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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 项目 11
“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

开发工作计划核准申请书的编写和评估准则草案
法律和技术委员会编写
1.

《“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开发规章》
”)要求承包者在着手开发“区

域”内矿物资源之前，制定一项经核准的工作计划。
2.

工作计划核准申请书的目的是由承包者证明并由国际海底管理局确定拟议

的开发活动将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关于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关于执行第十一部分的协定》)；海管局的规
则、规章和程序，包括《开发规章》和有关标准；担保国的国家法律、规章和行
政措施；以及与海管局的合同条款。工作计划核准申请书应说明承包者将如何遵
守《开发规章》的规定，以便海管局掌握必要的资料，以评估和核准或不核准该
申请书。
3.

本文件旨在协助申请者：
(a) 根据《开发规章》编写工作计划核准申请书；
(b) 了解海管局各机关审查和审议申请书的流程。

4.

本文件涵盖对《开发规章》所述工作计划申请书的要求和评估申请书的要求。

5.

关于如何编写申请书各组成部分内容的具体信息见相关规章、标准和准则。

因此，本文件应根据需要结合《开发规章》、
《
“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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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ISBA/19/C/17 和 ISBA/20/A/9)、
《“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
(ISBA/16/A/12/Rev.1)和《
“区域”内富钴铁锰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ISBA/18/A/11)
以及相关标准和准则使用。
6.

其他类似行业的现有大量做法和国际标准为编写构成《开发规章》规定的申

请书的各组成部分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7.

本文件附件一载有一份核对清单，旨在协助申请人确保在申请书中纳入所有

所需资料和文件。承包者有责任确保熟悉以下文书为其规定的义务：《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
；《关于执行第十一部分的协定》；海管局的规则、规章和程序，包括
《开发规章》和有关标准；担保国的国家法律、规章和行政措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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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附件二载有一份流程图，说明审议申请书遵循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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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开发工作计划核准申请书的编写核对清单
监管要求
(基于 ISBA/25/C/WP.1)

对申请书的要求

申请书格式

申请书是否包括根据《规章》附件一要求提供的以下资料：

(规章第 7 条，附件一)

合格申请者
(规章第 5 条)

•

申请者资料？

•

关于所申请区域的资料？

•

技术资料?

•

财务资料?

•

规章草案第 7 条要求作出的书面承诺(见下文“书面承诺”)？

•

关于以前同海管局订立的合同的信息？

•

申请书所有附文和附件清单(见下文“申请书所附材料”)？

申请者是否为以下各方之一：
•

企业部，以自己的名义或作为一项联合安排的参与方？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

•

国营企业？

•

具有缔约国国籍或由这些国家或其国民有效控制并由这些国
家担保的自然人或法人？

•

符合规章要求的上述各方的任何组合？

申请书是否由以下各方之一提交：
•

缔约国的申请书，由该国为此目的指定的机构提交？

•

企业部的申请书，由其主管机构提交？

•

任何其他合格申请者的申请书，由其指定代表或由一个或多个
担保国为此目的指定的机构提交？

如果申请者是国营企业或具有缔约国国籍或由这些国家或其国民有
效控制的自然人或法人，申请书是否载有：
•

足以确定申请者国籍或对申请者进行有效控制的国家或其国
民对申请者进行有效控制的国家的身份的资料？

•

21-17326

申请者的主要营业地点或住所和注册地(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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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要求
(基于 ISBA/25/C/WP.1)

对申请书的要求

如果申请者是由实体组成的合伙企业或联营企业，申请书是否：
•

载有按规章草案要求提供的合伙企业或联营企业中每个成员
的资料？

•
担保书
(规章第 6 条)

指明联营企业或组合的牵头成员？

如果申请者是国营企业或具有缔约国国籍或由这些国家或其国民有
效控制的自然人或法人，申请书是否附有申请者国籍国或其国民对申
请者进行有效控制的国家开具的担保书？
担保书是否以提交该担保书的国家名义正式签署？
担保书是否载有以下信息：
•

申请者名字？

•

担保国国名？

•

一份陈述，声明申请者：
–

是担保国的国民；或

–

受担保国或其国民的有效控制？

•

担保国确认为申请者提供担保的陈述？

•

担保国交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批准书、加入书或继承书的
日期，以及担保国同意受《关于执行第十一部分的协定》约束
的日期？

•

担保国按照《公约》第一三九条、第一五三条第 4 款和附件三
第四条第 4 款承担责任的声明？

如果申请者具有一个以上国籍，如由一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合伙
企业或联营企业的情况，是否所涉每一国家均已出具担保书？
如果申请者具有一国国籍，但受另一国或其国民的有效控制，是否每
一国家均已出具担保书？
书面承诺
(规章第 7 条)

申请书是否载有以下书面承诺，确认申请人将：
•

同意因《公约》第十一部分的规定、海管局规则、规章及程序、
海管局各机关的决定及申请者同海管局所订合同的条款而产
生的适用义务是可以执行的，并将予以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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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海管局根据《公约》的授权对“区域”内活动进行的管制？

•

向海管局提供书面保证，表示将诚意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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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要求
(基于 ISBA/25/C/WP.1)

对申请书的要求

•

遵守担保国根据《公约》第一三九条、第一五三条第 4 款和附
件三第四条第 4 款制定的国家法律、规章和行政措施？

申请书所附材料
(规章第 7 条)

申请书是否附有：
•

根据有关勘探规章所附勘探合同标准条款第 11.2 节应提供的
数据和资料？

•

按照规章附件二拟订的采矿工作计划？

•

按照规章附件三拟订的融资计划？

•

按照规章第 47 条并以规章附件四所规定格式编制的环境影响
报告？

•

按照规章附件五编制的应急和应变计划？

•

按照规章附件六编制的健康和安全计划以及海上安保计划？

•

按照准则编制的培训计划，旨在落实《公约》附件三第十五条
的规定？

申请书覆盖的区域
(规章第 7 和 8 条以及
附件一)

•

按照规章第 48 条和规章附件七编制的环境管理和监测计划？

•

按照规章第 59 条和规章附件八拟订的关闭计划？

•

规章附录二具体规定数额的申请处理费？

申请书是否按照海管局采用的最新可适用国际标准，以坐标表界定
所申请区域的边界？
所申请的区域是否按海管局的规定，以一个或多个网格单元组成的区
块形式界定？
如果提出的工作计划拟开发两个或更多非毗连采矿区，申请书是否单
独列出每一个采矿区的环境影响报告、环境管理和监测计划以及关闭
计划，除非申请者能证明提供单一的一套文件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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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开发工作计划的申请和审查流程
秘书长在收到申请书后 45 天内通知申请者
必须提交哪些资料

否
申请书，包括所有所需资料、
文件和费用

申请书是
否完整？

是

秘书长在评论期结束后 7 天内向申请者提出
评论意见

申请书

秘书长确认收到申请书(收到
后 14 天内)，通知海管局和法
律和技术委员会成员(收到后
30 天内)，并对申请书进行初
步审查

在收到完整申请书后 7 天内，将环境计划(环
境影响报告、环境管理和监测计划以及关闭
计划)在网站上公布 60 天，供海管局成员、
委员会和利益攸关方提出评论意见

申请者在评论期结束后 30 天内提交任何经
修改的计划或答复

委员会审议申请书并评估
申请者

注：时间表可能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委员会在完成对环境计划的审
查要求之日起 120 日内向理事
会提出报告和建议

1.

委员会要求申请者在首次审议申请书之日起 30 天内提供补充资料

2.

委员会提议对工作计划进行修正(申请者在收到此类提议后 90 天
内作出答复)

3.

委员会确定申请书和申请者不符合《规章》规定的标准(申请者在
90 天内作出答复；在委员会下次可安排的会议上审议申请书)

4.

委员会计划的会议日历和待审议的申请书数目

理事会审议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议

工作计划获得核准后

承包者至少在生产前 12 个月向秘
书长提交可行性研究
经修改的环境计划如果是经修改
的工作计划的一部分，则在海管局
网站上公布 60 天(如果修改构成重
大变更)。向承包者提供评论意见。
承包者可在 30 天内修改环境计划

如果有关文件至少已在会议前 30
天分发，委员会审查可行性研究和
经修改的工作计划

经理事会核准后，秘书长拟订供签署的合同，并在海底采矿登
记册上公布合同，但机密资料除外

对秘书长确定
的工作计划作
出重大变更？

经理事会核准后，承
包者缴存环境履约保
证金

是
承包者提交经修改的工作计划

合同时间表得到更新
并登记在海底采矿登
记册上

委员会向理事会提出报告和
建议

理事会审议委员会就经修改的
工作计划提出的报告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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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承包者使采矿区投入
商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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