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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大

会

正式记录

第七十三届会议

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第

2019年7月3日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埃斯皮诺萨•加西斯女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厄瓜多尔）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星野先生（日本）主持会
报告，以及与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
议。

问题有关的其他项目。

下午3时45分开会。

此外，委员会审议了关于改善联合国财政状况
的报告以及关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特别政治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代 理 主 席 （ 以英语发言） ： 大 会 现 在 审 议 第
五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34、136、138、150至155

任务、斡旋和其他政治举措的费用估计数的报告。
现在请允许我介绍第五委员会的各份报告，其
中载有关于需要大会采取行动的问题的建议。

、157至161、162 （a）和（b）、163至166和135的
在题为“财务报告和已审计财务报表以及审计

报告。

委员会的报告”的议程项目134下，第五委员会的报
我请第五委员会报告员、摩洛哥的希沙姆·乌

告载于文件A/73/671/Add.1。有人要求就是否将口

西哈穆先生先生一次性向大会介绍第五委员会的各

头修正案纳入决议草案问题进行记录表决。委员会

份报告。

投票反对纳入口头修正案。在报告第13段中，委员

乌西哈穆先生（摩洛哥），第五委员会报告员
（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向大会介绍第五委员会
的各份报告，其中载有关于在第七十三届会议续会
第二期会议期间审议的问题的建议。

会建议大会通过整项决议草案。委员会以记录表决
的方式通过了该决议草案。
关于题为”2018-2019两年期方案预算”的议程
项目136，委员会在其报告A/73/686/Add.2第6段中

第五委员会于5月6日至7月3日期间开会，举行

建议大会通过一项关于联合国支助荷台达协议特派

了9次全体会议和多轮非正式磋商，其中有些磋商一

团的题为”大会和（或）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特别政

直持续到深夜、凌晨和周末。按照1994年12月23日

治任务、斡旋和其他政治举措费用估计数”的决议

第49/233A号决议，召开第五委员会续会第二期会议

草案。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

主要是为了审议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行政和预算

在题为“改善联合国财政情况”的议程项目138

问题及相关问题。委员会审议了16项维持和平行动

下，委员会在其载于文件A/73/923的报告第6段中建

的经费筹措问题和审计委员会关于维持和平行动的

议大会通过一项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的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
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
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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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题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

关于议程项目162（b）“联合国中东维持和平

和预算问题”的议程项目150下，委员会在其载于文

部队经费的筹措：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第

件A/73/936的报告第13段中建议大会通过下列三项

五委员会的报告载于文件A/73/920。委员会审议了

决议草案：题为“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决议

经口头修正的决议草案，并且经一次记录表决，决

草案一；题为“乌干达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经费的

定保留序言部分第4段和现有执行部分第4、5和13

筹措”的决议草案二；以及题为“意大利布林迪西

段。在该报告第12段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经口

联合国后勤基地经费的筹措”的决议草案三。委员

头修正的整项决议草案。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

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这三项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

在这份报告的第14段中，委员会还建议大会通

在题为“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

过一项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的决定草案，使今天通

的议程项目135下，委员会在其载于文件A/73/687/

过的所有与维持和平预算和特别政治任务有关的决

Add.2的报告第5段中建议大会通过一项关于推迟到

议自7月1日起生效。

以后审议的问题的决定草案。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

关于涉及维和行动经费筹措问题的决议草案，
我谨通知大会，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下列决议草
案。

了该决定草案。
在结束发言之前，请允许我感谢各代表团在谈
判过程中给予合作。我还谨感谢第五委员会主席吉

第五委员会的各份报告是在下列议程项目下提
交的：议程项目151，报告载于文件A/73/925；议程
项目152，报告载于文件A/73/933；议程项目153，
报告载于文件A/73/921；议程项目154，报告载于文
件A/73/930；议程项目155，报告载于文件A/73/929
；议程项目157，报告载于文件A/73/922；议程项目
158，报告载于文件A/73/932；议程项目159，报告

莉恩·伯德大使干练地指导我们完成艰难的工作。
我还谨感谢主席团的各位同事：哥伦比亚的法比
奥·埃斯特万·佩德拉萨·托雷斯先生、爱沙尼亚
的安德烈•利潘德先生、巴基斯坦的哈西卜·古哈尔
先生、巴西的路易斯·费尔德曼先生，当然还有澳
大利亚的吉莉恩·里斯夫人。每天与他们共事对我
来说确实是一次令人愉快的经历。

载于文件A/73/934；议程项目160，报告载于文件

最后，请允许我真诚感谢我的家人理解我在第

A/73/935；议程项目161，报告载于文件A/73/928；

五委员会的工作，并感谢奥马尔·海拉尔大使持续

议程项目163，报告载于文件A/73/924；议程项目

给予支持。

164，报告载于文件A/73/927；议程项目165，报告
载于文件A/73/674/Add.1；最后是议程项目166，报
告载于文件A/73/926。
关于议程项目162（a）“联合国中东维持和
平部队经费的筹措：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载于文件A/73/931。有人要求
就是否将口头修正案纳入决议草案问题进行记录表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第五委员会
报告员。
在进行下一步工作之前，我谨向各位代表强调
指出，由于第五委员会今天上午才完成其工作，各
份报告目前只有英文本。我的理解是，将尽快以所
有语文印发这些报告。我感谢各位成员给予谅解。

决。委员会投票反对纳入对这份报告相关段落的修

各代表团关于第五委员会各项建议的立场已在

正案。在第10段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整项决议

委员会表明，并反映在相关正式记录中。因此，如

草案。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

果没有人根据议事规则第66条提出建议，我就认为
大会决定不讨论今天摆在其面前的第五委员会的各
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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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因此，发言将仅限
于解释投票理由。
我谨提醒各位成员，根据第34/401号决定第7
段，大会同意：

赞成：
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巴
哈马、巴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贝宁、
不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博茨瓦纳、巴西、
文莱达鲁萨兰国、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
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

“如果一个主要委员会和全体会议审议同一决

科摩罗、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朝鲜

议草案，各代表团应尽可能只发言一次解释其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

投票理由，即在委员会，或是在全体会议，但

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

该代表团在全体会议所投票与其在委员会所投

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斐济、冈比

票有所不同时，不在此限。”

亚、加纳、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

我还谨提醒各代表团，同样根据大会第34/401
号决定，解释投票理由以10分钟为限，并且各代表
团应在各自席位上发言。

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伊拉克、牙买加、约旦、哈萨克斯坦、肯
尼亚、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
嫩、莱索托、利比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

在我们开始就第五委员会各份报告所载的建议

马里、毛里求斯、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

采取行动之前，我谨通知各位代表，除非事先另有

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

通知，否则我们将以在第五委员会采用的同样方式

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

作出决定。这意味着，如果在第五委员会进行了记

拉圭、秘鲁、菲律宾、卡塔尔、俄罗斯联邦、

录表决，我们也将这样做。

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我还希望，我们可以不经表决通过那些在第五
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的建议。

丁斯、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
加坡、索马里、南非、斯里兰卡、苏丹、苏里
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泰

议程项目134（续）
财务报告和已审计财务报表以及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3/671/Add.1）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摆着第五
委员会在其报告第12段中建议的一项决议草案。
我现在请观察员国巴勒斯坦观察员代表77国集
团和中国就程序问题发言。
Bamya先生（巴勒斯坦）（以英语发言）：我只
想请各代表团对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就题为“
财务报告和已审计财务报表以及审计委员会的报
告”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进行了记录表决。
19-20362 

国、东帝汶、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
其、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
国、越南、津巴布韦
反对：
阿尔巴尼亚、安道尔、澳大利亚、奥地利、比
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加
拿大、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
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
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
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
宛、卢森堡、马耳他、墨西哥、摩纳哥、黑
山、荷兰、新西兰、北马其顿、挪威、波兰、
葡萄牙、大韩民国、罗马尼亚、圣马力诺、斯
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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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的决议草案将解决问题

坚合众国

的任务分配给按时全额缴纳会费的国家，尽管这

决议草案以101票赞成、49票反对获得通过（第

个问题是由拖欠会费的国家造成的。这不是一个

73/268号决议）。

真正的解决方案，可能会在未来造成更糟糕的财务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

剧病况。我们不阻碍共识，但我们申明我们无法加

段对议程项目134的审议。
议程项目136
2018-2019两年期方案预算

状况。它无法治愈疾患，只能治疗表征，而且会加
入共识。我国代表团不能为违反基本预算纪律的行
为负责，也不能承担为其他会费拖欠国提供补贴的
责任。在确定今后缴纳维和特派团预算摊款的时限
时，我们不得不考虑到上述情况。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3/686/Add.2）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摆着第五
委员会在其报告第6段中建议的一项决议草案。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现在就该决议
草案作出决定。第五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
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73/307号决议）。

我们现在就题为“大会和（或）安全理事会授
权的特别政治任务、斡旋和其他政治行动的费用估
计数”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五委员会未经表决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
段对议程项目138的审议。

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
样做？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73/306号决议）。

议程项目150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3/936）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
段对议程项目136的审议。
议程项目138
改善联合国财政情况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3/923）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摆着第五
委员会在其报告第6段中建议的一项决议草案。
俄罗斯联邦代表要求在通过决议前发言解释立

代 理 主 席 （ 以英语发言） ： 大 会 面 前 摆 着 第
五委员会在其报告第13段中建议的三项决议草案和
该委员会在同一份报告第14段中建议的一项决定草
案。
我们现在逐一就决议草案一、二和三以及决定
草案作出决定。
大会首先就题为“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
决议草案一作出决定。第五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
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场。
丘马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

决议草案一获得通过（第73/308号决议）。

：我们遗憾地强调，没有就俄罗斯提出的关于如何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就题为“

真正改善联合国财政情况并解决现有问题的建设性

乌干达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经费的筹措”的决议草

建议进行恰当对话或适当审议。真正支持秘书长意

案二作出决定。第五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

味着按时全额缴纳会费。俄罗斯按时全额缴纳经常

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预算和维和特派团预算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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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二获得通过（第73/309号决议）。
代 理 主 席 （ 以英语发言） ： 我 们 现 在 审 议 题
为“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经费的筹措”
的决议草案三。第五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
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大会现在就该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五委员会
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
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73/312号决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

决议草案三获得通过（第73/310号决议）。

段对议程项目152的审议。

代 理 主 席 （ 以英语发言） ： 我 们 现 在 审 议 题

议程项目153

为“维持和平预算和特别政治任务的决议的生效日
期”的决定草案。第五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
定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决定草案获得通过（第73/555号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
段对议程项目150的审议。
议程项目151
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经费的筹措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3/925）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摆着第五

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经费的筹措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3/921）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摆着第五
委员会在其报告第6段中建议的一项决议草案。
大会现在就该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五委员会
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
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73/313号决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
段对议程项目153的审议。

委员会在其报告第6段中建议的一项决议草案。
大会现在就该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五委员会
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
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73/311号决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
段对议程项目151的审议。
议程项目152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经费的筹措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3/933）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摆着第五

议程项目154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经费的筹措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3/930）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摆着第五
委员会在其报告第6段中建议的一项决议草案。
大会现在就该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五委员会
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
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73/314号决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
段对议程项目154的审议。

委员会在其报告第6段中建议的一项决议草案。
议程项目155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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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3/929）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摆着第五
委员会在其报告第6段中建议的一项决议草案。
大会现在就该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五委员会
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
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73/315号决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
段对议程项目155的审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
段对议程项目158的审议。
议程项目159
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3/934）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摆着第五
委员会在其报告第6段中建议的一项决议草案。
大会现在就该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五委员会
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

议程项目157
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3/922）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摆着第五
委员会在其报告第6段中建议的一项决议草案。
我们现在就该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五委员会
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
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73/316号决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
段对议程项目157的审议。

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73/318号决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
段对议程项目159的审议。
议程项目160
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3/935）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摆着第五
委员会在其报告第6段中建议的一项决议草案。
我们现在就该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五委员会
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

议程项目158
联合国海地司法支助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3/932）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摆着第五
委员会在其报告第6段中建议的一项决议草案。
我们现在就该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五委员会
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
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73/317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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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73/319号决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
段对议程项目160的审议。
议程项目161
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经费的筹措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3/928）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摆着第五
委员会在其报告第6段中建议的一项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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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就该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五委员会

最后，我国代表团敦促所有会员国对该口头修

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

正案草案投赞成票，这是因为投票赞成该段将支持

也希望这样做？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尊重各国国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73/320号决议）。

家主权和不干涉国家内政。此外，这将维护维持和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

持。

段对议程项目161的审议。
议程项目162
联合国中东维持和平部队经费的筹措
（a）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
（b）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3/931）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摆着第五
委员会在其报告第10段中建议的一项决议草案。
我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介绍对决议草案
的口头修正。
阿瓦德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
伯语发言）：叙利亚代表团反对一些国家有系统缩

平行动工作的基本原则，也确实是对某个国家的支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代表介绍了对第五委员会报告中建议的决议草案
的口头修正案。根据议事规则第90条，大会将首先
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介绍的口头修正案草案
作出决定。
有人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成：
白俄罗斯、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布隆迪、中
国、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尼加拉瓜、俄罗斯联邦、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反对：

减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任务

阿尔巴尼亚、安道尔、澳大利亚、奥地利、

授权的行为，根据安全理事会第350（1974）号决

比利时、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加拿

议，这首先是一项军事任务，而不是政治任务。我

大、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

们愿确认，这个问题与员额无关，而是涉及我国对

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

在其领土上维持和平特派团的原则立场。因此，在

亚、德国、希腊、危地马拉、圭亚那、匈牙

提议任何员额时，必须考虑东道国的关切。这个问

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

题不仅仅与叙利亚有关，还与维持和平特派团自创

拉脱维亚、莱索托、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

立以来的基本原则有关。

森堡、马耳他、墨西哥、摩纳哥、黑山、荷

我国代表团不得不提出一项口头修正案，在决
议草案中增加以下段落：

兰、新西兰、北马其顿、挪威、巴拉圭、波
兰、葡萄牙、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
马尼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斯洛伐克、

“表示注意到行预咨委会报告第18段，决定裁

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

撤裁撤2个在一般临时人员项下供资、自2015

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

年6月以来一直空缺的国际临时职位，即1个特

坚合众国

派团联络干事（P-4）和1个高级特别政治顾问
（P-5）国际职位。”

弃权：
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巴哈
马、巴林、孟加拉国、贝宁、文莱达鲁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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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哥伦
比亚、科摩罗、哥斯达黎加、刚果民主共和
国、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
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埃
塞俄比亚、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
绍、海地、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牙买
加、哈萨克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摆着第五
委员会在其报告第12段中建议的一项决议草案。
我们现在就题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经
费的筹措”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对决议草案提出一项口
头修正案。

嫩、利比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蒙

瓦 克 斯 先 生 （ 以 色 列 ） （ 以英语发言） ： 以

古、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尼泊尔、尼

色列对这项决议草案的长期立场众所周知，仍然未

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

变。序言部分第四段和现有的第4段、第5段和第13

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南

段的作用只是在应当是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预算经

非、斯里兰卡、苏丹、泰国、多哥、特立尼达

费的实质性讨论中推进一个政治议程的作用。因

和多巴哥、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

此，我们呼吁从该决议草案中删除这些段落，并敦

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

促其他会员国对删除这一可能使我们的重要工作政

对决议草案的口头修正案以58票对11票、64票

治化的无效措辞投赞成票。

弃权被否决。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现在就第五委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观察员国
巴勒斯坦观察员发言。

员会报告中建议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五委员会

巴米亚先生（巴勒斯坦）（以英语发言）：我

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

谨呼吁所有代表团对以色列提出的决议草案修正案

也希望这样做？

投反对票。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73/321号决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以色列代表对第五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阿拉伯叙利亚

委员会报告中建议的决议草案提出了一项口头修正

共和国代表发言，他希望发言解释对刚刚通过的决

案。根据议事规则第90条，大会将首先就以色列代

议的立场。

表提出的口头修正案作出决定。有人要求进行记录

阿瓦德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英语
发言）：我国代表团加入了关于通过涉及联合国脱
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的第73/321号决
议的共识。与此同时，我们要重申，筹措观察员部
队经费的责任必须由占领国以色列承担，因为是它
导致设立了该特派团。我们的立场符合1963年6月27
日第1874（S-IV）号决议规定的基本原则。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
段对议程项目162分项（a）的审议。
（b）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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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成：
加拿大、以色列、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
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
尼亚、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
贝宁、不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博茨瓦纳、
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布隆迪、柬埔寨、智
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哥斯达黎加、
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刚果民主共
和国、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
19-20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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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斐济、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
段对议程项目162分项（b）的审议。

比绍、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伊拉克、牙买加、约旦、肯尼亚、

议程项目163

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尼加拉瓜、尼日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拉圭、秘
鲁、菲律宾、卡塔尔、俄罗斯联邦、圣文森特
和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
利昂、新加坡、索马里、南非、斯里兰卡、苏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3/924）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摆着第五
委员会在其报告第6段中建议的一项决议草案。

丹、苏里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

大会现在就该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五委员会

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其、乌干达、阿

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

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

也希望这样做？

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津巴布
韦
弃权：
阿尔巴尼亚、安道尔、澳大利亚、奥地利、比
利时、保加利亚、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
得、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73/323号决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
段对议程项目163的审议。
议程项目164

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加蓬、

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海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3/927）

地、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
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
宛、卢森堡、马耳他、摩纳哥、黑山、尼泊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摆着第五
委员会在其报告第6段中建议的一项决议草案。

尔、荷兰、新西兰、北马其顿、挪威、巴拿

我们现在就该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五委员会

马、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

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

国、罗马尼亚、圣马力诺、塞尔维亚、斯洛伐

也希望这样做？

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73/324号决议）。

决议草案的口头修正案以3票赞成、89票反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

对、57票弃权被否决。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现在就第五委
员会报告中建议的经口头修订的整项决议草案作出
决定。第五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
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经口头修订的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73/322号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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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对议程项目164的审议。
议程项目165（续）
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经费的筹措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3/674/Add.1）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摆着第五
委员会在其报告第6段中建议的一项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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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就该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五委员会
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
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73/278 B号决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
段对议程项目165的审议。

议程项目135（续）
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3/687/Add.2）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摆着第五
委员会在其报告第5段中建议的一项决定草案。
我们现在就题为“推迟到以后审议的问题”的

议程项目166
安全理事会第1863 （2009）号决议引起的活动的经
费筹措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3/926）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摆着第五委员
会在其报告第6段中建议的一项决议草案。
我们现在就该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五委员会
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
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73/325号决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

决定草案采取行动。第五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
定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决定草案获得通过（第73/547 C号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对议
程项目135的审议。
我谨代表大会感谢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暨
第五委员会主席吉莉恩·伯德女士阁下、主席团成
员和各代表团所做的出色工作。
大会就此结束对其面前的第五委员会所有报告
的审议。
下午4时40分散会。

段对议程项目166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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