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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届会议
牙买加金斯敦
2016 年 7 月 11 日至 22 日

代表达勒姆大学边界研究中心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82 条第 1
款(e)项提出观察员地位申请
秘书处的说明
1.

2016 年 5 月 19 日，达勒姆大学边界研究中心致函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

申请管理局大会观察员地位。信函正文和申请人提供的补充资料见本说明附件一
和二。
2.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82 条第 1 款(e)项，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69

条第 1 款与秘书长订有安排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对大会审议事项表示兴趣并已接获
大会邀请的其他非政府组织，可作为观察员参加大会。
3.

同一条规则第 5 和第 6 款规定，该条第 1 款(e)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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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就其活动范围内的问题作出口头陈述，
而且，本条第 1 款(e)项所述观察员在其活动范围内提交的与大会工作有关的书面
陈述，应由秘书处按所提陈述的数量和语文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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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6 年 5 月 19 日达勒姆大学边界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斯
坦贝克给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的信
1.

达勒姆大学边界研究中心敬请海底管理局大会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82 条第

1 款(e)项的规定，承认其为海管局大会观察员。
2.

达勒姆大学边界研究中心是达勒姆大学地理系下设的一个中心。自其 1989

年作为国际边界研究室成立以来，协调举办了国际划界和争端解决的培训课程，
在与边界有关的仲裁和司法程序中提供了专家证词，提供了勘测和制图方面的技
术援助，向大众媒体宣讲了边界问题的复杂细节，并就涉及不断变化的主权、领
土、公民身份和空间政治组织性质的一系列地理问题开展了研究。来自世界各地
124 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中心关于海洋划界、边界争端解决及外大陆架定义和管
理等专题的培训课程。
3.

中心通过向工作者和公众提供有关主权国家边界内外空间法治的教育，力求

促进和平解决边界争端和可持续管理各国边界内外的经济和环境。
4.

中心认识到，国际海底区域带来了合作治理、环境管理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独

特挑战和机会，我们希望协助国际海底管理局努力应对这些挑战。我们认为，中
心成为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正式非政府观察员有利于海管局、担保国、承包者和中
心本身，敬请接纳我们的申请。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达勒姆大学边界研究中心主任
菲利普·斯坦贝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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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国际海底管理局观察员地位申请书
A.

组织名称
达勒姆大学边界研究中心

B.

办公地址
达勒姆大学边界研究中心
地理系
达勒姆大学
South Road, Lower Mountjoy
Durham DH1 3LE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C.

拟议主要代表的姓名和地址
主席
联合王国达勒姆大学地理系菲利普·斯坦贝克教授
电子邮件：Philip.steinberg@durham.ac.uk
副主席
联合王国达勒姆大学地理系 Marta Conde-Puigmal 教授
电子邮件：marta.conde-puigmal@durham.ac.uk

D.

达勒姆大学边界研究中心的目标和目的
1. 达勒姆大学边界研究中心是达勒姆大学地理系下设的一个研究和教育中
心，力求推动更好地了解边境地区，促进和平解决边界争端，并参与处理涉及不
断变化的主权、领土、公民身份和空间政治组织性质的更广泛地理问题。
2. 自 1989 年作为国际边界研究室成立以来，该中心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国际
划界和争端解决的研究和教育中心，通过向公共和私营部门提供服务发挥影响。
目前，中心将国际边界法工作与二十一世纪边界和划界地理研究相互结合。
3.

中心在三个主要领域开展活动：

(a) 研究和宣传：中心及其所属研究人员通过举办专门讲习班和会议以及出
版专门地图和地理空间数据库，发展和传播以下内容：关于划定边界线的仲裁和
法院裁决的知识；规范边界过境点的数据收集；法律文件和地图所载边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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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跨界活动的制度的实施；在各国边界内外建立新划分和关联的边界调整；边
界在实现全球正义的有益且具有挑战的努力中的作用；
(b) 咨询活动：自成立以来，中心通过提供意见和技术援助，向寻求解决或
防止国际边界争端的世界各国政府提供了支持。此外，中心向希望确定国际边界
线确切位置的企业提供了服务，并为商业地图出版社编制了地理空间数据信息；
(c) 培训：中心每年举办一些关于划界和争端解决的实际问题的培训讲习班。
讲习班的对象是参与划界的决策者，包括外交官、法律顾问、军事人员、测量员、
制图员、石油和天然气勘探经理、咨询人和高级学者。

E.

历史
1. 国际边界研究室成立于 1989 年，因为达勒姆大学政治地理学教授杰拉
德·布莱克认识到世界各国政府需要在国际边界问题上得到专业支持。在 2002
年至 2013 年担任研究室主任的 Martin·Pratt 教授领导下，研究室综合开展了上
述各种研究、咨询和培训活动，早年的主要产出包括边界和领土情况通报和海事
简 报系列 案例研 究、边界 和安全 简报系 列和 Kluwer 国际边 界研究 卷宗及
Routledge 世界边界丛书。中心的北极区域海事管辖和边界地图于 2008 年首次印
发，此后数次修订并多次重印，被确认为描述各国向北极区域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有可能和已经提出的权利主张以及已得到确认的权利主张的终极地图。
2.

自 1996 年以来，中心在世界各地为来自 124 个不同国家的 1 565 人举

办了培训讲习班，其中包括来自 150 多个组织、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
司的代表。此外，它还为各国和各部委举办了一些定制培训课程，并提供了制图
和法律领域的技术意见。1997 年至 2005 年，研究室与达勒姆大学法学院联合颁
发了国际边界学硕士学位。
3.

2014 年，国际边界研究室在地理系和法学院研究人员组成的指导委员会

的指导下，由现任主任菲利普·斯坦贝克教授领导，重组为达勒姆大学边界研究中
心。此后，中心继续开展培训和咨询活动，同时将研究范围扩至国际边界问题之外，
开始审议与边界相关的其他问题，包括跨界移徙、边界管理和治外空间治理。

F.

近期活动
中心在三个主要活动领域内的近期活动如下：

(a)

研究和宣传
㈠ 正在进行或最近完成的研究项目包括“冰法项目”，其中审查了世界极地的
各法律类别面临的环境挑战；
“变化格局中的遨游”
，其中审查了东南亚区域化移
徙政策的影响；
“近海地缘政治秩序”
，其中探讨了近海石油和天然气开发与地中
海东部和东南部地缘政治冲突之间的关联。此外，中心主任协调欧洲联盟资助的
“海洋治理欧洲科技研究合作行动”海底一揽子工作，该网络力求通过加强关于
可持续性挑战的区域一体化视角来解决欧洲体制分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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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中心继续更新北极和南大西洋区域海事管辖和疆界地图，其人员经常被媒体

邀请评论海洋区域的法律和地缘政治问题，包括最近接受以下媒体的大量采访：
英国广播公司(联合王国)、
《卫报》(联合王国)、英国军队广播署(联合王国)、德
国第二电视台(德国)、德国电波电台(德国)、今日俄罗斯(俄罗斯联邦)、
《国民报》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挪威广播公司(挪威)、《经济日报》(挪威)和《爱沙尼亚日
报》(爱沙尼亚)。
(b)

咨询活动
㈠

除了为常设仲裁法院和其他争端解决机制受理的案件所涉各国开展工作外，

中心参与了发展机构或区域组织支持的一些企业。其中一例是中心 2011 年启动
的工作，即协助举办培训讲习班，帮助莫桑比克政府筹备非洲联盟边境方案主持
的国际谈判。中心作为咨询机构进一步协助了关于重新核定莫桑比克基线的后续
工作。这一进程对重新审查关于矿产资源的一系列争议主张至关重要，例如关于
马拉维边境、西南印度洋新兴渔业和海底油气资源国际利益的权利主张。一些陆
地边界仍在讨论之中，但中心培训的谈判人员迅速与科摩罗、塞舌尔和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就划定共同海洋边界达成了协议，并为此签订了三份新的双边边界协
定、两份三国界点协定和修订了一份现有的边界协定。
㈡

中心还通过率先采用现代技术制作开放的地理空间数据产品，对划界实践活

动产生了影响。例如，其研究强调指出了河流作为被视为便利的“自然”边界的
重要性，以及与河流有关的实际问题。中心通过皇家地理学会资助的国际河流边
界数据库方案，创建了一个被美国国务院及谷歌(谷歌地球)采用的数据库，从而
协助提高了世界各地数百万计算机用户所用国际边界地图的准确性。
(c)

培训
中心每年举办一些讲习班，通常每个讲习班有 20 至 30 名学员，并偶尔为政
府部委举办定制讲习班。2016 年举办的讲习班载有以下课程：
a.

界定、划分和管理外大陆架(华盛顿特区，2016 年 2 月，与 Foley Hoag
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b. 边界争端及其解决方法(为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定制的培训课程，
伦敦，2016 年 2 月)；
c.

谈判国际边界(达勒姆，2016 年 5 月)；

d.

筹备边界和领土争端的第三方解决方案(海牙，
2016 年 9 月，
与 Eversheds
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e.

海事管辖和划界中的岛屿(迪拜，2016 年 11 月，与伍伦贡大学澳大利亚
国家海洋资源和安全中心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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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说明性陈述：达勒姆大学边界研究中心的宗旨在何种程度上与国际海底管理局
的宗旨相关，特别是能为海管局发展作出的贡献
(1) 作为致力于提高关于各国边界内外空间的和平和有效治理的意识和能
力的组织，中心的总体任务与海管局的任务基本一致。具体而言，中心的大部分
工作重点——包括其培训和咨询方案以及研究专长——都涉及海洋空间。中心正
在开展一个项目，研究在风险范围和利益攸关方身份不明确的情况下，如何利用
关于海底区域(主权管辖区域和国际海底区域)环境风险和利益攸关方参与的评估
来指导法规的设计和执行。中心希望与海管局分享关于最佳做法的研究成果，协
助海管局制订国际海底区域采矿法规，以及在更广泛上协助其制定采纳有关各方
意见的流程。
(2) 此外，中心将提供的专长包括传播关于跨界和域外问题及其与资源开采
之间关系的信息，以及地理空间数据的管理和可视化。作为长期致力于海洋的和
平和稳定秩序的组织，中心力求与海管局分享经验和专长，协助海管局履行管理
国际海底资源的使命。

H.

结构
(1) 作为达勒姆大学地理系的一部分，边界研究中心是该大学社会科学和保
健教研部门(下设地理系)的一个财务处理单位。中心主任负责作出日常方案决定，
他是兼职借调到中心的地理系全职教授，向地理系负责人报告工作。由 5 人组成
的指导委员会制定更广泛的战略方向，其中包括地理系的 3 名工作人员和法学院
的 2 名工作人员。
(2) 达勒姆大学地理系在联合王国的各个地理系中经常排名前三名，在世界
上位列前五名。在最近的排名中，达勒姆大学在联合王国的各个大学中综合排名
前 7 名，在全世界大学中位列前 70 名。在《时代》杂志最近(2015 年)的世界高
校排名中，达勒姆大学的社会科学教育名列全球第 36 名。

I.

伙伴组织
作为达勒姆大学的一个学术研究和培训单位，中心没有保留外部组织的正式
成员身份或设有组成成员。培训讲习班通常与国际法律事务所、制图公司或其他
大学的相关学术单位协办。这些活动的近期主要伙伴包括 Foley Hoag 有限责任公
司、Eversheds 有限责任公司、Bordermap 咨询有限公司、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
中心以及伍伦贡大学澳大利亚国家海洋资源和安全中心。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的
伙伴包括沃里克大学(联合王国)、拉普兰大学(芬兰)、阿库雷里大学(冰岛)、达尔
豪斯大学(加拿大)和印第安纳大学(美利坚合众国)。目前，中心研究项目的资金
来自 Leverhulme 信托和欧洲联盟的“Horizon 2020 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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