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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10 时 05 分宣布开会。
通过议程(A/AC.183/2019/L.1)
1.

议程通过。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临时主席请委员会审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报

告员等职位的提名。
3.

委员会秘书处已收到下列提名：尼昂先生(塞内

加尔)竞选连任主席；拉兹女士(阿富汗)和罗德里格
斯·阿巴斯卡尔女士(古巴)竞选副主席，查尼先生(印
度尼西亚)、戈尔策先生(纳米比亚)和埃尔米达·卡斯
蒂略先生(尼加拉瓜)竞选连任副主席；以及，因瓜奈
斯先生(马耳他)竞选报告员。
4.

他认为，委员会希望把选举拉兹女士(阿富汗)为

副主席一事，推迟至她来纽约任职之时。

严重伤害威胁迫不得已而为之。联合国坚定支持巴勒
斯坦和解和合法的巴勒斯坦政府返回加沙。他欢迎埃
及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加沙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组
成部分；建立一个政治稳定、经济上可行、享有主权
和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需要巴勒斯坦保持团结。
10. 必须立即解决加沙目前的人道主义危机。约有
200 万巴勒斯坦人仍然深陷日益加剧的贫穷和失业之
中，获得适当保健、教育和供水供电的机会有限。年
轻人看不到更美好的未来。人员和货物流动受到限制，
这也妨碍了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的工作；他敦
促以色列取消此种限制，当然，是在不影响以色列正
当安全关切的情况下这样做。
11. 国际社会还需要大力加强努力，以振兴加沙经济。
他赞扬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
救济工程处)在加沙、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西
岸和整个区域开展了关键工作，尽管 2018 年发生了

5.

就这样决定。

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但近东救济工程处仍继续开展

6.

尼昂先生(塞内加尔)、罗德里格斯·阿巴斯卡尔

这项工作。他感谢那些加大了承诺并使巴勒斯坦难民

女士(古巴)、查尼先生(印度尼西亚)、戈尔策先生(纳

能够继续得到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的基本服务的捐

米比亚)、埃尔米达·卡斯蒂略先生(尼加拉瓜)和因瓜

助者，并请它们在下一年及以后继续提供支持。

奈斯先生(马耳他)以鼓掌方式当选。

12. 西岸还存在着进一步动乱的风险。以色列建造和

尼昂先生(塞内加尔)主持会议。

规划定居点的活动更深入到西岸的 C 区，包括东耶路

7.

秘书长发言

撒冷。按照国际法，定居点是非法的。它们加深了不
信任感，破坏了两国解决方案。定居者暴力行为仍然

古特雷斯先生(秘书长)赞扬委员会为和平、公正

令人严重关切。他感到震惊的是，以色列一名十几岁

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所作的努力和承诺。他说，只有

的少年最近遇害，而这起事件被列为恐怖行为。他对

在联合国有关决议、长期秉持的原则、以前的协定和

以色列决定不延长希伯伦临时国际驻留人员的任务

8.

国际法的基础上，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在和平

期限表示遗憾，并希望各方能够达成一项协议，以维
与安全中毗邻共存、以耶路撒冷为两国首都的愿景， 护这一长期和宝贵的安排。
才能实现上述和平、更正的解决方案。不幸的是，在
过去一年里，局势并没有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加沙的 13. 巴勒斯坦人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倍占领和被剥夺
抗议活动已导致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哈马斯和

合法自决权的经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继续身陷

其他武装分子在加沙制造安全事件和发起挑衅，包括

致命的暴力循环。领导者有责任为其人民，尤其是青

发射火箭和火风筝，危险地加剧了局势。联合国和埃

年扭转消极的走向，为和平、稳定与和解铺平道路。

及努力进行调解，才避免了事态严重升级。

14. 他赞扬委员会将重点放在以下最终目标上，即：

9.

他呼吁加沙的哈马斯当局防止挑衅行为。根据国

在和平与安全中实现两国共存的、公正与和平的解决

际人道主义法，以色列也有责任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方案。这是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唯一途
不使用致命武力，除非根据国际法规定，直面死亡或 径。正如他反复说过的那样，没有 B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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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的努力。巴勒斯坦国总统一年前提议的那种多边
主席发言

机制，应进一步努力加以建立。巴勒斯坦人民需要看
到希望的曙光。必须向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可持续的

15. 主席说，关于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两国解决

资源，使之不会继续面临才摆脱供资危机、又面临下

方案，其大致内容有关各方都很清楚，但当地的局势

一个供资危机的处境。他请秘书长再次访问巴勒斯坦。

却越发给人以正在形成单一国家的印象。尽管安全理
事会通过了第 2334(2016)号决议，但非法定居活动仍

委员会工作方案草案(A/AC.183/2019/L.2)

在继续。一切形式的暴力和煽动仇恨的行为，不论其

19. 主 席 介 绍 委 员 会 2019 年 工 作 方 案 草 案

实施者为谁或动机如何,委员会都加以谴责。实现可持

(A/AC.183/2019/L.2)。他说，第一节概述了大会第七

续和平与安全的最佳途径是各方放弃暴力和既成事

十三届会议通过的相关决议所载委员会和巴勒斯坦

实政策。在根据联合国决议解决所有最后地位问题之

人民权利司的任务规定；
第二节列举了委员会 2019 年

前，应维持耶路撒冷的现状。尽管联合国和埃及自

工作方案中的优先问题；第三节说明了委员会和巴勒

2014 年以来一直在努力维持已实现的加沙停火，但敌

斯坦人民权利司计划于 2019 年开展的活动。

对行动第四次爆发的风险仍然存在。近东救济工程处
的筹资危机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他敦促会员国在 2019

20. 他认为委员会希望通过工作方案草案。

年 11 月需要讨论延长工程处任务期限时，支持工程

21. 就这样决定。

处。

22. 主席提请注意将于 4 月 4 日在纽约举行的、主题

16. 巴勒斯坦国已获约 139 个会员国承认，现在到了

为“实际吞并的威胁——巴勒斯坦接下来会遭遇什

利用国际参与支持两国解决方案的时候了。和平进程

么？”的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论坛的一份概念文件，

应在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基础上重启，把定居点、耶路

以及关于将于 6 月 27 日和 28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主

撒冷、难民、安全和加沙问题统统摆在桌面上讨论。 题为“维护耶路撒冷的文化和宗教特征”的耶路撒
他呼吁四方、安全理事会和该区域有影响的国家通过 冷问题国际会议的一份概念文件。
现有平台，包括四方路线图、包括土地换和平原则在

大赦国际通报情况

内的马德里框架、奥斯陆协定和阿拉伯和平倡议，努
力实现这一目标，以期建立拥有主权、独立和生存能

23. 阿布·扎耶德先生(大赦国际)在东耶路撒冷通过

力的巴勒斯坦国，在国际公认和有保障的边界内，与

视频链接发言。他介绍了大赦国际题为“目的地：占

以色列国和平、安全地毗邻共存。

领——数字旅游与以色列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的

巴勒斯坦国观察员发言

非法定居点”的最新报告，指出，该报告是 2017 年
为纪念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 50 周年而发起的大

17. 曼苏尔先生(巴勒斯坦国观察员)说，他欣喜地听

规模运动的一部分，目的是劝阻第三国从定居点购买

到秘书长重申他的立场，即：除了两国解决方案之外

产品以及劝阻公司到那里开展业务。

别无他途，两国解决方案应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

24. 爱彼迎、缤客、亿客行和猫途鹰等公司列出了定

议为基础，并应导致结束占领状态和建立以东耶路撒

居点的住宿和旅游景点，尽管它们知道，根据国际法，

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国毗邻共

这些定居点是非法的。它们这样做，就为定居点的维

存。尽管最近的事态发展令人不安，但巴勒斯坦人民

持和扩大作出了贡献。2018 年前往以色列的 400 万游

仍然相信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实现这一目标。巴勒斯坦
国仍然致力于坚持联合国系统实行的多边主义，并盼

客中，有 45%访问了西岸地区，包括东耶路撒冷。以
色列政府还鼓励公司在定居点开展业务，并在定居点

望着履行 2019 年 77 国集团主席的职责。

促进旅游业，这不仅是为为了创收，而且还出于意识

18. 他同意秘书长的意见，即为了民族团结，巴勒斯

形态的原因。在考古遗址附近建造了许多定居点，以

坦人需要整顿家务；并感谢埃及为实现巴勒斯坦和解

便使人们了解古代和现代以色列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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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爱彼迎、缤客和亿客行都列出了西岸定居点的住

理事会概述的八点计划。这些活动有助于消除对联合

宿情况，猫途鹰列出了 70 多个景点、餐馆和咖啡馆。

国和委员会的误解。

该报告载有关于定居点及其邻近巴勒斯坦社区的五

29. 2019 年 1 月 22 日，古巴常驻代表以委员会副主

个案例研究。例如，虽然各家数字旅游公司列出了奥

席身份，代表委员会在安全理事会关于“中东局势，包

迪姆村定居点的住宿地点，但相邻的汗阿赫马尔的居

括巴勒斯坦问题”的季度性公开辩论中发了言。

民却面临被驱逐的威胁。在有些情况下，列出住宿处
的地点，如希伯伦和希洛定居点，因定居者暴力行为
和歧视而闻名。

30. 2019 年 3 月 1 日和 2 日，他将以委员会主席的
身份出席预定在阿布扎比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外
交部长理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3 月 7 日，在妇女地

26. 在报告中调查的四家公司中，只有缤客和亿客行

位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间隙，委员会将放映纪录片

回答了大赦国际的询问。这两家公司都说，它们不知

《奈拉与起义》，随后就巴勒斯坦妇女在第一次起义

道存在着不在定居点作业的法律义务。大赦国际建议， 中的作用进行了专题小组讨论。
所有四家公司都不再列出定居点的住宿处，并向邻近

会员国通报围绕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活动情况

的巴勒斯坦社区提供赔偿。应对这些公司进行监管，
以确保它们不在定居点开展业务，也不在巴勒斯坦被

31. 加耶戈斯·奇里沃加先生(厄瓜多尔)说，近东救

占领土推广定居者旅游服务。同时，它们只代表了问

济工程处得到财政救助，这是 2018 年的大事。2019

题的一个方面；其他许多人也从西岸侵犯人权行为中
获益。
委员会上次会议以来的最新事态发展
27. 主席说，在 2018 年 11 月 28 日举行的一次会议

年必须是和平之年，在这一年，应当让巴勒斯坦人民
恢复行使其权利，成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国际社会
应欢迎它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委员会必须做好迎
接新挑战的准备，努力重启可信的政治进程，防止中
东危机恶化。

上，来自巴勒斯坦、以色列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民间社

32. 纳瓦里先生(突尼斯)说，突尼斯总统贝吉·凯

会组织建议委员会审议以色列境内阿拉伯少数群体

德·埃塞卜西向阿巴斯总统保证，在最近在亚的斯亚

的困境，帮助以色列公众进一步了解巴勒斯坦被占领

贝巴举行的非洲联盟大会第三十二届常会上，突尼斯

土局势以及以色列犹太人为此付出的代价，与 77 国

坚定不移地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正义事业。埃塞卜西总

集团和中国以及不结盟运动就化解巴勒斯坦人困境

统最近还在突尼斯会见了阿巴斯总统的外交政策顾

的措施进行接触，并强调影响巴勒斯坦人的、贯穿各

问纳比勒·沙阿斯。阿巴斯总统应邀作为嘉宾出席将

领域的问题，如气候变化。

于 2019 年 3 月下旬在突尼斯举行的阿拉伯国家联盟
第三十届首脑会议。突尼斯将在区域和国际两级不遗

28. 2018 年 12 月 11 日至 14 日，他以委员会主席的

余力地打破围绕巴勒斯坦问题出现的僵局，使该问题

身份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一系列富有成果的活动。在

重新成为全世界公众关注的焦点，并推动巴勒斯坦国

基督教援助组织总部与一些慈善机构进行了圆桌讨

得到更广泛的承认。

论，重点强调：影响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以及必须提
高公众对联合王国境内巴勒斯坦人困境的认识、与工

33. 突尼斯外交国务部长最近出席了在布鲁塞尔举

党密切合作以及便利在英国活动的许多非政府组织

行的欧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第五次部长级会议。

间的相互协调。在伦敦大学亚飞学院演讲时，他重申

他指出，公正和全面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本区大

必须坚持执行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以便巴勒斯

区域实现和平与安全的关键所在。突尼斯常驻联合国

坦人能够享有主权国家的利益和特权，并恢复行使其

代表支持巴勒斯坦方面、阿拉伯方面和联合国方面提

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英国议会举行的纪念大会第

出的、所有有利于巴勒斯坦事业的倡议。

194(III)号决议通过 70 周年的活动上，他回顾了巴勒

34. 伊斯拉姆先生(孟加拉国观察员)说，在 2018 年全

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于 2018 年 2 月向安全

年，以色列公然侵犯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而且继续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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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必须要提高认识，以加强对巴勒斯坦人事业的支持。 将允许巴勒斯坦人在 1967 年 6 月 4 日边界内、以东耶
联合国，特别是委员会，应作出更大努力，确保该区域 路撒冷为首都的主权独立国家行使其自决权。
和平。孟加拉国以伊斯兰会议组织外交部长理事会主席
的身份，在国际论坛上大力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孟
加拉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在 2018 年仍向近东救济
工程处捐款 50 000 美元。除了以东耶路撒冷为巴勒斯
坦首都的两国解决方案之外，别无选择；所有各方在努
力实现这一目标时都应表现出务实的态度。
35. 科巴先生(印度尼西亚)说，印度尼西亚仍然致力
于执行两国解决方案。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以色列
最近决定终止希伯伦临时国际驻留人员的任务期限

38. 伊梅内女士(纳米比亚)说，纳米比亚欢迎委员会
明年的工作方案和计划开展的活动，这将使巴勒斯坦
成为国际舆论重点关注的对象。纳米比亚代表团感到
特别关切的是：以色列未能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334(2016)号决议，扩建定居点以及拆除和没收巴勒
斯坦财产，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问题，以及近东救济
工程处获得稳定供资的必要性。唯一可行的选择是两
国解决方案，据此，巴勒斯坦将获得其作为联合国会
员国应有的地位。

之后，安全理事会有一个理事国否决了印度尼西亚和

39. 阿沃德先生(伊斯兰合作组织观察员)说，伊斯兰
科威特提议的、安理会就此问题向新闻界发表的谈话。 合作组织在沙特阿拉伯就《基本法》举行了一次研讨
安理会无力在此方面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占领国正

会，题为“以色列-犹太人民的民族国家”；外交官和
法律专家出席了研讨会。伊斯兰会议组织最近在开罗
2334(2016)号决议的此项决定作出回应。关于安理会 组织的文化节的主题是“我们心中的巴勒斯坦”；文
组团访问巴勒斯坦的建议再次遭到拒绝，印尼代表团 化节特别强调耶路撒冷。希望伊斯兰会议组织部长级
对此也感到遗憾。印尼代表团将与其他代表团一道， 会议不久会核准为巴勒斯坦难民设立的新基金的章
程。伊斯兰开发银行将负责为该基金筹集资金。2019
继续推动这样一次访问。
年 1 月，伊斯兰团结基金批准了对好几个巴勒斯坦非
36. 莫莱费先生(南非)说，南非敦促所有会员国在下
政府组织的援助，这些非政府组织包括为青年人服务
一届会议期间支持委员会的工作。南非在 2018 年向
的组织和宣传团体以及教育机构。伊斯兰会议组织秘
近东救济工程处捐款 100 万美元，以支持向加沙妇女
书长已写信给那些宣布有意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
和儿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种援助创造了条件，将
耶路撒冷的国家。伊斯兰会议组织将与委员会和巴勒
来哪一天可能有助于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和繁荣。南
斯坦人民权利司一道，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和 28 日
非支持两国解决方案。促成和平的主要责任在于巴勒
在日内瓦组织一年一度的耶路撒冷问题国际会议。
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他们多少代以来经历的只有冲突
和暴力。对话和谈判是前进的唯一道路，应以既定的 40. 希门内斯先生(尼加拉瓜)说，把尼加拉瓜人们和
国际法律框架（包括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马德 巴勒斯坦人民联系在一起的牢不可破的团结纽带超
越了经济方面的考虑。尼加拉瓜将继续努力争取恢复
里框架、阿拉伯和平倡议和四方路线图）为基础。
巴勒斯坦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在 1967 年 6 月 4 日的
37. 罗德里格斯·阿巴斯卡尔女士(古巴)说，中东局势，
边界内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特别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正在恶化。美国
决定将耶路撒冷视为以色列首都，并将其大使馆迁往 41. 阿特拉西先生(摩洛哥观察员)说，除了两国解决
该城，这就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国际法和联合 方案之外，别无选择，摩洛哥支持巴勒斯坦人努力在
国决议。美国决定从近东救济工程处撤资，给巴勒斯坦 1967 年 6 月 4 日的边界内建立国家。摩洛哥通过圣城
人民造成了严重后果。古巴将继续呼吁安全理事会履 基金管理委员会为东耶路撒冷人民提供支持，向正在
行《宪章》赋予它的职责；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美国代 那里开展的方案供资。2018 年 6 月，摩洛哥主办了耶
表团的阻挠，安理会对 2018 年 3 月 30 日以来在加沙 路撒冷问题国际会议。摩洛哥外交大臣在大会第七十
发生的暴力事态升级甚至都没有加以谴责。古巴反对 三届会议期间，在纽约会见了阿巴斯总统。
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特别是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平民
过度使用和滥用武力。古巴支持两国解决方案，该方案 上午 11 时 35 分散会。
是利用了这一点。安理会必须对违反安全理事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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