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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关于塞拉利昂局势的报告
一
1.

导言

本报告是根据 1997 年 10 月 8 日第 1132(1997)号决议第 16 段和 1997 年 11

月 17 日的主席声明 1 提出的

它报告自我 1997 年 10 月 21 日的上次报告 2 以来塞

拉利昂的情况发展
二
军政府
2.

安全理事会第 1132(1997)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我的特使所采取的行动
1997 年 10 月 23 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塞拉利昂问题五国委

员会和代表塞拉利昂政权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主席约翰尼

保罗

科罗马少校的

一个代表团在几内亚共和国科纳克里举行了会谈,并签署了塞拉利昂六个月和平计
划 3,从该日起生效
的签署仪式
3.

联合国由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代表出席

科纳克里协定

非洲统一组织的一名代表也出席了签署仪式

这项协定除其他外,要求从 1997 年 10 月 23 日起停止敌对行动,由西非监测

组的核查机制监测,并经安全理事会核可由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协助监测;战斗人员
解除武装 复员和重返社会从 12 月 1 日至 31 日进行;11 月 14 日恢复对塞拉利昂的
人道主义援助,由西非监测组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监测;12 月 1 日开始由联合国难民
事务高级专员(难民专员办事处)协助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向政变领导人提供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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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和保证;在 1998 年 4 月 22 日前恢复卡巴总统的宪政政府 在这项协定下,预期革
命联合阵线领导人福戴

桑科下士将返回塞拉利昂,对和平进程作出贡献

共体委员会和军政府的代表也同意继续谈判,以便切实
4.

西非经

迅速执行该协定

11 月 5 日,艾哈迈德 泰扬 卡巴赫总统发表了一项声明 4,表示他接受 科

纳克里协定

,并且说他的政府愿意同西非经共体

西非监测组

联合国和难民专

员办事处按照该协定执行各自的任务进行合作
5.

虽然军政府公开承诺要执行

科纳克里协定

,并且已同西非监测组讨论

解除武装进程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方式,但是它几次发表声明批评该协定的关键
规定,还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见下文第 7 段),这可能严重影响

甚至破坏协定的执

行
6.

11 月 11 日,西非监测组部队指挥官维克托 马卢少将同军政府的代表在塞

拉利昂科索镇会谈,讨论执行

科纳克里协定

的方式

这次会议据报达成了一些

临时协议,包括在塞拉利昂全境部署西非监测组部队,以及停止一切敌对宣传 但是,
仍然存在三点主要的分歧:尼日利亚在西非监测组内的作用,桑科下士返回的方式
与时间,以及解除武装是否应扩大到塞拉利昂武装部队
7.

11 月 11 日西非经共体五国委员会的代表向安理会成员说明

科纳克里协

定 ,这些代表包括尼日利亚和加纳两国的外交部长汤姆 伊基米酋长和维克托 格
贝霍先生,以及西非经共体执行秘书兰萨纳
8.

库亚特先生

11 月 14 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项主席声明,表示它充分支持和赞赏西非

经共体五国委员会持续努力谋求和平解决危机,并且欢迎 科纳克里协定

1

该声

明满意地注意到卡巴赫总统接受了该和平计划 11 月 17 日,安理会成员收到了西非
经共体根据第 1132(1997)号决议提出的第一次报告 5
9.

为了评估当地情况及拟订联合国为协助执行 科纳克里协定 可以在人道

主义援助 军事观察员的部署以及对西非经共体及其监测组(西非监测组)的支助方
面采取什么方式的建议,我要求我的塞拉利昂问题特使弗朗西斯

奥克洛先生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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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型探讨队在 11 月下半月访问该分区域
这个小队在蒙罗维亚同利比里亚外交部长莫尼 卡普丹先生和西非监测组

10.

高级军官会谈,并且在科纳克里同卡巴赫总统和几内亚外交部长阿利乌
生会谈

卡马拉先

小队也在靠近几内亚和塞拉利昂之间边界的福雷卡里亚难民营会见难民,

并且访问了在帕梅拉普的边界过境点
11.

卡普丹外交部长说,利比里亚政府支持在塞拉利昂恢复宪政统治,但是担心

塞拉利昂的冲突有扩大到利比里亚的危险

1997 年 10 月 31 日利比里亚常驻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已陈述了这些关切 6
12.

根据

科纳克里协定

,西非经共体五国委员会定于 1997 年 11 月 20 日对

弗里敦进行部长级评估访问,该小队本打算陪同进行访问 但是,在该次访问取消后,
西非监测组部队指挥官马卢将军

西非经共体执行秘书库亚特先生和我的特使于

11 月 27 日在弗里敦会晤军政府的代表,讨论该协定的执行方式
13.

应当指出,在从 KOSSOH 通往弗里敦的路上,有成千上万的塞拉利昂人示

威游行,他们挥舞着旗帜,要求和平 我的特使和库亚特先生就是在弗里敦与武装部
队革命委员会主席约翰尼

保罗

科罗马少校会晤的

在与科罗马少校会晤时,我

的特使和库亚特先生强调,国际社会承诺在塞拉利昂恢复宪政秩序,并强调军政府
应对
14.

执行科纳克里协定

给予充分合作

科罗马少校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

同一天,马卢将军与军政府军事代表

包括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塞

萨伊上校及参谋长威廉姆上校在 Jui 举行了会谈 会谈在讨论切实可行的执行协定
军事条款的办法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威廉姆上校坚持认为,在下列问题得到解

决之前,在执行 1 月 11 日军事会谈所达成的决定方面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释放桑
科下士,尼日利亚部队退出西非监测组,塞拉利昂武装部队不参加解除武装行动 不
过,会谈决定,在 11 月 11 日会谈中设立的负责解除武装
援助的三个委员会应从 1997 年 12 月 1 日开始行动
得任何进展

违反停火事件和人道主义

但迄今为止,在这方面没有取

经过协商,预期在不久的将来将与军政府举行进一步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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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判

应当指出,军政府似乎控制了弗里敦,不清楚它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或能够谈

科纳克里协定

的执行

有报告说,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与联阵间的关系最近

出现困难 此外,11 月 16 日,前国家临时统治委员会主席 Julius Maada Bio 准将的近
亲史蒂文

比奥先生与联阵发言人马萨夸先生一起被捕,据说是因为他们试图劝说

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和联阵的一些成员反对

执行科纳克里协定

史蒂文

比奥

先生一直与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联阵军政府密切合作 此外,据报道,武装部队革命
委员会最高理事会的 8 名成员因参与非法开采钻石而被拘留
16.

尽管西非监测组与军政府的部队在弗里敦地区大体维持停火,但据报道,传

统的猎人民兵组织卡马乔尔人与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联阵之间在东南部以及东部
Tongo 附近钻石产地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立派别之间也爆发了冲突

据报道,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联阵内部对

有很多报道说,塞拉利昂所有武装部队都在进行招募

训练和采购武器 弗里敦仍然很不安全,继续发生武装抢劫事件,武装分子洗劫了非
政府组织世界显圣国际社和儿童基金会设在那里的仓库

军政府承认治安恶化,并

威胁对抢劫者执行即决处决
17.

西非监测组继续准备执行

科纳克里协定

昂所有武装分子进行解除武装和复员的可能地点

的军事条款,包括确定塞拉利
但是,和平进程的成功取决于创

造条件,使西非监测组能够部署到该国全境,并尽快开始复员行动 而联合国塞拉利
昂行动概念的拟定则取决于由西非监测组制定一个详细的

科纳克里协定

执行

计划
依照第 1132(1997)号决议采取的其他行动
18.

在第 1132(1997)号决议第 13 段中,安全理事会请各国在本决议通过之日起

30 天内向秘书长报告它们为实施该决议第 5 和第 6 段的规定而采取的步骤

在编

写本报告时,下列 13 个国家已提供资料说明它们为实施该决议的规定而采取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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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智利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德国
阿曼

摩纳哥公国

新加坡和瑞典

希腊

日本

黎巴嫩

马耳他

新西兰

12 月 4 日至 6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拉利昂问

题的第 1132(199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访问了该区域,审查制裁的执行情况
三
19.

人道主义状况

自 1997 年 5 月 25 日政变以来,塞拉利昂的人道主义状况不断恶化

由于

治安恶劣,公共服务急剧崩溃,基本药品 疫苗和食品供应不足,使人民的健康和营养
状况受到严重影响

大约 157 000 人因政变引起的冲突而流离失所

有 21 000 多

个家庭作了登记,有资格在各种人道主义项目下领取食品援助 传染病大幅度增加,
特别是麻疹 此外,该国仍有一些地方极不安全,人道主义团体无法进入,因此无法知
道那里的紧急情况有多严重
20.

在武装冲突没有严重扰乱农业的农村地区

12 月可望水稻丰收

人道主

义组织 1997 年 1 月至 6 月在该国三分之二的酋长管辖地区分发的种子和农具为获
得这项令人鼓舞的成果作出了重大贡献

不过

有报道说武装分子在博城以北地

区抢劫一些收获的作物
21.

制裁生效后

弗里敦的商品粮库存大为减少,价格开始上涨

购买力有限的易受伤害群体影响最大
商品粮库存将在两周左右基本耗尽

但也影响到首都的大多数人

价格上涨对
预计剩余的

而且,石油和石油产品禁运造成的石油日益严

重短缺极大地限制了从农村和沿海地区向各城镇供应粮食的工作
22.

执行

科纳克里协定

尤其是粮食援助行动

有些条款遇到的困难拖延了越境救济行动的开展

这些困难包括西非监测组在塞拉利昂没有充分部署

尤其

是西非监测组及其检查组没有驻留在越境运输工作必不可少的几内亚和塞拉利昂
的边境
23.

至 11 月底
尽管

该国库存的粮食援助已不足 2 000 公吨

科纳克里协定

预定的解除武装和复员的实施工作还在谈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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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停火已促使联阵开始向保护儿童的非政府组织释放一些它控制的儿童
儿童一旦获释将得到特殊照料

直到能同家人团聚为止
四

24.

这些

意见

1997 年 5 月 25 日的政变严重打击了塞拉利昂和该分区域 塞拉利昂及其

人民因民选的泰杨

卡巴赫总统领导的政府被推翻而遭受极大痛苦

和生活条件仍继续受到政变恶果的影响

人民的安全

国际社会显然已下定决心

必须尽快扭

转政变,恢复宪政秩序
25.

签署 科纳克里协定 是解决塞拉利昂危机的重大步骤 我赞扬西非经共

体各国的主动行动
展不大

尽管有令人鼓舞的迹象

这些工作中应包括提出西非监测组在塞拉利昂全国部署的行动

解除武装和开展有效的民族和解进程的时机和方式

的同时

该

政治和人道主义部分都需要进一步澄清和谈判,同时应早日确定执行

协定的具体方式

在大力展开这些谈判

不允许军政府操纵谈判和迟迟不履行该协定所规定的义务

后应进行前战斗人员的复员和重返社会
26.

但是协定的执行工作至今进

而它是应当以紧迫的心情执行的,并且需要向弗里敦军政府施加压力

协定的军事

概念

然而

这需要国际社会的充分援助

联合国应根据情况准备积极参加这些谈判并且协助确保

得到妥善执行 1996 年 11 月 30 日签署的 阿比让协定
的政变有部分条款没有得到执行

解除武装之

7

科纳克里协定

由于 1997 年 5 月 25 日

但是它仍提供了能用来酌情促进全面解决危机

的广泛框架
27.

因此

如果采取上述步骤,并且当地安全状况允许

的支持下向塞拉利昂迅速派遣一个技术调查组
在协助执行
28.

科纳克里协定

我打算在安全理事会

它的调查结果将使我能就联合国

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

同时我还请我的塞拉利昂问题特使作出安排 在塞拉里昂重新开设小型联

络办事处

不过这当然需要安全条件可以接受而且有可用的经费

该办事处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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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包括同西非监测组和塞拉利昂各政治力量进行联络 根据第 1132(1997)号决议第
4 段的规定
的讨论
29.

我的特使将继续协助寻求和平解决危机的办法,并为此参加有关各方

联合国还将继续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运到需要援助的人民手中
最后 我感谢西非经共体同我的特使密切合作 西非经共体及其监测组(西

非监测组)通过和平恢复宪政秩序解决塞拉利昂危机的工作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积
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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