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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届会议
理事会届会，第一期
2020 年 2 月 17 至 21 日，金斯敦
临时议程项目 12
“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

关于区域环境管理计划最低要求模板的提案：促进标准化办
法提案
由德国和荷兰代表团提出，哥斯达黎加作为共同提案国

导言
1.

区域环境管理计划被认为是确保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四五条有效

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工具。1 在开发规章草案的协商过程中，许多缔约国强调指
出，除非已就相关区域制定了区域环境管理计划，否则理事会原则上不应核准开
发工作计划。
2.

区域环境管理计划提供区域的具体资料，为相关区域内的开发活动决策过程

提供便利。只有通过区域环境管理计划，才能适当审议区域的特定目标，考虑到
该区域的承载能力、累积影响以及与其他合法用途的冲突。这些计划还为承包者
提供长期规划的可靠性和公平竞争环境，特别是在从勘探转向开发之际。
3. 国际海底管理局已经核准了克拉里昂-克利珀顿断裂区的区域环境管理计划。
大西洋中脊北部沿线的多金属硫化物和西北太平洋的富钴铁锰结壳的区域环境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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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见，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环境管理计划获得通过(ISBA/17/LTC/7 和 ISBA/18/C/22)，荷兰于
2014 年提交的文件(ISBA/20/C/13)以及国际海底管理局 2019-2023 年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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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计划正在制定中。此外，海管局已将若干特定区域确定为制定区域环境管理
计划的优先地区(见 ISBA/24/C/3 和 ISBA/25/C/13)。

背景
4.

依照大会 2018 年通过的战略计划(ISBA/24/A/4)，区域环境管理计划是保护

海洋环境的手段。战略方向 3(保护海洋环境)指出，应制定、实施和不断审查区域
环境管理计划。
5.

“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的当前版本要求承包者依照相关区域环境

管理计划，制定环境影响报告(规章草案第 47 条)、环境管理和监测计划(规章草
案第 48 条)和关闭计划(附件八)。
6.

2019 年 11 月，海管局秘书处在征求法律和技术委员会的意见后，发布了关

于促进制定区域环境管理计划的指导意见的文件2。
7.

到目前为止，区域环境管理计划的规定内容、其制定、核准和审查程序以及

此类计划与“区域”内活动之间的关系，都没有得到明确澄清和同意。
8.

在开发规章草案的协商过程中，许多缔约国表示，区域环境管理计划的制定

和内容需要采取标准化办法。
9.

为此，德国和荷兰(哥斯达黎加作为共同提案国)特此提出一份模板提案(见附

件)，就区域环境管理计划的内容及其与“区域”内活动的关系问题，提出标准化
办法和结构化的前进方向。
10. 德国和荷兰另外提交了一份关于区域环境管理计划制定、核准和审查程序的
文件，哥斯达黎加作为共同提案国。
11. 这两份文件都反映了由德国、荷兰和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至 13 日在德国汉堡举办的主题为“推动‘区域’内区域环境管理计划标准化办
法”的国际研讨会的成果。参加研讨会的有 80 多名专家以及理事会成员、海管
局各机关和其他国际机构，反映了广泛的区域代表性和利益攸关方的各种观点。
12. 参加研讨会的人员强烈赞同，需要对所有的区域环境管理计划采取标准化办
法并规定最低要求和内容，并且需要明确规定的程序。
13. 研讨会报告将在海管局第二十六届年会第一期会议期间提交给理事会。

采取标准化办法的理由
14. 许多环境管理挑战，如区域特有的问题、区域的承载能力、多次采矿作业的
累积影响以及采矿与其他海洋用途之间的冲突，只能在区域层面加以解决。因此，
区域环境管理计划是确保有效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工具。为此，在相关海区的开
__________________
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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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活动得到核准之前，区域环境管理计划必须到位，并且，开发活动的进行不得
与计划所载目标和管理措施相冲突。
15. 采用标准化办法制定区域环境管理计划(模板)至关重要，原因有几个。首先，
标准化办法有助于根据适当的评估计划，识别和确定必要的管理措施，从而确保
区域环境管理计划在保护海洋环境方面尽可能富有成效。其次，标准化办法是良
好治理的要求，应当确保每份区域环境管理计划的高质量，要求不同计划之间具
有一致性和可比性，确保科学家和其他国际机构等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并促进
问责制和透明度、可靠性和可接受性，澄清环境保护标准，为承包者提供公平竞
争环境。
16. 这项提案符合海管局 2019-2023 年战略计划中概述的整体环境政策。在该战
略计划中，海管局要求运用区域环境管理计划，作为保护海洋环境的手段。通过
采用标准化办法制定计划，可以更有效地实现战略计划中的这一目标。
17. 根据开发规章草案，承包者的环境影响报告、环境管理和监测计划以及关闭
计划应符合相关的区域环境管理计划。本提案合乎这些要求。
18. 鉴于开发规章的起草工作正在进行，制定区域环境管理计划具有紧迫性。关
于促进制定区域环境管理计划的指导意见的文件以及为解决此类计划的制定而
举办的许多讲习班，反映了这种紧迫感。

建议
19. 请理事会在审议本文件的附件时表示注意到上述问题。
20. 还请理事会采纳附件所载模板，以期确保所有未来的区域环境管理计划均遵
循共同商定的标准化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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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区域环境管理计划的最低要求模板
导言
制定区域环境管理计划需要采取标准化办法，以确保所有区域的区域环境管
理计划在制定、应用和实施方面具有一致性和全面性。
模板是一种标准化格式，是将来制定国际海底管理局区域环境管理计划所用
的蓝图。
每份区域环境管理计划都应复制模板第 1、2 和 3 节草案。第 4 至 8 节包含
区域的特定要求，应在每个标题下填写区域的具体资料。

1.

区域环境管理计划的宗旨
区域环境管理计划的宗旨是提供区域所特有的资料、措施和程序，以确保依
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四五条的规定有效保护海洋环境。为此目的，计划
规定了总体目标和具体目的，并以原则为指导，确立环境管理措施(包括划区管理
工具)，同时考虑到累积影响和协同效应，用于管理在同一区域内发生的人类不同
活动之间的潜在冲突。
海管局、担保国和承包者使用区域环境管理计划作为其决策框架。

2.

总体目标
海管局的区域环境管理计划包含评估、管理和监测措施，目的是促进海底采
矿活动，并且：
•

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特别是

–

维护生物多样性、生态连通性、生态系统结构、生态系统服务和复原力

–

保护独特的海洋生态体系

–

防止物种灭绝

–

防止对海底和海洋水层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包括对中层水域鱼类种群的
影响

–

防止脆弱生态系统恶化，气候变化的预计影响会让这些生态系统面临特
别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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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管理决策方面针对知识差距和风险水平相应运用预防原则，特别是通过

–

使用所有可用的环境数据为管理决策提供信息

–

在“区域”内开展任何活动之前、期间和之后，监测和评估环境状况

–

发现并考虑到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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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适应性管理

•

识别和缓解不同用途之间的冲突，为此要避免各种合同区、保留区、特
别环境利益区、海洋保护区和指定用于其他合法用途(如渔业、海底电缆)
的区域相互重叠

•

促进“区域”内海洋科学研究和能力建设

•

促进各国、承包者和海管局其他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作，特别注重发展
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

3.

原则
区域环境管理计划将遵循以下原则：

4.
4.1.

•

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

预防性办法

•

对整个区域进行基于生态系统的综合管理

•

通过透明决策和公众参与确保问责制

•

使用现有最佳科学技术

•

利用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相关传统知识

•

使用最佳环保做法和技术

•

国际合作

技术和科学资料
确定和界定具体区域环境管理计划的空间适用范围
[就具体的区域环境管理计划，插入包含坐标和深度的地理地图(最好是三维
地图)，并标明
•

具体区域环境管理计划所涉区域的矿产资源

•

具体区域环境管理计划所涉区域的海底和海洋水层生物地理区(酌情参
照国际海底管理局关于如何界定海洋区域边界的准则)，并考虑到跨边
界的生物地理和海洋学区域

4.2.

•

海洋边界(例如专属经济区)

•

国际海底管理局合同区、保留区和弃置区。]

环境基线资料
4.2.1.

海洋环境说明[插入通过承包者提交给海管局的报告、DeepData 平台以

及其他的全球和区域数据库收集的区域环境基线数据和数据分析结果的说明(见
海管局秘书处 2019 年 11 月发布的关于促进制定区域环境管理计划的指导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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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第 26-29 页)和科学文献，酌情提供地理信息系统地图和图层作为辅助，并
包括以下类别：
4.2.1.1.

地球物理和化学特征：

–

物理性质(ISBA/25/LTC/6，第 15(a)段)，包括平流和涡流扩散测量

–

化学性质(ISBA/25/LTC/6，第 15(b)段)

–

地质性质(ISBA/25/LTC/6，第 15(c)段)，包括矿产资源

4.2.1.2.

生物特征(ISBA/25/LTC/6，第 15(d)-(f)、17、18 段)和相关的生物地理区：

–

最新适用的海底和海洋水层生物地理分类地图

–

包括过境物种和洄游物种在内，底栖和中上层特有物种的生物地理分布

–

从物种出现数据推导出的生境和丰富度模型

–

通过排序方法或其他技术分析物种群落，以评估物种分组

–

确定代表性物种，同时考虑到生境的变异性

–

代表性物种的遗传连通性，包括集合种群内的源-汇动态

–

洄游物种的连通性，包括对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具有文化意义的物种

–

确定海底和海洋水层生境的食物网结构

–

生态系统功能，包括识别关键物种

–

识别稀有且脆弱、具有其他生态重要性或者敏感或脆弱的生态系统或群落

–

确定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例如，生物泵进行的自然固碳)

4.2.1.3.

确定区域内的自然应激源，包括气候变化。]

4.2.2.

不确定性说明[使用描述性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统地图，详细说明环境信

息方面的现有数据空白以及因数据质量或数量导致的不确定性。]
4.3.

关于区域内人类活动和限制的信息
4.3.1.

“区域”内的活动[使用描述性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统地图，详细说明海

底矿物活动情况，包括勘探和开发合同、收到的合同申请书、来自合同区的其他
空间信息，如区域内的保全参照区和影响参照区]。
4.3.2.

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和国家管辖范围内毗邻水域的活动[使用描述

性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统地图，详细说明其他国际组织或协定(例如，
《生物多样性公
约》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国际金融公司、
区域海洋公约、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意义
的海洋区域、传统海洋管理区和措施)所确定的与区域有关的描述、指定、管理制
度或标准]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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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享有公海自由的活动[使用描述性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统地图，详细说明区域

内其他合法的海洋用途(例如，航运、捕鱼、铺设海底电缆、海洋科学研究项目)]
4.3.4.

垃圾场[使用描述性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统地图，详细说明如何识别水下

弹药、武器、放射性物质或其他废弃物(如适用)]
4.3.5.

文化遗产和利益[使用描述性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统地图，详细说明区域

内的任何文化遗产和利益(例如，沉船、化石、人类遗骸、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用
于进行传统无仪器导航的路线和航海特点)]

5.

已确立的划区管理工具
使用描述性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统地图，提供信息说明现有的全部划区管理工
具，举例而言，包括指定的海洋保护区、国际海事组织指定的特别敏感海区、
《国
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设立的特别海区以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规定的受限制
海区的面积和位置以及适用的措施。

6.

采矿活动的各种情景和预测可能在区域一级产生的影响
对各种采矿情景(开发的范围、持续时间、频率)下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
为此要考虑到累积影响和气候变化以及可能来自区域外的压力，同时利用现有最
佳科学技术进行建模，并与上述已确定的基线进行比较。

7.

区域的特定目标、具体目标和指标
区域环境管理计划的区域特定目标如下：[根据技术和科学细节一节的内容，
填写每份区域环境管理计划的区域特定目标。]
区域环境管理计划的区域特定具体目标和指标如下：[根据技术和科学细节
一节的内容，填写可计量的区域特定的具体目标和指标。]

8.

管理措施
[根据第 4、5 和 6 节中的总体目标、原则和信息来制定管理措施，同时考虑
到措施的社会经济可行性。]

8.1

划区管理
[为确立划区管理工具提出提案，包括：
8.1.1.

国际海底管理局特别环境利益区1 以及海洋保护区(如适用)的面积和位

置以及海管局施加的限制，包括地图
8.1.2.

关于如何根据海管局的相关规则、规章或程序，在区域内的合同区里确

定影响参照区和保全参照区的大小和位置的指导意见
8.1.3.

需要保护的场址(含缓冲区)(这与海管局秘书处 2019 年发布的指导意见

中描述的精密方法有关。这些场址特别可能遭受采矿活动造成的风险)
__________________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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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敏感性更高的海区/需要采取预防的海区，包括考虑到《生物多样性公约》

确认的现存具有生态或生物敏感性的海洋区域，以及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指定的
脆弱海洋生态系统。]
8.2.

在合同区内指定采矿区
[提供详细信息，说明当前获得许可的合同区内指定的采矿区的数量、面积和
位置。]

8.3.

季节或时间限制
[详细说明应适用于海底矿物活动的任何季节或时间制约(例如，考虑到繁殖
季节、鲸目动物和其他海洋物种的洄游，包括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洄游物种)。]

8.4.

对具体生物区系影响的限制
[详细说明旨在防止或尽量减少对具体生物区系产生影响的任何措施(例如，
包括生境、具有科学价值和(或)利益的海区、具有文化和社会重要性的海区)。]

8.5.

处理与其他合法用途的潜在冲突的措施
本节的目的是根据《公约》第一四七条和规章草案第 31 条，阐述避免与其
他合法用途发生潜在冲突的措施。
[详细说明，包括如何通过与其他国际机构的程序安排，解决潜在冲突。]

8.6.

加强知识与合作的战略
[提供关于以下各项的详细信息：
8.6.1.

未来的研究计划、抽样方法、数据分析，以期尽可能缩小当前的数据间

隔(见 4.2.2.)

8.7.

8.6.2.

促进和激励试点采矿(和影响监测)项目的措施

8.6.3.

通过国际合作激励海洋科学研究的措施

8.6.4.

能力建设、培训和技术转让措施

8.6.5.

沟通和新闻战略]

区域监测计划
8.7.1.

提供区域监测计划，考虑到区域环境管理计划的总体目标和区域目标，

特别是管理措施的有效性
8.7.2.

8/8

说明区域监测计划如何加强知识与合作(见上文 7.5)。

20-00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