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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底管理局
第六届会议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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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7 月 3 日至 14 日

主席关于大会第六届会议续会工作情况的说明
1.

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第六届会议第二期会议于 2000 年 7 月 3 日至 14 日在牙

买加金斯敦举行
财务委员会的补缺选举
2.

在 2000 年 7 月 5 日第 74 次会议上 大会选举了 Peter DÖllekes 先生 德
Albert Hoffmann 先生

国

南非 和 Juliet Semambo Kalema 女士 乌干达

填补财务委员会分别因为 Jobst Holborn 先生 德国

Craig Daniell 先生 南

非 和 David Etuket 先生 乌干达 辞职而出现的空缺 以任满他们到 2001 年
12 月 31 日届满的五年任期
秘书长的年度报告
在 2000 年 7 月 5 日第 74 次会议上 秘书长介绍了他按照公约第一六六条第

3.

4 款规定提出的第四次年度报告 ISBA/6/A/9

秘书长指出 报告中提供了资料

来协助大会按照公约第一五四条的规定 对 区域 国际制度的实际实施情况进
行审查
4.

在秘书长作了介绍之后 喀麦隆 智利 中国 捷克共和国 斐济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新西兰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巴布亚新几内亚 大韩民国 塞内
加尔和汤加等国代表团以及美利坚合众国观察员代表团作了发言
发言的代表团对秘书长报告的全面广泛性表示赞赏 有几个代表团强调了所

5.

有尚未加入 关于执行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 的公约缔约国采取必要步骤加入
该协定的重要性 此外 各代表团还着重指出 管理局的工作需要得到更广泛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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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几个代表团特别指出了管理局所举办的讲习班的重要性和价值

他们指

出 这种讲习班有助于促使人们对深海底勘探所涉及的各种问题有更好的了解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请求考虑帮助它们更容易地利用这些讲习班 包括在管理
局的网站发表讲习班的活动记录 以及考虑提供条件确保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能
够更广泛地参加
7.

针对一个请求澄清的问题 秘书长告诉大会 管理局与非政府组织 国际海

洋学会 的工作没有任何关联 管理局也不赞助或者认可任何由该组织主办的研
讨会 秘书长表示 为了避免今后发生任何混淆 他将写信给国际海洋学会 请
它确保不要给人印象以为它代表管理局或者管理局参与它的工作
8.

关于对公约第十一部分和协定所建立的制度进行定期审查的问题 大会同意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即鉴于管理局在实施这个制度方面的经验十分
短促 大会在此时采取任何措施是过早的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9.

全权证书委员会于 2000 年 7 月 11 日举行了会议

委员会的报告载于

ISBA/6/A/16 号文件 大会在 2000 年 7 月 13 日第 76 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全权证
书委员会的报告 并注意到又从三个国家收到了来文 大会关于全权证书的决定
载于 ISBA/6/A/17 号文件
管理局 2001 年预算
10. 大会审议了载在秘书长的报告 ISBA/6/A/7-ISBA/6/C/4 中的大会 2001 至
2002 年财政期间概算 大会在审查概算时考虑到了财务委员会在其 2000 年 7 月
10 日的报告 ISBA/6/A/13-ISBA/6/C/6 中提出的建议 以及理事会关于管理局
预算的决定和建议 ISBA/6/C/7

大会通过了管理局 2001 至 2002 年财政期间

总数 10 506 400 美元的预算
任命审计员
11. 根据财务委员会的建议

ISBA/6/A/13-ISBA/6/C/6

大会请秘书长作出必

要的安排 任命 KPMG Peat Marwick 对管理局进行 2000 年审计 但不妨碍以后
的任命
管理局成员的经费分摊额
12. 根据理事会的建议 大会决定授权秘书长分别根据联合国所用的并经管理局
调整的 2000 和 2001 年经常预算比额表 制定 2001 至 2002 财政期间的分摊比额
表
13. 大会关于管理局 2001 至 2002 年财政期间预算和有关事项的决定载于
ISBA/6/A/15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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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的补缺选举
14. 在 2000 年 7 月 13 日第 76 次会议上

大会按照公约第一六一条第 3 款 并

基于各利益集团和区域集团所达成的载在 ISBA/6/A/14 号文件中的谅解 选举了
下列理事会成员 任期均为 4 年
A组

日本 联合王国

B组

中国 印度

C组

葡萄牙

D组

巴西 巴布亚新几内亚

E组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捷克共和国 加蓬 圭亚那 马耳他 纳米
比亚

区域

南非

波兰

苏丹

塞内加尔 西班牙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草案

15. 在 2000 年 7 月 13 日第 76 次会议上 大会注意到理事会通过 区域 内多
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并在获得大会核准前予以临时适用的决定
ISBA/6/C/12

大会核准了该规章 大会关于 区域 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

探规章的决定载于 ISBA/6/A/18 号文件
大会的下一次会议
16. 主席指出 按照协定的规定 大会下一次会议将要选举新的财务委员会 为
了便利进行选举 主席请缔约国在大会下一次会议之前 至少提前两个月作出附
有详细履历的提名

以便秘书处将提名人选和履历分送管理局全体成员

17. 大会下一次会议将于 2001 年 7 月 2 日至 13 日在牙买加金斯顿举行 大会注
意到 亚洲集团将在适当时候提名一个担任 2001 年大会主席的人选 东欧集团
则将提名一个担任 2001 年理事会主席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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