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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一届会议  第七十二年 

议程项目 41 

塞浦路斯问题 

  2017年 5月 19 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函附上两份附件，分别记录土耳其在 2017 年 3 月违

反国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并侵犯塞浦路斯共和国领空的行为(见附件一)和土耳其

军舰非法使用非开放港口的行为(见附件二)。还应指出，土耳其商用飞机长期使

用非法的 Tympou 机场。 

 此外，我谨通知你，占领政权于 2017 年 3 月就土耳其空军演习一事非法发

出四次飞行通报。 

 此外，占领政权最近开始干扰无线电频率，包括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呼救和紧

急频率，阻碍提供导航和气象警报和预报以及向船舶提供紧急海上安全信息的

NAVTEX 正常提供服务。 

 通过对塞浦路斯共和国被占领土的所谓领空提出权利主张，土耳其的行动显

然是要破坏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支持持续的事实分裂，提升分离主义实体的

地位。此外，土耳其继续通过无线电呼叫长期骚扰尼科西亚飞行情报区内的民用

和军用飞机。同时，进犯尼科西亚飞行情报区和侵犯塞浦路斯共和国领空的行为

仍然不见收敛。土耳其持续违反国际法以及藐视国际规则和条例的政策，威胁到

国际民用航空的安全，对该区域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并给塞浦路斯的空中交

通造成困难。 

 还应强调指出，全面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谈判进程当前正处于决定成败

的关键时期，而土耳其却继续采取非法行动，制造紧张局势。 

 我谨代表我国政府强烈抗议土耳其持续违反国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和侵犯

塞浦路斯共和国领空和领水的行为，并呼吁立即停止这些行为。塞浦路斯共和国

就此重申遵守载入《联合国宪章》的主权和不干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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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1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科尔涅利欧斯·科尔涅利欧(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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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5月 19 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一 

  空中侵犯行为 

日期 时间 侵犯行为性质 
   

3 月 1 日 09:45-11:06 土耳其一架 CN-235 型军用飞机未经外交许

可，也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

入尼科西亚飞行情报区，违反了国际空中交通

管制条例。 

 10:07-10:56 土耳其两架F-16型和两架F-4型军用飞机未经

外交许可，也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

系，即进入尼科西亚飞行情报区和塞浦路斯共

和国领空，违反了国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侵

犯了塞浦路斯共和国领空。 

 10:18-10:44 土耳其一架 B-200 型军用飞机未经外交许可，

也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入尼

科西亚飞行情报区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领空，违

反了国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侵犯了塞浦路斯

共和国领空。 

 10:28-11:00 土耳其两架 F-16 型军用飞机未经外交许可，也

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入尼科

西亚飞行情报区，违反了国际空中交通管制条

例。 

 14:05-14:23 土耳其一架 B-200 型军用飞机未经外交许可，

也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入尼

科西亚飞行情报区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领空，违

反了国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侵犯了塞浦路斯

共和国领空。 

3 月 2 日 08:42-10:54 土耳其两架军用飞机未经外交许可，也未与尼

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入尼科西亚飞

行情报区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领空，违反了国际

空中交通管制条例，侵犯了塞浦路斯共和国领

空。 

3 月 3 日 11:03-12:20 土耳其一架 CN-235 型军用飞机未经外交许

可，也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

入尼科西亚飞行情报区，违反了国际空中交通

管制条例。 

3 月 6 日 09:36-11:16 土耳其一架 CN-235 型军用飞机未经外交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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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侵犯行为性质 
   

可，也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

入尼科西亚飞行情报区，违反了国际空中交通

管制条例。 

 10:30-10:40 土耳其两架F-16型和两架F-4型军用飞机未经

外交许可，也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

系，即进入尼科西亚飞行情报区，违反了国际

空中交通管制条例。 

 12:50-14:14 土耳其两架军用直升机未经外交许可，也未与

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入尼科西亚

飞行情报区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领空，违反了国

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侵犯了塞浦路斯共和国

领空。 

 23:13-23:33 土耳其一架军用飞机未经外交许可，也未与尼

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入尼科西亚飞

行情报区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领空，违反了国际

空中交通管制条例，侵犯了塞浦路斯共和国领

空。 

3 月 7 日 00:24-00:33 土耳其一架军用飞机未经外交许可，也未与尼

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入尼科西亚飞

行情报区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领空，违反了国际

空中交通管制条例，侵犯了塞浦路斯共和国领

空。 

 12:03-12:24 土耳其一架 P-42 型军用飞机未经外交许可，也

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入尼科

西亚飞行情报区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领空，违反

了国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侵犯了塞浦路斯共

和国领空。 

 13:16-13:32 土耳其一架 P-42 型军用飞机未经外交许可，也

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入尼科

西亚飞行情报区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领空，违反

了国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侵犯了塞浦路斯共

和国领空。 

3 月 9 日 12:52-13:12 土耳其一架 A-330 型军用飞机未经外交许可，

也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入尼

科西亚飞行情报区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领空，违

反了国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侵犯了塞浦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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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侵犯行为性质 
   

共和国领空。 

3 月 14 日 10:39-12:11 土耳其一架 CN-235 型军用飞机未经外交许

可，也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

入尼科西亚飞行情报区，违反了国际空中交通

管制条例。 

3 月 15 日 8:56-10:30 土耳其两架 Cougar 型军用直升机未经外交许

可，也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

入尼科西亚飞行情报区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领

空，违反了国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侵犯了塞

浦路斯共和国领空。 

 10:39-11:01 土耳其一架 CN-235 型军用飞机未经外交许

可，也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

入尼科西亚飞行情报区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领

空，违反了国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侵犯了塞

浦路斯共和国领空。 

 16:06-16:24 土耳其一架 CN-235 型军用飞机未经外交许

可，也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

入尼科西亚飞行情报区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领

空，违反了国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侵犯了塞

浦路斯共和国领空。 

3 月 16 日 10:35-13:17 土耳其一架军用直升机未经外交许可，也未与

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入尼科西亚

飞行情报区，违反了国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 

3 月 17 日 12:30-14:12 土耳其一架军用直升机未经外交许可，也未与

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入尼科西亚

飞行情报区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领空，违反了国

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侵犯了塞浦路斯共和国

领空。 

3 月 21 日 11:19-12:57 土耳其一架 CN-235 型军用飞机未经外交许

可，也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

入尼科西亚飞行情报区，违反了国际空中交通

管制条例。 

 11:44-11:50 土耳其两架F-16型和两架F-4型军用飞机未经

外交许可，也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

系，即进入尼科西亚飞行情报区和塞浦路斯共

和国领空，违反了国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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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了塞浦路斯共和国领空。 

 11:55-13:10 土耳其一架 Cougar 型军用直升机未经外交许

可，也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

入尼科西亚飞行情报区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领

空，违反了国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侵犯了塞

浦路斯共和国领空。 

 12:05-12:47 土耳其两架 F-16 型军用飞机未经外交许可，也

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入尼科

西亚飞行情报区，违反了国际空中交通管制条

例。 

3 月 22 日 06:29-06:45 土耳其一架 PC-12 型军用飞机未经外交许可，

也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入尼

科西亚飞行情报区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领空，违

反了国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侵犯了塞浦路斯

共和国领空。 

 08:52-09:17 土耳其一架军用直升机未经外交许可，也未与

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入尼科西亚

飞行情报区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领空，违反了国

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侵犯了塞浦路斯共和国

领空。 

 10:30-11.42 土耳其一架 Cougar 型军用直升机未经外交许

可，也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

入尼科西亚飞行情报区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领

空，违反了国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侵犯了塞

浦路斯共和国领空。 

 14:20-14:40 土耳其一架 PC-12 型军用飞机未经外交许可，

也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入尼

科西亚飞行情报区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领空，违

反了国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侵犯了塞浦路斯

共和国领空。 

3 月 23 日 11:00-12:55 土耳其一架 CN-235 型军用飞机未经外交许

可，也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

入尼科西亚飞行情报区，违反了国际空中交通

管制条例。 

 15:30-16:30 土耳其一架 CN-235 型军用飞机未经外交许

可，也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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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侵犯行为性质 
   

入尼科西亚飞行情报区，违反了国际空中交通

管制条例。 

3 月 25 日 13:11-13:55 土耳其一架军用直升机未经外交许可，也未与

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入尼科西亚

飞行情报区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领空，违反了国

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侵犯了塞浦路斯共和国

领空。 

3 月 28 日 11:27-12:00 土耳其一架 Cougar 型军用直升机未经外交许

可，也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

入尼科西亚飞行情报区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领

空，违反了国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侵犯了塞

浦路斯共和国领空。 

 14.43-15:48 土耳其一架 Cougar 型军用直升机未经外交许

可，也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

入尼科西亚飞行情报区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领

空，违反了国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侵犯了塞

浦路斯共和国领空。 

3 月 30 日 10:10-11:40 土耳其一架 Cougar 型军用直升机未经外交许

可，也未与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

入尼科西亚飞行情报区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领

空，违反了国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侵犯了塞

浦路斯共和国领空。 

 14:22-15:33 土耳其一架军用直升机未经外交许可，也未与

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入尼科西亚

飞行情报区，违反了国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 

 14:48-15:05 土耳其一架军用直升机未经外交许可，也未与

尼科西亚空中管制中心联系，即进入尼科西亚

飞行情报区，违反了国际空中交通管制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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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5月 19 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二 

  海上侵犯行为 

日期 侵犯行为性质 
  

3 月 2 日至 3 日 土耳其一艘 A-1600 型运输艇侵犯塞浦路斯共和国领水，

并非法使用法马古斯塔非开放港口。 

3 月 3 日至 11 日 土耳其一艘 P-331 导弹艇在参加占领军的海上演习时侵

犯塞浦路斯共和国领水，并非法使用法马古斯塔非开放

港口。 

3 月 12 日至 15 日 土耳其一艘 A-1600 型运输艇侵犯塞浦路斯共和国领水，

并非法使用法马古斯塔非开放港口。 

3 月 14 日 土耳其一艘 A-1600 型运输艇侵犯塞浦路斯共和国领水，

并非法使用法马古斯塔非开放港口。 

3 月 16 日至 17 日 土耳其一艘 A-1600 型运输艇侵犯塞浦路斯共和国领水，

并非法使用法马古斯塔非开放港口。 

3 月 17 日至 20 日 土耳其一艘 A-1600 型运输艇侵犯塞浦路斯共和国领水，

并非法使用法马古斯塔非开放港口。 

3 月 17 日至 30 日 土耳其一艘 P-334 导弹艇在参加占领军的海上演习时侵

犯塞浦路斯共和国领水，并非法使用法马古斯塔非开放

港口。 

3 月 21 日 土耳其一艘 A-1600 型运输艇侵犯塞浦路斯共和国领水，

并非法使用法马古斯塔非开放港口。 

3 月 21 日 土耳其一艘 P-333 导弹艇在参加占领军的海上演习时侵

犯塞浦路斯共和国领水，并非法使用法马古斯塔非开放

港口。 

3 月 23 日至 24 日 土耳其一艘 A-1600 型运输艇侵犯塞浦路斯共和国领水，

并非法使用法马古斯塔非开放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