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亜、塞拉利品、索倩叭多哥和扣桑尼亜联介共和

囯的代表參加討诒迏令何題，亻1I 丿L 表決杖。

在同一次令汶 I·., 安理全述 I,;1 加蓬、尼 H 利亜和

贊比亜代表的清求，祠決定按照行行汶麻規則第-+

九糸的規定，向约翰斯通．咱卡蒂尼先牛岌出邀清。

在一九七九年了月－．十三日第了一了 E 次令汶

上，安理令決定邀清印度代表參加討沱送令何題，但

元表決枚。

在同一次令汶 l..，安理令述府加蓬、尼 H 利而和

腑比亜代表的清求，侷決定按照竹行汶 'lI· 規則第三丨．

九茶的規定，向戴维·西贝科先生岌出邀情。

在一九七九年－．月二十八 H 第二一弋八次全汶

r.，安理令決定邀讠li 句克竺赤维埃H令 l：叉共和围代

表參加討诒迏令何匙，但九表決仅。

一九七九年之月三十八 H

第 447 CJ 979) 乃決汶

安全運事全，

宙汶了安哥拉常引代表 {1: S/ 13176 乃文件內提出

的清求卵及其－九七」曰 Jj 丨－六 H 迎送安哥拉人民

共和囷囯防部友表的公服令文的1亢，函

昕取了安哥拉人民共和因常耽代表的友言，＠

昕取了西南非洲人民組鋇副 iJ店的友訂，祠

回顾其一九七六q 一丿」．十寸1 第 387(1976) 乃

決汶，其中除其他事猁外，造」［南非対安哥拉人民共

和困的侵略，要求南非严格尊甲安冴拉人民共和围的

狓；E、－E杖和領1：完輅，

考慮到其一九七八年五月六 H 第 128(1978) 吵決

汶，其中除其他巾埗i外，严甬警告，如果再有侵犯安

哥拉主杖和領＿k完整的行为，安理全即冉什 Jf 令汶，

以考忠按照《联合囯完§戸，包括第 L1,;f 的｛」夭規定，

釆取更有效的措施，

昭同丨， S/13183 另又亻'|。

伺回 J·., S/13187 另文 fI 。

®回 I·., S/13177 勺乂 fl 。

芻丨 1ll l, 《弟 I 四仃»,冶

毬回丨，筍｝ 次公以。

1 次公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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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夫切南非有预课的持臻不新的武裝入侵，侵

犯安哥拉人民共和困的t杖、令前空和領土完幣，

深信送此武裝入侵的強烈程度和造抒的时何都是

为了破坏以淡判來解決南部非洲何題的努力，特別是

安仝理节全－九L 六 q· ·J 」-．̂ l·n 第 385(1976) 乃和

·几七八年 ]L 月一卜九 H 第 435(1978) 另決汶的执

1 i, 

対南非从納米比而送令被南1t非法占領的恢丨．向

安：討．＼［友功武裝入侵所造成的慘捕的人馱人命 ,(jj -,:. 

包括安；；f拉和其他前銰因家境內平民和納米比而碓民

的亻1)1丶．，感到悲瘺．対因此造成的财」w：振毀和疯狂破

坏，感到美切，

重申按照第 385(1976) 另和第 435(1978) 另決汶

以及联合囷所有其他有美決汶的規定，納米比亜人民

';「 h和iI 淑l寺的自決和狹立杖利，他亻「］为行使迏此決

汶規定的送神杖利而迸行的斗争是介汰的，

又重申安全珅 'F令碴炭南非继練非法占領納米比

亜，遣黃其使讠亥令贝十．年 1i化的行幼，通逍迏神牢 'li

化，南非得以继统」t．．制納米比 1k 人民要求自決和狓；，

的合法愿叩，继统武裝入侵郃近的非洲囯家，

1. 強烈瀘責南非神族 l·· 叉政杖h预讠某地持練不

斷地対安瓘拉人民共和因迸行的武裝入侵，明 IHk胆

地侵犯垓囯的 I· 钅又和夠 l:'；L 輅，以及严示．威肋［司际和

平与安令：

2. 又強烈瀘寰南非利用納米比亜 l吋 kF翎士作为

武裝入侵和 i)J 搖安；ir拉人民共和［吋的跳板；

3 強烈要求南 lI ` ＼ 1. 即停止対女哥拉人民共和 I吋

的挑獻＇骨武裝入亻'4. Ji 桴 fl垓因的抽叭 1枚和領l

亢幣；

I. 贊拯安；；」拉人民共和M和其他前鈛 l吋家咯定

不移地支抖納米比亜人民为反｛「南 4丨非祛占陳其甑丨｀

和为怀有其小 Il「油l寺的自決和民族狓、＼枚利而迸行的

1E 叉．合法斗 'ft;

5. 清各令 b1 因紫急地向安哥拉人民共和囷及其

他前鈛因家提供 lJ] 必要的援助，以加強它亻fl的防 lJ

能丿」；

6. 清秘BK 从女哥拉人民共和 l司取得美于南1丨



神族主叉政杖一再迸行侵略行为所造成的人命仿亡和

物厭摒害及其他振害的現有資料；

7. ．并漬秘节K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以前向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 H

第 454 (1979) 彗決汶

安全理事令提出此神資料，使安理全能夢按照《联合 安全瑋事佘，

國完章》的有美規定，決定最有效的制裁办法，以确 宙汶了安閑拉常引代表 /1: S/ 13595 芳文件內提出

保南非停止其対安哥拉和其他前级囯家的侵略行为。 的清求®及其－九七」Ut1 寸」·. l ·I1 照仝，照仝屮

茅二一三九次令讠乂以十二票吋0
銬過安：：：f拉人民解放运叻E人堂中央委員全政治）4友

票，三票弃叔（法劻大不列 表的一噸公服令文．忥

顛及北愛木呈联合王因｀美利

堅合女囯）通迪。

決定

在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洸明缸p，安理全

主席況，安哥拉常耽联合囯代表通知他安哥拉人民共

和因政府者时元法提供第 ,14 7 (1979) 另決汶第 6 段所

要求的資料，因此清求将完成垓決汶第 6 段所要求的

扳告的期限延至五月立十一日。主席述讠兑，从非正式t1J

商中可以看出，安理全没有一令成員反対姒汶的延期。

在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的流明＠中，安理全］：

席洸，安哥拉常胜代表通知他安哥拉人民共和因政府

仍在收集第 447(1979) 登決汶第 6 段所要求的－切現

昕取了安：启拉人民共和因常牡代表的岌言，商

回顾其－九 L入有 ｝」－ t· - 11 第 3870976) t} 

和一九七九年－： ｝」一. t· 八日第 ~•17(1979) 彗決汶，其

中除其他扛璜外，遣資南非対安閾拉人民共和困的 1必

略．要求南非严格尊市安羽拉人民共和 OO 的狹丶'L 、 I 

杖和翎I-: ，是整，

严重夫切南非有预课的t扛实不新的武裝入伎，侵

犯安哥拉人民共和因的 l-．杖、甑空和領I:'.,這整，

深信迏些武裝入侵的強烈程度和造抒的时 lh] 都是

为了破坏以淡判來解決南部非洲河題的努力，特別是

安令理 1i令九七六 {l )].+ H 第 385(1976) g 
和」L七八年九）］ ：十九 H 第 435(1978) ·[｝決以的执

行，

有文件，并清求将完成讠亥決汶第 6 段所要求的服告的 ｀t南非屢次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因所造成的人命

期限再予延K，即延至六月三十日。主席述讠兑，从非 ·的慘痛牾牲，感到悲瘺，対因而造成的财严摒毀和破

正式拼商中可以看出，安理佘没有一令成贝反対姒汶 坏，感到天 UJ,

的延期。 严重夫切南非此神肆尤忌悼的侵略行为枸成一神

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第二一六九次令汶上，

安理令決定邀清安哥拉｀巴西｀古巴和利比里亜的代

表參加讲沱杯題为｀｀安哥拉対南非的控泝：一九七九

年十月三十－ H 安哥拉常耽联合囯代表給安全理事全

主席的信 (S月 3595)'博的項目，但尤表決杖。

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二 H 第二一七0次令汶 L,

安理全決定邀清哥佺比亜：阿拉伯利比亜民女囯、莫

桑比克，越南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參加討诒迏令和」題，

但元表決杖。

豳回＿I:, 《一）旦）正1 四」L h月和八月份朴編»,S/13281

g·文 ff 。

洄回上， S/13364 另文件。

＠同上，《一九七九年丨丿」， 丨 寸」和 l. ．．月份朴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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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一貫持统亻准新的侵害方式， H 的在削弱各前鈛囯

家対納米比皿沖巴布卡和南非人民争取自由和民族

解放运叻的不懈支抖，

1. 強烈遣責南 ~I, 対安哥拉人民共和因的侵略；

2. 妻求南非政府立即伶止対安哥拉人民共和囯

的－切侵略和挑蚌行为，并；r即将其武裝部臥全部撤

出安哥拉；

3. 強烈妻求南 ll严格炸f安湄拉人民共和因的

抽立｀ 口又和領 l：完幣；

4. 也彊烈妻求南非立即停止利用它非法占領的

＠同 I·., S/13599 勺文亻'f 。

@ llIl l, 《第 I 四勺》，冷 八九次令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