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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9 月 9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 2008 年 8 月 22 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给我的信（见附件）。 

 请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此信为荷。 

 

              潘基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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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8 年 8 月 22 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给秘书长的信 
 

[原件：英文] 

 谨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86（2001）号和第 1510（2003）号决议，随

函附上 2008 年 2 月至 4月期间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行动的报告（见附文）。请将本

报告提供给安全理事会为荷。 

 

克劳迪奥·比索涅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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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向联合国提交的关于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行动的季度报告 
 

导言 

1. 本报告所述期间为 2008 年 2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截至 2008 年 4 月 26 日，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安援部队）总兵力中包含来自 26 个北约成员国的 48 357 人

和来自 15 个非北约国家的 2 328 人。 

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援部队继续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协助阿富

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在 2008 年 2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期间，安援部队共有 202

人伤亡（战斗中阵亡 30 人，战斗中受伤 149 人，非战斗死亡 2 人，非战斗受伤

21 人）。主题内容如下： 

 (a) 行动焦点是保持对反对派战斗力量的压力，同时促使同阿富汗国家安全

部队的伙伴关系趋于成熟。阿富汗国民军继续扩充兵力和加强能力。联合行动有

助于挫败反对派战斗力量的意图以及加强阿富汗国民军的能力，在南部和东部地

区尤其如此。 

 (b) 安援部队在冬季几个月保持了快速的行动节奏，它将继续巩固这个势

头。美利坚合众国和法国提供了大量地面部队，这将提升北约在东部和南部的能

力。在未来行动的规划和实施方面，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的责任将继续扩大。安

援部队将同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合作实施行动，以扩大政府的权力范围并保障安

全，从而帮助国际社会的重建和发展工作。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的下一个挑战将

是执行一项综合安全计划，以便成功地为即将举行的选举进行全国选民登记。 

安全局势 

3. 反对派战斗力量这一季度在阿富汗各地的活动由于其领导人和安全区的重

大损失而受到影响。反对派战斗力量无法建立能与安援部队和联军作战的更大规

模队伍，因此，它们主要侧重攻击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尤其是阿富汗国家警察。

反对派战斗力量在多数攻击中使用的是简易爆炸装置。反对派战斗力量试图整编

战斗人员和领导层，但效果不佳。它们企图影响政府保障安全和发展的能力，并

保护它们的交通线路，同时袭击友军的交通线路。区域安全状况如下： 

 (a) 首都指挥区。反对派战斗力量在该区域实施袭击的次数有所减少。该区

域发现大量藏匿的武器，尤其是在苏罗比区，这被看作是与当地国民扩大合作的

积极迹象。由于反对派战斗力量在上个季度成功袭击了塞雷娜酒店，因而目前仍

存在针对高价值/高回报的目标实施“引人注目”的袭击的威胁。 

 (b) 北部指挥区。北部指挥区各地发生事件的数目总体上逐步增加，但局势

仍然稳定，尽管可能不时会发生暴力事件。主要实权人物继续阻止反对派战斗力

量在北部指挥区进行重大集结。北部指挥区由于与西部和北部边界各国的关系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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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密切，因而首先出现针对丹麦漫画和荷兰议员在电视上对伊斯兰教所作批评的

示威活动，而大部分此类示威也是在这个区域。尽管目前的示威活动不多，但政

治言论已开始出现，预计将会增多，在很大程度上受北方阵线的影响。 

 (c) 西部指挥区。西部指挥区大部分地区仍然稳定，这部分归功于成功实行

了区域控制（如在赫拉特省），此外也归功于国际社会的发展努力。天气也影响

到反对派战斗力量自由移动和袭击的能力，大部分袭击事件所针对的是阿富汗国

家安全部队。西部指挥区部分地区仍被反对派战斗力量用来作为交通线路，并作

为进入南部指挥区北部地区的中转地。 

 (d) 南部指挥区。大部分的全面攻击发生在这个区域。反对派战斗力量内部

领导层的问题影响到了他们的战术和程序。然而，与这个战区的其他地方相比，

反对派战斗力量之间、尤其是塔利班内部的内聚力在南部各省份仍然是最高的。

这被看作是一种促成因素，使反对派战斗力量更愿意对公共目标实施恐怖主义性

质的攻击，不惜造成更多平民伤亡。 

 (e) 东部指挥区。(安援部队/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的联合行动继续在冬季

对反对派战斗力量施加压力。这些行动加上安全与发展方面的协调行动，继续得

到当地部落的支持。尽管物资和战斗人员渗入内地以及在与巴基斯坦交界处间接

实施火力攻击的事件不断增多，但反对派战斗力量仍在穷于应付其领导层的问

题，包括领导人与部落之间的内部斗争。反对派战斗力量正在失去对某些区域的

影响力，而随着反对派战斗力量力图恢复控制权，这个问题将成为它们的一个关

注焦点。 

阿富汗国民军 

4. 行动节奏固然很快，但阿富汗国民军继续逐步取得进展。预计国民军将会按

照阿富汗安全过渡联合指挥部和政府订立的时限，实现既定的行动目标。主要的

问题如下： 

 (a) 能力。阿富汗国民军继续取得显著的改进，但仍需做许多工作才能使得

这支部队具备独立行动的能力。阿富汗国民军必须改进其能力，以便能够持续作

战、进行后勤规划以及策划和领导作战行动，这样才能发展成为一支能独立生存

的部队。阿富汗国民军已表明它渴望在规划和开展行动方面承担更多责任，而且

安援部队的大部分行动是与阿富汗国民军联合实施的。阿富汗国民军一半以上部

队被认为有能力在安援部队和联军给予外部支援的情况下从事反叛乱行动。第一

批部队已经达到全面作战能力，预计到 2008 年年底将会有更多部队达到这种能

力。 

 (b) 人员配备。目前已批准将阿富汗国民军的编制增加到 80 000 人。截至

2008 年 4 月 30 日，已调遣的人员约为 54 000 人，约有 29 000 人可投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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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装备。总体而言，阿富汗国民军的装备情况正在逐渐改善，但仍需要持

续获得支持，以使这支军队得到全面发展。各国为支持八国集团牵头国装备这支

军队而作的努力正在加强，但仍远低于所需水平。各方需要进一步给予支持，以

提供装备和所需的培训及支助。 

 (d) 训练。由于持续无法向战地派遣足够的作战教导与联络队，阿富汗国民

军的发展依然受到重大的限制。这些小规模的军官和军士小队通过与这支军队各

单位的日常接触，在该军队的发展壮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此外，作战教导与联

络队的缺乏间接影响到了阿富汗国家警察的发展，因为本来可用于国家警察发展

的资源却被先行用于组建这些小队。这些小队的组建仍然是北约的一项优先重

点。 

阿富汗国家警察 

5. 阿富汗国家警察仍需要大力发展，以达到预期的能力水平。虽然国家警察人

数约为 78 000 人，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着阿富汗国民军和联军的行动，但它亟需

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使警察能够在阿富汗境内发挥改善安全的作用。参与阿富

汗国家警察发展、培训和装备工作的国际机构之间开展协调，对于扩展政府的权

力和管辖范围至关重要。这项工作包括： 

 (a) 需要更多警察教导队作为作战教导与联络队的警察版本，这仍是一个重

大问题。约有 30％的警察教导队已在阿富汗各地部署。部署足够数目的警察教导

队仍是一项重大优先工作。 

 (b) 最初在七个县开始的重点县发展方案，是阿富汗安全过渡联合指挥部为

阿富汗国家警察发展而开展的持续重点项目。该方案的目标是加强警察的能力；

把阿富汗正规警察改造成为一支忠于阿富汗人民和阿富汗国家利益的队伍；建立

一个“由检察官驱动的司法制度”；加强阿富汗正规警察与省、区和国家领导人

及工作人员的联系；通过辅导阿富汗内政部的领导人来加强该部的能力。率先参

加重点县发展方案周期的各县目前正处于该方案的最后阶段，而且正在接受辅导

和认证。重点县发展方案第二周期涉及五个县，目前正处于阶段三，而且县警察

正在区域训练中心集训。 

禁毒 

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非法麻醉品行业和叛乱之间的联系十分明显，进一步加

剧了不稳定和腐败，对各级政府、包括警察权威和更广泛的法制造成了威胁。这

最终也会阻碍有意义的重建和发展：安援部队继续在其任务和资源范围内支持政

府的主要缉毒部队、阿富汗缉毒特种部队和国家缉毒部队。政府在安援部队的支

持下，进行了一次种植前宣传运动，看来取得了一些良好效果。安援部队还向若

干阿富汗缉毒行动提供了后勤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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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国 

7. 阿富汗境内的事态发展受到国内政治和巴基斯坦总体安全局势的影响。巴基

斯坦军方在联邦直辖部落区和西北边疆省各地实施了行动，镇压武装分子和控制

通向阿富汗的边界过境点，结果是喜忧参半。最近的选举使一个新的联盟政府掌

权。新政府表示愿意同武装分子谈判，作为其联邦直辖部落区拟议经济和司法改

革政策的一部分。这将构成对付武装分子的战略基础。不过，目前与武装分子的

停火可能会有助于战斗人员从巴基斯坦转入阿富汗境内，参加夏季战斗。在报告

所述期间，由安援部队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组成的三方委员会没有举

行会议。不过，三方委员会各小组委员会一直在继续工作。 

司法改革和法制 

8. 安援部队在阿富汗司法和刑罚系统中的能见度仍然有限。自上次报告所述期

间以来，情况没有很大变化。证据显示，人满为患、腐败和记录保存不佳现象继

续危害着刑罚系统。由于人们对法治普遍缺乏了解和认识，腐败现象广泛存在。

部落法和伊斯兰法的使用仍占主导地位。所提出意见如下： 

 (a) 阿富汗议会通过立法的速度仍然缓慢。立法的持续缺乏使司法机构的执

法能力降到了最低程度。 

 (b) 正规国家司法机构需要新的、更协调一致的努力，使其得到加强和改组。

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目前正在开展若干项发展基础设施及培训法官和检察官的

方案。 

解散非法武装团体 

9. 安援部队对解除非法武装团体的支持依然未变。虽然政府设定了方案进度并

确定方案的方向，但安援部队代表仍出席每周的联合秘书处会议，以确定需要提

供哪些支持和援助。这种支持是在安援部队现有资源范围内提供的。县一级解散

非法武装团体方案的实施工作目前正处于其第三轮。 

治理 

10. 治理进展仍然缓慢。中央政府的权力范围和影响力仍然有限。腐败、有罪不

罚文化以及牢固的部落关系继续损害到新生的议会体制，阻碍着必要立法的快速

订立。主要的发展和挑战如下： 

 (a) 独立地方治理局的设立，是改进国家以下各级政府的一个积极步骤。设

立该局是务实地承认有必要在地方人民与中央政府之间建立联系，这样做强调了

传统部落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结构对于地方治理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它导致提出

了阿富汗社会外联方案的想法。该方案的宗旨是使地方社区对自身安全担负更大

责任。该方案的目的也在于确保安全和发展，以换取对政府的忠诚以及在反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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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合作。在理论上，独立地方治理局负责任命省长、县长和市长。自 2007

年 8 月成立以来，该局任命了 364 个县的 70 至 75 名县长。尽管这是良好的开端，

但独立地方治理局资源不足，而且仍有可能在未经该局批准情况下作出任命。 

 (b) 继续发展有能力、诚实、公正和可持续的、能为所有阿富汗人民服务的

国家以下各级政府机构，对于建立全国各地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至关重要。不

过，这个至关最重要的过程却因人们对中央政府反感、广泛存在腐败以及在有形

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两方面缺乏体制能力而受到阻碍。这些问题的解决将需要时

间和国际社会的不断援助。安全局势的持续改善是治理和发展工作得以改进的一

个必要前提。但是，腐败、任人唯亲和军阀割据的破坏性影响正在快速侵蚀公众

对政府的信任，这些问题必须解决。 

发展 

11. 政府和国际社会未能商定一项减贫战略，这继续妨碍该国取得持久的实质性

进展。尽管目前无疑正在某些领域开展各种努力，但各方始终关切普通阿富汗人

日常生活的实际改变。对政府和各组织合法性的此种关切，加上粮食不安全的可

能性，十分令人担忧，必须在近期通过阿富汗所有利益攸关方采取统筹办法加以

应对。有必要加强协调国际努力，指导中央政府有效制定《阿富汗国家发展战略》

实施框架，并确定其优先重点和先后顺序。 

12. 北约对重建与发展努力的支持也必须加强，为此应采取一项重点更明确和更

连贯一致的多国战略，以支持阿富汗政府的发展战略。在省级重建队继续扩展政

府和国际社会的权力范围的同时，它们的协调一致努力必须与《阿富汗国家发展

战略》充分配合，并得到监测，以此确保效力。 

北约与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的合作 

13. 2008 年 2 月 26 日至 29 日，布林瑟姆联合部队指挥部以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

（联阿援助团）的名义在布林瑟姆主办了一次阿富汗协调会议。出席会议者包括

阿富汗政府和国际社会的代表。举行此会议的目的是推动派代表与会的各方以更

加统筹协调的方法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