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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主席关于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工作的说明
1.

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13 至 24 日在金斯敦举

行，包含第 150 至 154 次会议。

一. 通过议程
2.

7 月 14 日大会第 150 次会议通过了第二十一届会议议程(ISBA/21/A/1)。

二. 选举主席和副主席
3.

在同次会议上，由西欧和其他国家组提名的赫尔穆特·蒂尔克(奥地利)当选

为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主席。在 7 月 21 日大会第 151 次会议上，经过各区域组
协商之后，喀麦隆(非洲国家组)、智利(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大韩民国(亚
太国家组)和俄罗斯联邦(东欧国家组)的代表当选为副主席。

三. 选举财务委员会成员以补空缺
4.

在第 150 次会议上，大会选出 Madimi Koteswara Rao 先生(印度)和耶敏登先

生(缅甸)为财务委员会成员，分别填补维什努·杜特·夏尔马先生(印度)和汉登
觉先生(缅甸)留下的空缺，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任满。

四. 秘书长的年度报告
5.

大会 7 月 21 日第 151 和 152 次会议以及 7 月 22 日第 153 次会议审议了管理

局秘书长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六六条第 4 款提出的年度报告(ISBA/21/A/2)
并进行了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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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第 151 次会议上，秘书长向大会介绍了他的报告，报告所涉期间为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6 月。秘书长强调管理局与东道国牙买加关系的友好性质，敦
促沿海国根据海洋法公约第八十四条第 2 款向他交存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海图和地
理坐标，并欢迎巴勒斯坦国于 2015 年 1 月 2 日加入公约，从而成为管理局的第
167 个成员。他还赞扬也门批准了 1994 年关于执行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
7.

秘书长的报告包括下列项目：管理局成员，与东道国的关系，管理局特权和

豁免议定书，财务和行政事项，自愿信托基金和“区域”内海洋科学研究捐赠基
金。该报告也叙述了管理局最近的活动和萨特雅·南丹图书馆所收的最新出版物，
说明了报告所述期间各种研讨会和讲习班的地点和主题，并讨论了深海采矿监管
制度的逐步发展。秘书长还强调迫切需要拖欠达两年或两年以上的成员结清欠款。
8.

这三次会议用来对秘书长的报告作一般性辩论，成员国 35 次发言，观察员

11 次发言，实系前所未有。牙买加外交和外贸部长阿诺德·尼科尔森表示欢迎所
有代表团，并就秘书长提出的管理局与东道国关系中的关切问题作了答复。部长
赞扬管理局通过自愿信托基金和捐赠基金以及最近设立的实习方案，努力建设发
展中国家的能力。他强调捐赠基金 2015 年通过海上培训方案，使来自牙买加和
尼日利亚的两名青年研究员能够得到在西南印度洋洋脊深海海底采矿调查的宝
贵培训。喀麦隆、摩纳哥、新西兰(代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俄罗斯联邦、南非(代
表非洲国家组)，汤加(代表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代表
团也作了发言。
9.

大会还听取了下列发言：阿根廷(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孟加拉国、

巴西、中国、古巴、法国、斐济、德国、加纳、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日
本、肯尼亚、马绍尔群岛、墨西哥、缅甸、挪威、菲律宾、大韩民国、塞内加尔、
新加坡、泰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此外下列观察员代表团也作了发
言：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法律事务厅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国际海事组织、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太平洋共同体和世界海洋理事会。大会还听取了深海养护联
盟、鱼礁项目、绿色和平组织、国家海洋水下弹药问题对话会议和世界野生动物
基金代表的发言。发言者对这份详尽报告总体上感到满意，并表示支持管理局在
报告所述期间开展的工作。
10. 多个代表团重申了自愿信托基金和捐赠基金的重要性。自愿信托基金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的余额为 225 187 美元。最近的捐款为日本 2014 年 9 月捐赠的
21 660 美元。2015 年 5 月 31 日捐赠基金余额为 3 455 538 美元。共有来自 36 个
发展中国家的 66 名科学家或政府官员获得了捐赠基金的资助。墨西哥和汤加最
近分别捐给捐赠基金 7 500 美元和 1 000 美元。
11. 新西兰代表同时代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欢迎拟订开采规章和借鉴利益攸关
方为编写规章所交材料工作取得进展。新西兰代表还强调，管理局应该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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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当前的势头，此外法律和技术委员会的订正框架草案和行动计划正切合当前
的需要。多个代表团赞同这一观点。一些代表团赞扬管理局已开展的大量筹备工
作，并期待在 2016 年管理局下届会议上进一步审议多金属结核开发守则，特别
是有关承包者许可证延长，
“区域”内开采矿物规章草案和海洋环境保护等问题。
12. 许多代表团赞扬法律和技术委员会和秘书处在过去 12 个月里分别开展的工
作和取得的进展。其他代表团强调了培训和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而且必须让发展
中国家获利于海洋资源。某代表团还要求就成员国在海洋事务和海洋法方面对能
力建设的需求进行一次全面评估。一些代表团表示重视海洋环境保护。其他多个
代表团欢迎委员会为指导承包者评估“区域”内海洋矿物勘探可能造成的环境影
响所发布的建议。一些代表团对克拉里昂-克利珀顿断裂区环境管理计划作了评
论，而另一些代表团则强调管理“领域”内开展的活动需要准确的环境基线数据。
13. 若干代表团支持并附议秘书长，呼吁拖欠支付摊款达两年或两年以上的管理
局成员履行义务，结清帐目。另一些代表团重申秘书长的呼吁，即所有沿海国应
交存标明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海图或相关资料。有几个代表团支持秘书长的建议，
即制订一份概况介绍，解释管理局在“区域”内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并强调分
类学和标准化讲习班的重要性。另一些代表团欢迎管理局与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
环境公约委员会、海事组织、太平洋共同体和其他组织合作。某代表团指出，最
好能有更多的常驻代表团派驻管理局，因为这将提请国际社会注意管理局的工作
事关重大。

五. 按照第一五四条进行定期审查
14. 大会在第 152 次会议上开始审议议程项目 10(根据公约第一五四条规定对
“区
域”国际制度进行定期审查的职权范围)。秘书长编写了一份说明(ISBA/21/A/4)，
除其他外载有关于如何进行这一审查及其职权范围的建议。许多代表团表示总体
上支持这次审查，而另一些代表团则说已经拖延过久。关于进行审查的可能方式，
与会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该项目分别在 7 月 22 和 24 日大会第 153 和 154 次会
议上继续讨论。
15. 大会第 154 次会议除其他外，决定承诺根据第一五四条，对“区域”国际体
制的实际运作方式作一次全面和系统的审查。审查由一个审查委员会监督进行，
其组成为大会的主席和主席团成员以及理事会主席，大会现任主席留任委员会直
至审查完成。大会还决定各区域组主席也可以作为观察员参加审查委员会。审查
由咨询人进行，在秘书长根据管理局既定采购程序编写的合格咨询人短名单的基
础上，由审查委员会任命咨询人。审查的范围和职权范围详载 ISBA/21/A/9 号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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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财务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议
16. 大会第 152 次会议听取了财务委员会主席的简报，并在第 154 次会议上审议
了该委员会的报告(ISBA/21/A/6-ISBA/21/C/15)。根据理事会的建议，大会通过了
载于 ISBA/21/A/10 号文件的决定。

七.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任命和报告
17. 大会第 151 次会议任命了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为以下九国：阿根廷，加拿
大，捷克共和国，圭亚那，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南非，汤加和联合王国。
18. 全权证书委员会于 2015 年 7 月 22 日举行了会议，选举因德拉·珀索德(圭
亚那)为本届会议全权证书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审查了本届会议与会代表的全权
证书。委员会收到了 2015 年 7 月 22 日秘书处关于这些全权证书状况的备忘录。
19. 大会第 154 次会议通过了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大会关于全权证书的决定
载于 ISBA/21/A/8 号文件。

八. 大会下届会议的日期
20. 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将于 2016 年 7 月 11 至 22 日举行。届时将轮到亚太国
家组提名 2016 年大会主席候选人。

九. 其他事项
21. 在第二十一届会议结束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提到了关于理事会决定
若须大会核准应取何种程序这一问题，并指出它将在第二十二届会议上提出这个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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