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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底管理局
第四届会议续会
牙买加金斯敦
1998 年 8 月 17 日至 28 日
主席关于大会第四届会议续会期间工作的说明
1.

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第四届会议第二部分于 1998 年 8 月 17 日至 28 日在

牙买加金斯敦举行
约

大会在本届会议这一部分中审议的事项包括:秘书长按照

第一六六条第 4 款的规定提出的年度报告

管理局 1999 年概算

公

以及管理

局成员 1998 年的经费分摊额
2.

1998 年 8 月 17 日,在第 56 次全体会议上,主席通知大会,至 1998 年 8 月

17 日为止,在管理局的 138 个成员中,只有 59 个成员缴付了 1998 年的预算缴款
他指出,到 8 月底,如果不收到新的缴款,则管理局的预算将拖欠 184 961 美元

大

会呼吁管理局成员尽快缴付其 1998 年管理局预算的缴款,并请秘书长将此呼吁通
知管理局成员(ISBA/4/A/12)
秘书长的年度报告
3.

秘书长介绍了他按照

公约

第一六六条第 4 款的规定提出的第二次年

度报告(ISBA/4/A/11)
4.

许多代表团对这份综合性报告

一节表示满意
98-27236 (c)

特别是关于管理局的实质性工作的第十

一些代表团表示,感谢秘书处于 1998 年 6 月在中国主办座谈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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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评价勘探多金属结核所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的指导方针

若干代表团指出,这种

座谈会是管理局实质性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们期望座谈会的调查结果和建议得
到散发

秘书长通知大会,秘书处打算在适当时候发表座谈会的议事记录

各项建

议也将提交法律和技术委员会审议
5.

一些代表团还要求了解秘书处对筹备委员会培训方案的评价情况

秘书

长通知大会,这项研究尚未完成,但研究结果将在适当时候提交法律和技术委员
会
6.

关于报告涉及同东道国的关系的第六节,许多代表团对秘书处在现有地点

的空间不足表示关切
7.

大会促请秘书长和牙买加政府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秘书长通知大会,他未能就牙买加政府在本届会议第一部分期间提出的关

于管理局永久总部所在地的建议编写报告,因为秘书处指派的工程师和建筑师在第
四届会议续会开幕之前的星期四才得以进入这幢大楼
大楼状况和里面的主要设备的报告

因此,秘书长还在等待关于

牙买加代表向大会保证,将在最高政治级别采

取行动,确保迅速解决这一问题
8.

大会请秘书长致函管理局临时成员国,提醒它们,所有各国的临时成员资

格均在 1998 年 1 月 16 日终止

有人指出,尚未完成必要步骤

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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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约国的若干国家已开

始采取必要的立宪和法律步骤,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

协定

缔约国

全权证书委员会
9.

全权证书委员会于 1998 年 8 月 25 日开会

ISBA/4/A/14 号文件
员会的报告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载于

1998 年 8 月 26 日,大会第 59 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全权证书委

大会有关全权证书的决定载于 ISBA/4/A/15 号文件

国际海底管理局特权和豁免议定书
10.

国际海底管理局特权和豁免议定书

于 1998 年 8 月 26 日开放供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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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巴哈马

表签署了

巴西

议定书

印度尼西亚
按照

牙买加

议定书

肯尼亚

荷兰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

第 16 条的规定,

议定书

将在纽约联合国

总部开放供签署,直到 2000 年 8 月 16 日
管理局 1999 年预算
11. 大会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ISBA/4/A/10 和 Add.1) 所载管理局 1999 年概
算

大会在审查概算时,考虑到了财务委员会 8 月 20 日的报告(ISBA/4/A/13/Rev.1)

所载的各项建议和理事会关于管理局 1999 年预算的决定和建议(ISBA/4/C/11 和
Corr.1)

大会通过了管理局 1999 年预算,数额为 5 011 700 美元

大会有关管理局

1999 年预算的决定载于 ISBA/4/A/17 号文件
审计员的指派
12. 大会按照

公约

第一七五条,根据财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请秘书长争

取指派一名联合国外部审计员来开展管理局 1998 财政年度的审计工作
请秘书长就指派一名审计员

大会还

包括以成本效益最高为准指派政府审计员或私营审

计公司事宜提出建议,供财务委员会在 1999 年进行审议(ISBA/4/A/17)
管理局成员的分摊缴款额
13. 大会还审议了理事会所建议的成员向管理局行政预算缴款的拟议分摊比
额 表 (ISBA/4/A/L.7)
(ISBA/4/A/L.8)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对该决定草案提出一项修正案

大会未能就管理局成员缴款分摊比额表作出协商一致的决定,因

此协议将原提案和修正案皆推迟到将由秘书长宣布日期的大会续会上讨论
其他事项
14. 俄罗斯联邦代表指出,除了多金属结核之外,在
资源,包括热液多金属硫化物和带钴壳
2(o)

俄罗斯联邦按照

区域
公约

内还有其他矿物
第一六二条第

款的规定,请管理局在三年之内通过有关勘探热液多金属硫化物和带钴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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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规章和程序

其他须由理事会审议的事项
15. 根据在本届会议第一部分期间通过的议程(ISBA/4/A/3),大会应该审议下
列项目,但这些项目须先由理事会审议:牙买加政府和国际海底管理局之间的协定
草案

管理局财务条例

以及

管理局工作人员条例

由于理事会尚未完成对

这些目的审议,所以大会没有机会在本届会议上加以审议
大会的下一次会议
16. 为了就成员向管理局行政预算缴款分摊比额表作出决定,大会第四届会议
续会暂时休会,而将在秘书长订定的日期重新举行会议
17. 大会考虑到理事会的建议,决定鉴于预算状况特殊,在 1999 年举行为时三
周的管理局会议,因此,管理局第五届会议将于 1999 年 8 月 9 日至 27 日在牙买加
金斯敦举行

智利代表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的名义宣布该集团有意提名

候选人担任 1999 年大会主席

荷兰代表以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名义表示支持,

如此,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则有机会于 2000 年担任大会主席,届时,所有各区域集团
均担任过主席职位
18. 智利代表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的名义表示,该集团对管理局于
1999 年举行为期三周的届会感到严重关切

尽管,本着合作精神,该集团加入协商

一致意见,但要表明,这样的决定是考虑到当前不寻常的预算情况而作出的,绝不能
对管理局往后各届会议构成先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