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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海洋日活动主题确定——

关注海洋健康

守护蔚蓝星球

本版编辑 来 洁

依法开发深海海底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解读 （上）

本报记者 沈 慧

“这是值得中国大洋工作者庆祝和
永远牢记的历史性日子。”得知《深海法》
审议通过，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
协会办公室主任刘峰按捺不住心中的激
动，写下开头这句话。彼时，在很多海洋
工作者的朋友圈内，有关这项法规的消
息开始刷屏。

2016 年 2 月 26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
法》（简称《深海法》），并宣布自 2016 年 5
月 1日起实施。

深海立法
是责任也是机遇

“沉睡”在深海的资源潜力巨大。目
前已经发现的主要资源包括多金属结
核、钴结壳、硫化物等矿产，也包括“可燃
冰”、油气等能源。根据有关统计，目前
已发现 33 个储量超过 5 亿桶的深水巨型
油田，预计未来全球油气总储量的 40%
将来自水深超过 400 米的深海区；“可燃
冰”储量大约相当于所有煤炭和常规石
油天然气总量的 3倍。

海底资源的巨大吸引力，促使西方
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与资金优势，纷纷投
入巨资开展富钴结壳和其他深海海底资
源的勘察开发研究。

为了结束数千年来各国通过战争争
夺海洋资源的历史，1982 年通过的《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国际海底区
域及其资源为人类共同继承遗产，任何
国家不应对区域及其资源主张或行使主
权/主权权利，由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全
人类行使。

这一海洋开发的新制度开启了各国
共同管理海洋、共享海洋资源的新时代。

按照《公约》，缔约国有责任制定相
关法律制度，确保本国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在规定区域内开展资源勘探、开
发活动。目前，已有美国、法国、日本、德
国、捷克、库克群岛、斐济、汤加、新加坡、
比利时等 14 个国家制定了专门针对深
海资源勘探开发的法律。

根据《公约》，面积大约 3.6 亿平方公
里的海域按照法律地位的不同，分成国
家管辖海域、公海和国际海底。其中，国
际海底也就是《深海法》中明确的深海海
底区域，指各个国家管辖海域范围以外
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

作为参与深海开发的主要国家之
一，我国深海资源勘探、开发起步虽然迟
于发达国家，但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
已经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多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海底区
域活动，先后组织开展了 40 余个大洋调
查航次，相继申请获得了多金属结核、多
金属硫化物、富钴结壳等资源勘探合同
区，发展了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海
龙”号无人缆控潜水器、“潜龙”系列无人
无缆潜水器为代表的深海勘察技术装
备，为人类认识深海、和平利用深海资源
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
国人走向深海大洋是必然的。”在国家海
洋局局长王宏看来，《深海法》的出台，是
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的重要体现，也
是我国建设法治海洋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我国海洋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和人类和
平 利 用 深 海 海 底 区 域 资 源 具 有 重 要
意义。

“《深海法》的立法目的是，规范深海
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活动，推进深海
科学技术研究、资源调查，保护海洋环
境，促进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可持续利用，
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立法原则是和平利
用、合作共享、保护环境、维护人类共同
利益。”王宏说。

立法核心
勘探开发许可制

深海海底区域资源的勘探开发许可
制度是《深海法》的核心。

《深海法》规定，我国的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在向国际海底管理局申请从
事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活动前，
应当事先向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审批的重点则是视其是否具备从事
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的资金、技
术、装备能力。对于不损害国家利益并
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申请者，国务院海
洋主管部门将依法授予许可，并出具相
关文件。

不过，获得国家许可只是第一步。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贾宇提醒，相应申请者还需取得国际海
底管理局的核准，签订勘探开发合同以
后，成为承包者，方可从事相关的勘探开
发活动。这一程序是依据我国加入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
“这是我国第一部规范自然人、法人

及相关组织在我国管辖外海域开展相关
活动的法律。”贾宇介绍，在地理适用范
围上，该法所规范的海上活动集中于国
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深海海底区域。“《深
海法》充分考虑了国内法和国际法的衔
接问题，协调了中国政府、公民、法人及
其他组织以及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法律关
系。”贾宇称。

当然，保障从事深海海底区域资源
勘探、开发活动的我国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是《深海法》的重
要原则之一。“承包者依法取得对深海海
底区域合同区内特定资源相应的专属勘
探、开发权，不仅受到国际法的承认和保
护，同时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王宏
表示。

享受权利的同时也需承担相应的义
务。比如，承包者应承担认真执行勘探、
开发合同，诚意遵守和履行合同规定的
各项义务；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劳动
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承担采取措施切
实保护海洋环境的义务；承担保护作业
区域内的文物、铺设物等义务；承包者还
应定期向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报告履行
勘探、开发合同相关事项，接受国务院海
洋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重视环保
《深海法》又一亮点

重视深海环境保护，这是《深海法》
的又一亮点。

对比国外相关立法，全国环境资源
保护法研究会副会长张梓太发现，《深海
法》虽然篇幅较短，但有关环境保护的规

定较多。他数了数，“环境”一词在《深海
法》中共出现 20 次，在法条的具体规定
中，除设立第三章专门规定深海活动中
的环境保护制度外，其他章节亦有关于
环境保护的条款规定。

“深海勘探开发活动对海洋环境到
底有多大影响，目前还存在很大的不确
定性。”张梓太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人类对深海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认
识逐渐加深，深海活动过程中的环境保
护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深海
法》中，要求承包方在深海资源勘探开发
过程中采取环境保护措施的条款较多，
说 明 中 国 将 环 保 放 在 优 先 位 置 。”他
表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深海法》明确
提出支持深海科学技术研究和专业人才
培养，鼓励企业进行相关研究与技术装
备研发，鼓励单位和个人通过开放科学
考察船舶、实验室、陈列室和其他场地、
设施，举办讲座和提供咨询等多种方式
开展深海科学普及活动。

“目前，大洋科考队伍由起初的少数

几家单位发展到联合国内外优势海洋研
究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的综合勘探与
研究队伍。”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所长李家彪说，这些政策的实施必将促
进相关人才队伍的成长和壮大，吸引更
多年轻人加入到深海科学技术研究的行
列，孕育出在国际领域的高层次技术研
究人才。

在贾宇看来，《深海法》确立了我国
对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活动的许
可制度、环境保护制度、科技发展与资源
调查等制度，对于规范我国深海资源勘
探开发活动、推进深海科学技术研究及
资源调查，保护深海环境，促进资源可持
续利用，均具有重要作用。

“作为我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从事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活动的
重要行为准则，《深海法》的制定和实施
也将为我国深海法律制度的发展奠定基
石，其出台对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提
升海洋法治水平、提高公众海洋法律意
识、促进海洋事业的整体健康发展具有
重大意义。”贾宇表示。

国际海事组织（IMO）不久前正式出
版了由上海海事大学负责修订的《航海英
语》示范课程。该示范课程的出版，使中
国成为主导 IMO 航海英语教学标准的首
个非英语母语的发展中国家。

上海海事大学校长黄有方表示，培养
和造就一大批从事现代航运服务产业和与
其相配套支持系统的高端人才，是建设上
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需要，也是海洋强国战
略的需要。学校一方面将结合自身特色专
业，不断提升中国海事教育的国际话语权；
另一方面也将不断提升航运人才培养的能
力，为我国航运事业持续输送高端人才。

对接航运业的现实需求

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频繁的进
出口贸易推动了我国航运业的迅猛繁荣，
无论从港口规模还是实际吞吐量来看，我
国已然成为航运大国。然而，相比于国际
发达航运中心，我国仍存在着不小的差
距。最为显著的瓶颈问题就在于高端航
运人才的缺乏。

业内专家表示，以上海港为例，上海
港是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大循
环的重要口岸，其贸易吞吐量多年来居
世界第一。但是，长期以来港口软实力
的发展却严重滞后。无论是对国际航

运组织的影响力，还是参与国际经济交
流的话语权，上海港都没有发出与其经
济地位相匹配的强势声音。造成这种
错位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航运类高级
人才的奇缺，这使我国在参与国际航运
规则和标准制定的过程中一直处于弱
势地位。

针对这一情况，作为我国航运高级人
才培养基地之一的上海海事大学，近年来
持续探索培养航运高端人才的新路径，从
人才培育、科研智库及社会服务三方面入
手，让学校的人才培育直接切入航运事业。

在人才培育方面，学校先后成立了亚
洲邮轮学院、中国（上海）自贸区供应链研
究院、上海高级国际航运学院等教育平
台；还增加了海洋管理、船舶与海洋工程、
邮轮管理、自贸区物流等复合型专业和学
位点的设置，并与世界海事大学联合举办
航运金融高级研修班，将航运事业需求最
为迫切的专业重点打造，让学生在学校内
就对接航运业的现实需求。

在科研智库方面，学校发挥航运专家
集聚的优势，把挂靠上海海事大学的上海
国际航运研究中心打造成国际航运业发
展的研究和咨询机构，为政府和国内外企
业与航运机构等提供决策咨询和信息服
务，如今该中心已经成为上海市教委首批
建立的“高校知识服务平台”之一。2014

年，上海市教委将该中心认定为“上海市
协同创新中心”。

此外，2015 年，由全国 4 个自贸区 7
个国检局成立的中国自贸区检验检疫制
度创新合作联动机制领导小组办公室落
户学校，这让学校的智库资源直接连通各
个自贸区，学校各类专业人才都有了用武
之地。

在社会服务方面，学校鼓励年轻教师
积极参与中国极地科考等重大国家项目；
学校内的邬惠国、顾维国、涂兴华等几位

“教授船长”，还参与到护航亚丁湾的国家
海上执法行动，为保护国家海洋权益作出
了积极贡献。

提升我国海事教育国际话语权

业内专家认为，我国航运事业的迅速
发展，对航运业的从业人员专业素养也提
出了更高要求，从业人员既要具有工科知
识又要具有文科知识，还要具有研发和管
理的理论知识；既要具有实际操作的经验
和能力，还要熟知中国的国情，又要懂得
国际惯例和世界各地的航运实践。

这就要求在培养高端航运人才的初
始阶段，就要把复合型、国际化的元素纳
入到人才培养体系之中。黄有方告诉记
者，我国航运事业急需的人才定位应该是

航运高端复合型实用人才，即培养跨多个
领域、跨文理学科和中外法域、具有丰富
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制定发展战略和解
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高级人才，才能适应上
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发展，满足航运企
事业单位的切实需要。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上海海事大学在
为国内航运事业发展输送高级人才的同
时，更注重将航运人才推至国际舞台。

2013 年，国际海事教师联合会上海
中心在学校设立。学校还长期深入跟踪
研究国际海事规则，向国际海事组织提交
提案或信息类文件，对提升我国在国际海
事教育界的影响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同时，学校还与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
校等 6 所高校签订了校际交流与合作协
议；与美国麻省海事学院等 40 多所院校
或机构开展交换学生项目、访问学生项目
或短期课程进修项目；还通过与世界海事
大学联合举办航运金融高级研修班，在非
洲设立“上海海事大学非洲地区中心”等，
这一系列举措都极大增强了学校培养复
合型高端航运人才的能力。

黄有方表示，未来航运业的竞争，将
主要是基于人才的软实力竞争。因此，学
校致力于成为我国高端航运人才的“摇
篮”，不断为我国航运事业和上海国际航
运中心建设输送优秀的高端人才。

上海海事大学着力培育高端航运人才——

航运大国要补齐人才短板
本报记者 吴 凯 通讯员 丁晓双

本报讯 记者杨国民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获
悉：由中船重工牵头,相关船厂、研究院所、高校、船
级社等组成的国家队经过 4 年的联合攻关，我国大型海
洋浮式结构物关键技术，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研究进
展。

大型浮式结构物可以布设在海岸附近，作为陆地的
延伸，扩大原来设施的功能和用途。例如原来建设在海
边的机场，可以将新建跑道或原有跑道，利用大型浮式
结构物向海中扩展，从而加长跑道或增加跑道的长度。
日本和英国就有过这样的规划，在原有机场旁边建设利
用大型浮式结构物的新跑道。

日本、美国等在上世纪 80 年代起就开始了该领域
的研究，国内相关研究院所、大学等也开展了大型浮式
结构物相关机理、设计技术及应用技术的研究。由中船
重工集团公司牵头组织的这支国家队，在瞄准国际先进
水平的基础上，开展了大量基础性、机理性研究，在中
型、大型及超大型海上浮式结构物复杂环境描述、基于
非均匀波流作用下浮体水弹性力学的设计计算方法、极
值载荷预报、多浮体协调系泊分析、结构物安全可靠性
评估及腐蚀防护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应用技
术成果，下一步项目团队将进一步深化研究，为超大型
浮体的工程化应用奠定坚实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大型浮式结构物关键性

技术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3 月 27 日，山东省烟台海昌鲸鲨馆推出以“海洋奇观

幕后之旅”为主题的亲子游活动，家长和孩子在工作人员

的引领下，走进海洋动物表演的“幕后”，近距离了解鲸

鲨，探索海底世界。图为小学生和家长在工作人员的指

导下喂食鲸鲨。 新华社发

本报讯 6 月 8 日是联合国确定的世界海洋日和我
国的海洋宣传日。近日，国家海洋局印发 《关于开展
2016 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的通
知》。按照部署，今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主
场活动将于 6月 8日在广西北海市举行。

据悉，今年的海洋日将以“关注海洋健康、守护蔚
蓝星球”为主题。根据 《通知》 安排，2016 年海洋日
主要活动包括：海洋日开幕式暨 2015 年度海洋人物颁
奖仪式、清洁海滩公益活动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和
北海市政府组织开展的其他配套活动。

6 月 8 日前后，国家海洋局海洋日活动办公室将组
织开展一系列活动，包括：2015 年度海洋人物评选、
全国大中学生海洋知识竞赛、“全民阅读海洋”读书
周、原创海洋歌曲征集、全国大中学生第五届海洋文化
创意设计大赛、海洋微电影大赛、2016“海洋杯”中
国·平潭国际自行车公开赛、第三届“奔向大海，跑向
未来”全国涉海高校大学生慢跑公益活动暨全国海洋科
普志愿者招募活动、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和全国海洋
意识教育基地公众开放日、海洋纪录片展映、海洋摄影
展、海洋垃圾艺术展、海洋经济讲座、海洋画展览、海
洋生物科普展等。 （端 然）

本报讯 随着前不久“向阳红 03”在厦门交付使用
并正式入列国家海洋调查船队，我国海洋调查船队规模
已增至 45 艘，初步形成了近岸、远海、大洋和极地的综合
考察能力。

国家海洋调查船队由国家海洋局联合国家发改委、
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等单位于 2012 年 4 月成立。经过 3 年多发展，调查
船队规模已由成立之初的 19 艘增至目前的 45 艘，成员
船分布于大连、青岛、上海、舟山、宁波、厦门、广州等 8 个
沿海大中城市，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国海区的区域服务能
力。调查船队运行日益规范，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具备了
多学科、多专业的调查能力，初步形成了近岸、远海、大洋
和极地的综合考察能力。

船队成立以来，共承担了 40 多家部门和单位的 800
多项海洋调查任务，累计航行天数超过 14000 天。用船
单位对成员船的服务满意度达到 90%以上。仅 2015年，
调查船队成员船就为 30 多家部门和单位提供海洋调查
服务，完成 240 余项海洋调查任务，在航天数 4400 天，同
比增长 8.3%。 （舒 云）

我国海洋调查船队增至45艘

初步形成近岸、远海、大洋和极地综合考察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