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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届会议
2015 年 7 月 13 日至 24 日
牙买加金斯敦

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有关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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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 1 节第 9 段延长已核准勘探工
作计划期限的程序和标准的决定
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
回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六二条第 2 款(a)和(l)项规定，理事会应就管
理局职权范围内所有问题和事项监督和协调《公约》第十一部分规定的实施，并
按照《公约》第一五三条第 4 款和管理局的规则、规章和程序，对“区域”内活
动行使控制，
又回顾其 2014 年 7 月 23 日的决定1 第 2 段，其中理事会请法律和技术委员
会作为紧急和第一优先事项，依照《规章》附件四所载标准条款第 3.2 节拟定申
请延长勘探合同的程序和标准草案，供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审议，
考虑到法律和技术委员会对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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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 1 节第 9 段延长已核准勘探工作计划期限的程
序和标准2 的建议和财务委员会的建议，
1.

采行本决定附件所载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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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 1 节第 9 段延长已核准勘探工作计划期限的程序
和标准；
__________________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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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申法律和技术委员会遵照《公约》第一六五条和 1994 年协定附件第

1 节第 9 段规定的任务，应该审议承包者是否已经秉诚努力履行勘探合同规定的
义务，但由于承包者无法控制的原因而未能完成进入开采阶段的必要筹备工作，
或是否当时的经济环境不宜进入开采阶段；
3.

吁请担保国或国家按照其义务向秘书长确认继续在整个延长期提供担

4.

请秘书长向管理局所有承包者通报本决定，并请申请延长的承包者着重

保；

指出拟对活动方案所作的修改和(或)补充。
第 212 次会议
2015 年 7 月 23 日

附件
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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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 1 节第 9 段延长已核准勘探工作计划期限的程序和标准
一.

延期申请的形式和内容
1.

勘探合同持有者(以下简称“承包者”)可按下文所载程序，提出勘探合同延

期申请。承包者每次可申请延期的期限不超过五年。
2.

勘探合同延期申请应以书面形式提交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并应载列附件

一所载资料。提交勘探合同延期申请应不迟于申请所涉合同终止前六个月。
3.

除非担保(诸)国在申请延期之时另有说明，担保资格应被认为在整个延期期

间继续有效，担保(诸)国应继续承担《公约》第 139 条、第 153(4)条及《公约》
附件三第 4(4)条所规定的责任。
4.

勘探合同延期申请的处理费用定为 67 000 美元，或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

在提交申请书时付清。
5.

如果管理局处理申请书产生的行政费用低于上文第 4 段所述的固定数额，管

理局须将余额退还承包者。如果管理局处理申请书的行政费用超过上文第 4 段所
述固定数额，承包者应向管理局补缴差额，但承包者支付的额外数额不得超过第
4 段所述固定费用的 10%。
6.

考虑到财务委员会为此设立的标准，秘书长应确定上文第 5 段所述的此类差

额，并将数额通知承包者。通知中应列入管理局的支出明细表。承包者的应付数
额或管理局的应退数额应在理事会对申请做出最后决定后三个月内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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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勘探合同延期申请的受理
7.

秘书长应：
(a) 以书面形式表示收到每一份勘探合同延期申请，注明收件日期；
(b) 将收到申请书一事及上文第 3 段中的要求通知担保(诸)国；
(c) 妥善保管申请书及其附文和附件，并确保申请书所载全部机密数据和资

料的机密性；
(d) 将收到申请书一事通知管理局成员，并向他们分发关于这项申请的一般
性非机密资料；
(e) 通知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成员，并将该申请书的审议作为一个项目列入委
员会下一次会议的议程。
三.

法律和技术委员会的审议
8.

委员会应按收件先后次序从速审议勘探合同延期申请。

9.

委员会应审议并审查承包者就勘探合同延期申请提供的数据和资料。为了审

查的目的，委员会可请承包者提供更多的必要数据和资料，说明实施工作计划和
遵守合同标准条款的情况。
10. 委员会在履行职责时，应无歧视地统一适用本程序和标准及管理局的细则、
关于特定矿产资源的规章和程序。
11. 如委员会认为勘探合同延期申请不符合本程序规定，或承包者没有按照委员
会的要求提供数据和资料，委员会则应通过秘书长书面通知承包者并说明理由。
承包者可以在这种通知发出后 45 天内修正其申请书。如委员会在进一步审议后，
认为不应建议核准勘探合同延期的申请，则应通过秘书长将此意见通知承包者，
并再给承包者在 30 天内提出交涉的机会。委员会在拟定提交理事会的报告和建
议时应考虑承包者提出的任何这类交涉意见。
12. 如委员会认为，承包者虽秉诚努力遵守勘探合同的各项要求，却由于承包者
无法控制的原因而未能完成进入开采阶段的必要筹备工作，或由于当时的经济环
境的原因而不宜进入开采阶段，委员会则应建议核准勘探合同延期的申请。
13. 委员会应根据管理局会议时间表，利用第一个可能的机会向理事会提交报告
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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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理事会的审议
14. 理事会应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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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 3 节第 11 和第 12 段，审议委员会就已核准勘探工作计划延期申
请提出的报告和建议。
15. 经理事会核准后，秘书长将同承包者授权代表签署本文件附件二所载格式的
协议，延长合同。根据相关各项《规章》，延长期间适用于合同的条款和条件应
为延期之日生效的条款和条件。3

五.

过渡条款
16. 如果合同延期申请已依照本程序按时提交，而合同将在法律和技术委员会下
一次排定会议之后和理事会下一次排定会议之前到期，合同及合同规定的所有权
利和义务则应被视为延长至理事会能够开会核准委员会就该合同提交的报告和
建议之时。从合同若未按照本程序延期则将失效的日期算起，在任何情况下不得
因适用本条规定而使合同延期超过五年或承包者所请求的较短期限。

__________________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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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另加说明，凡提及“各项《规章》”之处，均为《“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
(ISBA/19/C/17，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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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项规章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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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一
勘探合同延期申请应包含的资料
1.

勘探合同延期申请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承包者请求勘探合同延期的理由陈述。理由陈述应说明请求延长的期限

(不超过五年)，并应：
㈠

解释承包者无法控制的、使其不能完成开采阶段之前必要准备工作的具

体原因；或
㈡

解释当时的经济环境使其不宜进入开采阶段的原因，包括解释相关经济

环境指的是全球总体市场情况还是有关承包者自身项目的可行性评估。
(b) 承包者在整个合同期间迄今已开展的工作以及参照已核准勘探工作计
划计量的结果的详细摘要。摘要应包括：
㈠

根据管理局对具体矿产资源制定的报告标准 对矿产资源和/或矿产储

量的估计；
㈡

以表格形式概述指导承包者的相关建议中所列的有关环境变量的所有

环境基线数据；a
㈢

依照勘探合同向管理局提交的所有报告的完整清单；

㈣

依照勘探合同向管理局提交的所有数据和资料的完整目录；

㈤

管理局依照勘探合同审查年度报告后要求提交或除此之外依照合同应

向管理局提交，以及尚未提供或尚未以管理局要求或可接受的格式提供的所
有数据；
㈥

按照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根据各项《规章》发布的给承包者的指导建议 b

并依照勘探合同提供的支出细目，说明在合同期间任何偏离预计年度支出的
情况；
㈦

依照勘探合同提供培训的情况摘要；

(c) 延长期内拟议勘探方案介绍和时间表，并附有详细的活动方案，以表明
拟对已核准的合同勘探工作方案做出的修改或补充；承包者将在延长期间完成进
入开采阶段的必要准备工作的说明；
(d) 在必要时提出在延长期间拟放弃勘探区域任何部分的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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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A/19/LTC/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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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延长期内活动方案的预计年度支出明细表；
(f)

依照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根据各项《规章》发布的给承包者的指导建议，

为延长期拟订的培训方案。c
2.

所有与勘探合同延期申请有关的数据和资料应以纸质复印件及管理局指定

的数字格式提交。

__________________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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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二
______年____月____日国际海底管理局与________[承包者]关于延长国际海底
管理局与________ [承包者]之间________[矿产资源]勘探合同期限的协议
国际海底管理局(由秘书长代表)(以下简称“管理局”)与________[承包者](由
________代表)(以下简称“承包者”)，同意将管理局与承包者____年___月___日
在________[地点]签署的从____年____月____日[原始合同终止日期]开始为期
____年的________[矿产资源]勘探合同，连同相关附件，延长_____年至_____年
____月____日，但须作下列修正。
1.

合同附录 2 应代之以本协议所附活动方案，作为附件一。

2.

合同附录 3 应代之以本协议所附培训方案，作为附件二。

3.

合同执行部分第 1 段提及的标准条款应代之以本协议所附的标准条款，

作为附件三，a 且标准条款应纳入合同，其效力视同合同条款。
除上述修正外，合同在其他所有方面仍具有完全效力。修正将于______年
____月____日生效。
下列签署人经各自一方正式授权，于_____年____月____日在______[地点]
签署本协议，以资证明。

__________________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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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截止日期为 2016 年和 2017 年的合同而言，这里指的是理事会 2013 年 7 月 22 日通过、后经
ISBA/19/A/12 修订的《
“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附件四(ISBA/19/C/17，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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