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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底问题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从某种意义上 对某一制度的理解 过程也许比结果更为重要  

 

位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世界洋底沉积着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 其中率先为人们所认识

的是分布于水深 4000-6000 米海底的多金属结核资源 多金属结核含有几十种元素 尤以铜

镍 钴 锰富集为特征 据估算 全球洋底具有商业开发潜力的多金属结核资源总量为 200-800

亿吨
1

随着陆地资源的日趋减少 世界经济与技术的发展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 德国 英

国 前苏联 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及其财团陆续开展了海底多金属结核资源的勘查活动 至

60 年代末 勘查技术 采矿冶炼试验及技术发展研究工作已具有相当规模 这些活动引起了

国际社会的关注 一些发展中国家担心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 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手中掌

握的资金与技术 任意占有与开发国家管辖海域以外的海底资源 从而在联合国内提出了调

整国际法律关系 建立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的要求  

 

1 原则宣言与海底委员会(1967 1972 年) 

1967 年 8 月 17 日 马耳他驻联合国代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将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海床洋底的和平利用问题 列入第 22 届联大议事日程
2

1967 年 12 月 18 日 基于国际社会

对海底资源开发问题的日益关注 第 22 届联大一致通过的 2340 号决议决定成立一个特设委

员会以研究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的和平利用问题
3

1968 年 12 月 21 日 第 23 届联大

又通过决议 决定将特设委员会改为常设委员会 建立 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

底委员会 (简称海底委员会)
4

 

从海底特设委员会工作开始 一个日趋明确的认识是:各海洋区域的种种问题是密切相关

的 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 就国际海底区域而言 如何界定区域的边界必然涉及

国家管辖的海域范围 例如 1958 年通过的日内瓦 大陆架公约 第一条有关大陆架的定义

为: 200 米等深线或超过此限度而上覆水域的深度容许开采其自然资源的海洋底土部分 据

此 大陆架外部界限可依照 200 米等深线或沿海国技术力量所能达到的开发深度的两个标准

划定 按其第二个标准 一国开采海底自然资源的技术越先进 其可能拥有的大陆架范围就

越大
5

这样 技术越发达 作为国际海底区域的面积就越小 这是许多 60 年代独立的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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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难以接受的 由此 由海底问题为先导 引发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海洋问题 从而导致

了整个海洋法问题被列入了联大的议事日程中  

1970 年 12 月 17 日 第 25 届联大以 106 票对 0 票 14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海底委员会主

席提出的一项原则宣言决议案文 决议宣告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和该区域

的资源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
6
同届联大通过的 2750C 决议决定于 1973 年召开第三次联合国海

洋法会议 决议规定了海洋法会议的一系列任务 其中包括:为深海底区域及其资源建立一项

公平的国际制度 包括国际机构 为该区域规定一个精确的范围 广泛讨论海洋的种种问

题 包括领海 领海宽度和海峡问题 毗邻区 大陆架 公海 捕鱼权 海洋环境保护和海

洋科学研究的各种制度等问题 决议授权海底委员会编制有关文件以具体体现原则宣言精神

并顾及到所有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公平分享从中获得的利益 这样 海底委员会在审议

海底问题的同时 担负起筹备召开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职责
7

 

 

2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1973 1982 年) 

从1973年至1982年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经过9年时间共11期会议的协商与谈判

制定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下称 公约 确定了包括国际海底资源开发在内的各项法律

制度 在此过程中 代表不同利益 不同地区 不同经济社会制度的 150 多个国家参与了这

一史无前例的国际条约的制订 如此众多国家聚集一起 关注讨论海洋问题 是基于这样一

个基本共识 即 各海洋区域的种种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 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

考虑  

这一共识贯穿于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全过程 始终主导着有关海洋种种问题的讨

论 而建立在这一共识基础上达成的 公约 其显著特点之一是他的整体性 公约 旨在

为海洋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秩序 以便利国际交通和促进海洋的和平用途 海洋资源的公平

而有效的利用 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以及研究 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 公约 在重新规范公

海自由等习惯国际法的同时 确立了过境通行 群岛海道通行 群岛制度 专属经济区制度

以及国际海底等一系列制度 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具体体现 公约 设立了组织控

制国际海底区域活动 特别是管理 区域 资源的国际机构 国际海底管理局  

公约 确立的国际海底制度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对国际金属市场前景的预测 是各

利益集团经过长期的讨价还价达成的一个妥协平衡的产物 然而 在 公约 所确立的国际

海底制度基本定型之后 1980 年以美国 深海海底固体矿物资源法 的出台为开端 西方一

些工业化国家先后制定了与 公约 所确定的海底制度相对立的深海采矿法律 美国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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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前任政府的立场 在 1981 年第 10 期海洋法会议上 要求重新审查海洋法公约草案 特

别是对有关国际海底部分提出了所谓 8 项忧虑和衡量标准 至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临近

结束时 在其他问题上各利益集团基本取得一致意见的同时 主要在国际海底制度上的分歧

使得海洋法会议最终不得不放弃事先达成的 君子协定 即在谋求一切努力协商一致之前

不应采取投票表决的方式 应美国代表团的要求 1982 年 4 月 30 日对是否通过 公约 进行

了表决 表决结果以 130 对 4 票 17 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 公约 然而采用表决的方

式本身意味着有关国家和利益集团在国际海底问题上的分歧
8

 

1982 年 12 月 10 日 公约 在牙买加蒙特哥湾市开放签字 当日包括中国在内的 119

个国家和实体签署了 公约 149 个国家和组织在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最后文件 上

签字 1 个国家 斐济 批准了 公约 这一日已成为国际社会对海洋问题普遍关注的历史

见证  

公约 是平衡不同制度 不同利益国家与集团得失的杰作 是一部完整的 不容分割

的一揽子协议 而与其整体性相适应的另一显著特点是他的普遍性 唯其涵盖了海洋的种种

问题 涉及了所有国家的利益 然而 在通向其生效的漫长过程中 主要国家与利益集团在

海底问题上的分歧使 公约 的完整性与普遍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3 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1983 1995) 

根据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有关决议 为筹备建立国际海底管理局和有关机构 联

合国设立了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简称海底筹委会) 其主要职能

为:� 

1 机构的筹备工作  

2 制订国际海底制度的有关职能  

3 处理先驱投资者矿区登记事项的特别职能
9

 

从 1983 年 3 月开始履行职责至 1995 年 3 月国际海底管理局第一届会议时结束使命 海

底筹委会共召开了 12 届 23 期会议 就国际海底管理局各级机构的设置 管理局企业部的早

期业务建设 深海采矿对发展中陆地产矿国的影响 有关深海采矿制度的各项规则以及先驱

投资者申请登记国际海底矿区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审议 由此产生的大量文件使 公约 所

确定的支配国际海底资源开发的原则与各项规定 在海底筹委会范围内经过灵活与创造性的

解释 并通过各种具体规则草案的制订 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基本确立了 公约 体制下的

国际海底开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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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一个日益突出与明显的事实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工作的深入 海底筹委会

在依据 公约 第十一部分 海底制度部分 和附件三有关条款制订深海采矿规则时遇到了

难以逾越的障碍 这些条款基本上是基于 70 年代流行的国际金属市场供应短缺和当时对商业

性深海采矿时机的预测 这一预测认为大规模的深海底资源开发在可预见的不久将来有可能

发生 而 公约 订立以来的国际金属消费市场持续疲软的形势逐渐表明 尽管深海底资源

具有巨大的商业开发潜力 但这一商业开采不可能在 20 世纪发生 也不大可能在 2010 年前

发生
10

这样 海底筹委会的工作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因 公约 第十一部分和附件三有关条款

所引起的困难 而只有找到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 才能促使 公约 所确立的海底制度能够

真正运行 从而提高 公约 普遍接受的程度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 海底筹委会显得力不从

心 难有作为 有关 公约 海底制度的任何修改都将超出海底筹委会的职责范围 基于这

一现实考虑 促使了联合国秘书长在海底筹委会范围外寻求解决这一困难的途径  

 

4 联合国秘书长启动有关国际海底问题的磋商(1990-1994) 

公约 自 1982 年 12 月 10 日开放签字 至 1984 年 12 月 9 日签字截止日止 有 159

个国家和实体签署了 公约 美国 英国 德国等西方国家由于对 公约 国际海底制度部

分不满意而未签署 公约 美国拒绝参加海底筹委会的工作 认为在海底筹委会范围内无法

解决国际海底制度问题 特别是至 80 年代末 在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国际金属市场

前景未卜的形势下 从一开始就抵制海底筹委会工作的美国强化了对 公约 海底部分重开

谈判的立场 美国的立场代表了包括参加海底筹委会会议的一些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益

美国坚持就 公约 第十一部分重开谈判的立场 不仅使 公约 确立的国际海底制度面临

严重的挑战 而且直接关系到 公约 的普遍性与完整性问题 对此 发展中国家在很长时

间内一直持谴责态度  

另一方面 海底筹委会有关先驱投资者矿区登记和履行义务问题的解决 使筹委会工作

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从而推动了 公约 生效的进程 并促使一些西方国家重新考虑加入 公

约 的问题 但西方国家普遍认为 基于 70 年代流行的国际金属市场供应短缺和商业性深海

采矿时机预测而确立的某些海底制度 已被证明不能适应自 公约 订立以来发生的国际政

治和经济的变化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 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 77 国集团态度逐步有所变化

在 1989 年第 7 届海底筹委会会议上 77 国集团发表声明:为确保 公约 接受的普遍性 77

国集团愿意与任何集团 任何已签署或未签署 公约 的国家 谈判海洋法公约和海底筹委

会工作的任何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 1990 年 7 月 联合国秘书长致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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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有关国家 建议就国际海底问题进行非正式磋商 以谋求 公约 的普遍性与完整性

促使 公约 的早日生效  

以联合国秘书长召集会议的方式本身是对美国拒绝参加海底筹委会工作的一种让步 无

疑受到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欢迎 许多西方国家均赞扬联合国秘书长召集的非正式磋商 认为

磋商是走向 公约 普遍接受的重要举措 发展中国家一开始对非正式磋商表态比较谨慎

但一般还是持欢迎态度 这一方面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对不拘一格解决 公约 海底制度 促

使 公约 普遍接受的诚意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面对世界政治格局和国际金属市场变化的一

种无可奈何的反应  

从 1990 年 7 月至 1994 年 6 月 两任联合国秘书长先后主持召开了两轮共 15 次海底问题

的非正式磋商会议 列明了涉及 公约 得到普遍参加的疑难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 缔约国

费用 企业部 决策机制 审查会议 技术转让以及生产限额 补偿基金和合同财政条款等

并就前五个问题寻求比较详细的解决办法 后三个问题制定出深海矿物商业生产即将开始时

应当适用的一般原则进行了广泛的协商
11

 

 

5 执行协定 的通过与 公约 的生效 

1993 年 11 月 16 日 公约 得到第 60 个国家的批准 按有关规定 公约 将于 1994

年 11 月 16 日生效 公约 的即将生效对联合国秘书长主持召开的海底问题非正式磋商产生

了一种急迫感 联合国第 48 届大会第 28 号决议为此吁请所有国家参加这一磋商 加紧努力

使 公约 得到普遍参加 在其后的半年时间里 一共进行了四次海底问题非正式磋商会

达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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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执

行协定 草案 并于 1994 年 7 月 27 29�日在纽约举行的关于海洋法问题的第 48 届联大续

会上以 121 票赞成 7 票弃权 零票反对通过了 关于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 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 第十一部分的协定的决议 决议重申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

决议认识到由于各种政治及经济因素的变化 包括特别是对市场原则的日益依赖 从而有必

要重新评价关于 区域 及其资源开发方面的某些制度 决议确认 执行协定 同 公约

第十一部分应视为单一的法律文书进行解释和适用 认为有必要作出规定以使 执行协定

自 公约 生效之日起临时适用 决议最后吁请联合国海底筹委会在撰写最后报告时考虑到

执行协定 的条款
12

 

以联大决议形式通过的 执行协定 反映了自 1990 年起联合国秘书长有关海底问题共

15 次磋商会议的成果 对 公约 第十一部分关于国际海底管理局各机构的决策程序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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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职能和运作方式 深海采矿的生产政策 财政条款等规定所作出的重大调整 以及关于临

时适用的规定和临时成员制度的安排等照顾与考虑了有关各方的不同利益与要求 尤其是照

顾了主要发达国家和潜在深海底采矿国的利益和要求 从而为 公约 的普遍接受铺平了道

路 在 7 月 29 日 执行协定 签字仪式上 包括中国 印度 印尼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和美

英 法 德 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在内的 41 个国家及欧共体的代表签署了 执行协定  

1994 年 11 月 16 日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召开了庆祝 公约 生效和国际海底管理局成立

的大会 公约 的生效和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成立是 1994 年国际社会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之

一 是国际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它标志着一套公认的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的基本确

立 而由于这一制度的基本确立 促使了国际社会对 公约 的普遍加入  

 

从以上历史可以看出 国际海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由海底问

题始 引发了国际社会历经 14 年之久对海洋问题的全面审议 最终又聚焦到海底问题的这一

历史轮回表明 有关国际海底问题的讨论已远远超出了海底本身 它直接关系到海洋新秩序

的建立与发展 诚然 公约 及 执行协定 所确立的有关制度能否有效地运作仍将受到世

界政治 经济和技术诸多因素的制约 但一个无可置疑的基本事实是 在国际社会对海洋问

题的全面审议过程中和确保 公约 完整性与普遍性方面 已经凸现出国际海底问题的特殊

作用 同时也进一步昭示出 各海洋区域的种种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

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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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缔约国批约年表
13
 

缔约国批约 
年代顺序 公约 缔约国 方  

公约 批准日期 
年-月-日  

公约 第十一部分  
执行协定 加入日期 

1 斐济 1982-12-10 1995-7-28 
2 赞比亚 1983-3-7 1995-7-28 
3 墨西哥 1983-3-18   

4 牙买加 1983-3-21 1995-7-28 
5 纳米比亚 1983-4-18 1995-7-28 
6 加纳 1983-6-7   

7 巴哈马 1983-7-29 1995-7-28 
8 伯利兹 1983-8-13 1994-10-21 
9 埃及 1983-8-26   

10 科特迪瓦 1984-3-26 1995-7-28 
11 菲律宾 1984-5-8 1997-7-23 
12 冈比亚 1984-5-22   

13 古巴 1984-8-15 2002-10-17  

14 塞内加尔 1984-10-25 1995-7-25 
15 苏丹 1985-1-23   

16 圣卢西亚  1985-3-27   

17 多哥 1985-4-16 1995-7-28 
18 突尼斯 1985-4-24 2002-5-24 
19 巴林 1985-5-30   

20 冰岛 1985-6-21 1995-7-28 
21 马里 1985-7-16   

22 伊拉克 1985-7-30   

23 几内亚 1985-9-6 1995-7-28 
24 坦桑尼亚 1985-9-30 1998-6-25 
25 喀麦隆 1985-11-19 2002-8-28 
26 印尼 1986-2-3 2000-6-2 
27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 1986-4-25 1995-7-28 
28 科威特 1986-5-2 2002-8-2 
29 尼日利亚 1986-8-14 1995-7-28 
30 几内亚比绍 1986-8-25   

31 巴拉圭 1986-9-26 1995-7-10 
32 也门 1987-7-21   

33 佛得角 1987-8-10   

34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987-11-3   

35 塞浦路斯 1988-12-12 1995-7-27 
36 巴西 1988-12-22   

- 7 - 



国际海底问题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37 安提瓜和巴布达 1989-2-2   

38 民主刚果 1989-2-17   

39 肯尼亚 1989-3-2 1994-7-29 
40 索马里 1989-7-24   

41 阿曼 1989-8-17 1997-2-26 
42 博茨瓦纳 1990-5-2   

43 乌干达 1990-11-9 1995-7-28 
44 安 哥 拉  1990-12-5   

45 格林纳达 1991-4-25 1995-7-28 
46 密克罗尼西亚 1991-4-29 1995-9-6 
47 马绍尔群岛 1991-8-9   

48 塞舌尔 1991-9-16 1994-12-15 
49 吉布提 1991-10-8   

50 多米尼加 1991-10-24   

51 哥斯达黎加 1992-9-21 2001-9-20 
52 乌拉圭 1992-12-10   

53 圣基茨和尼维斯 1993-1-7   

54 津巴布韦 1993-2-24 1995-7-28 
55 马耳他 1993-5-20 1996-6-26 
56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993-10-1   

57 洪都拉斯 1993-10-5   

58 巴巴多斯 1993-10-12 1995-7-28 
59 圭亚那 1993-11-16   

60 波黑 1994-1-12   

61 科摩罗斯 1994-6-21   

62 斯里兰卡 1994-7-19 1995-7-28 
63 越南 1994-7-25   

64 马其顿 1994-8-19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65 澳大利亚 1994-10-5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66 德国 1994-10-14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67 毛里求斯 1994-11-4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68 新加坡 1994-11-17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69 塞拉利昂 1994-12-12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70 黎巴嫩 1995-1-5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71 意大利 1995-1-13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72 库克群岛 1995-2-15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73 克罗地亚 1995-4-5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74 玻利维亚 1995-4-28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75 斯洛文尼亚 1995-6-16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76 印度 1995-6-29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77 奥 地 利 1995-7-14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78 希腊 1995-7-21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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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汤加 1995-8-2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80 萨摩亚 1995-8-14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81 约旦 1995-11-27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82 阿根廷 1995-12-1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83 瑙鲁 1996-1-23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84 韩国 1996-1-29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85 摩纳哥 1996-3-20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86 格鲁吉亚 1996-3-21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87 法国 1996-4-11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88 沙特阿拉伯 1996-4-24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89 斯洛伐克 1996-5-8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90 保加利亚 1996-5-15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91 缅甸 1996-5-21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92 中国 1996-6-7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93 阿尔及利亚 1996-6-11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94 日本 1996-6-20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95 捷克 1996-6-21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96 芬兰 1996-6-21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97 爱尔兰 1996-6-21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98 挪威 1996-6-24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99 瑞典 1996-6-25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00 荷兰 1996-6-28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01 巴拿马 1996-7-1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02 毛里塔尼亚 1996-7-17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03 新西兰 1996-7-19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04 海地 1996-7-31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05 蒙古 1996-8-13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06 帕劳 1996-9-30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07 马来西亚 1996-10-14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08 文莱达鲁萨兰国 1996-11-5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09 罗马尼亚 1996-12-17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10 巴布亚新几内亚 1997-1-14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11 西班牙 1997-1-15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12 瓜地马拉 1997-2-11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13 巴基斯坦 1997-2-26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14 俄罗斯 1997-3-12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15 莫桑比克 1997-3-13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16 所罗门群岛 1997-6-23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17 赤道几内亚 1997-7-21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18 英国 1997-7-25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19 智利 1997-8-25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20 贝宁 1997-10-16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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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葡萄牙 1997-11-3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22 南非 1997-12-23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23 加蓬 1998-3-11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24 欧盟 1998-4-1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25 老挝 1998-6-5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26 苏里南 1998-7-9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27 尼泊尔 1998-11-2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28 比利时 1998-11-13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29 波兰 1998-11-13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30 乌克兰 1999-7-26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31 瓦努阿图 1999-8-10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32 尼加拉瓜 2000-5-3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33 马尔代夫 2000-9-7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34 卢森堡 2000-10-5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35 南斯拉夫 2001-3-12 1995-7-28 
136 孟加拉国 2001-7-27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37 马达加斯加 2001-8-22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138 匈牙利 2002-2-5 与批准 公约 日期相同 

公约 与 协定 缔约国小计 138 公约  108 协定  

 

                                                        
1 联合国 海底矿物丛书 第一卷 锰结核资源评价 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译

1995 年  
 
2 Document A/6695  Malta: Request for the inclusion of a supplementary item in the agenda of 
the twenty-second session.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official records, Agenda item 92 Annexes, 22nd session, New 
York, 1967 
 
3 Examination of the question of the reservation exclusively for the peaceful purpose of seabed 
and the ocean floor, and the subsoil thereof, underlying the high seas beyond the limits of present 
national jurisdiction, and the use of their resources in the interests of mankind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340 (XXII), 1639th plenary meeting, Dec.18, 1967 
 
4 Examination of the question of the reservation exclusively for the peaceful purpose of seabed 
and the ocean floor, and the subsoil thereof, underlying the high seas beyond the limits of present 
national jurisdiction, and the use of their resources in the interests of mankind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467 (XXIII), 1752th plenary meeting, Dec.21, 1968 
 
5 Article 1, Convention on the Continental Shelf, 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29 April 1958. Basic documents in international law edited by Ian Brownlie 
2nd edition, Page 107. 
 
6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seabed and the ocean floor, and the subsoil thereof, 
beyond the limit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49 (XXV), 1933rd plenary meeting, Dec.17, 1970 
 
7 Reservation exclusively for the peaceful purpose of seabed and the ocean floor, and the sub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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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of, underlying the high seas beyond the limits of present national jurisdiction and use of their 
resources in the interests of mankind, and convening of a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0 (XXV), 1933rd plenary meeting, Dec.17, 1970 
 
 
8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Official Records Volume XVI 
(Eleventh Session, New York, 8 March-30 April, 1982), Page 154 
 
9 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最后文件 决议一 关于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

委员会的建立 决议二 关于对多金属结核开辟活动的预备性投资 
 
10 联合国技术专家组关于深海采矿活动现状和商业开发时机的报告 
LOS/PCN/BUR/R.32  1994 年 2 月   
 
11 Secretary-General’s informal consultations on outstanding issues relating to the deep seabed 
mining provis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Collected Documents. 
Published in Jamaica by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2002 
 
12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48/263, 101st plenary meeting, July 28, 1994 
 
13 Statu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f the Agreement relat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rt XI of the Convention Table recapitulating the status of the Convention 
and of the related Agreements, as at 21 2002. 
Http:/www.un.org/Depts/lo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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