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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7 月 12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转递联合国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595（2005）号、第
1636（2005）号、第 1644（2005）号、第 1686（2006）号和第 1748（2007）号
决议编写的第八次报告。
报告阐述了委员会 2007 年 3 月 15 日上一次提交报告（S/2007/150）以来，
在调查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和其他 22 人被暗杀一案和向黎巴嫩当局提
供技术援助，以帮助其调查 2004 年 10 月 1 日以来在黎巴嫩发生的其他攻击事件
方面取得的进展。
报告提供资料说明了委员会调查哈里里一案以及包括 2007 年 6 月前议员瓦
利德·伊杜暗杀案在内的另外 17 个案件中的优先工作。委员会还着手全面审查
过去和现在的调查，已经产生了积极成果，包括调整工作计划，以最大限度地利
用有限的资源。此外，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757（2007）号决议，报告重点阐述了
委员会为确保将其活动协调地过渡到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所采取的措施。
我要感谢布拉默茨专员勤奋不懈地领导工作，并感谢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尽
忠职守，全力开展工作，尤其是在黎巴嫩政治和安全局势恶化的情况下。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此事。同时，我将向黎巴嫩政府转递这一报告。

潘基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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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95(2005)号、
第 1636(2005)号、
第 1644(2005)
号、第 1686(2006)号和第 1748(2007)号决议所设国际独立调
查委员会的第八次报告
专员

贝鲁特

塞尔日·布拉默茨

2007 年 6 月

摘要
安全理事会请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向安理会报告调查取得的进展，包括叙利
亚当局提供合作的情况。
本报告概述了调查拉菲克·哈里里暗杀案和包括 2007 年 6 月瓦利德·伊杜
议员暗杀案在内的另外 17 个案件所取得的进展。委员会获授权在这些案件调查
中向黎巴嫩当局提供技术援助。
2007 年 3 月 15 日向安理会提交前次报告（S/2007/150）以来，委员会除了
积极进行这些调查，还完成了全面审查过去和现在所有调查的资料、分析和调查
结果的工作。委员会所有调查人员都参与了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这项工作产生
的几项积极成果，本报告作了概述。除其他外，这项工作使委员会调整了下一个
报告期间的工作计划，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资源。
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向黎巴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其他国家提出的援
助请求继续基本得到积极回应。来自所有国家的合作对于委员会的工作仍然至关
重要，委员会吁请所有国家积极回应委员会的援助请求。
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向安理会提交前次报告以来，黎巴嫩政治和安全环境
恶化。尽管委员会与黎巴嫩当局密切合作，已经采取缓解措施，保护其工作人员
和房地，但是政治和安全环境的恶化可能对委员会未来几个月的活动产生负面影
响。
鉴于安全理事会第 1757（2007）号决议设立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委员会已
采取几个步骤，在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开始履行职能时，从委员会向特别法庭进
行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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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95（2005）号决议、第 1636（2005）号决议、

第 1644（2005）号决议、第 1686（2006）号决议和第 1748（2007）号决议提交
的，安理会在决议中请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每四个月向安理会报告调查进展及国
际合作事项，包括叙利亚当局提供合作的情况。
2.

本报告是委员会提交的第八次报告，提供了给安理会前几次报告所述问题的

最新情况，指出了 2007 年 3 月 15 日上次报告（S/2007/150）以来委员会工作取
得的进展。
3.

如先前报告所述，委员会仍然特别注意有义务对调查进行保密，确保法律程

序的完整性，保护为委员会提供信息和帮助的人。采用这一方法完全得到黎巴嫩
司法当局的同意。
4.

上次向安理会提交报告以来，黎巴嫩安全局势严重恶化，该国北部黎巴嫩军

队与战斗人员之间长期作战，2007 年 6 月 13 日瓦利德·伊杜议员和另外 7 人在
贝鲁特市中心遭暗杀，2007 年 6 月 24 日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
运输队在黎巴嫩南部遭遇攻击，6 名维和人员被打死。报告所述期间，该国各地
还发生了几起严重的炸弹攻击。安全局势的恶化还伴随着黎巴嫩及整个区域政治
紧张局势加剧。委员会同黎巴嫩安全部队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密切合作，继续密切
关注这些发展变化，努力减缓这些发展变化对其调查和人员安全的影响。
5.

在有关其工作的所有事项上，委员会继续同黎巴嫩当局保持密切而同等的互

动。包括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反应仍然普遍令人满意。委员会
同各国的互动，包括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仍是委员会能够执行其任务
的重要因素。
6.

委员会注意到，2007 年 5 月 30 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1757（2007）号决议，

要求设立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委员会期望在过渡期间与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密
切合作，将委员会的工作移交特别法庭检察官办公室。委员会还采取了几个重要
步骤，确保近期在适当时间平稳移交。
7.

在这方面，本报告所述期间对委员会各项调查的所有资料、调查结果和建议

进行了大量整理工作。这项复杂的工作已产出若干全面、保密的综合报告，总共
2 400 多页，包括关于调查 2005 年 2 月 14 日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和另外 22
人在贝鲁特被暗杀事件的篇幅 2 000 页的报告。委员会已准备好，在适当时间向
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检察官移交这份报告。
8.

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在哈里里案调查的不同方面也取得进展。依照安全

理事会的要求，委员会继续向黎巴嫩当局提供技术援助，协助调查另外 17 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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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包括瓦利德·伊杜暗杀案，以及调查这些案件与哈里里案之间可能存在的任
何联系。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已经为所有目前进行的调查进行了 84 次约谈。

二. 整理调查结果和调查进展
9.

上次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报告以来，委员会执行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内部对委

员会所获信息进行综合整理，以查明调查各个领域的进展，确定下一阶段调查步
骤的优先次序。与此同时，委员会继续调查哈里里案，并继续为包括瓦利德·伊
杜暗杀案在内的另外 17 个案件向黎巴嫩当局提供协助。

A.

整理调查结果、分析和建议
10. 2007 年 3 月开始整理调查结果、分析和建议，对委员会掌握的关于其所有调
查的大量信息进行了全面审查。这项工作于 2007 年 6 月完成，提出了若干详细
分析报告，总共 2 400 多页，涉及调查的不同方面。
11. 为了实现综合整理的共同目标，每个调查项目根据所涉专题，采取了不同的
形式和方法。每份报告均严格审查委员会所持事实调查结果，包括黎巴嫩当局进
行调查的结果。报告酌情阐述和评价委员会过去和现在的调查假设。报告还详细
评估迄今取得的成果，以及委员会在认识和理解方面的空白，并就每个调查项目
今后所采取步骤的轻重缓急提出建议。
12. 这项耗时的工作产生了若干积极成果。首先，使委员会能够严谨和全面地评
估调查开始以来收集的所有信息和分析，以及迄今取得的进展。第二，使委员会
能全面审视各项调查不同线索的最新情况，从而使委员会能够有效确定未来数月
如何按照优先顺序使用其有限的资源。综合整理工作也有助于查明某些重要方
面，确定在若干调查领域都值得关注的某些个人。
13. 最后，鉴于安全理事会第 1757（2007）号决议设立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载
有最新调查结果和分析的综合报告将提供从委员会到法庭过渡的有益出发点。
14. 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在进行整理工作的同时，还全面清点了其掌握的资
料。清点情况显示，委员会 2005 年成立以来，已积累 9 200 多份单独的文件，
使有关调查的资料超过 12 万页，包括约 1 200 份陈述、1 800 份调查记录和 6 200
多份其他文件，包括大量内部分析报告，以及发给黎巴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和其他国家提供协助请求的回复。
15. 如先前报告所述，为了提高效率和方便调查，委员会建立并实施了行业标准
的信息管理系统，确保能以系统、安全和方便用户的形式，将委员会的大量信息
储存起来。此外，该系统还为用户提供了强大的搜索功能和分析工具。该系统是
根据现有特设国际法庭的最佳做法开发的，预计将成为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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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用的工具。这是个相当大的工程，鉴于目前的资源，委员会预计这项工作将
不得不延续至委员会目前任务期限之后。

B.

哈里里案调查
16. 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继续将大部分资源用于哈里里案调查。整理委员会
在此案中掌握的大量材料和分析，等于对该调查迄今在许多不同领域所开展的工
作，包括用于支持调查的大量法证和通信分析进行一次广泛审查。此项工作产生
了一份 2 000 页的综合报告，覆盖哈里里案调查的所有领域。
17. 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还继续积极展开调查步骤。上次向安理会提交报告
以来，委员会进行了 32 次与哈里里案调查有关的约谈，包括在黎巴嫩、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和其他国家进行的几次特别重要和广泛的约谈。

1.

犯罪现场和相关专题
18. 委员会系统地整理了哈里里案调查中法证方面的大量信息和调查结果。这些
调查结果包括委员会编制的以及黎巴嫩当局同几名国际专家合作编制的有关犯
罪现场调查中涉及爆炸及其他法证方面的一系列详细分析报告。这些分析报告是
根据委员会以及哈里里案外部专家进行的 58 次不同的法证研究编撰的，这些调
查大多已最后完成。有关调查的犯罪现场方面，共提出 10 000 多页资料。
19. 有关哈里里案调查法证方面所有不同研究的成果、分析及报告，在一份综合
报告中作了摘要总结，并进行了审慎评估。该报告还重点阐述了应继续调查的一
些剩余问题。
简易爆炸装置
20. 关于攻击中使用的简易爆炸装置，委员会整理了关于所使用炸药类型和数
量、所使用引爆系统类型以及用来装载简易爆炸装置的容器的调查结果。委员会
成立以来，利用下列手段对有关这几点的几种假设进行了检验：对犯罪现场发现
证据的分析、实际爆炸试验以及血迹研究、文件分析、金属和油漆分析、指纹和
DNA 研究、创伤分析、附近建筑物损害情况分析、14 场缩比爆炸试验以及应委员
会请求进行的多次模拟。委员会还审查了为检验关于爆炸次数、爆炸时间和爆炸
声波特征等假设而进行的地震学分析结果。
21. 关于攻击所使用的炸药类型，委员会汇总了从犯罪现场得到的样品及化学分
析结果。这些结果证实，使用的炸药是 RDX、PETN 和 TNT 混合物。委员会整理对
爆炸形成坑凹处的分析，与爆炸试验的结果以及调查的其他方面进行对比，证实
了委员会以前的结论，这是一次单一爆炸，于 12 时 55 分 05 秒，由地面以上大
约 1 800 公斤炸药引爆造成。继续努力确定这些炸药的准确来源，并查明它们与
其他案件之间可能存在的法证联系，这些将是下一个报告期间的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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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通过分析犯罪现场找到的电子元件和调查哈里里车队的电子干扰装置状况，
委员会掌握的关于引爆装置类型方面的资料涉及几种可能的假设。这些分析以及
犯罪现场存在一名身份不明男子的一些身体残块，确认了委员会先前的结论，简
易爆炸装置很可能是一名自杀炸弹手引爆的。委员会大体上排除了空中攻击的意
见。
23. 委员会还整理了有关简易爆炸装置容器的所有信息和调查结论。委员会审查
了对犯罪现场收集的证据的研究，以及爆炸造成火球特点的分析结果、爆炸对周
围物体的热效应，爆炸产生的坑凹的特点与爆炸试验结果的对比分析，以及对汽
车碎片的轨迹分析。综合各种调查结果强化了委员会以前的结论，简易爆炸装置
很可能是从一辆三菱 Canter 面包车上引爆的。
对三菱面包车的调查
24. 前次报告所述期间，围绕很可能用来装载炸药的三菱 Canter 面包车线索展
开的调查取得了进展。对这辆面包车来源和近期历史的确认令委员会满意。根据
委员会以及黎巴嫩当局的调查，该面包车于 2002 年 2 月在一家三菱工厂出厂，
并于 2004 年 10 月在日本神奈川报案被窃。该面包车随后被运至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并于 2004 年 12 月被运至靠近黎巴嫩北部的黎波里的一间展室，在那里被买走。
委员会最近获得一些信息，显示该面包车被销售给一些个人，他们可能参与了攻击
拉菲克·哈里里之前该车的最后准备工作。正作为优先事项调查这一线索。
指称自杀炸弹手的身份
25. 关于自杀炸弹手的身份，委员会汇总和审查了正在进行和已经完成的正牙
学、同位素和等位基因频率大量分析及调查研究的结果。根据初步结果，委员会
的调查结果仍然是，该自杀炸弹手可能是一名年龄 20 至 25 岁的男子，留黑色短
发，出生于比黎巴嫩干旱的地区，青年时期不在黎巴嫩，但死前两三个月住在黎
巴嫩。这与委员会调查的其他领域的结果相吻合。委员会专家还得出初步结论，
此人出生后在城市环境中生活了 10 年，死前 10 年是在农村环境生活。
26. 正在进行各种试验，以确定认为是自杀炸弹手的不明身份男子的地域来源。
如委员会前次报告所述，委员会收集了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黎巴嫩境内 28
个地点的 112 个土壤和水样本，以进行比较。本报告所述期间，还从其他国家的
26 个地点收集了更多的样品。根据初步结果，委员会确定了可能是该自杀炸弹手
原籍国的有限几个国家。
27. 委员会能够确认以前的结论，在宣布对此事负责的录像中出现的艾哈迈德·阿
布·阿达斯不是自杀炸弹手。

6

07-42317

S/2007/424

其他法证问题
28. 作为整理工作的一部分，委员会正在建立 DNA 和指纹数据库，以储存和利用
从犯罪现场以及从与调查特别有关的收缴物品中获得的 256 个核 DNA 图谱和 66
个线粒体 DNA 图谱、159 个指纹和两个掌纹。目前正在与几个国家机构和国际执
法机构的现有数据库对比这些指纹和图谱。
29. 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开始清点调查期间累积的所有实物和生物证据。这
项工作中首先建立了一个特别数据库、标准作业程序，并设立了一个专用实验室。
迄今大约 2 200 件证据已输入这个数据库，约是委员会目前掌握的法证证据的一
半。按照目前的能力，在下个报告期结束时，应该能够完成这项费时的将证据输
入数据库的工作。
30. 此外，委员会汇总了所有生物研究的结果，包括查明 2005 年 2 月 14 日攻击
中所有受害人身份方面的详细结果。在哈里里案调查中，总共进行了 300 多个生
物研究，每个研究结果，包括 DNA 图谱、正牙学和图像记录一并放入一份综合报
告。
31. 委员会还设计了一个数据库，用于储存和方便地搜索调查过程中目击者讲述
的个人的素描像。迄今，素描画家共完成 24 幅素描像，已输入数据库，这是进
行约谈以及跨调查领域和跨案比较个人体貌描述的特别有用的工具。
32. 外部专家已经完成三个数字化实况再现项目，以协助调查人员清晰地了解该
城市和犯罪现场、车队路线以及拉菲克·哈里里最后一天的活动，包括实施爆炸
的小组在车队沿路行进时据称进行的通信联络。第四个项目还在进行，将让用户
能够“巡看”犯罪现场。这些视觉辅助对未来在可能进行的法院庭审中陈述某些
事实特别有用。
其他犯罪现场调查
33. 通过整理有关犯罪现场的调查结论，委员会满意地解决了一些其他问题，除
其他外，包括车队选择从议会到哈里里住宅路线的情况，拉菲克·哈里里警卫人
员使用的电子干扰装置的状况，知道车队行踪的人员名单以及暗杀当天拉菲
克·哈里里车队的组成情况。
34. 此外，委员会已经对犯罪现场或其附近特定车辆的背景有了满意的了解。攻
击前犯罪现场附近存在可疑的道路施工，以及攻击后有关破坏犯罪现场的指控，
均得到令委员会满意的澄清。
35. 一些与犯罪现场有关的其他领域仍在积极调查之中，包括审查和最后完成对
身处犯罪现场及案发后马上到场的所有人员的身份查验和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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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值得一提的是，本报告所述期间，犯罪现场已经开放，发生攻击的道路重新
开通，供车辆通行。
2.

参与实施犯罪的个人
艾哈迈德·阿布·阿达斯
37. 委员会已经完成了对艾哈迈德·阿布·阿达斯相关资料和调查结果的广泛审
查，他是出现在录像中，声称对攻击拉菲克·哈里里负责的那个人。这一信息是
从超过 70 次约谈和对所有相关文件进行详细审查后获得的。委员会还对若干物
品，包括从阿布·阿达斯家中收缴的所有物品进行了审查，目的是评估这些物品
与调查之间的相关性。对于从其他相关个人和团体处收缴的物品中获取的信息也
进行了审查，纳入了这次综合整理工作，包括 10 台电脑和硬盘驱动器、记忆棒
和大量光盘、软盘、手机和 SIM（用户身份模组）卡。
38. 这次整理工作使委员会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艾哈迈德·阿布·阿达斯的背景与
简况，包括他的个性、家人和接触的人、工作经历、政治与宗教观点。对委员会
当前了解他从家中消失以及他的亲属和朋友在他消失前后几个月内的活动情况，
这次综合整理也有助于透彻地全面审视。对于委员会掌握的所有与录像带制作、
获取以及处理有关的资料，也都进行了审查。
39. 如前所述，委员会能够得出结论，艾哈迈德·阿布·阿达斯不是对拉菲克·哈
里里实施攻击的自杀炸弹手。委员会继续对两个可能的假设进行调查：(a) 艾哈迈
德·阿布·阿达斯被胁迫或被骗去录制声称对暗杀拉菲克·哈里里负责的录像，然
后可能被杀掉了；(b) 艾哈迈德·阿布·阿达斯自愿与属于一个更广泛的极端主义
组织的个人一道录制了录像，他们可能一道进行了声称负责的录像，购买了三菱
面包车，并在车内安装爆炸物。他们可能也参与了确定自杀炸弹手工作，还可能
协助将自杀炸弹手和炸弹送到犯罪现场。在此方面，委员会已经认定，艾哈迈
德·阿布·阿达斯的一些同伙与近年来在黎巴嫩和其他地方进行极端主义活动的
网络有关系。
40. 此外，综合整理工作也帮助查明了委员会资料中的空白，并核实了一些与艾
哈迈德·阿布·阿达斯有关的工作假设。这些主要涉及他 2005 年 1 月 16 日从家
中消失到暗杀拉菲克·哈里里期间及其后这段时间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委员会
还正在努力更准确地了解录制这盘录像带背后的动机、参与制作和提供录像带的
人员，以及阿布·阿达斯与某些其他特定个人和团体间的关系和联系。现已确定
了主要优先事项以及下一步的工作，以帮助澄清这些事宜，并更清楚地了解某些
可能有动机、有机会以及有能力实施攻击的值得注意个人的身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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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分析
41. 委员会已经整理了掌握的大量电话记录、通信数据以及对哈里里调查相关具
体时间段、机构和个人的分析。自工作开始以来，委员会获得了黎巴嫩通过手机
发出的超过 50 亿条手机记录和短信，以及来自一些其他国家的通信数据。委员
会还获得了大量详细的用户电话记录。2005 年起，委员会已经发出 300 多个援助
请求，请求帮助与哈里里调查有关的通信分析。
42. 委员会的通信分析为调查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有助于确定个人之间的联
系，分析若干调查中值得关注人员的行为与活动，并分析特定号码的通话模式、
时间和地点。这也为筹备目击者约谈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考虑到通信分析的调
查价值和潜力已得到证明，委员会最近已在寻找外部专门人员，协助充分利用掌
握的通信数据和分析。委员会最近还购买了新的硬件和软件，将可以进行更全面
的数据搜索。
43. 基于整理工作，委员会已经证实并推进了先前得出的结论，即使用 6 个手机
SIM 卡的几个人，在暗杀哈里里之前几个星期里，协作对他进行监视。对暗杀当
天这些 SIM 卡的使用情况进行详细分析表明，这些个人在计划和执行攻击事件本
身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可以从他们的行动以及通话模式中看出。委员会已确定这
些 SIM 卡的出处，马上将查明有关销售 SIM 卡和一些手机给那些使用手机进行监
视的人的情节。本报告所述期间，已经进行了一些约谈，以便推动这一方面的调
查。
44. 委员会还对艾哈迈德·阿布·阿达斯的通信往来记录进行了广泛分析，包括
分析他在家中和工作地点的通话以及他的指称有关联者使用线路上的通话。从这
一分析中获得了有关他从家中消失的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信息，确认了委员会得出
的结论，即与他有关联的一些人与近年来在黎巴嫩和其他地方进行极端主义活动
的网络有联系。有关艾哈迈德·阿布·阿达斯，共编写了 18 份通信分析报告。
45. 此外还采取了一些步骤，以更多地了解因艾哈迈德·阿布·阿达斯声称负责
的录像给媒体打电话的那些人。委员会继续努力确定打电话者，并查明打电话的
人与调查所关注个人或团体之间是否存在任何联系。
46. 委员会也一直着重通过分析电话通话，在与犯罪现场有联系的个人同可能参
与筹划攻击或事先了解攻击的人之间，建立横向和纵向联系。经过这方面的调查，
已经确定并仔细研究了几个电话号码。
3.

动机和值得关注的个人
47. 委员会很大一部分资源用于分析可能构成暗杀拉菲克·哈里里动机的因素。
委员会对这方面的认识的综合整理。实际是对拉菲克·哈里里的政治活动和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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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大量分析，还系统回顾攻击发生之前几年黎巴嫩内部和周边的政治和安全
环境，因为这可能与犯罪动机有关。
48. 对围绕 Al Madina 银行丑闻的事件，委员会已经有了令人满意的了解，这些
事件与调查有关。委员会能断定，Al Madina 事件不是暗杀的主要动机。然而，
委员会对 Al Madina 案掌握的材料使其得以更清楚地了解几个人在审查期间通过
Al Madina 银行建立的财务关系。
49. 如委员会上次给安理会的报告所述，委员会把调查可能动机的范围极大地缩
小到与拉菲克·哈里里政治活动有关的动机方面，以及在此期间拉菲克·哈里里
与黎巴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其他国家政治领导人和官员之间的政治关系和
私人关系。委员会整理了与黎巴嫩政治环境有关的若干领域的资料和调查结果，
重点是 2004-2005 年期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办法主要用于哈里里案，但
这种做法在调查针对特定个人的其它攻击方面也发挥了作用。
50. 委员会整理了对围绕通过安全理事会第 1559（2004）号决议的有关情况的了
解。委员会还整理了关于以下相关方面的调查结果：拉菲克·哈里里以及其他黎
巴嫩和国际重要政治领导人在通过决议方面可能起的作用，以及一些外部方面对
这些作用的看法。尽管需要进一步调查围绕第 1559 号决议通过的一些事件，但
委员会的工作假设是，这些事件可能在产生暗杀拉菲克·哈里里动机的环境的形
成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51. 委员会还把重点放在一些事件的次序及与调查的相关性方面。这些事件导致
旨在修改黎巴嫩宪法、延长总统埃米勒·拉胡德任期的投票。委员会对各政治行
为者在此期间的总体作用和立场以及这些可能对攻击动机造成的影响有了令人
满意的了解。
52. 委员会还侧重审查有关调查所涉期间讨论的新选举法及其对的包括拉菲
克·哈里里的组织在内、角逐 2005 年议会选举各政治组织的影响的资料。委员
会还侧重研究黎巴嫩和其他地方各党派对可能结果的看法、这种看法的依据及其
与调查的相关性。
53. 尽管委员会侧重暗杀拉菲克·哈里里动机的这类调查，但也继续探讨其他假
设，包括哈里里可能被极端主义团体列为目标，因为黎巴嫩和阿拉伯世界广泛把
哈里里视为其领袖人物。也不能排除暗杀哈里里的动机可能来自政治和教派因素
相结合的情况。与这一假设有关的许多方面仍在调查中。
54. 委员会归纳总结了暗杀拉菲克·哈里里前一段时期、特别是 2004 年和 2005
年初存在于黎巴嫩、与调查有关的一些安全和情报机构组织情况的调查结果。为
促进这方面的调查，委员会更多地了解了与调查有关的各组织事实上和法律上的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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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详细审查所有资料和调查结果后，委员会扩大了对形成产生暗杀拉菲克·哈
里里动机的环境的了解。根据这一了解，并根据调查的其他方面的一些结果，委
员会确定了一些特别值得关注的个人，这些人可能参与了犯罪筹划和实施的某些
方面，或可能事先了解正在进行这一计划。委员会整理了资料和调查结果，并建
议了下一步有关这些人可能参与暗杀拉菲克·哈里里的情况采取的步骤。这方面
的调查将是下一个报告期间的优先事项。
4．

其他调查问题
56. 在拉菲克·哈里里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有不同的中间人向他转达过几个具
体的威胁、警告和保证，委员会在继续评估这方面的有关报告。委员会的初步结
论依然是，暗杀发生前几个月，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已经到了黎巴嫩和其他国家
的高层讨论拉菲克·哈里里人身安全的某些问题的地步。有报告说，一些个人试
图开通替代联系渠道，通过恢复友好关系缓和紧张局势，委员会也在继续研究这
些报告。这依然是委员会下一个报告期间一个待处理的调查线索。
57. 委员会已经相当满意地了解拉菲克·哈里里在受袭击前几天的活动。此外，
委员会还编制了拉菲克·哈里里在被暗杀前几个月中重要会晤的全面清单。委员
会还调查了与他 2004 年 10 月辞去总理职务有关的事件。委员会将继续完成和证
实一些重要会晤和事件的细节情况。

5.

保护证人
58. 以保持证据完整性的方式保证证人安全的要求，依然是委员会的优先事项，
特别是在要向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过渡的情况下。虽然委员会坚信在需要时它能
够在行动上对这种情况作出及时和适当的反应，但是也认识到，不久的将来要对
这些安排进行审查、延长和正规化。

C.

对其他案件的技术援助
59. 委员会综合整理了其他案件中每一个案件的信息、调查结果和建议，并且审
查了黎巴嫩当局的案件卷宗。委员会对这些其他案件共编写了 400 多页综合报告，
并且审查了委员会和外部专家对这些案件进行的 25 项法医检查的最后结果和初
步结果。根据其任务和安全理事会第 1757（2007）号决议所述《关于设立黎巴嫩
问题特别法庭的协定》，委员会综合整理了 17 个案件的调查结果，特别注重查明
这些案件之间以及与哈里里案件的可能联系。
60. 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按照安全理事会的授权继续向黎巴嫩当局提供技术
援助，协助他们调查这 17 个其他案件，包括 2007 年 6 月 13 日在贝鲁特市中心
暗杀议员瓦利德·伊杜和其他 7 人的案件。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对 9 起炸弹
攻击事件共进行了 25 次面谈，对定点攻击事件共进行了 27 次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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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起炸弹攻击事件
61. 委员会综合整理了黎巴嫩当局提供的和来自委员会自身调查的关于 9 起炸弹
攻击事件的信息，包括 2007 年 2 月 13 日艾因·阿拉克村炸弹爆炸事件，这些攻
击似乎没有针对特定个人。根据整理工作，委员会提出了这些调查下一步要采取
的步骤。
62. 关于艾因阿拉克村炸弹爆炸事件，委员会与黎巴嫩当局协作，断定在针对两
辆公共汽车的每一个案件中，都有一名男子上车，把简易爆炸装置放在一个座位
底下，然后在爆炸发生前下了车。
63. 本报告所述期间，在确定实施者身份方面，委员会和黎巴嫩当局通过面谈取
得了一些进展。黎巴嫩当局已逮捕了与艾因阿拉克村炸弹爆炸事件有关的若干人
员。其中一人供认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放置了炸弹。根据这些人的陈述，实施者很
可能与目前在黎巴嫩活动的极端主义组织有联系。
64. 初步法医报告表明，每一辆公共汽车上仅发生一次爆炸并且简易爆炸装置都
放在公共汽车左边第四排与第七排之间的座位下。法医报告还证实，三菱牌公共
汽车上的简易爆炸装置约有 1.5 公斤炸药，加上 0.5 至 1 公斤钢珠轴承，两辆公
共汽车上使用的炸药是与梯恩梯类似的烈性炸药。这些调查结果与若干证人和嫌
疑人在陈述中提供的信息相符。
65. 委员会在艾因阿拉克村事件的犯罪现场已收集 120 多个证据以及 DNA 样本，
目前正在对这些证据和样本进行法医分析。委员会还收集了可能有关的闭路电视
录像，将在下个报告期间审查。
66. 在现阶段，还没有充分证实艾因阿拉克村炸弹爆炸事件和正在调查的任何其
他案件有法证联系。不过，委员会和黎巴嫩当局收集的证据和证词表明，选择的
日期是在拉菲克·哈里里被暗杀两周年前夕，这可能与攻击的动机有关。委员会
正在继续调查这个信息以及艾因阿拉克村案件与委员会任务范围内其他案件之
间可能存在联系的其他线索。
67. 对于安理会要求委员会协助黎巴嫩当局调查的另外 8 起无针对性的炸弹爆炸
攻击事件，委员会对黎巴嫩当局提供的这些事件的信息和调查结果进行了类似审
查。审查的目的有两个：建设性地评估黎巴嫩当局对每个案件进行的调查，并且
查明与其他案件的可能联系和委员会关注的方面，特别是与哈里里案件有关的问
题。委员会共编写了 3 份比较这些攻击事件的详细分析报告。不过，要指出的是，
委员会资源有限而且有其他优先调查任务，限制了这些案件调查工作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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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次有针对性的袭击
68. 委员会汇集了针对马尔万·哈米德、萨米尔·卡西尔、乔治·哈维、埃利亚
斯·穆尔、马伊·西迪亚克、吉卜兰·图韦尼、皮埃尔·杰马耶勒、瓦利德·伊
杜的袭击的所有信息、调查结果和建议。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还继续对这些案
件进行了调查。
受害者简况以及可能的动机
69. 作为综合整理的一部分，委员会提炼了每一个主要受害人的简况并继续为每
一个案件编写详细的案情说明。
70. 鉴于这些受害人的情况，委员会特别注意每个受害人在攻击之前一段时间的
公开政治活动，因为委员会的工作假设是，这些活动在产生这些攻击动机的环境
形成方面可能起了重要作用。这一工作与上文详述的哈里里调查所采取的类似步
骤同时展开。
71. 委员会还整理了其掌握的有关这些受害人在若干重大事件上所采取公开立
场的材料并综合了对此种立场的理解。这些近年来改变黎巴嫩政治格局的重大事
件包括：安理会第 1559（2004）号决议的通过、埃米勒·拉胡德总统任期延长、
拉菲克·哈里里遇刺以及叙利亚部队从黎巴嫩撤出。分析显示，这些被针对的个
人所采取的立场，既有令人注意的共同点，也有一些可能相关的差异。
72. 此外，委员会整理的信息和分析资料还涉及每个受害人与调查特别关注的若
干个人和机构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的调查中，委员会的工作假设是，这些关系
中有一些与哈里里案调查中一些受到特别重视的问题有关联。
作案手法
73. 除了对皮埃尔·杰马耶勒的暗杀 之外，所有其他攻击都涉及简易爆炸装置。
这种装置或放在受害人自己的车里，或放在攻击当天受害人要经过的道路旁停放
的一辆车里。
74. 这些涉及简易爆炸装置的每一次攻击，实施手法上的差异仅限于为尽量扩大
成功机会而需要的要的复杂程度不同。在针对马伊·西迪亚克、萨米尔·卡西尔
和乔治·哈维的攻击中，爆炸装置都是安放在每一个受害人停放而无人看管的汽
车下面。
75. 在马尔万·哈米德、埃利亚斯·穆尔和吉卜兰·图韦尼这几个案件中，被攻
击人采取了一些安保措施。为了克服这些安保措施，实施者选择了不同的手法，
在路边停放一辆载有遥控引爆的简易爆炸装置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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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委员会对每一个案件的调查结果进行了整理和比较，发现了与几起攻击中使
用的炸药和车辆有关的更多相同之处。委员会还在这些调查中使用 DNA、指纹和
素描数据库。未来数月委员会将继续进行这方面的调查。
威胁和声称负责
77. 委员会还收搜集了大量有关一些受害人收到的威胁的信息，并已辨认出一些
不只涉及一个案件的个人，他们被指控威胁过正在调查的案件中的若干受害人。
这些人也可能关系到哈里里案的调查。
78. 此外，如前几次报告所述，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还显示，声称对杀害哈里里事
件负责的团体与声称对、萨米尔·卡西尔、吉卜兰·图韦尼和皮埃尔·杰马耶勒
的攻击负责的团体之间可能有关联。委员会进行了若干与这方面调查有关的约
谈，并将继续探讨与这些团体有关的问题。
通信联络分析
79. 对相关通信往来的分析大大推进了对针对性攻击的调查。针对性攻击的性质
以及受害人的简况显示，实施攻击者在动手前数日和数周进行过监视活动。此外，
每次攻击即将发生前和刚刚发生后，每个实施攻击的小组内部可能都保持了电话
联络。
80. 委员会进行了详细的通信联络分析，以评估是否可以利用有关人员通话记录
及其特定时间和特定地区的通话模式辨别出这种监视行动的痕迹。总的来说，委
员会注意到这一分析取得了进展，帮助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线索。
81. 到目前为止，通信联络分析已帮助证实了委员会的一个假设，若干个人也许
与哈里里案和其他一个或多个案件有关。委员会将进行若干约谈，以进一步评估
迄今为止识别出的种种关联。
皮埃尔·杰马耶勒案
82. 2007 年 3 月以来，委员会进行了 8 次与杰马耶勒案有关的约谈，委员会调查
杰马耶勒案工作中的约谈总数达到 19 次，以此为黎巴嫩当局提供协助。委员会
正在对若干可能的犯罪动机进行调查，并正在调查皮埃尔·杰马耶勒在攻击前几
天是否受到监视，以及谁可能知道他被杀时的预定动向。根据迄今收集的证人陈
述，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一小批潜在攻击对象中选出杰马耶勒先生，是因
为他的安保措施最少。
瓦利德·伊杜案
83. 2007 年 6 月 13 日大约 17 时 45 分，瓦利德·伊杜、他的儿子、两个侍卫和
4 名其他人被伊杜先生汽车附近的一个简易爆炸装置炸死。Eido 先生是议会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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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成员，认为与拉菲克·哈里里关系密切。这次袭击发生在贝鲁特市中心叫做
Manara Corniche 的地区，在袭击发生的时刻，该地区车辆交通一般都很繁忙。
84. 2007 年 6 月 14 日，根据黎巴嫩总理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请求，委员会获
授权向黎巴嫩当局对这次攻击的调查提供技术援助。
85. 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在 6 位国际法证专家陪同下，于 2007 年 6 月 15 日考察了犯
罪现场。此后，委员会和黎巴嫩当局对犯罪现场进行了长达两周的详细法证勘查。
86. 对这次攻击的调查还处于早期阶段，委员会正等待法证专家的结果。不过，
委员会通过与黎巴嫩当局的密切合作，已经能确定几个值得关注的要素。初步结
论就运载简易爆炸装置车辆的类型提供了一些信息。目前正在进一步分析，以确
认这一调查结果，并确定这次攻击中所用炸药的类型和数量。
87. 委员会也已开始研究确定这次攻击的可能动机，并已开始汇编遭针对性攻击
受害人的简况和案情说明。委员会还将继续查清此案与其他攻击案件和与哈里里
案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这个调查将在下一个报告所述期间继续进行。

三. 外部合作
A.

与黎巴嫩当局的互动
88. 向安理会提交前次报告以来，委员会在所有调查案件中，继续与黎巴嫩当局
密切互动合作。委员会与检察长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分配处理其他案件的调查法官
定期开会和通报情况。
89. 在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继续努力，确保黎巴嫩当局定期了解委员会的活动
和调查工作的进展。委员会继续与黎巴嫩有关当局交流大量信息，包括面谈材料
和分析报告。
90. 在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向检察长提出 88 项援助请求，其中包括帮助获取
有关文件，帮助在黎巴嫩安排约谈和其他任务。这使 2006 年 1 月以来向黎巴嫩
当局提出的援助请求总数达到 218 项。黎巴嫩当局继续迅速全面地满足了这些请
求。委员会十分感谢这一积极合作。
91. 委员会还继续与保卫委员会工作人员和设施安全的国内安全部队和黎巴嫩
军队保持密切平等的工作关系。委员会感谢这些机构提供的出色支持。

B.

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合作
92. 按照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636（2005）号和第 1644（2005）
号决议承担的义务，以及 2006 年委员会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达成的共同谅解，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与委员会的合作仍然总体上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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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向安理会提交前次报告以来，委员会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提出了 11 项正
式援助请求，要求该国为一系列约谈提供方便，并索取委员会认为值得关注的个
人和事件的有关信息。这使 2006 年 1 月以来向叙利亚当局提出的援助请求总数
达到 57 项。报告所述期间，叙利亚当局还积极为派往叙利亚的 4 个代表团作出
安排。
94. 报告所述期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继续按照委员会的请求，在适当的时间
限度内向委员会提供援助。委员会也很感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当局为它在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各种活动所作的后勤和安保安排。
95. 委员会将继续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充分合作，这对委员会圆满完成任务依
然十分重要。

C.

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96. 在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除了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黎巴嫩当局提出援助
请求外，还向 12 个不同国家总共提出 18 项援助请求。这使 2006 年 1 月以来向
其他国家提出的正式援助请求总数达到 106 项。
97. 各国回应了委员会的请求，迅速而充分地提供了合作，对委员会很有帮助。
委员会非常感谢这种合作。
98. 委员会仍必须依靠各国的支持，提供所要求的信息、援助、专门知识和准入。
在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从不少国家得到了特别得力和及时的援助。
99. 委员会还感谢一些国家和国际机构在报告所述期间提供的专门知识和其他
形式的援助。委员会重申需要继续得到这些实体的援助，定期向委员会提供合格
的专业人员，确保调查工作取得进展。
100.

如委员会给安理会的前次报告指出，只有依靠所有国家的合作，向委员会

提供所要求的信息，允许其接触某些个人，包括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并向委员
会提供其他形式的技术援助，委员会才能有效地执行任务。

四. 安全
101.

自委员会上次提交报告以来，黎巴嫩安全形势明显恶化。黎巴嫩武装部队

已同一批战斗人员持续交战数周。这些战斗人员与在该国北部的黎波里市附近的
巴里德河难民营中的伊斯兰法塔赫组织有关联。
102.

在报告所述期间，暴力并未限于这些地区。发生了几起重大事件，包括 2007

年 6 月 13 日瓦利德·伊杜和另外 7 人被暗杀。除了这次攻击，在报告所述期间，
黎巴嫩还发生了多起涉及简易爆炸装置的事件，导致若干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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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2007 年 6 月 24 日，联黎部队车队在南部 Khiam 镇附近遭遇简易爆炸装置
攻击，6 名维持和平人员被炸死。
104.

委员会与其他几个组织合作开展的安全分析显示，黎巴嫩未来数月安全前

景暗淡。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黎巴嫩多数派和反对派之间持续的政治僵局，以
及该区域安全形势恶化等负面效应的综合影响。黎巴嫩总统选举定于今年晚些时
候举行。人们广泛认为，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紧张局势还会加剧，并可能出
现更多的安全事件。此外，尚不清楚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的成立在今后几个月对
黎巴嫩安全形势有何影响，特别是对委员会有何影响。
105.

委员会非常清楚这个危险的大环境以及由于其任务性质而面临的具体威

胁。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与黎巴嫩安全部队合作，对委员会自身安全的各个
方面进行了定期评估。根据这些评估，在黎巴嫩当局全力支持下，委员会实施了
额外的减缓措施。
106.

虽然委员会已经为减少自身及其工作人员面临的危险采取了措施，但黎巴

嫩安全环境的恶化对委员会执行任务的能力也产生了若干负面影响。首先，限制
了委员会的能力，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由进行约谈和开展其他调查活动，因此可能
影响调查进度。其次，当前的不安全和政治不稳定，可能导致一些证人不太愿意
与委员会合作。最后，对安全的担心今后数月可能影响委员会吸引和留用合格工
作人员的能力。

五. 组织支持
A.

征聘
107.

过去四个月，委员会改善人员配置的努力收到了一些积极的效果，特别是

在调查、安保和语言这些科室。但是，征聘工作仍是令人关切的领域。在核定的
188 个国际员额中，125 个已经填补，而上次报告所述期间是 104 个。委员会核
定的 51 个本国员额中，44 个已经填补。调查科目前有 50 名国际工作人员，包括
30 名调查员、分析员和技术专家。
108.

在向理事会提交的上一份报告中，委员会关切地指出在征聘合格语文工作

人员方面遇到的问题。合格的语文工作人员仍然是委员会有效执行任务的能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报告审查期间，委员会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语文科得到填补
的语文人员员额从上次报告所述期间结束时的 3 个增加到总共 17 个。委员会还
依靠若干合格的自由应聘口译员填补这方面人力资源的空缺。秘书处大会和会议
管理部也欣然提供一名口译员和一名笔译员帮忙三个月。委员会对这一支持表示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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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预算
109. 2007 年 6 月，委员会提交了 2008 年拟议预算。由于这将是一个维持预算，
预期人员配置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只是由于办公用房和工作人员生活用房需要分
开，安保人员会略有增加。

六. 结论
110.

在本报告期间开始和完成的对委员会资料、分析和建议的大量整理是对拉

菲克·哈里里被暗杀事件调查的重要步骤。整理哈里里案件和其他案件后形成的
2 400 页报告，全面概述了迄今取得的重大进展，也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用以使
委员会进一步确定和研究其余调查步骤，全面了解这些攻击事件的相关事实。
111.

从几方面看，这一工作都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整理工作有助于突出反映

在调查的每个方面让委员会感到满意的大量已经解决的问题。整理还使委员会能
够确定一些需要开展进一步调查的仍未解决的问题。整理工作对调查的各方面情
况的概览，也使委员会能够确定调查中各案件之间的一些重要共同点。这些共同
点将在下一个报告期间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最后，这一工作所形成的综合报告是
从委员会过渡到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的一个有价值的起点。
112.

委员会指出，整理工作帮助确认了一些特别值得关注的个人，这些人可能

参与筹划和实施拉菲克·哈里里攻击事件和其他案件的某些方面，或可能事先知
道正在进行这一攻击计划。委员会将在今后几个月作为优先事项追踪这一调查线
索。
113.

在整理结果的基础上，委员会编写了详细工作计划，以确定调查的各个方

面的优先目标。这些工作计划共计 150 页，包括法证研究、待审查文件、待进行
的谈话和收集进一步证据的计划。这些工作计划对于最佳利用委员会有限的资源
也非常有帮助。委员会预期，下一个报告期间将特别积极地开展整理工作所确定
的优先事项。哈里里案调查中计划进行 200 多次约谈，其他 17 个案件安排了大
约 100 次约谈。
114.

委员会工作的各个方面继续得到黎巴嫩当局、特别是检察长及其工作人员

密切而平等的合作。委员会向安理会提交前次报告以来，向黎巴嫩当局提出的援
助请求大幅增加，表明调查在稳步开展。黎巴嫩当局继续充分回应了这些请求。
115.

委员会还指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其他国家继续对其援助请求提供了

总体上积极的回应。各国给予的合作对委员会按时完成任务仍然至关重要。因此
委员会呼吁各国继续充分回应委员会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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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委员会向安理会提交前次报告以来，黎巴嫩政治和安全加剧动荡，发生

了巴里德河难民营中的持续战斗，瓦利德·伊杜被暗杀事件和攻击联黎部队事
件。如上所述，委员会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减少工作人员和房地所面临的风
险。委员会尤其感谢黎巴嫩安全部队在这方面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117.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757（2007）号决议，委员会正努力确保在黎巴嫩问题

特别法庭开始工作时，委员会和法庭能够顺利交接。委员会随时准备就与过渡有
关的任何问题与联合国秘书长和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合作。

07-42317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