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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 2月 12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拉利昂问题的第 1132 1997 号决

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继我 2000年10月 6日和12月 4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两封信 S/2000/966

S/2000/1151 之后 塞拉利昂政府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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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根据第 1306 2000 号决议第 2段的规定,提出

一份普通照会 其中附有对塞拉利昂钻石贸易新原产地证书制度的 90 天审查报

告 见附件和附文  

 为此 本委员会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306 2000 号决议第 5段的规定 请求

将本信及其附件和附文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

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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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瓦尔 卡里姆 乔杜里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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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1年 2月 7日塞拉利昂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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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通照会 
 
 

 塞拉利昂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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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意 并谨随函附上对塞拉利昂钻石贸易新

原产地证书制度的 90天审查报告 塞拉利昂政府曾承诺便利安全理事会第 1306

2000 号决议有关规定的执行工作 该报告就是根据这项承诺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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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塞拉利昂政府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06 2000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对塞拉利昂钻石贸易新原

产地证书制度的第一次审查报告 
 

2001 年 1 月 31 日 

 A. 导言 
 

1. 2000年 7月 5日 塞拉利昂政府遵照安全理事会第 1306 2000 号决议的

规定 在设立有效的塞拉利昂钻石贸易原产地证书制度前 立即停止出口所有塞

拉利昂钻石 在比利时钻石高级理事会 钻石理事会 联合王国 美国和比利

时三国政府的援助下 塞拉利昂制订了新的制度并于 2000 年 10 月 12日付诸实

施 这项援助符合第 1306 2000 号决议第 3段的规定 除了经防伪印制的证书

外 新的制度还采用了旨在加强钻石开采部门现有国家条例和准则的措施 新制

度的说明见 2000年 12月 4日的 S/2000/1151 号文件  

2. 塞拉利昂政府在 S/2000/1151 号文件第 15段中表示 新制度在试行 90天将

受到审查 此后再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为此 特向联合国塞拉利昂制裁委员会提

出从 2000年 10月 12日根据新制度出口第一批钻石到 2001 年 1 月 31 日期间的

审查报告如下 谨供参考  

 B. 原产地证书 
 

3. 迄今为止 共发放了用国际名牌防伪印刷机印制的三十四 34 份原产地

证书 塞拉利昂政府黄金和钻石购买办公室 黄金钻石办 已收到所有相应的

进口确认证明 现在出口的所有钻石都附有提交黄金钻石办估价的未加工钻石

的数码照片 数码照片连同托运用的原产地证书内的有关资料一起以电子方式

传送  

 C. 其他措施 
 

4. 由于原产地证书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制止所谓 冲突 钻石或 流血 钻石的

交易 并为了持续进行打击非法开采和走私塞拉利昂钻石的工作 塞拉利昂政府

修订并加强了钻石开采和运销部门现有的条例和措施 它还修改了有关钻石出口

的银行业务准则  

 钻石开采 

5. 已加强了对钻石开采活动的监督和监测工作 以确保只有本国非冲突地区的

钻石才能通过原产地证书核证过程出口 在这方面 矿产资源部继续尽一切努力

发放钻石开采许可证 并确保不在政府控制的任何地区进行未经批准的开采活

动 从经许可的地区开采的钻石仅出售给持有许可证的钻石经销商或出口商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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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远村庄派设了钻石开采巡视员和监测员等现场人员 以确保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第 1306 2000 号决议的规定得到严格遵守 不让冲突钻石进入合法渠道 这种

严格的监测机制增加了开采许可证费的收入 此外 有更多的过去从塞拉利昂走

私出境的高质量珠宝钻石现在通过黄金钻石办合法出口 使每克拉出口钻石的价

值大幅度增加  

 运销 

6. 关于钻石开采的条例也适用于钻石运销 钻石经销商和出口商只能向持有

许可证的开采商购买钻石 矿产资源部官员通过出口时在现场和黄金钻石办的

严格检查来执行这项规定 冲突钻石或来源可疑的钻石不仅不能进入合法渠

道 而且还要被政府没收 自从去年 7 月第 1306 2000 号决议通过以来

共没收了 294 二百九十四 克拉的钻石 价值 63 529 美元 并以透明方式

在公开招标会上卖给持有许可证的出口商 销售值的百分之四十 40 奖励

给举报者  

7. 除了没收这类钻石外 法院对被判罪罪犯课以不超过 500万 五百万 利昂

的罚款或判处不超过三年的徒刑或罚款加徒刑  

8. 政府还在黄金钻石办任命了一名独立的钻石估价员 由他检查供出口的所有

钻石货箱的价值并查验来自联阵叛乱分子主要开采区科诺和通戈的钻石 防止这

些钻石因现场检查疏漏而流入销售网  

 银行业务准则 

9. 塞拉利昂银行 中央银行 同矿产资源部协商后修改了关于钻石出口商和

关于为保证自由兑换而获得外币或硬通货的银行业务准则 银行业务和金融准

则见本文件附件 银行业务程序方面起初遇到的问题 特别是 2000 年 7 月 5

日至 10月 12日期间累积的同钻石出口有关的问题 都已得到解决 矿产资源

部和塞拉利昂银行的官员定期开会 协调他们各自的职责 以确保出口程序的

顺利运作  

 D. 新制度对采矿社区发展的贡献 
 

10. 由于认识到合法生产和销售我国钻石资源的最终目标是为塞拉利昂人民谋

福利 政府在制订了新的出口程序之后 设立了特别基金 用于发展受采矿活动

直接影响的社区 政府征收的出口费中 有 25 直接交付给此项基金使用 基金

将由社区当局 矿物资源部以及地方政府和农村发展部共同监管  

11. 新政策也旨在作为一种手段 使采矿社区更大程度地参与监测本地的采矿活

动 从而弥补矿区现场人员的工作不足之处  

12. 应该指出 美国政府已通过美援署确认 它愿意为基金提供创办费 以此确

保有足够的经费 用以开始向基金的受益社区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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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结论 
 

13. 在 90 天试行期结束之时 可以说塞拉利昂新的原产地证书制度已取得了有

限的成功 尽管该制度尚处于初级阶段 但它已显示出一种潜力 可作为其他国

家 特别是非洲其他冲突区国家的核证制度的典范  

14. 在黄金钻石办建立的诸如出口电子数据库等核证和控制机制 以及确认目的

地的规定 正在逐步获得出口商和进口商的信任 政府认为 将根据在过去一段

时间内获得的经验对该制度进行改进和调节 例如 在维持证书应有四人签名这

一程序的同时 为行政上的方便 任何包括矿物资源部部长在内的三个人的签名

就能使其有效 现已照此通知了所有的进口当局和其他有关机构  

15. 必须强调 已从新的原产地证书制度中获得了经济利益 自 2000年 10月 12

日以来 已通过这一程序出口了 48 760 四万八千七百六十 克拉的钻石 其价

值为 640万 六百四十万 美元  

16. 即使是在目前的初步运行阶段就已能得出一个结论 即新的制度可能已有助

于减少走私现象 在这方面 政府已见到了对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我国经济所产

生的积极和相对重大的影响 例如 2000年出口的钻石总值超过了 1 000万 一

千万 美元 而 1999 年则为 150 万 一百五十万 美元 本国货币利昂对美元

的汇率已从 2000年 5月的 2 500利昂兑 1 美元提高到 2000年 12月的 1 500利

昂兑 1 美元  

17. 尽管新制度对抑制来自塞拉利昂的冲突钻石的交易方面的真正影响仍未得

到充分评估 但有迹象表明 进入合法渠道的冲突钻石的数量非常有限 随着政

府进入并控制我国主要钻石开采区 这种局面应发生急剧的变化 与此同时 政

府预料 现场人员 社区监测团体 黄金钻石办官员以及独立估价员对冲突钻石

的鉴定和没收工作将有所改善 现在的事实依然是 塞拉利昂生产的钻石绝大部

分仍通过其他途径交易 因此 政府充分支持安全理事会现在正在审议的有关利

比里亚的各项措施 这些措施是以联合国塞拉利昂钻石和武装冲突问题专家组的

建议为基础的  

18. 当然 核证制度能否获得真正成功 它对冲突钻石的影响能有多大 这在很

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所有国家 特别是钻石进口国能否严格执行第 1306 2000 号

决议 政府满意地注意到 若干国家在履行该决议有关条款规定的义务时 已采

取了颁布条例和行政命令等措施 禁止从塞拉利昂直接或间接进口一切未经塞拉

利昂政府核证的钻石 建立国际核证制度 也将有助于抑制冲突钻石的贸易  

19. 政府提出一个例子 希望所有进口国都保持这样的警觉 在第 1306 2000

号决议通过前几天 根据以前的制度批准出口了两袋钻石 比利时当局于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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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月 6日扣押了这两袋钻石 其因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出口违反了该决议

第 1段的规定 后来经调查确认 这两袋钻石是在该决议通过之前合法出口的

于是准予放行  

20. 必须强调 应提醒各国 联合国各有关机构和其他组织以及有关各方遵守第

1306 2000 号决议第 16 段规定的义务 向制裁委员会报告有关可能违反决议

第 1段规定措施的情况  

21. 最后 塞拉利昂政府谨再次向比利时 联合王国和美国三国政府表示感谢

并感谢比利时钻石理事会 因为它们在发展原产地证书制度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援

助 政府表示 希望各国 各国际组织以及国际钻石业继续为这一制度的进一步

发展 运作和改善作出贡献 因为这种贡献将有助于结束塞拉利昂境内近十年的

武装冲突 促进我国各族人民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康  

22. 我们将在今后适当之时向制裁委员会提交对原产地核证制度的第二次审查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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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钻石出口商银行业务准则 
 
 

1. 常住居民和非常住居民均可在塞拉利昂用美元 钞票 汇票或银行汇兑 经

营其钻石业务  

2. 钻石出口商应确保 其交易所需美元需经过银行系统进入塞拉利昂 如出口

商携带美元现钞入境 则应在进入塞拉利昂的入境处申报 同时应出具付款银行

的证明  

3. 出口商携带入境的美元现钞应凭证明存入任何一家商业银行供其使用  

4. 商业银行每季度必须向塞拉利昂银行提交一次每个有许可证的出口商的资

金流入和流出情况报表  

5. 塞拉利昂境内的商业银行名单可随时向塞拉利昂银行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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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政府钻石交易财政业务准则 
 
 

 采购钻石所需款项应以经过银行系统进入塞拉利昂的美元支付 如果是现

钞 则出口商应在进入塞拉利昂的入境处申报 并凭证明存入任何一家商业银行

供其使用 出口商有权汇出此类美元的未使用余额 政府和将来的出口商于

2000年 12月 4日达成的协议表格  

 为实施上述协议 钻石出口商应确保交易所需的美元经过塞拉利昂境内的商

业银行进入塞拉利昂  

 外汇可通过下列任何一种方式进入塞拉利昂  

1. 信用证 

2. 电汇 

3. 美元现钞 

1. 进入塞拉利昂的信用证 - 塞拉利昂境内的接收商业银行需要提供两份信用

证副本 一份提交给塞拉利昂银行国际金融部处理 另一份附在原产地证书后面  

2. 电汇 - 接收商业银行需要以信函形式确认已收到资金 该信函的一份副本

应提交给塞拉利昂银行国际金融部处理 另一份附在原产地证书后面  

3. 美元现钞 - 接收商业银行应通过经过测试的电传函方法 向境外付款行确

认入境资金 随同入境资金的还应有付款行签发的证明 出口商携带入境的美元

现钞应凭付款行签发的证明存入任何一家商业银行供其使用 商业银行需要签发

两份证明 一份提交塞拉利昂银行国际金融部处理 另一份附在原产地证书后面  

 钻石出口商可以出口的钻石数额不得超过商业银行已确认入境的资金数额  

 

          塞拉利昂银行 

          2000年 12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