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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5 月 18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 

 谨通知阁下，安全理事会成员已决定派团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至 26 日访问

埃塞俄比亚、苏丹和肯尼亚。亚的斯亚贝巴分团将由热拉尔·阿罗大使(法国)率

领，喀土穆、阿卜耶伊和朱巴分团将由苏珊·赖斯大使(美利坚合众国)和维塔

利·丘尔金大使(俄罗斯联邦)共同率领，内罗毕分团将由马克·莱尔·格兰特大

使(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巴索·桑库大使(南非)共同率领。安理会成

员已商定访问团的职权范围(见附件)。 

 访问团将由以下人员组成： 

 彼得·维蒂希大使(德国) 

 巴索·桑库大使(南非) 

 伊万·巴尔巴利奇大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玛丽亚·路易莎·里贝罗·维奥蒂大使(巴西) 

 田林参赞(中国) 

 内斯托尔·奥索里奥大使(哥伦比亚) 

 苏珊·赖斯大使(美国) 

 维塔利·丘尔金大使(俄罗斯联邦) 

 热拉尔·阿罗大使(法国) 

 纳尔逊·梅松大使(加蓬) 

 哈迪普·辛格·普里大使(印度) 

 纳瓦夫·萨拉姆大使(黎巴嫩) 

 拉夫·布坎-奥卢·沃莱·厄内莫拉大使(尼日利亚) 

 若奥·玛丽亚·卡布拉尔大使(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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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莱尔·格兰特大使(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请将本信正文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主席 

热拉尔·阿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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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全理事会非洲访问团(2011 年 5 月) 

  职权范围 

  非洲联盟，亚的斯亚贝巴访问团 

由热拉尔·阿罗大使(法国)率领 

1. 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

意见，从而继续发展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的有效伙伴关系，并加强彼此之间的

合作。 

2. 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共同感兴趣的局势交换

意见，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2.1 简要概述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局势； 

2.2 苏丹局势： 

• 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 人道主义和安全局势/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任务的执行情况； 

 - 和平进程； 

• 全面和平协议/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 

 - 全面和平协议的余留问题/联苏特派团任务的执行情况； 

 - 阿卜耶伊局势； 

 - 南苏丹的安全局势； 

 - 南苏丹的前景； 

2.3 索马里局势： 

• 人道主义和安全局势/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和过渡联

邦政府部队取得的进展 

• 过渡任务的执行情况和关于过渡后协议的进程情况； 

• 海盗问题/第 1976(2001)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2.4 利比亚局势： 

• 实现停火和迈向政治进程的挑战：加强联合国与区域倡议之间的协调； 

• 利比亚人道主义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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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科特迪瓦局势： 

• 政治和安全事态发展； 

• 稳定和民族和解方面的挑战； 

• 联合国、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协调克服危机并帮助重建。 

  苏丹访问团 

由苏珊·赖斯大使(美利坚合众国)和维塔利·丘尔金大使(俄罗斯联邦)率领 

1. 祝贺全面和平协议双方和苏丹人民和平并成功地举行全民投票。 

2. 重申安全理事会承诺而且国际社会支持充分实施全面和平协议，并支持协议

双方继续进行谈判，包括在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及其主席塔博·姆贝基总统

的主持下进行谈判。强调全面和平协议的过渡期间很快将于 7 月 9 日结束；因此，

双方需要酌情召开最高级别会议，商定尚未解决的协议问题和协议之后的安排，

并与联合国一起商讨联合国今后在苏丹的存在问题。 

3. 评估正在为苏丹南方的独立进行的筹备工作，强调必须克服苏丹南方面临的

挑战，包括安全、人道主义需要和发展需要以及能力建设。强调苏丹南方独立后，

全面和平协议双方必须继续合作，回顾双方都承诺不采取任何行动也不支持任何

团体破坏对方的安全，强调安全理事会绝不容忍任何一方支持傀儡民兵的行为。 

4. 重申全面和平协议双方必须就阿卜耶伊在协议之后的地位问题达成协议，

确认双方有责任就阿卜耶伊的地位问题达成协议，包括在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

小组及其主席塔博·姆贝基总统的主持下进行谈判时就此达成协议。在这方面，

安全理事会确认常设仲裁法院 2009 年 7 月作出的裁定。该裁定界定了阿卜耶伊

的边界。 

5. 强调必须使妇女进一步参加苏丹和平进程的各个阶段，并需要采取有效和适

当的手段，使妇女参与苏丹的公共生活。强调安全理事会重视保护平民，并重申

双方需要履行责任，尊重和确保所有人的人权，并采取可行的步骤，满足其基本

需要。在这方面，呼吁双方关注妇女和儿童、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以及包括残

疾人和老年人在内的其他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的平民的特殊需要，尤其保护妇女免

受性暴力。 

6. 强调全面和平协议双方必须立即而且不断向苏丹境内各民族(包括北方的南

方人和南方的北方人)作出保证，表示将尊重他们的权利、安全和财产，从而营

造平和气氛。敦促协议双方尊重他们在这方面承担的义务。 

7. 重申安全理事会支持联苏特派团，强调苏丹政府和苏丹南方以及所有有关各

方都必须提供全面而且不受阻碍的准入权，包括阿卜耶伊的准入权，以评估特派

团在其现有授权和能力范围内执行任务的情况，并审议 2011 年 7 月 9 日之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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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在苏丹存在的各种配置方案。对苏丹人民解放军与地方民兵之间最近在苏丹

南方爆发的暴力，特别是琼莱州、上尼罗州和联合州的暴力事件表示关切，呼吁

苏丹南方政府就暴力问题找到和平解决办法，防止今后再发生冲突，并恢复平静。 

8. 强调必须继续努力，支持苏丹人民、民主施政、法治、问责制、平等、尊重

人权、公正和经济发展，特别要创造条件，使受冲突影响的社区能够发展强劲和

可持续的生计。 

9. 强调苏丹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当局都有责任保护维和特派团成员、人道主义

工作者和当地所有合同工的安全。 

10. 表示安全理事会对近几个月来达尔富尔的暴力情况深感关切，包括违反停

火、反叛团伙发动的攻击、苏丹武装部队的空中轰炸、受伤和流离失所的平民人

数、非法流入达尔富尔的武器、继续限制人道主义援助准入。 

11. 重申安全理事会支持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包括越来越全面地执行其第七章任

务规定。再次要求苏丹政府和武装运动停止敌对行为，确保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和

人道主义工作者能在陆地和空中不受阻碍地全面通行。 

12. 重申安全理事会支持由卡塔尔国充当东道国、由非洲联盟-联合国领导的和

平进程，大力敦促所有其他的反叛运动加入和平进程，不再拖延并不预设条件，

强调各方必须立即在多哈作出必要的让步，达成停火和政治协议。强调一个基于

达尔富尔的政治进程可以在确保达尔富尔的民众参加并获得其支持方面发挥潜

在的补充作用，使他们能更好地参与多哈和平进程的成果，表示关切基于达尔富

尔的政治进程缺乏必要的有利环境要素，包括安全理事会 2011 年 4 月 21 日主席

声明(S/PRST/2011/8)中提出的要点。强调苏丹政府和武装运动必须为基于达尔

富尔的政治进程创造这种有利环境作出贡献，酌情与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密切合

作，特别呼吁苏丹政府履行其作出的承诺，解除达尔富尔的紧急状态。 

13. 呼吁苏丹政府释放所有的政治拘留犯，允许言论自由，并作出有效努力，确

保追究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人，无论其人是谁。 

14. 强调需要确保实施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 

  内罗毕访问团 

由马克·莱尔·格兰特大使(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巴索·桑库大使(南

非)率领 

1. 重申严重关切索马里持续存在的不稳定，导致产生许多问题，包括恐怖主

义、索马里沿海的海盗行为和武装抢劫、劫持人质和严重的人道主义局势，重

申需要采取全面战略，通过各利益攸关方的协同努力，促进在索马里建立和平与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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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申安全理事会支持将《吉布提协议》作为解决索马里冲突的基础；重申必

须进行政治外联、谋求和解，并通过最终包容各方的政治进程，设立有广泛基础

和代表性的机构。 

3. 重申安全理事会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奥古斯丁·马希加先生、联合国和非洲

联盟在索马里开展的促进和平与和解的工作。鼓励加强联合国在摩加迪沙和索马

里其他地区的存在，并呼吁联合国以协调的方式开展工作。 

4. 重申安全理事会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与国际社会协商，包括与联合国、非洲

联盟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协商，在《吉布提协议》的框架内开展工作，推动索马

里人之间为商定过渡后的安排而进行的磋商。敦促过渡联邦机构全面而建设性地

参与秘书长特别代表推动的磋商进程，不再拖延，并强调索马里的利益攸关方必

须广泛参与这一进程，包括即将在摩加迪沙举行的磋商会议。 

5. 重申索马里人对在索马里实现和平、安全与和解负有首要责任。敦促过渡联

邦机构不再对其任务规定采取单方面行动。强调过渡联邦机构必须着重进行改

革，确立自己的合法性、代表性和可信性，并且应该尽快就举行总统和议长职位

的选举达成协议，否则就不能延期。 

6. 敦促过渡联邦机构拿出具体成果，说明过渡期结束之前各项核心过渡任务的

完成情况，优先注重在和解、宪法和提供基本服务方面取得进展。指出安全理事

会继续审查该国局势的意向，并指出安理会今后对过渡联邦机构的支持将取决于

提供具体成果的情况。 

7. 对过渡联邦机构之间不和谐及其对政治进程和安全局势的影响表示关切。鼓

励过渡联邦机构确保协调团结，致力于完成《吉布提协议》和过渡宪章规定的过

渡任务。 

8. 强调国际社会需要支持在索马里进一步实现稳定、建设和平并进行社会经济

重建，特别是在索马里全国相对稳定的地区这样做。 

9. 重申安全理事会全力支持非索特派团，大力赞扬非索特派团和索马里国家安

全部队在巩固摩加迪沙的安全与稳定方面取得的进展，赞扬非索特派团为索马里

的持久和平与稳定作出的贡献。强调国际社会需要紧急并无附带条件地向联合国

非索特派团信托基金捐款，或直接支助非索特派团，强调非索特派团必须有可预

测、可靠和及时的资源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注意到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2010 年 10 月 15 日关于索马里的建议，强调继续审查该国局势的意向。 

10. 强调必须加强索马里安全部队，包括建立有效的指挥和控制，强调国际社会

需要援助和支持索马里安全部队。 

11. 强调安全理事会谴责反对派武装团伙、外国作战人员，特别是青年党，对过

渡联邦政府、非索特派团和平民发动的所有袭击，包括恐怖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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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表示严重关切索马里境内人道主义局势的恶化和目前的干旱影响，强调国际

社会需要紧急支持联合国的联合呼吁和其他呼吁；谴责青年党和索马里境内的其

它武装团伙袭击和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 

13. 强调指出索马里所有各方和武装团伙有责任履行其保护平民免受敌对行动

影响的义务，特别是避免任何滥用或过度使用武力的行为。 

14. 强调必须使妇女进一步参加索马里和平进程的各个阶段，并需要采取有效和

适当的手段，使妇女参与索马里的公共生活。 

15. 对冲突各方继续在索马里侵害和虐待儿童深表关切，敦促立即实施儿童与武

装冲突问题工作组关于索马里的各项结论。 

16. 确认索马里境内持续存在的不稳定促成海盗和武装抢劫问题，强调需要采取

综合对策对付海盗问题，并消除其根源，指出会员国在劫持人质的问题上进行合

作的重要性。 

17. 强调必须加强努力，解决因索马里和该区域其他国家有效起诉、拘留和威慑

海盗嫌疑人的司法制度能力有限而造成的问题。 

18. 强调必须确保有效协调反海盗的努力，为此回顾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加强联

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处，作为联合国反海盗包括坎帕拉进程的协调人。 

19. 安全理事会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该区域的国家，全面实施对索马里和厄立

特里亚的军火禁运，因为严格强制实施军火禁运将改善该区域的总体安全局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