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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决议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A/67/L.61 和 Add.1)] 

67/259. 关于和平解决非洲冲突的政治宣言 

    大会大会大会大会， 

 回顾回顾回顾回顾《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规定、关于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合作的大会所有

相关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和主席声明，特别是大会2005年9月16日第60/1

号、2008 年 9月 22 日第 63/1 号、2011 年 4月 18 日第 65/274 号及 2012 年 7月

23日第66/286和66/287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2008年4月16日第1829(2008)

号和 2012 年 1月 12 日第 2033(2012)号决议， 

 通过通过通过通过以下政治宣言： 

关于和平解决非洲冲突的政治宣言 

 1. 我们会员国和观察员代表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在纽约举行会议，宣布关

于和平解决非洲冲突的高级别会议是加强全球伙伴关系的绝佳机会，以支持非洲

为解决冲突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并发挥主导作用。 

 2. 值此在“泛非主义和非洲复兴”主题下纪念非洲统一组织成立五十周年

之际，我们向非洲大陆人民和非洲各国政府并向非洲联盟领导人表示祝贺。我们

特别向努力促进非洲大陆人民和非洲各国政府实现统一、团结、一致与合作的一

代泛非主义者和非洲联盟创始先辈们致敬。 

 3. 我们深切赞赏非洲统一组织在非洲人民摆脱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桎梏

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性作用及其为实现非洲大陆完全非殖民化和统一的目标作

出的极其宝贵贡献，并回顾非洲领导人审查了该组织的运作情况，决定将之改成

非洲联盟，作为非洲大陆的一个新机构来推动政治和经济振兴，推动决策，将善

治和问责制纳入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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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我们强调务必加倍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非洲大陆所有悬而未决的冲

突和争端。 

 5. 我们欢迎非洲联盟在努力和平解决非洲争端和冲突方面发挥的作用和

作出的积极贡献，并表示支持非洲联盟采取的调解和维和举措。我们还肯定次区

域组织所作贡献。 

 6. 我们敦促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继续与非洲联盟合作，全面有效地应对非

洲安全与发展这两大当务之急，并进一步重申，和平、安全、发展和人权有着不

可分割的联系。 

 7. 我们强调各国有义务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六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

端。为此，我们敦促所有国家依照《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与合作

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1 
行事。 

 8. 我们呼吁加强调解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以及在管理、预防和解决冲突

方面所具有的作用，支持所有相关行为体根据《宪章》所载宗旨和原则使用调

解办法。 

 9. 我们还重申支持预防性外交，以防止或减轻武装冲突扩散，并重申需要

加强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对各种冲突开展预防性外交的能力，以此作为由国家驱

动的更广泛促进和平战略的一部分。我们欢迎非洲联盟对非洲大陆开展的调解努

力作出贡献，并吁请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提供相关技术支持，继续支持非

洲的调解努力。 

 10. 我们确认联合国和非洲联盟根据《宪章》第八章结成的伙伴关系不可或

缺，仍然是持续协调一致努力和平解决非洲冲突的坚实基础。我们重申需要与非

洲联盟合作，协助刚刚摆脱冲突的非洲国家努力建设国家能力。 

 11. 我们欢迎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加强合作和相互支持，并呼吁联合国系统和

非洲联盟根据合作协定和两组织间其他有关谅解备忘录，开展更密切和更有力的

合作与协调。 

 12. 我们赞扬联合国、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协同其他国际伙伴向区域组织

依照《宪章》第八章执行的维和任务提供有效支持。 

 13. 我们承诺支持全面落实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架，包括智者小组、非洲联盟

冲突后重建与发展框架、和平基金、非洲大陆预警系统以及落实非洲待命部队。 

 14. 我们强调需要对冲突后建设和平与和解采取协调一致、连贯和综合方

法，以实现可持续和平，为此，确认建设和平委员会在给予政治配合、筹集适当

_______________ 
1
 第 2625(XXV)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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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以及在各相关行动体之间形成一致与协调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确认该委员

会需要就按照各国确定的优先目标开展冲突后建设和平和复苏工作提出咨询意

见和综合战略。 

 15. 我们确认落实建设和平和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有助于非洲持久和平与

可持续发展。 

 16. 我们进一步确认，可通过包容性政治解决办法以及解决冲突、加强保护

和增强权能以及司法救助、就业和改善社会经济状况、透明度和问责制等办法，

推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17. 我们赞扬联合国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努力促进联合国与非洲

联盟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已通过安全理事会第 1809(2008)和 2033(2012)

号决议，并通过关于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合作的大会所有相关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

的决议和主席声明，特别是大会第 60/1、63/1、65/274、66/286 和 66/287 号决

议得到加强，确保区域安排在和平与安全架构中充分发挥作用。 

 18. 我们回顾《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2 
第 153段，其中各国领导人决

心支持早日改革安全理事会，作为全面改革联合国的一项基本内容，使之具有更

广泛的代表性、更高的效率和透明度，从而进一步加强其效力与合法性，加大其

决定的执行力度。我们认识到，安全理事会 70%以上的工作都涉及非洲问题，在

这方面，我们承认历史上在安全理事会非洲代表权方面对非洲不公正，并表示支

持在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中增加非洲代表权，我们还注意到《埃祖尔韦尼共识》

和《苏尔特宣言》所反映的非洲共同立场。 

 19. 我们强调，需要继续采取措施加强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使其能够

有效履行职责，包括监测和报告在满足非洲特殊需要方面取得的进展。 

 20. 我们鼓励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和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

团继续努力推动加强联合国秘书处与非洲联盟委员会之间的合作，并强调指出必

须与其他国际伙伴密切协商，加快落实《2006 年联合国-非洲联盟支持非洲联盟

十年能力建设方案》，重点是和平与安全。 

 21. 我们赞扬非洲近年来的经济表现，这种表现再次唤起人们对非洲大陆作

为新兴增长中心和活力市场的发展前景的乐观期待。我们特别强调，非洲大陆过

去十年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面对全球经济危机表现出卓越的复原力。 

 22. 我们重申，尽管最近情况大幅改善，但为了充分和及时实现国际商定的

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根据 2000 年 9 月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

_______________ 
2
 第 60/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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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合国千年宣言》
3 
以及《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所载各项价值观和原

则，非洲大陆的特殊需要尚未得到有效满足。我们还重申，我们坚定承诺结合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持续不断地讨论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强调制订这些目标不应分散实

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努力。 

 23. 我们确认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
4 
是提升非洲大陆经济的蓝图，并赞赏地

欢迎非洲国家在履行承诺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通过《非洲农业发展综合

方案》、非洲同行审议机制、由会员国和区域组织牵头旨在支持《非洲基础设施

发展方案》的《非洲联盟总统基础设施行动倡议》和《非洲生物科学和信息通

信技术倡议》取得进展。我们还强调，需要将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纳入 2015 年

后可持续发展目标，以促进可持续增长与发展，深化民主、人权、善治和健全的

经济管理与性别平等。 

 24. 我们确认应更多地关注非洲，更多地关注落实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

脑会议所作与非洲发展需要相关的以往各项商定承诺，同时指出，这些承诺的落

实进度依然滞后，为此，我们强调支持非洲可持续发展努力是国际社会的主要优

先事项，并着重指出需要充分落实这些国际商定承诺，尤其是《联合国千年宣言》、

《联合国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宣言》、
5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蒙特雷共识》、

6 
《可

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
7 
《2005 年

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和 2008 年关于非洲发展需求的政治宣言
8 
所载承诺。 

 25. 我们强调，消除贫穷是当今非洲大陆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我们赞赏地

注意到非洲联盟和各区域经济共同体在经济一体化方面所作的振兴非洲努力。 

 26. 我们呼吁继续支持在非洲采取措施，包括减免债务、改善市场准入、支

持私营部门和发展创业，以应对消除贫穷、饥饿、创造就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

挑战。 

_______________ 
3
 第 55/2 号决议。 

4
 A/57/304，附件。 

5
 第 57/2 号决议。 

6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报告，2002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墨西哥蒙特雷》(联合国出版

物，出售品编号：C.02.II.A.7)，第一章，决议 1，附件。 

7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2002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4 日，南非约翰内斯堡》(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03.II.A.1 和更正)，第一章，决议 2，附件。 

8
 第 63/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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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我们再次表示支持为落实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改造非洲经济，以反映非

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优先目标和我们对非洲区域协调机制的坚定信念。在这方

面，我们再次承诺继续将非洲作为大会的最高优先事项之一。 

 28. 我们承诺支持非洲巩固民主和善治。我们欢迎在落实已进入第十个年头

的非洲同行审议机制这一非洲大陆改进善治情况自我评估机制方面取得显著进

展，并鼓励尚未加入该机制进程的非洲国家考虑加入该进程。 

 29. 我们会员国和观察员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部长和代表们在通过本政治

宣言时再次承诺满足非洲大陆的发展需要，并重申我们相信非洲将迎来一个繁荣

的未来，充分体现尊严与和平的人类基本价值观念。 

 30. 我们祝贺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主席倡议举行这次高级别会议，并祝贺非

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对本次高级别会议予以宝贵支持并作出宝贵贡献。 

 

2013 年 4月 26 日 

第 74 次全体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