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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底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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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届会议
2022 年 8 月 1 日至 5 日，金斯敦
临时议程* 项目 6
依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82 条第 1(e)款
审议观察员地位申请

美洲环境保护协会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82 条第 1(e)款提出的
观察员地位申请
秘书处的说明
1.

2022 年 3 月 18 日，美洲环境保护协会致函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请求按

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82 条第 1(e)款获得海管局大会观察员地位。申请人还提交了
一份申请表，该表系按照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通过的关于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海底
管理局观察员地位的准则(ISBA/25/A/16，附件)附文 1 规定的格式编写。申请人
提供的信函正文和申请表分别见本说明附件一和二。
2.

依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82 条第 1(e)款，秘书长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

六九条第 1 款与其订有安排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对大会审议事项显示出兴趣并已接
获大会邀请的其他非政府组织，可作为观察员参加大会。
3.

第 82 条第 5 和第 6 款还规定，该条第 1(e)款所述观察员可列席大会公开会

议，还可经主席邀请并征得大会批准，就属于各自活动范围内的问题作出口头陈
述，而且该条第 1(e)款所述观察员在其活动范围内提出的与大会工作有关的书面
陈述，应由秘书处按所提交陈述的数量和语文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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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2 年 3 月 18 日美洲环境保护协会执行主任给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
的信
首先，我谨代表美洲环境保护协会，祝贺你出色地主持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
处的工作，领导“区域”内采矿活动的监管以造福全人类，审议有效保护海洋环
境之道，使其免受海底活动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
今年，采矿守则的规则制定进程正处于关键阶段，值此关头，美洲环境保护
协会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六九条、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议事规则第 82
条第 1(e)款和关于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海底管理局观察员地位的准则，请求获得观
察员地位。
美洲环境保护协会是一家非盈利组织，于 1998 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
山成立，其使命是通过促进和落实国家和国际环境法，加强个人和集体享有健康
环境的权利。本协会由来自美国、墨西哥、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哥
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和阿根廷等多个美洲国家的律
师和科学专家组成。我们的工作遍及 14 个国家，业务范围还在继续扩大。
美洲环境保护协会的重点工作领域是人权与环境、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沿海保
护、淡水保护、加强环境治理和公众参与以及减少加剧气候变化的因素。
美洲环境保护协会的生态系统团队一直积极致力于保护海洋资源和生物多
样性，以及常常遭受公海工业活动影响的沿海社区。在这方面，本协会主张完善
国家和国际政策，确保可持续地利用海洋资源。在这方面，我们目前正在领导一
个由拉丁美洲的组织组成的深海采矿问题工作组，以促进本区域成员国开展科学
决策和采取预防性办法。
我们相信，凭借 20 多年来所积累的经验和开展的工作，我们将对采矿守则
规章当前阶段的制定作出重要贡献。

执行主任
Gladys Martinez de Lemos(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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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观察员地位申请表
A.

组织信息

1.

组织名称
美洲环境保护协会

2.

总部地址
50 California St., Suite 500, San Francisco, CA 9411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3.

所有分支机构和(或)区域总部的地址
Atlixco 138, Colonia Condesa, Mexico City, 06140

4.

电话号码
+1 (415) 217-2156

5.

传真号码
+1 (415) 217-2040

6.

电子邮件
aida@aida-americas.org

7.

联络人姓名、职称和联系方式
a.

主要联系人：
生态系统项目律师 Diego Lillo Goffreri(先生)
dlillo@aida-americas.org

b． 第二联系人：
生态系统项目科学顾问 María José González-Bernat(女士)
mjgonzalezbernat@aida-americas.org
8.

组织背景资料
美洲环境保护协会是一家非营利组织，于 1998 年 1 月 27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旧金山成立，其使命是通过促进和落实国家和国际环境法，加强个人和集体
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
美洲环境保护协会与阿根廷、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
多尔、危地马拉、墨西哥、巴拿马、秘鲁和美国的当地民间社会组织开展合作。
我们的工作包括提供法律援助、编写辩护词、在涉及遵守国际环境法的案件中向
政府机构和国际机构提出请愿，以影响国家和国际政策法规，防止违反现有规范
的情况，推广环境保护的最佳标准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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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贵组织是否是具有海管局观察员地位的另一组织的成员、附属组织或与其有关联
的组织？
美洲环境保护协会是深海保护联盟的成员。

10.

贵组织是否附属于海管局咨询单位、海管局承包商，或与海洋法、近海和深海采
矿业、研究机构或矿产营销和加工业有关的实体？
否。

11.

与政府间组织的关系
美洲环境保护协会具有《美洲保护和养护海龟公约》
、
《保护和开发大加勒比
区域海洋环境公约》及其《关于特别保护区和野生生物议定书》
《卡塔赫纳公约》
(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美洲整体发展理事会的观察
员地位，也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专门咨商地位。

12.

出版物和(或)其他有关文件清单
•

《供应链环境责任》(2022 年)

•

《绿色气候基金观察协调员指南》(2021 年)

•

《关于鱼类集群产卵的政策简报》(2020 年)

•

《可持续渔业和沿海管理工具》(2016 年)

•

《珊瑚礁保护国际监管最佳做法》(2015 年)

•

《墨西哥的珊瑚礁保护》(2012 年)

•

《哥斯达黎加的珊瑚礁：经济价值、威胁和国际法律保护承诺》(2012 年)

•

《环境保护指南》(2010 年)

B.

对大会审议中事项的兴趣

13.

简要说明贵组织打算如何显示对大会审议中事项的兴趣，包括回答问题 14 至 17
并提供与申请观察员地位有关的任何其他相关资料。
2020 年，我们成立了拉丁美洲深海采矿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由海洋保护专
家组织组成，为常设机构，其业务在日益壮大。鉴于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的位置，
所有成员组织都对该地区面临更大的潜在风险表示关切。
我们还从科学和法律的角度出发，正努力解决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在 12
月的会议期间提出的主要问题(有效的环境保护、公平分配惠益和两年规则，以及
“假设”场景)。在这方面，我们正在全面梳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海底
管理局的规章，我们打算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各个机构和拉丁美洲成员国代表分
享我们的结论。事实上，2021 年 12 月 9 日，我们致函理事会主席胡尔舍得·阿
拉姆海军少将，针对两年规则的解释和国际海底管理局就该规则的适用采取行动
的可能性发表了法律意见。我们注意到，深海采矿虽然事关人类的共同遗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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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一项鲜为人知的活动。正因如此，我们正在制定一项宣传活动，以提高拉丁
美洲公众和关键决策者对深海采矿的认识，我们还打算开展有关这一主题的法律
和科学教育活动。上述所有内容都表明，我们有兴趣也愿意积极参加国际海底管
理局的会议。
14.

简要说明贵组织的宗旨或活动是否以及如何与海管局的工作相关。
美洲环境保护协会致力于保护和有效管理海洋生态系统和物种。本协会倡导
完善国家和国际政策，帮助拉丁美洲国家消除无差别捕捞做法，采取预防性捕捞
政策，保护沿海生境，制定有助于向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过渡的经济激励政策和
制度。例如，美洲环境保护协会在渔业补贴和公海养护方面向各国提供法律和科
学支持，并与美洲保护和养护海龟公约科学委员会等国际文书机构开展合作。我
们在海洋养护方面的最新成就包括：保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对珊瑚礁健康至
关重要的关键珊瑚礁鱼类物种；在墨西哥、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养护 200 多万英亩
关键湿地生态系统；通过国际条约在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保护濒危海龟和珊瑚礁；
通过维权诉讼叫停韦拉克鲁斯海港扩建，从而将诉讼资格扩大至维护享有健康环
境的权利；推动承认智利巴塔哥尼亚的卡韦斯卡尔土著人民在其海洋领土上参与
环境决策的权利。

15.

简要说明贵组织是否打算以及如何为海管局的工作作出贡献，例如通过提供专门
信息、咨询意见或专门知识，或通过确定或协助获得专家服务或咨询服务。
美洲环境保护协会旨在支持制定能够在国际海底管理局决策中有效考虑预
防性办法的规章，以尽量减少采矿活动因环境风险评估不到位而对拉丁美洲海洋
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产生的影响。我们打算提供该地区相关行为体的科学意见，
对围绕规章核可工作进行的讨论作出贡献，并促进纳入本协会正在对采矿守则提
出评论和新建议的法律专家的意见。这项工作的目的是在监管标准与科学前沿及
现有最佳体制做法之间取得平衡。

16.

简要说明贵组织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具备专门知识并有能力在专长领域内为海
管局的工作作出贡献，特别是在海洋法、海洋环境保护、近海和深海采矿业、技
术、矿物加工和营销、
“区域”内活动和“区域”内海洋科学研究方面。
美洲环境保护协会拥有 20 多年的相关经验，在国内外证明了其在海洋环境
保护方面的专业知识。本协会将法律倡导与教育及建立联盟的举措相结合；我们
优先考虑能够树立可复制先例的高需求重大案件；我们提议可行的诉讼途径，提
供官员可以采纳的法律用语，并传播未决提案方面的信息；我们还在倡导和诉讼
中引证基于国际法的论据，以此支持合作伙伴的努力。在诉讼当中，我们曾援引
海洋法和公海条约。
此外，我们的团队汇集了国际环境法领域的顶级法律专家，以及毕业于美国
和世界顶尖大学的科学家。团队成员都曾在各自专业领域多年从事海洋生态系统
保护国际条约和法规方面的工作，也都愿意在国际海底管理局今年的相关进程中
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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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简要说明贵组织是否打算以及将如何为支持海管局的能力建设方案和举措(例如
秘书长奖、海管局自愿承诺)作出贡献。
美洲环境保护协会打算以国际海底管理局认为必要的任何方式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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