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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郑清典代表向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递交全权证书 

2011年 5月 16日，新任中国常驻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郑清典向管理局秘书

长奥敦通递交了全权证书。 

奥热烈欢迎郑代表到任，并表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海底事务并发挥日益重

要的作用，与管理局保持密切合作关系与友谊，管理局感谢中方给予的大力支持，

期待着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促进国际海底事业的发展。   

郑代表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管理局的各方面工作，支持“全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维护和落实，希望管理局在国际海洋事务中发挥更大

作用，为人类共同利益做出更大贡献，他本人将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中国与管理局

的友好合作。 

 

陈京华代表向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辞行 

2011 年 4 月 1 日，我常驻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陈京华向管理局秘书长奥敦

通辞行。 

陈代表愉快地回顾了四年来代表处与秘书处的密切合作与友谊，感谢奥敦通

秘书长及秘书处工作人员对中国代表处工作的支持，高度评价国际海底管理局的

工作进展，祝愿国际海底事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奥感谢中国对国际海底管理局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特别是中国率先提交多

金属硫化物矿区申请，充分表明中国对国际海底事业的信心和对管理局工作的支

持。奥热情赞扬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赞扬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

的无私援助，强调其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3 
 

国际海底管理局召开“国际海底矿物资源探矿、勘探和开发：

加勒比面临的挑战和合作机遇”国际研讨会 

 

2011年3月28-30日，国际海底管理局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召开“国际海底矿

物资源探矿、勘探和开发：加勒比面临的挑战和合作机遇”国际研讨会。该研讨

会由管理局、西印度大学和牙买加政府联合举办，内容丰富，议题包括国际海洋

法最新进展、管理局工作、国际社会在国际海底矿产资源商业化开发方面的努力

等，会议还专门讨论了加勒比地区如何从海洋法中获益、如何参与国际海底事业

等。中国大洋协会秘书长金建才作为专家与会，向会议报告了国际海底资源的种

类、分布以及海洋科学研究的重要作用。 
 

观点与立场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大使在第 65届联大全会 

关于“海洋和海洋法”议题的发言 

（2010年 12月 7日） 
 

主席先生，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更加密切。如何可持续地利用

海洋、更有效地保护海洋，实现人类与海洋的和谐共处，是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

重点。  

中国代表团主张，各国应在科学和法治的基拙上，通过平等对话、相互合作，

实现海洋的和平、安全、开放、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现国际社会成员的共

同发展和互利共赢。我愿借此机会就海洋和海洋法领域相关问题发表如下看法：  

一、关于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在执行《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方面发挥的作用，注意到委员会工作所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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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支持委员会严格按照《公约》及委员会议事规则，高标准、高质量地

履行《公约》赋子的职责，希望委员会对沿海国划界案的审议不仅符合国际社会

的期待，而且经得起科学、法律和时间的检验。中国代表团赞赏各方就解决委员

会工作量问题所做出的努力，同时主张应平衡处理委员会关于 200海里外大陆架

划界案的审议速度和审议质量问题，不能为提高审议速度而影响委员会工作的严

肃性、科学性和专业性。  

二、关于国际海底管理局。中国代表团祝贺国际海底管理局一年来取得的成

就。管理局第 16届会议通过了《“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该规

章的出台，有利于海底新资源的有序开发，有利于增强管理局工作的活力，有利

于国际社会对“区域”及其资源的管理，有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分享“区域”

及其资源的利益。我们希望各国继续本着务实合作的精神，推动富钻结壳勘探规

章早日出台。  

三、关于国际海洋法法庭。中国代表团注意到，作为根据《公约》设立的处

理《公约》解释和适用争端的司法机构，法庭已受理第一起海洋划界案，海底争

端分庭也受理了国际海底活动中担保国责任咨询案，法庭的作用受到国际社会的

普遍关注。中国政府一贯重视法庭在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维护国际海洋秋序方面

的重要作用，支持法庭根据《公约》规定履行职责。  

四、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

这个问题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其中海洋保护区是各方争论较大的问题之一。

中国代表团认为，海洋特别是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涉及各国利益。处理国家管

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问题，需要平衡考虑对海洋的保护与利用，特别

是要顾及发展中国家对海洋的依赖。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

域的海洋保护区问题确立起普遍接受且具有可操作性的通行标准和法律框架，各

国对建立有关海洋保护区应持谨慎态度。  

五、关于全球海洋环境报告与评估经常性进程。目前经常性进程已正式启动。

中国代表团认为，为使经常性进程顺利开展工作，发挥应有作用，必须坚持国家

在经常性进程工作中的主导作用，遵守包括《公约》在内的相关国际法，尊重沿

海国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不介入国家之间的主权和海域划界争议，专注

于为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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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可持续渔业问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渔业大国，积极参加各国际渔

业组织的工作，致力于加强对渔业资源的养护和管理。中国政府将继续与有关国

家一道，共同促进国际渔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合理规范渔业行为，为实现海洋

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确保海洋生态平衡和各国共享渔业利益做出积极努力。  

主席先生，  

海洋是人类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基础。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加强合作，团结互助，

共同应对海上挑战，共享海洋机遇和财富，共谋海洋永续发展，让海洋永远造福

于人类。  

谢谢主席先生。 

 

 

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民大使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21届缔约国会议 

关于“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主席工作报告”议题的发言 

（2011年 6月 13日）  

主席先生， 

我要感谢委员会主席布雷克先生所做的工作报告。委员会工作事关《公约》

的全面实施，寄托着沿海国和国际社会的厚望，中国代表团支持和重视大陆架界

限委员会工作。迄今，委员会已完成对14项划界案的审议并做出建议，中国代表

团很高兴看到委员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对委员会各位委员高效、辛勤和专业的

工作表示敬佩和赞赏。同时，也感谢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向委员会提供的专业秘

书处服务。此外,我还要对委员会日本委员玉木贤策的去世表示哀悼，并向玉木

贤策先生的亲属表示慰问。  

主席先生，  

中国代表团曾多次提出，各沿海国提交的外大陆架划界案，绝大多数符合《公

约》规定，但也有个别划界案以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的岩礁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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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提出200海里以内和以外的大陆架主张，明显违反了《公约》第121条的规定，

侵蚀了“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国际海底区域。中方提出这一问题，并非针

对具体划界案，而是因为这是涉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具有普遍性的重要法律问

题。  

委员会在其第23届会议主席声明中承认，其无权处理涉及《公约》第121条

法律解释的事项。作为由地质学、地球物理学或水文学方面的专家组成的机构，

委员会应避免其工作影响包括121条在内的《公约》有关条款的解释和适用。  

如在相关岩礁的法律地位得到明确认定之前，委员会就有关划界案提出建

议，事实上将起到认可以岩礁主张外大陆架的效果，向国际社会发出误导的信息，

对有关法律问题的解决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有关法律问题具有普遍性，这将开创

利用远离本土的岩礁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先例，导致更多更大范围的公海

和国际海底区域受到侵蚀，影响国际社会整体利益。  

委员会第24届会议决定，不对小组委员会涉及相关岩礁部分的建议采取行

动，除非另有决定。中国代表团认为，委员会这一决定是谨慎的、合理的，相信

委员会会坚持这一决定，不会对小组委员会涉及相关岩礁部分的建议采取行动。  

主席先生，  

中国代表团还注意到，在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上，一些委员建议明确一项机制，

以就《公约》某些条款的解释问题寻求建议。中国代表团赞赏委员会相关努力，

同时愿指出，在这一涉及《公约》完整实施的重大问题上，《公约》缔约国不应

让作为技术领域专家的委员们独自工作。缔约国应履行相应的责任，向委员会提

供必要的帮助。包括《公约》缔约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应继续关注委员会工作中遇

到的法律问题，积极探讨解决办法。  

主席先生，  

委员会工作对沿海国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都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委员

会面临着繁重的工作量。中方代表团愿在相关议题下，与各方一道积极探讨如何

解决委员会工作量问题。相信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委员会能够克服困难，严格

按照《公约》和其议事规则的规定审议各国提交的划界案，完成《公约》赋予的

使命。  

谢谢主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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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国际海底管理局第 17届会议展望 

国际海底管理局（简称“管理局”）第 17 届会议将于 2011年 7月在管理局

秘书处所在地牙买加首府金斯顿召开。大会和理事会会期为 7月 11日至 22日；

隶属于大会的财务委员会从 7 月 12日开始开会；隶属于理事会的法律与技术委

员会（简称“法技委”）从 7月 4日开始开会，比大会提前一周举行。 

本届会议将由亚洲组推举大会主席，由东欧组推举理事会主席，由非洲组指

定一位该组理事会成员不具有投票权。按照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

1994年《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本届会议各机构的

主要议题分别为： 

一、财务委员会 

本年度为财务委员会换届年度。 

财务委员会将听取并审议 2010 年管理局账户的审计报告，审查管理局周转

基金、自愿信托基金和科研捐赠基金等账户情况。财务委员会还将对管理局 2011

至 2012 财务年度指定独立审计机构提出建议，在必要时该建议提交理事会和大

会审议。 

二、法律与技术委员会 

本年度也是法技委换届年度。 

法技委将按照《"区域"内多金属结核资源探矿与勘探规章》审查 8个承包者

提交的年度报告。与此相关，秘书处根据法技委上届会议的要求，将准备一份按

照签订的承包合同对承包者年度报告中经费支出的详细分析，供本届会议审议。 

多数承包者将于 2010年结束与管理局签订的为期 15年的勘探工作计划中第

二个 5年期限。按照多金属结核资源探矿与勘探规章，每 5年秘书长与承包者共

同对勘探工作计划执行情况进行阶段审查。为此，承包者需要对今后 5年期间的

活动计划作出安排，若有必要对活动计划做出相应调整。2010年 11月，秘书长

通知相关承包者尽快提交合同期最后 5年的勘探活动工作计划，截止日期为 2011

年 3 月 31日。关于秘书长与承包者阶段审查情况的报告将提交法技委在本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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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期间审议。 

法技委将审查 4 份关于核准勘探工作计划的申请，分别是：（１）瑙鲁海洋

资源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8年 4月 10日提交的关于在保留区勘探多金属结核资源

的工作计划；（２）汤加海洋采矿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8年 4月 10日提交的关于

在保留区勘探多金属结核资源的工作计划；（３）中国大洋协会于 2010年 5月 7

日提交的关于勘探多金属硫化物资源的工作计划；（４）俄罗斯联邦自然资源与

环境部于 2010年 12月 24日提交的关于勘探多金属硫化物资源的工作计划。 

根据法技委上届会议的建议，管理局在 2010年 11月举办了关于在克拉里昂

-克利珀顿断裂区(CC区)设立“特别环境利益区”网络的国际研讨会。作为会议

成果形成的环境管理计划草案，将提交法技委审议。同时根据一名委员的提议，

法技委还增加一项议程，审议 2010年 5月 31日至 6月 4日在法国迪纳尔举办的

“深海化学合成生态系统的环境管理研讨会”的报告。  

三、理事会 

理事会首先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然后通过会议议程。 

理事会将继续审议《“区域”内富钴结壳探矿与勘探规章（草案）》（载于

ISBA/16/C/WP.2.）。在 15 届会议期间，法技委通过了该规章（草案）并决定提

交理事会审议。理事会在 16届会议上开始审议该规章（草案），但因时间问题没

有完成。理事会上届会议就规章（草案）的一些重要问题，交换了一般性的看法，

但还需要在本届会议上认真讨论。如关于勘探区面积、形状问题，中国代表团已

提交了一份建议案供理事会讨论。理事会还要求秘书处为本届会议提供与硫化物

规章相一致的校订后的结壳规章（草案）文本。 

理事会将听取法技委的工作报告以及法技委提请理事会审议的事项，包括是

否核准 4份勘探计划申请的建议。 

在 2010年 5月 6日召开的理事会第 161次会议决定，就成员国有关“区域”

活动的担保国的义务和赔偿责任问题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征求咨询

意见。作为第 17号案，海底争端分庭于 2011年 2月 1日给出“关于担保个人和

实体从事“区域”内活动的国家所负责任和义务的咨询意见”正式答复。本届理

事会将研读该咨询意见并讨论其执行事宜。 

本届理事会将选举产生 2012年至 2016年期间新一届法技委。上届理事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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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法技委主席在报告中的看法，认为目前法技委的组成规模并不妨碍法技委工作

效率效能，对法技委过去 5年的工作和组成表示满意，并强调法技委需要保持其

宽泛的专业性以便胜任复杂的工作任务。因此，理事会同意 2011 年选举法技委

的规模或可扩大，但考虑到节约和有效，最多为 25人。理事会并同意 2011年法

技委选举将严格执行 2007 年通过的程序（载于 ISBA/13/C/6）；秘书长于 2010

年 10月 8日照会各成员国在 2011年 4月 11日前提名候选人。 

四、大会 

大会首先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然后通过会议议程。接着大会将讨论接收

为观察员的请求，目前已收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海洋法律与政策中心的申请。大

会将听取并审议秘书长的年度工作报告，选举产生 2012年至 2016年期间新一届

财务委员会。 

关于财务委员会选举，秘书长已于 2010年 10月 8日邀请各成员国推荐候选

人并附相关资格证明或简历，截止日期为 2011年 5月 11日。按照《协定》附件

第 9 部分，秘书长提醒成员国财务委员会由大会选举 15人组成，要顾及均衡的

地区分配和特别利益集团的代表性。《协定》附件第 15部分所述各地区组至少有

一名成员，至管理局有足够经济来源前，成员国缴纳费用最多的 5位各有一名成

员。 

 

国际海底管理局召开 CC区环境管理计划研讨会 

2010年11月8-12日，根据第15届管理局届会上法律和技术委员会的建议，秘

书处主持召开了“为克拉里昂-克利珀顿断裂区(CC区)制定一项区域环境管理计

划的国际研讨会”。研讨会有35人参加，包括委员会7名成员、管理局成员以及承

包者、海洋生物普查计划、奥斯巴（OSPAR）委员会和世界野生动植物基金会的

代表。与会者们听取了一系列报告，随后分成几个小型的工作组举行会议，每个

工作组负责环境保护计划的一个具体部分。与会者们然后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各

具体部分。最后，秘书处在与会方有重大分歧的情况下，把案文合并成“克拉里

昂-克利珀顿区环境管理计划草案”(ISBA/17/LTC/WP.1)并提交第17届会议。 

该草案包括了为具体在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进行环境管理而需要考虑的各



10 
 

方面问题。草案概述了与管理计划相关的法律制度、“特别环境利益区”（areas of 

particular environmental interest，简称“APEI”）的设计、位置以及有关这些区域

的管理和审查过程的建议。 

草案核心主张是设立9块“特别环境利益区”，每块面积为400公里×400公里

(包括200公里×200公里的核心区和周围100公里的缓冲带)，目标是禁止采矿，

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特别环境利益区”位置如下： 

 
（上图参见ISBA/17/LTC/WP.1） 

草案建议法技会审查现有的提案，在批准实施以前，先行确定提案是否适合

或需要修正。为此，应举行一个科学/海洋保护区/管理专家研讨会，对现有“特

别环境利益区”提案以及提案所依据的数据和假设(及承包者提供的任何新数据

和信息)进行同行审查和评论。这个研讨会应在2011 年完成下列任务： 

(a) 审查2007年研讨会原有“特别环境利益区”提案的数据和假设 (及法技

委的修改)； 

(b) 确定方法的科学有效性； 

(c) 评估现有数据以确定“特别环境利益区”的面积、位置和数量等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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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使法技委能够就提议的“特别环境利益区”向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作

出明确的建议。 

在拟订有关实施“特别环境利益区”提案的建议时，法技委应考虑： 

(a) 参考公认专家的意见，定期审查并在必要时修正“特别环境利益区”的

位置、面积和特征等。为此可定期举行研讨会或会议，第一个应在实施“特别环

境利益区”网络后两年举行； 

(b) 鼓励和酌情支持并发起科研项目和方案，以提高对“特别环境利益区”

内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认识和了解。进行这些研究时，应尽量减少对生境和

动物群落的损害。应将提议的研究活动通知管理局。管理局秘书处将在2011年开

始这一行动，与多个国家和国际研究机构接触； 

(c) 如何鼓励在关于气候变化和海洋的科学研究方案中增加“特别环境利益

区”作为参比区（reference areas）； 

(d) 监测“特别环境利益区”养护目标取得的成绩的适当机制。在一定程度

上，这将取决于采矿活动影响的性质，因此应确定以哪些物种为关键指标种； 

(e) 将管理局的“特别环境利益区”管理目标通知负责管理有关水体的主管

机构，环境管理计划也应在管理局的网站上公布； 

(f) 鼓励主管政府间组织采取相适应的措施，管理可能影响“特别环境利益

区”生物多样性或环境的其他活动(例如，捕捞、航运、海洋倾弃)。管理局应与

主管国际组织联系，表明希望促进CC区内的科研活动； 

(g) 审查承包者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例如，每两年一次)，以及可能影响“特

别环境利益区”设计的相关专家的意见。法技委应酌情向理事会报告结果，建议

应采取的措施。任何改变“特别环境利益区”位置或性质的建议，须具有关于建

议的替代地区的信息，以确保战略和业务目标维持不变。如果采矿活动被视为影

响“特别环境利益区”时，法技委应带头制订环境标准，以做出决定和制订规则。 

支持设立上述“特别环境利益区”的代表的主要理由是，保护区的设立符合

国际海底管理局保护海洋环境的权力的有关法律框架；符合《里约宣言》原则15

条明文规定的“风险预防原则”，即在环境可能受到严重或不可逆的损害时，不

得以缺乏充分科学确定性为由推迟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环境退化；有利于保护CC 

区各种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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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设立上述“特别环境利益区”持谨慎立场的代表认为，目前对CC区环境

方面的信息和资料过少，而且缺乏综合研究，因此该建议的科学依据不充分，建

议管理局应展开进一步研究，特别应充分利用承包者掌握的环境数据和资料，在

此基础上，再研究如何进行环境管理；设立“特别环境利益区”的法律依据也不

充分，《公约》第一六二条第2 款(x)项明确规定，（理事会）“在有重要证据证明

海洋环境有受严重损害之虞的情形下，不准由承包者或企业部开发某些区域”，

目前国际海底尚未进入商业开发，而勘探活动对海底的影响非常小，因此尚无“重

要证据证明海洋环境有受严重损害之虞”；“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也需要考虑风

险的程度和客观需要，应是合理的、符合成比例原则以及成本-收益等方面的综

合评价，海洋环境的保护不仅是环境问题，还需要考虑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因素。 

有关背景： 

一、2007年10月23日至26日在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分校举办的一个研讨会，

讨论了使用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问题，并提出设立如下“保

全参照区”： 

 

（上图参见ISBA/14/LTC/2） 

二、2008年管理局第14届会上，法技委对该提议进行了一般性讨论，还设立

了一个工作组，负责对各项问题进行更为详细的审议，以形成建议。委员会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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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基本的提议是由管理局在该区内划出一系列生态区，不对其进行勘探或开采活

动。生态区不应与现有合同区相重叠。 

委员会还注意到在《公约》和1994年《执行协定》中有多个法律机制，包括

按照《公约》第一六二条第2 款(x)项从环境角度考虑不准开发某些区域的权力，

可以用来划定生态区。但是，一系列复杂问题需要详细审议。这包括生态区的面

积和位置、建立标准和在开发阶段对生态区与承包者的现有义务予以协调以提出

影响参照区和保全参照区的问题。委员会商定请委员会生态和法律专家分组继续

在秘书处的协助下依据这项提议形成一份完整提议，供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审

议。委员会此后不妨考虑按照《公约》第一六五条向理事会提出建议。（以上参

见ISBA/14/C/8） 

三、2009年第15届管理局会议上，法技委继续审议在克拉里昂-克利珀顿断

裂区(CC区)建立特别环境区域网的建议。秘书处所编写的文件(ISBA/15/LTC/4)

有助于委员会开展这项工作，该文件审查了CC区海洋环境现有知识的状况、管

理局之前在这方面开展的工作以及管理局根据《公约》和《规章》可以利用的各

种法律机制。委员会指出，文件中的建议确定了位于CC区九个不同地点的特别

环境区域网，其构成是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恢复受影响区域的生

态，同时避免与CC区目前的使用情况产生任何冲突。 

委员会回顾，联合国大会呼吁各国及相关各级国际组织在《公约》框架范围

内，紧急审议以何种方式按照国际法和统筹生态系统管理的原则科学地统筹和改

善脆弱海洋多样性所面临风险的管理工作。在这一全球范围内，在CC区建立特

别海洋区域网可通过若干重要方式促进实现管理局确立的环境制度总体目标。此

外，从这些区域获得的科学资料将有益于拟订包含相关海洋环境保护和养护标准 

的规则、条例和程序，并极大地促进环境条例和建议的定期审查。 

委员会注意到，拟议网络是根据现有科学研究设计的，但又同时认为，向理 

事会提出关于动用《公约》规定的权力以永久关闭有关区域的建议，还为时尚早。

但是，为了避免今后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并考虑到《公约》第165条第(d)、(e)

和(h)款以及《勘探规章》第31条第2款的规定，委员会认为，CC区多金属结核资

源的开发，必须根据已有的最佳科学知识，制定全面合理的CC区整体环境管理

计划。该计划应明确界定CC区的保护目标，包括一项全面的环境监测方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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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环保目的提出代表性区域网的定义。 

该计划应完全符合预防原则，但也应具有灵活性，以便随着新的科学资料的

收集作出改动。该计划应顾及关于CC区的最佳现有科学知识，以及可在区域范

围调整物种分布的已知主要环境因素，其中包括海床深度、地形特征的规模和种

类以及上覆水体的生物-地理化学特征。通过利用这些知识和科学标准，可以在

尚未完全了解所有物种分布的情况下设计特别环境区域网。 

委员会指出，不管怎样，关于CC区物种分布的资料十分有限。卡普兰项目(由

管理局和J.M.开普兰基金赞助，法国、英国和日本政府提供额外捐助)是对整个

CC区的物种变化进行的唯一研究。这项研究显示，CC区各区域的物种变化有很

大不同。这些数据可以从海底横断面的照片和之前进行的其他特别海底采样得到

证明。根据迄今已完成的科学研究，人们已经知道，整个CC区的物种分布可以

从东向西、自南而北有很大变化。最终将利用承包者的抽样来补充这些数据，但

若要做到抽样方法标准化以及分类标准的一致性，还有很多困难有待克服。 

委员会建议管理局优先考虑举办国际研讨会，让拥有相关专门知识的委员会

成员以及承包者代表和其他专家参加，以便进一步审查关于建立特别环境区域网

的现有建议，并就拟定CC区环境管理计划提供咨询。委员会还鼓励在拟议特别

环境区域开展进一步科学研究，并建议将从这些研究中收集的任何数据同管理局

现有承包者收集的资料进行比较，以更好地评估拟议特别环境区域具有多大的代

表性，并评估所有这些区域是否都有必要或者是否应对这些区域的面积和地点作

出调整。（以上参见ISBA/15/C/5） 

四、2010年第16届管理局会议上，法技委未深入讨论该问题，只是注意到将

在2010年晚些时候举行研讨会，进一步审查关于在CC区建立特别环境区域（areas 

of particular environmental interest）网络的建议。2010年11月研讨会上，各方

讨论的“Currently Proposed Network of areas of environmental interest in the CCZ”

的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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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参见研讨会文件“Template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lan”，

2010-11-09） 

在会议仍有重大分歧的情况下，秘书处整理了一份未经协商一致通过的“克

拉里昂-克利珀顿区环境管理计划草案”，其中“Areas of particular environmental 

interest”的位置参见ISBA/17/LTC/WP.1，该草案将由今年法技委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