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S/859
申請入會國資格審査委員會就錫蘭申
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事提交安
全理事會之報吿

議 ' 决 議 ， 經 在 M r . Rafik A s h a 主 席 主 持 之
下，於六月二十九日集會，審核錫蘭聲請加
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一事。委員會過半數會員
對於錫蘭之聲請均表示贊助。蘇維埃社會主

[原,：英文]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申請入會國資格審査委員會，遵照安全
理事會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一日第三一八次會

義共和國聯邦及鳥克蘭蘇維埃fi會主義共和
國諸代表在委員會開會時，則對是項聲請拒
絕表示意見，並保留各該國代表M日後在安
全理事會討論錤蘭聲請書時所持之立場。

文件S/927
南斯拉夫代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八
日致秘書長函，附送南斯拉夫政府
致安全理事會主席蘭於特里亞斯
特自由區之照會一件
[原件:英文]
—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茲遵南斯拉夫聯邦八民共和國政府訓
令，檢附致安全理事會照會一件，敬乞賜轉
安全理'事會主席Mr. Dmitri Manuilsky閣下，
並煩轉達本國政府請求將此事項列入安全理
事會議事日稃之意。
再者，本人擬請台端轉吿Mr. Manuilsky,
將來該事項提出安全理事會時，本國政府請
求參加討論。本國政府業已指派本人爲討論

據和約第二十一條，聯盟國及與國，以及
義大利，均曾確認特里亞斯特自由區之獨立。
特里亞斯待自由區之獨立，並由安全理事會
加以保證。
按照和約附件六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特
里亞斯特自由區與任何國家在經濟上具有排
他性之結合，均屬違反其特殊地位。永久規
約之此項規定，自可適用於臨時政府期間，且
照和約附件七第二條，更必須適用之。
荚斯科外長會議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二

此事之代表。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
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簽名)Joza VlLFAN

日之決議内，亦,載明此事。該決議明白規
定,所有有關特里亞斯特自由區預算、支出平
衡、幣制、關税及其他财政經濟間題之解決，
均應本諸永久規約，尤其是永久規約第二十

致安全理事會主席照會
柏爾格來德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四條第四項，之規定，對自由區之經濟獨立加
以規定——凡此規定在特里亞斯特自由區臨
時政府規約有效期間内亦應適用。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茲謹促請

依照和約附件七第十一條規定，在獨立

安全理會對下述事實予以注意，因按照對義

幣制未確立前，義大利幣里拉仍爲特里亞斯

大利和約附件六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

特自由區之法定貨幣。因此義大利應與盟國

條之規定，安全理事會負有保證特里亞斯斯

軍事統帥部及南斯拉夫陸軍之軍事行政機關

特自由區領土完螌與獨立之責也。

簽訂條約，以保證里拉及外國貨幣得供應於

關於盟國軍事統帥部，尤其英美兩國政

特里亞斯特自由區，a此項條約不得達反和

府方面，不斷違反對義大利和約之行爲，南

約第二十一條及.永久規約第二十四條第四項

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曾向美利堅合衆

之規定，因義大利亦受此等規定之約束也。

國及英聯王國兩國政府數次發出照會。南斯

故就條約義務言，盟國軍事統帥部以及義大

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並已將其一九四八

利之以義幣里拉供應於該區域，應便特里亞

年四月十二日致美利堅合衆國及英聯王國兩

斯特自由區之經濟獨立不受破壊，此蓋無可

國政府第四九七三五號照會，正式通知安全

置疑者。

理事會在案。
根據上述各照會所揭露之事實，盟國軍
事統帥部侵犯特里亞斯特自由區之意阖，巳

雖然，盟國軍事統帥部仍與義大利訂立
若干與此義務完全相悸之條約,其影饗所及，
將便特里亞斯特淪爲義大利經濟上之附庸。

各該條約iu下：

未來之協定以爲斷，故盟國軍事統帥部之行

―.義大利共和國與盟國軍事統帥部一

動*已遠超出其蛾權範圍以外。
三.一；/t四八年三月九H蹦於供癱英美

Ji四八年三月九日爲解決因實施和約而引起
之若干財政問題所締結之協定。該協宠第一

區外匯之協定適完成此，任.務。锒定第二條

條如下：

第一項載：

"義大利政府與區銃帥部承諾對義大利

"義大利政府及區統帥部確認在執行和

之銀行紙幣及國家紙幣在其轄境間之自由流

約附伴柒第十一條之規定時，必須在該區實

通不加跟制，俾可以通常金融辦法繼績供應

施義大利外壢管理條例，一如今所實行者。

經濟活動之需耍。"

義大利&府應獲有區域統帥部依現行外:li條
例而取得之經常外II收人"。

似此貨幣疆界巳予掃除；同條約其他各
條，復進一歩將特里亞斯特自由區有關貨幣

以此，特里亞斯特自由區之英美區域，就

之問題，置諸義大利主權之下。按照同條約第

對外貿易言,亦完全受義大利支配。

二條，每次配發義大利國庫以實際數量^：貨

~'九W八年五月六日IiiformazionL

Per il

幣時，將同樣配給盟國軍事統鲱部等於此數

Commereio estero ： Bbllettino Settimanale dell'

百分之〇.六五之數額，並由義大利銀行特里

Istituto Nazionale Per il Commereio.estero曾

亞斯特分行處理其事，因依照該協定第四條，

發表義大利政府與盟画軍事統帥部爲履行一

該行將管理該區域内之財庫也。如義大利國

A四八年三月九日協定所稀之協定，該協定

庫將此等貨幣之一部分償還義大利銀行，盟

第二段載明，所有義大利與其他國家間現行

國軍事統帥部亦須按比例償還相當數額。

通商及支付協定，按照一九四八年三月九日
之協定，亦應適用於盟國區域。

同條約第五條第一句載：
"區域統帥部在其轄境内將執行義大利

事實上，盟國軍事統帥部已將英荬區域

共和國所頒佈關於貨幣流通之一切條例，不

内最重要之對外關係之支酉£權，移交義大利

得採取任何相反之指施"。

政府。和約附件柒第-條所授予盟國露事統
帥部之基本任務，爲保障特里亞斯特自由區

因此，特里亞斯特自由區遂受義大利政
府措施之控制。義大利政府可藉此等措施，

之獨3Ï與完整，今其所爲，適構成對其任務

增加或減少紙幣之流通，以符合義大利本身

規定之嚴重違犯。義大利衡外貿易部，行將

之估計及其獨有利益，而便特里=亞斯-持自由

經由外交部，將其一九四八年三月九.日旨在

區不能保護其自身權利，且無事先將有關此

使所有義大利與其他國家間現行協定適用於

類措施之情報通知盟國軍事統帥部之任何義

盟區之協定，通知各與義大利訂有通商及支

務。

付條約之國家，似此則特里亞斯特獨立之摧
不特此也，盟國軍事統帥部由於此項協

毀,以及將英美區併入義大利各節，如一丸四

定，不得不將義大利闢於貨幣流通之法令，直

八年五月六日協定所規定者，已吿正式完成

接施用於盟爾區域。此事顯然非僅關係幣制

矣。此實爲一公開違約之行爲。

之統一而巳：此乃表示在幣制方面將特里亞

一九四八年五月六日協定第三條規定，

斯特自由區之一部合倂於義大利之內，而將

—俟義大利與英美政府痠有機會JSt重新釐訂

特里亞斯特'自由區之盟國區域之經濟立加以

各該國於"經濟合作法"範圍内所負之義務

摧毀。

後，對外貿易部與盟國軍事統帥部卽'再召開

二.一九四八年三月九日財政協定更規

會議，以期就義犬利通商及財政條約鼯係,而

定該區域內行政費用由義大利負擔，因此予

確立盟國區域之切實地位。同時，區內盟國

義大利政府控制區內財政之全權。該協定之

軍事統帥部無意與歐洲任何國家發起翻於財

目的，不僅將特里亞斯特自由區盟國區域暫

政性質之談fl'，迄今爲Jt,特里亞期特自由區

置諸義大利統治之下，且因特里亞斯特自由

亦未曾與任何國家簽訂商涤條約。

區對義大利發生一種債務闕係,而預先防Jfc

協定本文已如此载明對義大利關係之排

其經濟乃至®t治之獨立。

他性質。對義大利和約附件陸第二十四條第

因此，除違反和約上述條款及外長會議

四項曾明白禁止此種排他性質之結合；但一

決議外，盟國軍事統帥部巳將一種契約義務

九四八年五月六日之協定之規定尙有過於此

加諸特里亞斯特自由區未來政府之身，此項

者，因其非僅建立一種結合，且促成一種歸

義務最後將達何種數額現尙不能'决定，須視

倂。其他規定，亦無非將特里亞斯特自由區

特里亞斯特自由區英美部分與義大利政府間

英美區域獨立讓渡之必然結果而已。依據該

二八

協定第-條，對外貿易部之通函、吿白、乃至

斯特自由區英美區域並不能代替義大利而自

所有文吿均得適用於區內；且特里亞斯特海

成一運輸區，其與外國之關係係由義大利所

關亦倂入義大利關稅系統之内，此係第四條
3

所 載者。因此，整個區域均爲義大利關稅系

代表，並由義大利負管理特里亞斯待自由區
賬目之責。

統所統轄矣。

以是盟國軍事統帥部近特官.佈六月二

一丸四八年四月二十四日，義大利通貨

日，卽義犬利共和國成立紀念日，爲特里亞斯

(Direzione Générale Valute)發表聲明稱：

特自由區法定假日。又爲特里亞斯待商人利

"特里亞斯特自由區與義大利間，並無關

益,而有減稅之舉，發動此舉者爲義大利財政

税壁壘存在，因而特里亞斯特與義大利間貨

部之委員會。凡盟國軍事統帥部行政機構內

物交換可暢通無阻,但货物對該區係屬必耍，

主要位置，一槪畀予英美區域人口中少數圑

而爲盟攞軍事統帥部所禁止輸人至本共和國

體之代表，以其公開主張取^#里55斯特自

者，不在此限。

由區,而將特里亞斯特歸倂於義大利故也。

"在實際上特里亞斯待海關，無論就出口
或入口而言，均應與義大利海關同等看待，但
盟國軍事銃帥部僅爲铮里亞.斯特海關，向隸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至是乃不

屬特虽亞斯特商會爲會員之商行，發給許可

能不認爲此等侵犯特里亞斯待自由區獨立之

證。該項許可證,如經義大利主管當局同意，

行爲，與衆所週知之三強建議，卽圖將特里亞

則任何其他義大利海髑，亦當認爲有效"。

斯特自由區倂人義大利者，實互相關聯。且認

—九四八年五月六日協定第五與第六兩

定在此等逢約行爲屮，美利堅合衆欏及英聯

段表示，就貨物入口言，特里亞斯特英美區域

王國兩國政府蓄意造成特里亞斯特自由茈英

完全仰賴義大利對外貿易部，蓋所有對外特

美區域倂入義大利之旣成事實，以迫懊安全

51膽 買 須 經 該 部 梭 准 故 也 。 第 七 段 指 出 ， 盟

理事會以及與義大利簽訂和約之國家承認。

國軍事統帥部發給入口出口許可證，須事先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酒爲對義大利相

經義大利駐特里亞斯特代表之同意。第八及

約簽訂國之一，兼爲特里亞斯特自由區南斯

第;^兩段將義大利蘭於"免繳通貨之出口"

拉夫受託部分之行政者，且與其有直接利害

(esportazioni Senza obbligo di Cessione di • Va̶

關係，茲特將各項事實提出安全理事會,，敬請

W a ) 及 " 免 付 通 貨 之 入 口 ，' (importazioni franco

安全理事會卽以特S亞斯待自由區完蘧與獨

valuta)之規則之施行範圍，擴及特里亞斯特

立之指定監護人地位；

自由區之英美區域。第十一段則規定特里亞
斯特自由區英美區域擔負淸算義大利銀行特

宣佈上述各項協定違反對義大利和約有
關待里亞期特自由區之諸規定：

里亞斯特分行所有特別賑目之義務，此種賑

採取其所認爲必耍與充分之措施，使英

目大抵係與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與義大

美IS域與義大利共和國所締各協定歸於無

利間之通商條約相牴觸者。

效，、因此筝協定巳造成可能危害維持國際和

四.除上述協定外，盟國軍事統帥部更

平與安全之情勢也：

與義大利訂立郵政協定，英美區得據：此協宠

使美利堅合衆國及英聯王國兩國政府確

與義大利釐訂統一郵資率，而將英美區域置

能尊重各該國之國際義務，由是確保持里亞

於義大利主權之下。按照此項協定，特里亞

斯待自由區之獨立。

文件S/938
巴勒斯坦休戰委員會一九四八年七月
三十一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 5
'「原扦:法文]
—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依照七月十五日'决議案所協定,:對
目前之休戰，是否具有約束力，同人等.尙未:明
悉。所可確言者,卽有關第一次休戳之锒定，
會規定亞拉伯人應准許飮水自Raselain輸:至
耶路撒冷。

茲因亞拉伯人堅持不允飮水與食物供應

該一條款，在第一次休戰期間，從未遵

耶路撒冷一事，或將產生嚴重後果,同人等雖

行，現第二次休戰巳至第十五日，仍未能照

雅不欲ôt瘦調解專員，但以職責所在,深覺不

辦。亞拉伯軍阁在La

t r u n

地區僅佔有一個

能不爲安全理事會陳明之。

啷水站及一小段水管線，而耶路撒冷平民自

*此電係由法國代表國以電話轉^。

五月十日起飮水郎經嚴格配給，故該地已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