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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联合国６０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关于安理会改革的呼声日
渐高涨。安理会改革从１９９３年成立工作组至今已经走过了１７个年头，经历了三大阶段，出

现了不少方案。但是。由于国际社会与联合国机制之间存在需求与供给不平衡的矛盾，以及
改革程序的复杂，导致了改革的进程比较缓慢。基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联合国的改革可走
一条“先标准后地位、先扩大后否定”的渐进式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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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主张扩大安理会。以保证常任理事国在各地区的

一、安理会改革的缘起

代表性。在１９７９年第３４届联大期间，阿尔及利亚、阿根

自联合国成立后，由于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和联合国

廷、孟加拉国、印度等１０个国家再次要求把公平分配安理

自身发展的需要，联合国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其中关于

会席位和增加成员围数目的问题列入联大议程，但有关安

安理会改革的声音最为强烈，也是联合国改革中最复杂、

理会扩大的问题一直被列入联大议程中而没有进行正式

最关键、争议最大、难度最大的部分。早在１９４５年讨论和

审议。

通过《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的旧金山会议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国际形势和联合国的规模与

上，一些中小国家就提出要求增加非常任理事国以扩大中

成员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使得安理会的同有格局和

小国家在安理会成员中比重的意见，但未被采纳。１９５６年

丁作方法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两极格局的解体。多

第ｌｌ届联大召开期间。拉美国家首次提出扩大安理会问

极化趋势的出现，使得国际格局与联合国成立之初乃至冷

题，建议将非常任理事国从６个增加到８个。苏联等国反

战时期的情况大不相同，国际社会对安理会的结构安排和

对扩大安理会，理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同席位问

决策过程越来越不满意，要求打破旧格局、重塑身份、重

题没有解决之前，不得修改＜宪章＞，因此，建议在大会表

排座次、重定规则。另一方面，会员国数量大幅增加，尤

决时未获通过。１９６０年代初，由于大批新独立的哑非拉国

其是发展中国家占据了多数，使得联合国安理会代表的广

家加入联合国，要求扩大安理会的呼声越来越高，１９６３年

泛性和决策的民主性受到质疑和挑战。这样，安理会改革

１２月召开的第１８届联大通过了一项扩大决议．将安理会非

逐渐被提上日程。在１９９１年第４６届联大上。日本、德国、

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由６个增加到ｌＯ个，但常任理事国保持

埃及、巴西、尼日利亚等１５个国家共同提出修改＜宪章＞

原来的５个不变，该决议于１９６５年８月３１日开始生效。这

和扩大安理会的问题，是冷战结束后第一次对安理会扩大

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

发出的公开声音。１９９２年１月３１日，联合同召开了第一次

扩大。此后．继续要求扩大安理会的呼声持续不断，但

安理会首脑会议，在联合国改革方面主要就秘书长如何提

。几乎没有任何严肃的努力来改变其构成¨“。１９７０年，美

高秘书处的规划和作业的效率提Ｉ叶｛建议，同时在这次会议

国研究和平委员会在建议日本和印度应为常任理事国的同

上。日本、印度、委内瑞拉以及津巴布韦等周领导人还就

时，还提出一项关于。半常任理事国”的倡议。１９７２年．

安理会扩大和改革发表了意见。同年１２月“日第４７届联

［收稿日期】２０ｌｍ—ｌｌ—－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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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召开。大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由日本、印度、德

托各一个国家），４个非常任理事国（亚、非．拉、东欧地

国、巴两等国家提交的“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

区各一席），新常任理事国不享有否决权；敦促现任常任理

数同增加的问题”的第４７／６２号决议，各成员国根据该决

事国仅限于在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时使用否决

议的要求就安理会组成问题于１９９３年６月３０日前提交了书

权。③由于各成员国在安理会扩大规模、增加常任理事国

面意见，这些意见被汇总成Ａ／４８／２６４号与Ａ／４８／２６４号增

和否决权等问题上分歧很大，未能达成共识，该方案也随

编两个文件提交到第４８届联大讨论，联合国由此开始正式

着拉扎利本人任期届满而搁浅。

审议安理会改革问题。①

２０００年９月，联合同千年首脑会议召开。１９１个国家
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国千年宦青＞，会议还就安

二、安理会改革的进程

理会改革工作进行了审议，表示“加紧努力改革安全理事

安理会改革从正式启动至今大致可以分为ｉ个阶段。

会的所有方面”④，但“会议并未采取具体的改革行

第一个阶段，从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到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安理会

动”【２ Ｊ。２００２年安南连任联合国秘书长，继续推动联合国

改革正式启动，成立专门工作组但成效不大，这一阶段近

改革，但未取得大的进展。２００３年３月，美英等国家绕过

１２年。

联合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联合同陷入了空前的信任危机，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第４８届联大召开，根据会议通过的４８／２６

许多国家批评安理会没有制止这场战争。于是。在同年召

号决议成立了“安理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及其他相

开的第５８届联大成为了改革联合国呼声较为强烈的一次联

关问题Ｔ作组”（简称安理会改革工作组）。以审议安全理

大。安南决定启动联合国新一轮改革，安理会扩大也再度

事会成员数目增加问题的所有方面以及与安全理事会有关

成为热点问题。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安南宣布一个由１６名在国

的其他事项。工作组不限成员名额，从１９９４年１月开始工

际事务中具有影响力的权威人士组成的“威胁、挑战和改

作，由当年的联大主席担任Ｔ作组会议的主席。每届联大

革问题”高级别小组（１＇ｌｌｅ Ｈ讪一Ｌｅｖｅｌ

都要听取丁作组的报告并进行讨论。在接下来几年中，工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作组的讨论虽然非常激烈，也ｆ“台了不少方案，但皆阂缺

联合围改革进行研究磋商、提出意见以及出台报告。为新

少共同点而搁置。

一轮的联合国及安理会的改革做准备。

１９９７年１月，安南出任联合国秘书长，着手对联合同
进行改革，他在７月１６日提交了一份长达９４页名为｛：革
新联合周：改革方案＞（Ｒｅｎｅ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Ａ

Ｐｒｏ－

Ｒｅｆｏｒｍ）的一揽子报告．⑦旨在对除安理会改革

ｇｒａｍｍｅ ｆｏｒ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Ｔｈｒｅ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简称“名人小组”）成立，旨在对

第二个阶段．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到２００８年９月，安理会
改革方案迭出、两大阵营显现，这一阶段约４年。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名人小组”向安南提交了一份题为
＜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

（Ａ

Ｍｏｒｅ Ｓｅｃｕｒｅ

外几乎包括联合国所有的领域、部门和机构提出改革的建

Ｗｏｒｌｄ：Ｏｕｒ Ｓｈａｒ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的联合国改革建议报告

议和措施。一方面，安南清楚地知道安理会改革非常棘手、

（简称“名人小组报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安理

复杂，十脆避而不提；另一斤面．还因为在他提交报告４

会扩大的Ａ、Ｂ方案。⑤“名人小组报告”的ｍ台标志着安

个月前第５ｌ届联大主席拉扎利·伊斯梅尔（Ｒａｚａｌｉ ｉｓｍｍｌ）

理会改革的又一次启航。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１日，安南在“名人

已经提出了一份安理会改革方案，即“拉扎利方案”。其具

小组报告”的基础上向联大提交了一份题为＜大自由：实

体内容是：增加５个常任理事国（两个发达国家．亚、非、

现人人共享发展、安全和人权＞（Ｉｎ

ｌａｒｇ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Ｔｏｗａｒｄｓ

①当时包括巾问在内的６３个会员阔提交了书面意见。占会员困总数的３４％。在６３个国家的意见中．提出具体改革方案的有２４个。
占３８％。尽管方案很多．ｆｕ基本上是务讲各话。
⑦Ｒｅｎｅ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ｍｍ：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ｆｏｒ Ｒｅｆｏｒｍ，ｈｔｔｐ：／／ｄａｅｃｅｓｓ—ｄｄｓ—ｎｙ．ｕｎ．ｏｒｇ／ｄｏｃ／ＵＮＤＯＣ／ＧＥＮ／Ｎ９７／１８９／７９／ＩＭＧ／

Ｎ９７ １ ８９７９．ｐｄｆ？ＯｐｅｎＥｌｅｒｎｅｎｔ

③龙小泉，刘继南．对联合闭安理会改革的几点思考【Ｊ］．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０５。（４）．
④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Ｉ）ｅｅ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ｒ耐５２ｅ．ｈｔｍ．

⑤Ａ方案：增加６个没有胥决权的常任理啊１日席化（非洲、亚太务两个。欧洲和美洲各１个）和３个任期２年的非常任理事国。按主
要Ⅸ域分配。Ｂ方案：不增加常任理事Ｉ硐霈佗，但新增８个任期４年并町连任的。半常任理事同”席位（也称准常任理事国．非
洲、哑太、欧洲和美洲各２个）和１个任期２年、不町连任的非常任理事陶席位，按主要１）（域分配。参见安理会改革课题组．联合
同安理会改革ｆＩＩｉＩＩｉｉ观【Ｊ）．国际资料倩息．２００５：（７），１０；Ｒｅｐ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ｉ曲一Ｌｅｖｅｌ Ｐａｎｅｌ ０１＇１ Ｔｈｒｅａ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Ａ
ｓ“’ｕ＂Ｗｏｒｌｄ：Ｏｕｒ Ｓｈａｒ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ｓｅｃｕｒｅｗｏｒｈＶｒｅｐｏｒｔ２．ｐｄｆ．Ｐ．８Ｉ：“威胁、挑战和改革『ｌＩ】题高级

Ｍｏｒｅ

别小组的撤告”．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ｅ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ｅｕｒｅｗｏｒｌｄ／ｒｅｐｏｒｔｌｉｓｔ．ｈ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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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１）的报告①，

位的问题”，以缓和成员国在设立新的常任理事国问题上的

报告旨在“建立一个全球合作和具体行动的新时代的蓝

尖锐对立，此外，报告还提出了新设非常任理事国的四种

图”，力求成为“联合国历史上最有深远意义的一次改

形式。⑥由于报告没有提出设立新的常任理事国席位的问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ｆｏｒ

Ｒｉｆ；｝Ｉｔｓ

革”。【３】“安南报告”的出台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争论，

题，“四周联盟”表示出了明显的反对立场。并要求哈亚任

特别是在有关安理会扩大的建议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命新的工作组负责人。５月，哈亚任命了两名新协调员，他

报告迄今也未为联大所采纳。依据对方案的选择，国际社

们提出以“过渡性做法”为基础的报告仍没有引起“四周

会大致可分成三大阵营，即赞成Ａ方案的“四国联盟”

联盟”的兴趣。“四国联盟”转向要求启动安理会改革的

（即德国、日本、巴西和印度）及其支持者，赞成Ｂ方案的

“直接谈判”，引起了各方的争论甚至是反对。但就在第６ｌ

“团结谋共识集团”②及其支持者，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届联大即将闭幕时，各方经过磋商和妥协通过决定拟在第６２

与其他国家。它们或者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或者表明了自
己的立场。其中，“四同联盟”与“团结谋共识集团”较
量最为激烈，双方互不妥协。

届会议期问就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
及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其他事项进行政府间谈判。由此，
“政府间谈判”一词正式进入联大关于安理会改革的文件中。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４日．时任联大主席、安理会改革Ｔ作组
组长的哈亚（Ｉ ｋＩｖａ Ｂａｓｈｅｄ舢Ｋｈａｌｉｆａ）女士致信成员国重新
启动关于安川会改革的讨论，并宣布安理会改革Ｔ作组将
于２月８日恢复工作。哈亚表示，由于成员国希望以新颖
和富有创意的方式考虑安理会改革。因此，建议工作组围
绕如下问题进行思考，即扩大后的安理会规模、成员类别、
区域席位分配、否决权问题、安理会工作方法和安理会与
联合国大会的关系。③恢复工作的第二天，安理会改革工
作组召开会议，并任命了五位协调员专门负责研究上述五
个问题。④在整个第６ｌ届联大期间。工作组的重点也从先
前的“方案提出者”转变为“改革僵局的推动者”。针对
各方关于改革是采取“过渡性做法”（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２００７年９月，第６２届联大开幕，各成员固继续嗣绕在
改革下作组框架内还是另起炉灶举行政府间谈判启动安理
会改革展开较量。１２月，时任联大主席、安理会改革工作
组组长的斯尔贾·凯里姆（Ｓｒｇ／彻Ｋｅｒｉｍ）宣布成立由他及
智利、孟加拉国、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组成专门小组，
就安理会改革状况向安理会改革工作组提交报告，并对政
府问谈判机制进行讨论。２００８年夏，专门小组向联合国安
理会Ｔ作组提交报告，仍然坚持对安理会的下一步改革实
行“过渡性做法”，遭到了部分成员国的反对。９月，专门
小组提交新报告建议在第６３届联大期问举行政府间谈判，
但没有明确具体时间。
９月１５日是第６２届联大的最后一天，如果仍未达到一

还是启动“政府问谈判”（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ｍｍｅｎｔａｌ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的
争辩，哈亚加紧与成员国磋商，于４月１９日将五位协调员

致意见，那么，工作组将因失去联大授权而再度被迫停止

提出的报告提交给成员国．并将该报告与６月２６日智利的

安理会改革的讨论工作。成员国在最后时刻寻求了妥协，

报告一起汇总为“关于安理会改革下一步设想”的报告在

“团结谋共识集团”接受了“四周联盟”的要求，同意为

７月１９日的工作组非正式会议上提出。⑤报告建议．“在目

政府间谈判确定启动时间．最终促成第６２届联大通过６２／

前情况下，各会员国不妨在保留其原先立场的同时，探讨

５５７号决议，规定在联大非正式会议框架下启动政府问谈

目前正在出现的有关对安全理事会改革采用过渡性做法的

判，谈判在第６３届联大期问举行，将不晚于２００９年２月

新设想”。“探讨设立新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和过渡类别席

２８日⑦，并重申安理会改革将涉及哈亚建议的五个问题。

①报告分六大部分，详见Ｉｎ Ｌ丑ｒｇ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Ｔｏｗａｒｄ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ａｉｇｈｔ，ｆｏｒ

Ａｌｌ，ｈａｐ：／／ｗｗｗ．岫．ｏｑ矿Ｉａ呼柚ｅ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ｈｕｎ；粱西．安理会改革热潮再析［Ｊ】．武大国际法评论．２００６：（２），３．
⑦最初称为。咖啡俱乐部”（Ｃｏｆｆｅｅ Ｃｌｕｂ）。由巴摹斯坦、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阿尔及利砸、韩国、墨两哥、阿根廷、肯尼亚
等１２国组成．它们反对增加常任理事国，只希颦增加非常任理事国。
③ＧＡ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④Ｕｐｄａｔｅ

ｏｎ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⑤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ｈａｐ：／／ＷＷＷ．ｃｅｎｔｅｄｏｍｎｒｅｆｏｎａ．ｏｒｇ，／ｓｙｓｔｅｍ／ｌｉｌｅｓ／ＰＧＡ—Ｌｄｔｅｒ一２４Ｊａｎ０７．阻

Ｒｅｆｏｒｍ．ｈｔｔｐ：／／ｍ．ｅｅｎｔｅｄｏｒｕｎｒｅｆｏｒｍ．ｏｒｅ，／ｎｏｄｅ／２３９．
Ｆａｅｉｌｉｔａｔｏｍ，ｈｔｔｐ：／／嗍．ｕｕ．ｏｒｇ／ｇａ／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６１／ｌｅｔｔｅｍ／ＳＣ—ｒｄｏｒｍ—Ｆａｅｉｌ—ｒｅｐｏｒｔ一２０一Ａｐｒｉ卜０７．ｐｄｆ；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Ｇ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ｌ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Ｗｅｒｍｗｅｓｅｒ ｏｆ Ｌｉｅ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Ｈｅｒａｌｄｏ

Ｍｕ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ｌｅ．ｈｔｔｐ：，，’ｎＮ．ｍ．ｏｒｇ／ｇａ／ｐｎｅｓｉｄｅｎｔ／６１／ｌｅｔｔｅｒｓ／

ＳＣＲ—Ｒｅｐｏｒｔ一２６Ｊｕｎｅ０７．ｐｄｆ；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ｍ伪Ｄｉ粒ｕ∞Ｎｅｘｔ ＳｔｅｐＢ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ｍ．ｏ，ｓ／ｎｏｄｅ棚Ｏ．

Ｒｅｆｒａｉｎ，１９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７．ｈａｐ：／／ｗｗｗ．ｅ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ｕｍ｝

⑥一是在整个过渡安排期间担任非常任理事国，但可以被罢免；二是任期比正常的两年任期长．但可连选连任．任期长短和连选连
任的方式由谈判决定；三是任期比正常的两年任期长，但不能连选连任．任期长短由谈判决定；四是任期两年，但叮立即连选连
任。吴云．安理会改革：剪不断理还乱【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３日．
⑦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１６

Ｒｅｌｎ—ｔｈｅ ６２ｒｉｄ ＧＡ

Ｓｅ∞ｈ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Ａｈｅａｄ。ｈａ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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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阶段，从２００８年９月到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２日，启

出现了不少方案。在１９９０年代。多数成员国都提出了本国

动政府间谈判到进入“基于案文”谈判，这一阶段约２年。

关于安理会改革的方案．汇集于１９９３年的Ａ／４８／２６４号与

２００８年９月，第６３届联大开幕，政府间谈判的“框架
和模式”仍是有关各方的争论核心和焦点。在１２月５日第

Ａ／４８／２６４号增编两个文件中。④进人新世纪。就方案的代
一次会议上，“四国联盟”主张适用联大议事规则进行谈判

表性和争论激烈的程度来看。主要集中在“四国联盟”与

及表决。“团结谋共识集团”则坚持适用一致通过的决策方

“团结谋共识集团”之间。当然。影响改革进程的因素是错

式，主张先就谈判规则达成协议，然后再启动谈判。①在

综复杂的，尤其是五大常任理事国的态度和立场。

双方互不妥协的情形下，时任政府间谈判机制主席、阿富
表一有关各方在安理会改革核心问题上的立场⑤

汗常驻联合国代表查希尔·塔宁（Ｚａｈｉｒ Ｔａｎｉｎ）提出了一

成员类别

个折衷方案，即“政府间谈判不适用联大议事规则，但在
条件成熟时，再在联大正式会议的框架内进行谈判并适用
联大议事规则。”【．Ｊ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９日，联大召开非正式全
体会议．正式启动安理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但事实上．

四国

联盟

直到２００９年９月第６４届联大开幕后，各方的立场仍旧没有
改变，而且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国转向生产自救。安理
会改革也相应地被“冷落”。
然而，一直致力于加快安理会改革步伐的“四国联盟”
并没有保持沉默。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四国联盟”征集了近１４０
个成员国的签名．并致信塔宁，要求他提出具有各种选择

ｌ、新增十个非常
团结
任理事国
谋共识
２、建议增加七个
集团
准常任理事国

非洲
集团

的文本。并以此为基础启动谈判。此举遭到了。团结谋共

亚（３）、非（３）、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２）、西欧和东欧
各ｌ

否决权
在扩大后１５年内新
常任理事国将不使
ＪＨ否决权．之后进
行审议
否决权只适用于
＜宪章）第七章．即
威胁和平、破坏和
平和侵略行为ｆＩＩ】题

常任巾。分配给非
Ｉ、增加两类成员
逐渐取消否决权．
洲的不能少于两
２、常任，非洲≥
在番决权存ｎ：期间．
席；｛｝常任中，分配
两席；非常任，非
新任常任理事国应
给非洲的不少于
洲≥五席
享自．否决权

』脯

识集团”的质疑，认为目前开启“以文本为基础”的谈判
（Ｔｅｘｔ—Ｂａｓｅｄ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时机不成熟，而且文本应由成

员国而非政府问谈判机制主席提出。

判，这封信被视为“可能结束一个缓慢的进程并开启改革

常
任
理

的真正进步”。⑦经过几个月的准备，５月１０日塔宁将文本

事
国

持开放态度

俄

未明确表态．但不
未明确表态
支持【『ＩＩ陶办案

英

增加两类成员．支
持ｌ『ＩＩ陶和非洲国家

支持四国和非洲围 摹本一致．反对改
家成为新常任理 变现有否决杈机制
同英国．并建议常 事图
任理事国包含阿拉
们陶家
人常

法

草案提交给成员国审议，最后收回了３０份意见．塔宁综合
这些意见提出了“谈判案文”（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６月２日、
１１日、１６日和２８日相继召开了第五轮谈判的四次会议，到

中

无明确表态

９月１２日，政府问第五轮谈判结束。由此，关于安理会改革
的政府问谈判进入了具有实质意义的“基于案文”阶段。③

根据＜宪章）第
二十‘条确定新常
任理事闼

美

加１０年２月５日，塔宁致信成员国，要求成员围提出
“适合以谈判为目的”的案文，并准备开始政府间第五轮谈

区域席佗分配

亚（２）、非（２）、拉
ｌ、新增六个常任
美（１）、两欧（Ｉ）．
理事国（四国＋
即阳国加两非；
两非）
亚（１）、非（１）、东
２、新增四个非常
欧（１）、拉美和加
任理事国
勒比国家（１）

增加发展中国家的
代表性．让巾小国
家彳ＩＩ更多的机会轮
流进入安理会

在安理会扩大问题上。尽管各成员国对此基本认同并

安理会改革的方案及分歧

持开放态度，但在扩大类别、扩大数目、成员资格以及选

自１９９３年安理会改革Ｔ作组成立至今已过去１７年，

举方式和任期等诸多问题上存有异议·至今没有一个方案

固Ｏｐｅｎ—ｅｎｄｅ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②Ａ Ｎｅｗ Ｐｈａ∞ｉｎ
③Ｔｅｘｔ—ｂａｓｅｄ

Ｇｒｏｕｐ Ｍｅｅｔ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Ｈａ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Ｕｐｃｏｍｉｎｇ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ｈｔｔｐ：，，Ⅷ．ｃｅｎｔｅｄｏｍｎｒｅｆｏｒｍ．ｏｒｇ／ｎｏｄｅ／３７８．

Ｓｔａｒｔｅｄ．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ｎｔｅｄｏｒｕｎｒｅｆｏｒｉｌｌ．ｏｒｇ／ｎｏｄｅ／４２３．

Ｆｕｌｌ Ｓｗｉｎｇ．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ｎｔｅｄｏｍｎ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ｆ／ｍ）ｃｌｅＪ４２６．

④由于篇幅限制．２４个闻家提ｆｌ｛的炎于安理会成员及Ⅸ域席位分配的方案不能列出。参见袁士槟、饯文荣主编．联合国机制与改革
【Ｍ】．北京语育学院出版杜．１９９５．８４—８８．
⑤资料来源：Ｊｏｎａｓ

ｙｏｎ

Ｆｒｅｉｅｓｌｅｂｅｎ．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ｕｎｍｆｏｒｍ．ｏｒ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ｉｌｅｓ／Ｍａｎ丑ｆ；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ｅ＋

一＋Ｉ．＋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ｕｎｃｉｌ．ｐｄｆ；安理会改革课题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面面观［Ｊ】．国际资料信息．２００５：
（７），１０；吴云．安理会改革：剪不断理还乱【Ｎ］．人民Ｈ报．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３日；‘巾国荚了二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２００５

年６月７日，ｈｕｐ：／／ｂｗ．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ｍｂａｓｓｙ．ｏｒｇ／ｃｈｎ／ｚｔ／ＷＪＳＷ／Ｐ０２００５０９１９６９３１４０６２７２９０．叫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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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规定２／３会员国的支持。这里不妨以扩大类别的分

制否决权，主要以“团结谋共识集团”为代表。它们主张

歧略作分析。①“四围联盟”主张增加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

否决权应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明确指出否决权只适用于

理事国两类成员，并极力使自身跻于常任理事国之列。“团

《宪章》第七章，即威胁和平、破坏和平和侵略行为问题；

结谋共识集团”则反对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主张扩大安

保留否决权，又因否决权拥有国的数量而分为维持现有不

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并建议设立一个新的“准常任理事国”

变和实现增常后１５年内不变，前者以五常任理事国为代

成员类别。这种针锋相对从下面两点可以得到解释，一方

表，它们是否决权的设计者、享有者和既得利益者，它们

面，这些国家由于实力、财政贡献等不足，难以提出更高

都主张保留否决权，反对取消或过分限制否决权，对扩大

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们与“四圆联盟”均为相

后的新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多采取回避姿态，后者主要指

邻或周边国家，互为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有学者指出：

“四国联盟”，它们主张先实现入常，在人常后１５年内新常

“意大利担心一旦德国梦想成真，自己将成为惟一一个没有

任理事闰将不使用否决权，此后再进行审议。在取消或限

常任理事国地位的欧洲大国；巴基斯坦自然不会支持它的

制否决权的国家看来，安理会的否决权就像一把大铁锤，

‘宿敌’印度；墨西哥和阿根廷则反对巴西，因为在西班牙

使众多符合国际利益或中小国家要求的决议被无情地打掉

语占主导地位的南美洲，巴西是个讲葡萄牙语的‘另
类一；②韩国则由于历史问题对日本保持高度的警惕③。另
外，在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美国和中国属谨慎派④。强调
“涉及安理会的任何变化应以使安理会更有效率为前提”⑤，
欢迎在《宪章》原则下扩大成员；英法倾向于“四围联
盟”立场，支持增加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两类成员。
并支持“四国联盟”和非洲国家入常，法国还建议常任理

了。有损“会员围主权平等”原则，而坚持保留否决权的
国家则认为，这一制度是联合国不可动摇的基石，如果在
大国不一致的情况下，安理会可以按多数票做出重大决定。
并据此采取重大行动（甚至军事行动），那即有可能激化国
际社会的分裂，诱发危机，动摇国际法律秩序，甚至引起
联合国的瘫痪和解体。一，

事国应将阿拉伯国家纳入；俄罗斯对此没有明确表态，不

四、安理会改革的前景分析

过认为联合国“绝不能够轻易地检修一架既没有损坏而且
实际上还工作状况良好的机器，而带来使之瘫痪的

应该说，安理会改革在许多原则上已经达成了一致，
如反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以保证公平和代表性，

危险。”㈣
在否决权问题上。否决权是联合国运转机制的重要特

改进工作方法以增加决策的公开性与透明度，以及理性或

征。６０多年来，该问题一直被争论但其改革无重大进展。

限制使用否决权。但具体到如何改革时，争论和分歧依然

有学者指出，各国之间存在巨大分歧是历次安理会改革的

存在，尤其是一些关乎改革的核心问题，如安理会组成的

特征。更是造成历次安理会否决权制度改革失败的直接原

扩大、否决权问题和民主化等。有学者总结了１７年安理会

因。【６’其中，五大常任理事国的态度至关重要。它们非常重

改革的ｉ条路线，即改革工作小组主导的循序渐进路线、

视否决权。例如。美国前阚务卿赫尔曾指出：“我们的政府

对工作小组进程失望的积极推动路线与对改革极为不满的

若不能保持它的否决权，便不会在那里逗留一天的。”【ｕ总

激进变革路线，并认为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推动、相

的来说，关于否决权改革的方案主要有ｉ种：取消否决权，

互补充。⑥安理会改革包括一揽子内容，是一项综合性、

主要以伊朗、古巴、新加坡以及一些非洲国家为代表，它

系统性的工程。它将经历一个较长的曲折过程，不大可能

们认为“过时且不公正的‘否决权’已超出了本组织创始

一蹴而就。

人对否决权所定的原义……必须永久取消否决权”¨’；限

第一，国际社会与联合国机制之问存在需求与供给不

①有学者综合各国的立场，将扩大类别归纳为四种：充分两类扩大、有限两类扩大、一类扩大及另类扩大。参见Ｐｈｉｌｉｐ Ｚｅｌｉｋｏｗ．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Ｎｏ．７１．２００３．ＰＰ．１７—２８；李东燕．对安理会改革及其方案的比较分析

【Ｊ】．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ｌ：（１１），３６．
⑦龙小泉，刘继南．对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几点思考（Ｊ］．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０５，（４）．
③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０日＜韩国时报）报道。韩国总统在就安理会改革发表意见时特别强调：。任何一个希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
家首先应赢得该地区各国的信任。”这显然是对梦寐以求成为。军事大国”的日本的一种顾虑。韩国各大报章也纷纷发表评论，有

的甚至提出日本对常任理事国的谋求。存在道义上的障碍”。参见粱西．国际嗣境：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从日、德、印、巴争
常任理事同说起（Ｊ］．法学评论．２００５：（１）．３—４．
④不过．美国经常在适合本国战略需要时向有关国家抛撖榄枝。美国曾经表示过支持日本和德国人常，最近奥巴马政府又表示。挺
印”和支持日本人常。
⑤参见ＢａｒｂａｒａｃＭｂ瞰ｅ．。ＵＳ Ｒ∞ｄｙｆｏｒｍｕｃｈＩ＾曙日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ｕｎｃｉｌ，”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Ａｐ－Ｉ ３。２０００；‘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

场文件＞：ｈｔｔｐ：／／ｂ－．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ｍｂａ娜．ｍ＇ｇ／ｅｈｎ／ｚｌ／ＷＪＳＷ／Ｐ０２００５０９１９６９３１４０６２７２９０．ｐｄｆ．
⑥有荚这互条路线的具体情况及主张。参见李东燕．对安理会改革及其方案的比较分析［Ｊ】．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１：（１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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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的矛盾，导致安理会改革的步伐依然缓慢。如前所述，

对修宪拥有否决权，但一旦修宪决议已获得联大全体会议

安理会改革的要求日益迫切，其代表的广泛性与成员国的

２／３成员的通过，它们也难以起得实质性的阻挡作用。然

数目不成比例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国际经济、政治力量的

而，安理会改革所要经历的程序异常之多．这些程序复杂、

结构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安理会是“联合园各种机

繁琐。再加上各成员国在改革的具体问题存在着不同程度

构中结构最小、成员最少而权力最集中、影响最大的一

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使得每一道程序的通过都是步履维艰。

个”¨…，是联合围的“大脑”，“牵一发而动全身”。安理

更重要的是，各国的意见还必须经过其宪法程序批准。在

会的扩大不是简单地增加理事国数量的问题．而是权力分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安理会也进行过改革，当时的决议

配的问题。否决权改革也不是简单地获取投票权的问题，

在通过后，由各会员国批准生效的过程用了两三年时

而是联合国和安理会内部权力和利益再分配的问题。因此，

间。Ⅲ’此外，在安理会改革的时间表上。各方力量也奠衷

“对安理会的任何实质性的（甚至非实质性的）变动不仅

一是。比如，“四困联盟”入常心切．２００４年３月它们邀

需要启动修改《联合国宪章＞的复杂程序，而且实际上还

集１３０多个国家的驻联合围代表在纽约举行集会并发表声

会涉及到世界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拥有否决

明，提出了安理会改革程序：在２００５年夏季结束前由联大

权的常任理事围席位的调整在国际政治中更为敏感．将牵

通过框架决议草案，然后推选新的常任理事国，最后南联

动会员国（特别是大国）的每一根神经。”【ｌ¨以美国为例．

合国大会表决修改联合国宪章。５月１６日。“四周联盟”

它虽然承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授权

大量散发有关“增常”的框架性决议草案，除了规定“三

使用武力方面，然而它在巴尔干和伊拉克的行动使我们认

步走”的时间表（６月联大表决草案，７月中旬推选新常任

清了其本质：美国“意愿遵守国际协议，但仅仅在它适应

理事国，两周后联大表决修宪）以外，还规定联大可对有

美国的时候。¨１２１可见。世界上各主要力量在处理国际问

意成为新常任理事国的困家进行多轮投票，直到全部选出

题、进行国际合作时都是以本国利益和力量为出发点的。

为止。ＬＩ副且不说“四国联盟”方案的可行性如何，这种给

现实力量对比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较量。使安理会改革的力

联大。设定时间表与议程”的“过激行为”先后遭到了

量出现了分化，未能形成合力。正如安南所指出的那样，

“团结谋共识集团”、中美俄以及非洲联盟的反对，方案暂

联合国改革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在于联合国结构反映了数

时破产。概而言之，在１７年的安理会改革进程中，召开过

十年来各成员围在联合围的权力构成，在某些情况下甚至

数百次会议，方案迭出，争论激烈，但总是“雷声大雨点

是各成员国深刻的政治分歧的产物。Ｌｌ副联合国及安理会制

小”。这与安理会改革面临的复杂程序问题有相当大的关

度设计上的功能取向在实际中往往让步于成员国的行为理

系，直到当前（第６５届联大召开前）。它也仅仅是完成了

性。以德围争常为例．一方面，由于欧盟内英法已经是常

从磋商到谈判、由专门工作组到政府间谈判的形式变化

任理事国，德国入常必定会加重欧盟的力量．不利于结构

而已。

的平衡；另一方面。还会引起其他欧洲大国的心理失衡，

第二三，未来的安理会改革将经历一个“先易后难、循

尤其是意大利，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意大利极力推动

序渐进”①的过程。无论从国际影响力、财政贡献还是地

“团结谋共识集团”的方案。所以，正如一位学者所言：

域分配的角度来看，“四困联盟”都具有成为安理会扩员的

“全球化进程导致对联合国管理能力需求增加。而国际力量

潜在优势。然而．事态的进展与其意愿并不合拍。一方面，

结构和观念结构尚不能导致有效供给的加强。因而在管理

它们入常急切，没有认清联合周机制和国际环境生成的阻

需求和资源供应之间出现了巨大差距，从而有可能使联合

力，另一方面，四国捆绑是一把双刃剑，组成联盟入常

国改革进入较长的讨价还价停滞期。＂【¨’这一点或许对安理

“不是增加了支持面．而是增加了反对面”【ｌ”，甚至在某些

会改革更加适用。

问题上它们之间也存有分歧。然而．“安理会改革不是一个

第二．复杂的程序也决定了安理会改革进程是慢步、

事件，而是一个过程”②，虽存在着很多阻力．但改革的趋

谨慎的。“联合国太倾注于获取程序上的权力以致于常常忽

势不可逆转。因此，基于１７年的经验和教训．笔者建议，

略ｒ后果”【ｌ”，以安理会扩大来说，要实现安理会的扩大，

安理会改革可走一条“先标准后地位、先扩大后否定”的

必须经过“五关”：（１）秘书长的临时议程关；（２）总务

渐进式道路．具体来说：在安理会扩大上。未来几年内

委员会筛选关；（３）专门委员会表决关；（４）联大全体会

（五年为宜），先按地域、贡献等标准扩大非常任理事国．

议表决关；（５）修宪关。¨＂从理论上讲，五个常任理事国

同时给四国和某几个处于“第二梯队”的国家提供“半

①就一致建议尽快做Ｈ｛决定．对摩大分歧『ＩＩ】题继续磋商，争取广泛一致．但不应人为设定时限或强行推动作ｍ决定。参见‘中同戈
于联合陶改荸ｆＩｌＪ题的覆场文件＞，２００５年６月７目．ｈｔｔｐ：／／ｂｗ．ｅｈｉｎｅｓｅｅｍｂａ“ｙ．ｏｒｇ／ｅｈｎ／ｚｔ／ＷＪＳＷ／Ｐ０２００５０９１９６９３１４０６２７２９０．ｐｄｆ．
⑦加权返还累进表决法也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其多数是指表决权萤的多数．并非周家数量的多数。参见舒源．寻求权利与权力的平

衡点——加权返还累进表决法【Ｊ】．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１：（２）．３６－４０．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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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常任理事国”席位，在接下来的五到十年内实现

消该席位。如此，否决权问题也要做相应变化，“可考虑将

“半（准）常任理事国”个别而非捆绑式的入常；在名额

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制’改进为‘２—３票（缀连）否

分配上，非常任理事困四席，亚、非、东欧、拉美和加勒

决制…㈣或实行“加权返还累进表决法”①，但常任理事

比国家各一席；半（准）常任理事国五席，四国和一个非

国的否决权不能完全取消。

洲国家。一旦所有“半（准）常任理事国”全部人常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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