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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内容

对涉叙利亚问题决议
投反对票的国家
中国

俄罗斯

古巴

伊朗

朝鲜
叙利亚

委内瑞拉

白俄罗斯

玻利维亚

厄瓜多尔

尼加拉瓜

津巴布韦

提出决议的国家
巴林、埃及、约旦、科威特、卡塔尔、沙特、突尼斯等
十多个阿拉伯国家，及英国、美国、法国等数十国。

137 国投赞成票、12 国反对、17 国弃权

新京报制图 郭/宇

●谴责叙利亚政府武力压制反对派
的行为；
●要求叙利亚政府立即停止一切暴
力行动；
●释放所有近期被拘禁的人士；
●从叙利亚城镇撤出所有政府军；
●保障和平示威的自由；
●确保阿盟和国际媒体人士自由进
入叙利亚。
据新华社电

中俄反对 联合国通过涉叙问题决议
决议支持阿盟倡议，谴责叙利亚政府武力压制反对派，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暴力行动
联 合 国 大 会 16 日 通 过
叙利亚问题决议。大会当天
以 137 票赞成、12 票反对和
17 票 弃 权 的 表 决 结 果 通 过
这一决议。

类似决议此前遭否决
这份决议的内容与先前
遭到联合国安理会否决的一

中国

声

份决议草案类似，主要是对
阿拉伯国家联盟最近提出的
有关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倡议
表示支持，谴责叙利亚政府
武力压制反对派的行为。决
议还向叙利亚政府提出 5 点
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暴力行
动；释放所有近期被拘禁的
人士；从叙利亚城镇撤出所
有政府军；保障和平示威的

自由；确保阿盟和国际媒体
人士自由进入叙利亚。
另外，决议呼吁联合国
任命一名特使，斡旋和平解
决叙利亚危机的进程。

决议没有法律约束力
阿盟外交部长会议 1 月
22 日提出叙利亚危机倡议，

敦促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将所
有权力移交给第一副总统，
要求叙方两个月内组建包括
反对派在内的国民团结政
府。2 月 4 日，以这份倡议为
蓝本的一份决议草案遭联合
国安理会否决。联合国大会
决议有政治影响力，没有法
律约束力；联合国安理会决
议则具有强制性。

“前所未有的孤立”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苏
珊·赖斯说，这份决议使巴沙
尔遭到“前所未有的孤立”。
叙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加法
里在表决前说，决 议“ 有 偏
见”，无法反映叙利亚当前局
势，是对叙利亚内部事务的

干涉。
中国投票反对这一决
议，俄罗斯同样投反对票。
叙利亚 2011 年 3 月中旬
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
动 ，此 后 暴 力 冲 突 不 断 升
级。政府和反对派之间旷日
持久的冲突已造成大量人员
伤亡。
新华社电/专稿

音

反对强推政权更迭
据新华社电 中国
在表决中投了反对票。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
代表王民在表决后所做
的解释性发言中说，中方
主张国际社会应充分尊
重叙利亚主权、独立、统
一和领土完整，尊重叙利
亚人民的自主选择，尊重
叙各方政治对话达成的
成果，不赞成对叙利亚实
施武力干预或强行推动
所谓“政权更迭”，认为制
裁或威胁使用制裁无助
于问题的妥善解决；国际
社会及联合国在叙利亚
问题上的行动，应有助于

缓解紧张局势，有助于推
动政治对话、化解分歧，
有助于维护中东地区的
和平与稳定，有助于维护
国际社会的团结，而不是
使问题复杂化。
王民说，中方谴责一
切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
行为，敦促叙利亚政府和
各政治派别立即、全面停
止所有暴力活动，尽快恢
复国家稳定和社会正常秩
序；呼吁叙利亚政府认真
倾听人民要求变革、发展
等合理诉求；呼吁叙利亚
各政治派别通过法治和非
暴力途径表达政治意愿。

俄罗斯

2 月 16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前左一）在投票后发言。

有人想搞孤立政策

俄罗斯是对联大决
议投反对票的国家之一。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
代表丘尔金在表决后发
言说，该决议“在很大程
度上反映了令人担忧的
趋势：有人试图孤立叙利
亚领导层，拒绝与其进行
任何接触，并将外部的模
式强加（给叙利亚）以实
现政治解决”。
据了解，在表决前的
磋商中，俄罗斯常驻联合
国代表团提出了对草案
的修正意见，要求加入敦
促叙利亚反对派停止暴
力活动以及政府军撤出

与反对派停止暴力袭击
行动同步进行等内容，但
遭到决议草案提案国代
表的拒绝。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
夫 15 日晚在维也纳警告
说，推动叙利亚政权更迭
将使其陷入全面内战。
拉夫罗夫重申，俄方认为
应通过无先决条件的全
面国内对话解决叙利亚
问题。他说，为对话设置
先决条件以推动政权更
迭的做法将直接导致更
多人员伤亡，并把叙利亚
引向全面内战的道路。
新华社电/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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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

中阿关系将“受伤”？

决议背后有何玄机？

综合新华社电 对有
关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
中
国与俄罗斯等 12 个国家投
票反对。专家认为，
此举反
映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连续
性，表明中国是《联合国宪
章》的坚定支持者，中国为
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与
安全的外交努力最终将获
得阿拉伯国家的理解。
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
长兼总干事张小安说，
中国
再次投了否决票，
主要原因
是中国的关切没有得到解
决，
这反映了中方立场的连
续性。张小安说，
中国认为
只要求一方停止暴力活动，

综合新华社电 分析人
士认为，由于联大决议对各联
合国会员国没有法律约束力，
这一决议只具有一定的政治
影响和象征意义。有关国家
急于通过这一决议，其目的是
要进一步加大对叙利亚政府
的政治压力，以推动在这一独
立主权国家实现“政权更迭”。
从内容上看，联大当天通
过的决议与本月 4 日在联合
国安理会被俄罗斯和中国否
决的那份决议草案非常相
似。在安理会未能通过涉叙
决议草案后，有关国家转而在
联大推动此决议，继续向叙利
亚巴沙尔政权施压。

既不公平，
也不能阻止暴力
活动，
相反只会加剧暴力活
动。但是西方国家却拒绝
了这一要求，因此中、俄等
12 个国家投了反对票也是
情理之中。
专家们普遍认为，中
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经历
了历史、时间和国际风云
的 考 验 ，基 础 是 牢 固 的 。
中阿合作的基础绝不会因
为中国在联大和安理会就
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投了
否决票而受到影响。相
反，中国的决定更是出于
有利于中东地区整体和平
稳定的考虑。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