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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届会议
理事会届会，第二期
2020 年 7 月 20 日至 24 日，金斯敦
议程项目 12
“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

“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的规章草案第 30 条和附件
六草案
秘书处的说明
1.

在“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ISBA/25/C/WP.1)中，保护人的生命和

安全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得到确认(规章草案第 2(d)条)。请求核准开发工作计划的
申请书必须包括根据规章附件六编制的健康和安全计划以及海上安保计划(规章
草案第 7(3)(f)条)。国际海底管理局法律和技术委员会须确定此等工作计划是否规
定有效保护从事开发活动的个人的健康和安全(规章第 13(4)(c)条草案)。此外，规
章草案第 30 条对从事“区域”内开发活动的承包者规定了某些相关义务，包括
确保遵守主管国际组织或一般外交会议在海上生命安全、船只对海洋环境的污染、
防止海上碰撞和船员待遇方面制定的适用国际规则和标准，以及理事会就这些事
项不时通过的任何规则、规章、程序和标准(规章草案第 30(2)条)。
2.

在海管局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委员会注意到，规章草案附件六尚未完成，并

请秘书处提出一份健康和安全计划草案和一份海上安保计划草案，供委员会下届
会议审议，以期就这一问题向理事会提出建议。
3.

关于规章草案第 30 条，委员会表示，认为秘书处与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

一同探讨与当前有效的职业健康和安全规则有关的事项以及在参与“区域”内活
动的船舶和设施上工作的非海员所需能力，包括探讨《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
适用性，将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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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应对这些要求，秘书处编写了一份概略研究报告，说明就《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第一四六条所指“区域”内活动而言，海管局和劳工组织的职权能力交界
以及国际劳工文书的适用。秘书处还编写了附件六草案，供委员会在海管局第二
十六届会议上审议。
5.

第二十六届会议第一部分会议期间，委员会根据之前收到的概略研究报告和

关于海管局和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在“区域”内活动方面的职权能力报告(见
ISBA/25/C/19/Add.1，第 23-26 段)商定，当前规章草案第 30 条中反映的方法，即
参考主管国际组织或一般外交会议确立的适用国际规则和标准，在可以预见的将
来是足够的。
6.

委员会又决定建议理事会提请大会注意，需要鼓励尚未成为主管国际组织确

立的适用国际规则和标准、特别是《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缔约方的成员国，尤
其是担保国，成为这些国际规则和标准的缔约方。
7.

委员会还建议秘书处与劳工组织展开讨论，以期在海管局和劳工组织之间达

成一项合作协议，持续就参与“区域”内开发活动人员的职业健康和安全方面新
出现的问题进行审查。
8.

委员会还决定向理事会建议本文件后附的开发规章草案附件六草案。

9.

请理事会：
(a) 表示注意到上文第 5 段所载与规章草案第 30 条有关的信息；
(b) 审议上文第 6 和 7 段所列的委员会建议；
(c) 审 议 本说 明的 附 件， 将之 作 为“ 区域 ” 内矿 产资 源 开发 规章 草 案

(ISBA/25/C/WP.1)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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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附件六草案
A
健康和安全计划
1.

依据规章和本附件编制的健康和安全计划必须：
(a) 按照良好行业做法以及相关标准和准则编制；
(b) 符合适用的与从事“区域”内活动的船只或设施上人员的安全和健康，

包括职业安全和健康有关的国家法律规章，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有
关安全和健康，包括职业安全和健康的适用国际规则和标准；
(c) 确保从事“区域”内活动的船只或设施上的所有人员均能得到安全和健
康保护，包括职业安全和健康的保护，并在安全和卫生的环境中生活、工作和培
训；
(d) 识别危害和风险，纳入一套全面综合的系统用来管理危害和风险；
(e) 确保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尽量减少从事“区域”内活动的船只或设施上
人员的健康和安全风险；
(f)

覆盖所有生命安全事项，以及防范可能被认定为对从事“区域”内活动

的船只或设施上的人员有危害、有风险的职业事故、伤害和疾病的预防工作；
(g) 纳入并参考本规章附件五载列的关于发生事件或紧急情况时保护、保障
船只或设施上全体人员安全和健康的应急和应变计划的要求；
(h) 措辞通俗易懂，并以海管局的一种正式语文编制，以便作为工作计划核
准申请书的组成部分提交。
2.

健康和安全计划必须至少包含：
(a) 船只或设施上工作和生活的所有人员最低年龄和健康状况要求；
(b) 船只或设施上工作和生活的所有人员素质和培训要求，包括安全方面的

强制培训要求；
(c) 描述为确保船只或设施上人员适当且充足进而确保船只或设施在任何
条件下安全有效运行并适当顾及安保而采取的措施；
(d) 在船只或设施上工作或生活和工作的所有人员的数量和职位信息；
(e) 为船只或设施提供协助的岸上管理的详情，包括负有监测作业安全、健
康和安保状况的职责和职权并能直接接触最高管理层的指定人员的详情；
(f)

界定岸上工作人员及船只和设施上人员的职权级别、二者之间及其内部

的有效沟通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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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描述船长和(或)船长指定的人员在负责执行和遵守职业安全和健康计划
方面的职责；
(h) 描述有效的疲劳管理战略，确定与船只或设施上人员配置水平和岸上支
持资源相匹配的作业工作量要求，以及显示在船只或设施上生活和工作的所有人
员最长工作时间或最短休息时间的工作时间表；
(i)

提供信息说明船只或设施可以提供的医疗服务，以及需要额外或岸上医

疗服务时的通信和应对计划；
(j)

安全运送人员往返船只或设施或往来于船只或设施之间的安排和程序；

(k) 描述所有可预见的职业危害，评估发生该等危害的可能性和后果，说明
相关防控措施；
(l)

详细说明船只或设施的危害识别和风险评估程序，以及根据该等程序的

结果所采取的防范和保护措施；
(m) 详细说明涉及人员、船只和设施安全的关键作业程序、计划和指示；
(n) 描述将要提供的设备和工具，以确保所有作业采用的方式将最大程度减
少出于需要而对劳动者职业安全和健康造成的不利影响；
(o) 列明有可能引发险情的关键设备和技术系统；
(p) 描述保障和促进人员健康和福祉的船员起居和娱乐设施，提供信息说明
此类设施是否符合相关规则、规章和标准；
(q) 详细说明设置了哪些程序以确保船只或设施的维护符合相关规则和规
章的规定并且符合可能制定的任何补充要求；
(r)

详细说明审计和审查流程，提供信息说明执行纠正措施的程序，包括防

止再次发生的措施；
(s) 提供信息说明确保违规行为、事故和险情得到报告、调查和分析以期改
善安全和预防工作的程序；
(t)

详细说明公司/船东/经营者与主管当局和相关组织(包括海管局)之间的

信息沟通程序；
(u) 旨在提醒海管局注意的预警机制详情，以及该等预警所载信息类型；
(v) 详细说明与船只或设施上的人员以及酌情与劳动者代表组织进行协商
的情况，协商内容涉及编制和实施船只或设施的职业安全和健康政策与方案以及
采用何种程序确保不断改进政策以兼顾实践和技术变化；
(w) 从事“区域”内活动的各个船只或设施的职业安全和健康政策与方案。
3.

从事“区域”内活动的船只或设施的职业安全和健康政策与方案必须包含下

列内容，以确保船只或设施上形成安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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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意识计划：让参与“区域”内活动的所有人员了
解自身工作可能产生的职业和环境风险，以及处理此类风险的方式；
(b) 关于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意识计划的沟通计划；
(c) 为形成安全文化以促进船只或设施上的职业安全和健康而实行的培训
计划，包括强制性的个人安全培训、具体任务和设备培训，包括标注与安全有关
的设备；
(d) 下列各方的作用和责任：
㈠

船长、船副或其他负责安全和健康，包括船只或设施上职业安全和

健康的人员；
㈡

船只或设施安全委员会；

㈢

安全委员会中的劳动者代表；

(e) 船只或设施上的要求、政策和培训，内容涉及下列方面：
㈠

食品和水安全；

㈡

卫生和环境卫生设施；

㈢

疾病和害虫预防措施；

㈣

船只或设施的安全及结构和设计特点，包括出入方式和石棉相关风

险；
㈤

为人员提供的个人保护设备；

㈥

机械设备；

㈦

船只或设施上的工作场所和生活场所的环境因素，包括对噪音、振

动、光照、紫外线、非电离辐射和极端温度的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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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空气质量、通风以及其他环境因素影响，包括烟草烟雾；

㈨

船只或设施的结构特点、出入方式和材料；

㈩

船只和设施甲板上面和下面的特别安全措施；

(十一)

装卸设备；

(十二)

防火和灭火；

(十三)

锚、锚链和绳索；

(十四)

危险货物和压载；

(十五)

在封闭处所工作；

(十六)

生物危害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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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辐射危害曝露；

(十八)

化学品曝露；

(十九)

人体工程学危害；

(二十)

疲劳对身心的影响；

(二十一)

毒品和酒精依赖的影响；

(二十二)

传染性疾病；

(二十三)

防护和预防艾滋病毒/艾滋病；

(二十四)

应急和事故反应；

(二十五)

骚扰和欺凌；

(二十六)

在船只或设施上为年轻劳动者和见习人员实施的安全以及职业安

全和健康培训；

4.

(二十七)

单独和隔离作业人员保护；

(二十八)

女性劳动者保护；

(二十九)

任何临时劳动者的安全以及职业安全和健康措施。

职业安全和健康政策与方案还必须涉及：
(a) 网络风险；
(b) 对任何安全或职业安全和健康事件(包括职业病)进行调查、报告和后续

处理的程序；
(c) 人员的个人数据和医疗数据隐私保护。

B
海上安保计划
1.

依据规章和本附件编制的海上安保计划必须：
(a) 按照良好行业做法以及相关标准和准则编制；
(b) 符合适用的与海上安保有关的国家法律规章，以及国际海事组织与海上

安保有关的适用国际规则和标准；
(c) 基于对船只或设施作业的所有方面进行的安全评估和风险分析，以确定
哪些部分更容易发生海上安全事故；
(d) 提供有效计划，确保在船上落实旨在保护载乘人员、货物、货物运输组
件、船舶物料或船只本身免受安全事故风险的措施；
(e) 免受未经授权的查阅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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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接受主管当局正式任命官员的检查；

(g) 措辞通俗，并以海管局的一种正式语文编制，以便于作为工作计划核准
申请书的组成部分提交。
2.

海上安保计划必须至少包含：
(a) 旨在防止未经授权而携带、意图用于对付人员、船舶、设施或港口的武

器、危险物质和设备进入船只或设施的措施；
(b) 对限制区域的标注，以及防止未经授权进入限制区域的措施；
(c) 防止未经授权进入船只或设施的措施；
(d) 应对安保威胁或违反安保行为的程序，包括关于维持船只或设施关键作
业的规定或关于船港界面的规定；
(e) 基本安保措施：用于 1 级安保(在这一级，应始终保持最低限度的适当
保护性安全措施)，在作业和物理层面上始终实行；
(f)

额外安保措施：可使船只或设施毫不拖延地升至 2 级安保(在这一级，

因安全事故风险加大，应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适当的额外保护性安全措施)，必要时
升至 3 级安保(在这一级，如可能发生或即将发生安全事故，即使可能无法确定具
体目标，也应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保持进一步的具体保护性安全措施)；
(g) 安全受到威胁或破坏时的撤离程序；
(h) 船只和设施上受委派负责安保的人员职责，以及船上与安保方面有关的
其他人员的职责；
(i)

安保活动审计程序；

(j)

与计划有关的培训、演练和演习程序；

(k) 与港口设施安保活动对接的程序；
(l)

计划的定期审查和更新程序；

(m) 安全事件报告程序；
(n) 列明船只或设施的安保人员；
(o) 列明公司安保人员，包括 24 小时联系方式；
(p) 确保船上提供的任何安保装备均得到检查、测试、校准和维护的程序；
(q) 对船上提供的任何安保设备进行测试或校准的频率；
(r)

列明船只或设施安全警报系统的启动点位置：一经启动，船舶安全警报

系统就会自动向主管当局发送船岸安全警报，提供船舶身份和所在位置，表明船
舶安全受到威胁或已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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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船只或设施安全警报系统的使用(包括测试、启动、停用和重置)以及限
制误报的程序、说明和指导。
3.

海上安保计划必须规定：
(a) 船只和设施上的所有人员均接受过安保方面的熟悉情况培训和提高认

识培训或指导；
(b) 船只和设施上指定的安保职责人员参加过与该等职责有关的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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