年1月22日
第2974次会议

1991年2月1日
S/22110/Add.3
和Corr.1号文件

1991年1月22日第2974
次会议，主席发表
声明(S/22133)

1991年4月2日土耳其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1991年4月5日
第2982次会议

1991年4月25日
S/22110/Add.13
号文件

1991年4月5日第2982
次会议，通过第688
(1991)号决议

1991年5月30日
第2991次会议

1991年7月22日
S/22110/Add.21
号文件

1991年5月30日第2991
次会议，通过第696
(1991)号决议

1991年9月25日
第3009次会议

1991年10月9日
S/22110/Add.38
号文件

1991年9月25日第3009
次会议，通过第713
(1991)号决议

1991年9月30日海地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1991年10月3日
第3011次会议

1991年10月22日
S/22110/Add.39
号文件

通过议程并听取发言

1991年11月24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1991年11月27日
第3018次会议

1991年12月9日
S/22110/Add.47
号文件

1991年11月27日第
3018次会议，通过
第721(1991)号决议

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第721(1991)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1991年12月15日
第3023次会议

1992年1月3日
S/22110/Add.50
号文件

1991年12月15日第
3023次会议，通过
第724(1991)号决议

秘书长依照他1992年1月5日的报告
提出的口头报告

1992年1月7日
第3027次会议

1992年1月17日
S/23370/Add.1
号文件

1992年1月7日第3027
次会议，主席发表
声明(S/23389)

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第721(1991)
号决议提出的进一步报告

1992年1月8日
第3028次会议

1992年1月17日
S/23370/Add.1
号文件

1992年1月8日第3028
次会议，通过第727
(1992)号决议

1991年12月20日和23日的信

1992年1月21日
第3033次会议

1992年2月7日
S/23370/Add.3
号文件

1992年1月21日第3033
次会议，通过第731
(1992)号决议

1991年4月4日法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
1991年5月17日安哥拉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的
报告
1991年9月19日奥地利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1991年9月19日加拿大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1991年9月20日匈牙利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1991年9月24日南斯拉夫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1年11月21日德国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1991年11月26日法国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截至1992年12月31日
最后一次载入
简要说明
1990年 12月31日
S/21100/Add.50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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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第一次列入议程

第一次载入
简要说明

截至1992年12月31日
安理会最后一次
采取的行动

1992年1月20日索马里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1月23日
第3039次会议

1992年2月7日
S/23370/Add.3
号文件

1992年1月23日第3039
次会议，通过第733
(1992)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责任

1992年1月31日
第3046次会议

1992年2月10日
S/3370/Add.4号
文件

1992年1月31日第3046
次会议，主席发表
声明(S/23500)

(a)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a

1992年3月11日
和12日第3059
次会议

1992年3月26日
S/23370/Add.10
和Corr.1号文件

1992年3月12日第3059
次会议，主席发表
声明(S/23709)

索马里局势

1992年3月17日
第3060次会议

1992年3月27日
S/23370/Add.11
号文件

1992年3月17日第3060
次会议，通过第746
(1992)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安哥拉核查团的进一步
报告

1992年3月24日
第3062次会议

1992年3月31日
S/23370/Add.12
号文件

1992年3月24日第3062
次会议，通过第747
(1992)号决议

(a)        1991年12月20日和23日的信b

1992年3月31日
第3063次会议

1992年4月21日
S/23370/Add.13
号文件

1992年3月31日第3063
次会议，通过第748
(1992)号决议

1992年4月2日委内瑞拉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4月2日第
3064次会议

1992年4月21日
S/23370/Add.13
号文件

1992年4月2日第3064
次会议，主席发表
声明(S/23772)

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第743(1992)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1992年4月7日第
3066次会议

1992年4月22日
S/23370/Add.14
号文件

1992年4月10日第3068
次会议，主席发表
声明(S/23802)

1992年4月23日奥地利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4月24日
第3070次会议

1992年5月11日
S/23370/Add.16
号文件

1992年4月24日第3070
次会议，主席发表
声明(S/23842)

有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局势

1992年5月12日
第3072次会议

1992年6月15日
S/23370/Add.19
号文件

1992年5月12日第3072
次会议，主席发表
声明(S/23904)

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第749(1992)
号决议提出的进一步报告

1992年5月15日
第3075次会议

1992年6月15日
S/23370/Add.19
号文件

1992年5月15日第3075
次会议，通过第752
(1992)号决议

1992年4月27日古巴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1992年5月21日
第3080次会议

1992年6月16日
S/23370/Add.20
和Corr.1号文件

在收到古巴提出的决议
草案(S/23990)并听
取发言后结束对该
项目的审议

(b) 1991年4月2日土耳其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截至1992年12月31日
最后一次载入
简要说明

1992年2月10日
S/23370/Add.4
号文件

1991年4月4日法国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1992年3月5日比利时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b) 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第731
(1992)号决议第4段提出的报告
( c ) 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第731
(1992)号决议第4段提出的进一
步报告

1992年4月24日法国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1992年6月16日
S/23370/Add.20
和Corr.1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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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载入
简要说明

截至1992年12月31日
安理会最后一次
采取的行动

1992年5月30日
第3082次会议

1992年6月19日
S/23370/Add.21
号文件

1992年5月30日第3082
次会议，通过第757
(1992)号决议

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第757(1992)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1992年6月8日
第3083次会议

1992年6月23日
S/23370/Add.23
号文件

1992年6月8日第3083
次会议，通过第758
(1992)号决议

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第757(1992)
号决议第15段和安全理事会第758
(1992)号决议第10段提出的报告

1992年6月18日
第3086次会议

1992年6月24日
S/23370/Add.24
号文件

1992年6月18日第3086
次会议，通过第760
(1992)号决议

1992年6月26日和29日秘书长依照安
全理事会第758(1992)号决议提出
的口头报告

1992年6月29日
第3087次会议

1992年7月27日
S/23370/Add.26
号文件

1992年6月29日第3087
次会议，通过第761
(1992)号决议

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第757(1992)
号、758(1992)号和第761(1992)号
决议提出的报告

1992年6月30日
第3088次会议

1992年7月27日
S/23370/Add.26
号文件

1992年6月30日第3088
次会议，通过第762
(1992)号决议

和平议程：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
与维持和平

1992年6月30日
第3089次会议

1992年7月27日
S/23370/Add.26
号文件

1992年6月30日第3089
次会议，主席发表
声明(S/24210)

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第757(1992)
号、758(1992)号和第761(1992)号
决议提出的报告

1992年7月13日
第3093次会议

1992年7月29日
S/23370/Add.28
号文件

1992年7月13日第3093
次会议，通过第764
(1992)号决议

1992年7月11日克罗地亚外交部长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7月17日
第3097次会议

1992年7月29日
S/23370/Add.28
号文件

1992年7月17日第3097
次会议，主席发表
声明(S/24307)

秘书长关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局势的报告

1992年7月24日
第3100次会议

1992年7月30日
S/23370/Add.29
号文件

1992年9月14日第3114
次会议，主席发表
声明(S/24346)

1992年8月4日美国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4日
第3103次会议

1992年8月13日
S/23370/Add.31
号文件

1992年8月4日第3103
次会议，主席发表
声明(S/24378)

1992年8月7日
第3104次会议

1992年8月13日
S/23370/Add.31
号文件

1992年8月7日第3104
次会议，通过第769
(1992)号决议

项

目

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第752(1992)
号决议提出的进一步报告

第一次列入议程

1992年5月26日加拿大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5月27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

1992年7月12日克罗地亚外交部长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7月13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7月13日斯洛文尼亚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7月17日比利时、法国和联合
王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4日委内瑞拉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第762(1992)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截至1992年12月31日
最后一次载入
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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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第一次列入议程

第一次载入
简要说明

截至1992年12月31日
安理会最后一次
采取的行动

1992年8月11日
第3105次会议

1992年8月19日
S/23370/Add.32
号文件

通过议程并听取发言

1992年8月13日
第3106次会议

1992年8月19日
S/23370/Add.32
号文件

1992年8月13日第3106
次会议，通过第770
(1992)号和第771
(1992)号决议

1992年8月28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

1992年9月2日
第3111次会议

1992年9月7日
S/23370/Add.35
号文件

1992年9月2日第3111
次 会 议 ， 主席发 表
声明(S/24510)

1992年8月24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

1992年9月2日
第3112次会议

1992年9月7日
S/23370/Add.35
号文件

1992年9月2日第3112
次会议，主席发表
声明(S/24511)

1992年8月7日比利时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7日法国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7日联合王国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7日美国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0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0日土耳其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0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
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0日马来西亚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1日塞内加尔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1日沙特阿拉伯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0日科威特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1日巴基斯坦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2日埃及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3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
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3日巴林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3日科摩罗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3日卡塔尔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截至1992年12月31日
最后一次载入
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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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第一次列入议程

第一次载入
简要说明

截至1992年12月31日
安理会最后一次
采取的行动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1992年9月9日
第3113次会议

1992年9月14日
S/23370/Add.36
号文件

1992年9月9日第3113
次会议，主席发表
声明(S/24539)

秘书长关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局势的报告

1992年9月14日
第3114次会议

1992年9月21日
S/23370/Add.37
号文件

1992年9月14日第3114
次会议，通过第776
(1992)号决议

S/24570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

1992年9月19日
第3116次会议

1992年9月21日
S/23370/Add.37
号文件

1992年9月19日第3116
次会议，通过第777
(1992)号决议

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第743(1992)
号和第762(1992)号决议提出的进
一步报告

1992年10月6日
第3118次会议

1992年10月12日
S/23370/Add.40
号文件

1992年10月6日第3118
次会议，通过第779
(1992)号决议

1992年8月10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10月6日
第3119次会议

1992年10月12日
S/23370/Add.40
号文件

1992年10月6日第3119
次会议，通过第780
(1992)号决议

1992年8月10日土耳其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0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
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0日马来西亚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1日塞内加尔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1日沙特阿拉伯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0日科威特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1日巴基斯坦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2日埃及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3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
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3日巴林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3日科摩罗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13日卡塔尔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10月5日埃及、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和土耳其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c

截至1992年12月31日
最后一次载入
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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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第一次列入议程

第一次载入
简要说明

截至1992年12月31日
安理会最后一次
采取的行动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第
二期联安核查团)的口头报告

1992年10月6日
第3120次会议

1992年10月12日
S/23370/Add.40
号文件

1992年10月6日第3120
次会议，主席发表
声明(S/24623)

格鲁吉亚局势

1992年10月8日
第3121次会议

1992年10月12日
S/23370/Add.40
号文件

1992年10月8日第3121
次 会 议 ， 主席发表
声明(S/24637)

莫桑比克局势

1992年10月13日
第3123次会议

1992年10月19日
S/23370/Add.41
号文件

1992年12月16日第
3149次会议，通过
第797(1992)号决议

1992年10月27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1992年10月27日
第3126次会议

1992年11月2日
S/23370/Add.43
号文件

1992年10月27日第
3126次会议，主席
发表声明(S/24720)

1992年10月29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1992年10月30日
第3130次会议

1992年11月2日
S/23370/Add.43
号文件

1992年10月30日第
3130次会议，通过
第785(1992)号决议

塔吉克斯坦局势

1992年10月30日
第3131次会议

1992年11月2日
S/23370/Add.43
号文件

1992年10月30日第
3131次会议，主席
发表声明(S/24742)

(a)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d

1992年11月23日
和24日第3139
次会议

(b) 1991年4月2日土耳其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截至1992年12月31日
最后一次载入
简要说明

1991年4月4日法国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1992年3月5日比利时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8月3日比利时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1992年11月19日比利时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秘书长关于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
和国的报告

1992年12月11日
第3147次会议

1992年12月14日
S/23370/Add.49
号文件

1992年12月11日第
3147次会议，通过
第795(1992)号决议

1992年12月18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1992年12月22日
第3152次会议

1992年12月29日
S/23370/Add.51
号文件

1992年12月22日第
3152次会议，主席
发表声明(S/25002)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本议程项目的(a)部分）。首次在1990年8月2日第2932次
会议上审议。(b)部分的头两封信构成1991年4月5日第2982次会议的议程。
a

“1991年12月20日和23日的信”（该项目的(a)部分）首次在1992年1月21日第3033次
会议上审议。
b

此项目的头13封信构成了1992年8月13日第3106次会议的议程。第3119次会议增列了
1992年10月5日的信，形成新的综合议程项目。
c

以前，(a)部分和(b)部分头3封信构成1992年3月11日和12日第3059次会议的议程。第
3139次会议增列了1992年8月3日和11月19日的信，形成新的综合议程项目。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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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以前各卷《汇辑》中出现并在1989-1992年期间印发的简要说明内报告
安全理事会已对其采取新行动的项目
截至1992年12月31日
安理会最后一次
采取的行动

截至1992年12月31日
最后一次载入
简要说明

第一次列入议程

第一次载入
简要说明

纳米比亚局势

1968年1月25日
第1387次会议

1968年1月30日
S/8367号文件

1989年11月20日第
2893次会议，主席
发表声明(S/20974)

有关阿富汗的局势

1988年10月31日
第2828次会议

1988年11月8日
S/19420/Add.44
号文件

1990年1月11日第2904
次会议，通过第
647(1990)号决议

伊朗与伊拉克间局势

1980年9月26日
第2247次会议

1980年10月3日
S/13737/Add.38
号文件

1991年1月31日第2976
次会议，通过第
685(1991)号决议

有关西撒哈拉的局势

1975年10月20日
第1849次会议

1975年10月29日
S/11593/Add.42
号文件

1991年12月31日第
3025次会议，通过
第725(1991)号决议

阿拉伯被占领土局势

1976年5月4日
第1916次会议

1976年5月11日
S/11935/Add.18
号文件

1992年4月4日第3065
次 会 议 ， 主席发表
声明(S/23783)

南非问题

1977年3月21日
第1988次会议

1977年3月31日
S/12269/Add.12
号文件

1992年8月17日第3107
次会议，通过第
772(1992)号决议

中东局势

1967年5月24日
第1341次会议

1967年5月29日
S/7913号文件

1992年11月25日第
3141次会议，通过
第790(1992)号决
议，主席发表声明
(S/24846)

塞浦路斯局势

1974年7月16日
第1779次会议

1974年7月24日
S/11185/Add.28
号文件

1992年12月14日第
3148次会议，通过
第796(1992)号决议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

1949年2月15日
第409次会议

1949年2月21日
S/1263号文件

1991年8月8日第3001
次会议，建议接纳

1991年8月26日
S/22110/Add.31
号文件

纳米比亚共和国

1990年4月17日
第2917次会议

1990年5月1日
S/21100/Add.15
号文件

1990年4月17日第2918
次会议，建议接纳

1990年5月1日
S/21100/Add.15
号文件

列支敦士登公国

1990年8月13日
第2935次会议

1990年10月18日
S/21100/Add.32
号文件

1990年8月14日第2936
次会议，建议接纳

1990年10月18日
S/21100/Add.32
号文件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1991年8月6日
第2999次会议

1991年8月26日
S/22110/Add.31
号文件

1991年8月9日第3002
次会议，建议接纳

1991年8月26日
S/22110/Add.31
号文件

马绍尔群岛

1991年8月6日
第3000次会议

1991年8月26日
S/22110/Add.31
号文件

1991年8月9日第3003
次会议，建议接纳

1991年8月26日
S/22110/Add.31
号文件

爱沙尼亚

1991年9月10日
第3006次会议

1991年10月7日
S/22110/Add.36
号文件

1991年9月12日第3007
次会议，建议接纳

1991年10月7日
S/22110/Add.36
号文件

项

目

接纳新会员国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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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第一次载入
简要说明

截至1992年12月31日
安理会最后一次
采取的行动

截至1992年12月31日
最后一次载入
简要说明

目

第一次列入议程

拉脱维亚

1991年9月10日
第3006次会议

1991年10月7日
S/22110/Add.36
号文件

1991年9月12日第3007
次会议，建议接纳

1991年10月7日
S/22110/Add.36
号文件

立陶宛

1991年9月10日
第3006次会议

1991年10月7日
S/22110/Add.36
号文件

1991年9月12日第3007
次会议，建议接纳

1991年10月7日
S/22110/Add.36
号文件

哈萨克斯坦

1992年1月23日
第3034次会议

1992年2月7日
S/23370/Add.3
号文件

1992年1月23日第3034
次会议，建议接纳

1992年2月7日
S/23370/Add.3
号文件

亚美尼亚

1992年1月23日
第3035次会议

1992年2月7日
S/23370/Add.3
号文件

1992年1月29日第3041
次会议，建议接纳

1992年2月10日
S/23370/Add.4
号文件

吉尔吉斯斯坦

1992年1月23日
第3036次会议

1992年2月7日
S/23370/Add.3
号文件

1992年1月29日第3042
次会议，建议接纳

1992年2月10日
S/23370/Add.4
号文件

乌兹别克斯坦

1992年1月23日
第3037次会议

1992年2月7日
S/23370/Add.3
号文件

1992年1月29日第3043
次会议，建议接纳

1992年2月10日
S/23370/Add.4
号文件

塔吉克斯坦

1992年1月23日
第3038次会议

1992年2月7日
S/23370/Add.3
号文件

1992年1月29日第3044
次会议，建议接纳

1992年2月10日
S/23370/Add.4
号文件

摩尔多瓦共和国

1992年1月29日
第3045次会议

1992年2月10日
S/23370/Add.4
号文件

1992年2月5日第3047
次会议，建议接纳

1992年2月12日
S/23370/Add.5
号文件

土库曼斯坦

1992年2月5日
第3048次会议

1992年2月12日
S/23370/Add.5
号文件

1992年2月7日第3050
次会议，建议接纳

1992年2月12日
S/23370/Add.5
号文件

阿塞拜疆

1992年2月11日
第3051次会议

1992年2月19日
S/23370/Add.6
号文件

1992年2月14日第3052
次会议，建议接纳

1992年2月19日
S/23370/Add.6
号文件

圣马力诺

1992年2月25日
第3056次会议

1992年3月4日
S/23370/Add.8
号文件

1992年2月25日第3056
次会议，建议接纳

1992年3月4日
S/23370/Add.8
号文件

克罗地亚

1992年5月18日
第3076次会议

1992年6月16日
S/23370/Add.20
和Corr.1号文件

1992年5月18日第3076
次会议，建议接纳

1992年6月16日
S/23370/Add.20
和Corr.1号文件

斯洛文尼亚

1992年5月18日
第3077次会议

1992年6月16日
S/23370/Add.20
和Corr.1号文件

1992年5月18日第3077
次会议，建议接纳

1992年6月16日
S/23370/Add.20
和Corr.1号文件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992年5月20日
第3078次会议

1992年6月16日
S/23370/Add.20
和Corr.1号文件

1992年5月20日第3079
次会议，建议接纳

1992年6月16日
S/23370/Add.20
和Corr.1号文件

格鲁吉亚

1992年7月6日
第3091次会议

1992年7月28日
S/23370/Add.27
号文件

1992年7月6日第3091
次会议，建议接纳

1992年7月28日
S/23370/Add.27
号文件

第二章

项

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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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国际法院

第一次列入议程

第一次载入
简要说明

截至1992年12月31日
安理会最后一次
采取的行动

截至1992年12月31日
最后一次载入
简要说明

f

填补国际法院一名空缺的选举日期

1989年1月9日
第2838次会议

1989年1月25日
S/20370/Add.1
号文件

1989年1月9日第2838
次会议，通过第
627(1989)号决议

1989年1月25日
S/20370/Add.1
号文件

选举国际法院法官：1989年

1989年4月18日
第2854次会议

1989年4月26日
S/20370/Add.15
号文件

1989年4月18日第2854
次会议，推荐一名
候选人填补空缺

1989年4月26日
S/20370/Add.15
号文件

选举国际法院法官：1990年

1990年11月15日
第2955次会议

1990年11月27日
S/21100/Add.45
号文件

1990年11月15日第
2955次会议，推荐
四名候选人填补空
缺

1990年11月27日
S/21100/Add.45
号文件

1990年11月15日第
2956次会议，推荐
另一名候选人填补
剩余空缺
填补国际法院一名空缺的选举日期

1991年8月28日
第3005次会议

1991年9月5日
S/22110/Add.34
号文件

1991年8月28日第3005
次会议，通过第
708(1991)号决议

1991年9月5日
S/22110/Add.34
号文件

选举国际法院一名法官

1991年12月5日
第3021次会议

1991年12月10日
S/22110/Add.48
号文件

1991年12月5日第3021
次会议，推荐一名
候选人填补空缺

1991年 12月10日
S/22110/Add.48
号文件

1991年11月21日
第3017次会议
(非公开)

1991年11月26日
S/22110/Add.46
号文件

通过第720(1991)号决
议，推荐任命布特
罗斯·布特罗斯-加
利先生为联合国秘
书长，任期自1992
年1月1日起至1996
年12月31日止

1991年11月26日
S/22110/Add.46
号文件

报告所述期间为1988年6月16日至
1989年6月15日

1989年11月17日
第2892次会议
(非公开)

1989年12月11日
S/20370/Add.45
号文件

通过报告草稿

1989年12月11日
S/20370/Add.45
号文件

报告所述期间为1989年6月16日至
1990年6月15日

1990年11月23日
第2958次会议
(非公开)

1990年12月5日
S/21100/Add.46
号文件

通过报告草稿

1990年12月5日
S/21100/Add.46
号文件

报告所述期间为1990年6月16日至
1991年6月15日

1991年11月29日
第3020次会议
（非公开）

1991年12月9日
S/22110/Add.47
号文件

通过报告草稿

1991年12月9日
S/22110/Add.47
号文件

任命秘书长g
推荐人选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

审议安全理事会提交大会的报告草
稿h

e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在“接纳新会员国”项目下完成了对21个国家入会申
请的审议。另见第七章。
f
尽管安全理事会有关国际法院的行动不属于安理会处理中事项，但秘书长关于安全理
事会处理中事项的简要说明所载介绍性材料中述及此类行动。现将其列入本表是为了方便读
者。
g
尽管推荐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题不属于安理会处理中的事项，但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
会处理中事项的简要说明所载介绍性材料中述及安全理事会有关这一推荐的行动。现将其列
入本表是为了方便读者。

安全理事会惯例汇辑—1989–1992年补编

36

尽管涉及安全理事会审议其提交大会的报告草稿的行动不属于安全理事会处理中的事
项，但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处理中事项的简要说明所载介绍性材料中述及安全理事会涉及
此类审议的行动。现将其列入本表是为了方便读者。
h

C. 1989-1992年期间从安全理事会处理中事项清单中删除的项目

项

目

截至1992年12月31日
安理会最后一次
采取的行动

截至1992年2月31日
最后一次载入
简要说明

第一次列入议程

第一次载入简要说明

1964年9月3日马来西亚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1964年9月9日
第1144次会议

S/5967号文件

1964年9月17日第1152
次会议，未通过决
议草案(S/5973)

1989年1月11日
S/20370号文件
(项目49)i

塑料炸药或薄片炸药加添标记以利
侦测

1989年6月14日
第2869次会议

1989年6月21日
S/20370/Add.23
号文件

1989年6月14日第2869
次会议，通过第
635(1989)号决议

1989年6月21日
S/20370/Add.23
号文件

1990年1月3日尼加拉瓜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0年1月17日
第2905次会议

1990年2月2日
S/21100/Add.2
号文件

1990年1月17日第2905
次会议，未通过决
议草案(S/21084)

1990年2月2日
S/21100/Add.2
号文件

1990年12月7日托管理事会主席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90年12月22日
第2972次会议

1990年12月31日
S/21100/Add.50
号文件

1990年12月22日第
2972次会议，通过
第683 (1990)号决
议

1990年12月31日
S/21100/Add.50
号文件

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责任

1992年1月31日
第3046次会议

1992年2月10日
S/23370/Add.4
号文件

1992年1月31日第3046
次会议，主席发表
声明(S/23500)

1992年2月10日
S/23370/Add.4
号文件

1992年4月27日古巴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1992年5月21日
第3080次会议

1992年6月16日
S/23370/Add.20
和Corr.1号文件

在收到古巴提交的决
议草案(S/23990)并
听取发言后结束对
该项目的审议

1992年6月16日
S/23370/Add.20
和Corr.1号文件

根据1989年9月15日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代表来信提出的请求，秘书长征得安全理
事会同意后，将这个项目从清单中删除(见1990年1月24日S/21100号文件，第4段)。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