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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各组成员资格的国家1 

 

A组（4席）--“区域”矿物所含金属的消费国利益集团
2
 

 

表 1：“区域”矿物所含金属所产商品的净消费量
3
 

占世界总消费量 2％以上的国家
4
 

（按 2001-2005年净消费累计美元值计） 

 

 

排 序 国  家 

净消费累计美元值    

（2001-2005年） 

占世界总消费量的％

（2001-2005年） 

1 中国 84,646,868,897 31.05 

2 日本5 53,440,688,753 19.60 

3 （美国）6 43,440,649,872 15.93 

4 韩国 29,681,411,970 10.88 

5 德国 11,077,959,904 4.06 

6 意大利 9,649,533,617 3.53 

7 法国 8,076,589,402 2.96 

 

 

表 2：钴、铜、锰、镍主要消费国
7
 

                                                        
1 根据管理局 2006年有关资料编译。 

2 在有统计资料的最近 5年中，其有关金属消费量或净进口量以价值计超过世界总消费量或净进口量 2%的
国家。 

3 净消费量=生产量+进口量-出口量。 

4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社会部统计司, COMTRADE; 世界金属统计局, 2006年世界金属统计年鉴，2006
年 4月 28日英国出版。 

5 日本统计值为 2001-2004年的数据。 

6 （ ），非管理局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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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钴 铜 锰 镍 

1 中国 中国 中国 日本 

2 （美国） 日本 （美国） 韩国 

3 日本 （美国） 法国 中国 

4 俄罗斯 韩国 德国 （美国） 

5 芬兰 俄罗斯 意大利 德国 

6 韩国 墨西哥 韩国 意大利 

7 法国 印度 俄罗斯 法国 

8 德国 德国 日本 比利时 

9 英国 意大利 英国  英国 

10 马来西亚 法国  挪威 

11 意大利     

 

表 3：“区域”矿物所含金属所产商品的进口国
8
 

 

排序 国家 

净进口累计美元值

(2001-2005年） 占世界总进口值的% 

1 中国 50,206,550,049 11.22 

2 （美国） 37,069,992,362 8.29 

3 德国 29,009,693,808 6.48 

4 日本9 27,047,702,525 6.04 

5 韩国 24,413,797,813 5.45 

6 意大利 17,872,271,908 3.99 

7 法国 16,955,838,207 3.79 

8 英国 14,234,684,588 3.18 

                                                                                                                                                               
7 在有统计资料的最近 5年(2001-2005年)中， 其“区域”矿物所含的有关金属消费量以价值计超过世界总
消费量 2%的国家。 

8在有统计资料的最近 5年(2001-2005年)中， 其“区域”矿物所含金属所产商品净进口量以价值计超过世
界净进口量 2%的国家。 

9日本统计值为 2001-2004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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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区域”矿物所含金属原矿和精矿的主要进口国
10
 

 

排序 钴 铜 锰 镍 

1 （美国） 中国 （美国） （美国） 

2 日本 日本 中国 德国 

3 中国 （美国） 德国 中国 

4 芬兰 德国 法国 日本 

5 法国 韩国 日本 韩国 

6 德国 意大利 意大利 英国 

7 韩国 法国 英国 意大利 

8 英国 英国 韩国 法国  

9 马来西亚 印度 俄罗斯 挪威  

10 印度 芬兰 乌克兰 荷兰  

11   巴西 西班牙 比利时

12   西班牙 奥地利 芬兰  

13   菲律宾 挪威 瑞典  

14     加拿大

15     南非 

 

B组（4 席）--“区域”活动的主要投资国利益集团
11
 

 

表 5：主要海底投资国
12
 

 

比利时      保加利亚*      加拿大 

                                                        
10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社会部统计司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 

11 根据《公约》，B组 4个席位由 8个最大海底投资国中产生。根据 199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组成时

的统计，截止 1994年年底，8个在国际海底区域活动中作出了最大投资的国家依次是：德国、美国、日本、

俄罗斯、中国、印度、法国、荷兰。 

12
 * 为已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了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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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古巴*      捷克* 

法国*      德国*      印度*     

意大利      日本*      荷兰 

波兰*      韩国*      俄罗斯*     

斯洛伐克*     英国      （美国） 

 

C组（4席）--“区域”矿物所含金属的生产国利益集团 

 

表 6：钴、铜、锰、镍主要生产国和净出口国（地区）
13
 

 

原矿产国
(2000-05)

出口国
(2002-05)

原矿产国
(2001-05)

出口国
(2002-05)

原矿产国
(2001-05)

出口国
(2002-05)

原矿产国
(2001-05)

出口国
(2002-05)

1 民主刚果 南非 智利 智利 中国 南非 俄罗斯 澳大利亚

2 赞比亚 美国 美国 印尼 南非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法国

3 澳大利亚 乌干达 印尼 澳大利亚 巴西 巴西 加拿大 津巴布韦

4 加拿大 赞比亚 秘鲁 秘鲁 澳大利亚 加蓬 印尼 南非

5 俄罗斯 津巴布韦 澳大利亚 阿根廷 乌克兰 法国 法国 德国

6 古巴 德国 俄罗斯 加拿大 加蓬 哈萨克斯坦 古巴 美国

7 法国 比利时 中国 美国 哈萨克斯坦 美国 中国 英国

8 摩洛哥 澳大利亚 加拿大 巴新 印度 新加坡 哥伦比亚 挪威

9 巴西 韩国 波兰 葡萄牙 加纳 印度 多米尼加 芬兰

10 中国 中国香港 哈萨克斯坦 墨西哥 墨西哥 比利时 巴西 比利时

11 南非 意大利 墨西哥 蒙古 荷兰 南非

12 哈萨克斯坦 加拿大 赞比亚 哈萨克斯坦 墨西哥 薄茨瓦纳

镍

排序

钴 铜 锰

 

 

D组（6席）--特别利益的发展中国家利益集团 

 

                                                        
13 资料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2003-2006年 1月矿产品报告，2004年矿产品年鉴；国际金属统计
局 2006年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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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14
 

 

国家      人口（百万）2005年 

中国       1,304 

印度       1,104 

印尼        222 

巴西        184 

巴基斯坦       162 

孟加拉国       144 

尼日利亚       132 

 

表 8：内陆国和地理不利国—发展中国家
15
 

 

 

                                                        
14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信息局 2005年世界人口数据表 
15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署 2005年人力发展报告 

内陆国 地理不利国

玻璃维亚 阿尔及利亚

博茨瓦纳 巴林

老挝 喀麦隆

马其顿 民主刚果

马里 吉布提

蒙古 冈比亚

尼泊尔 伊拉克

巴拉圭 牙买加

乌干达 约旦

赞比亚 科威特

津巴布韦 卡达尔

塞尔维亚

新加坡

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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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岛屿国—发展中国家（39国）
16
 

 

安提瓜与巴布达  巴巴多斯   伯利兹    佛得角 

科摩罗斯    库克岛    古巴    塞浦路斯 

多米尼加    斐济    格林纳达   海地 

印尼     牙买加    吉布堤    马达加斯加 

马尔代夫    马耳他    马绍尔群岛   毛里求斯 

密克罗尼西亚   瑙鲁    帕劳    巴布亚新几内亚 

菲律宾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   萨摩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塞舌尔    新加坡 

所罗门群岛   斯里兰卡   苏里南    汤加  

特里尼达多巴哥  图瓦鲁    瓦努阿图 

 

表 10：钴、铜、锰、镍主要进口国—发展中国家
17
 

 

钴 铜 锰 镍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马来西亚 韩国 韩国 韩国

韩国 印度 南非

印度 津巴布韦

巴西 巴西

印尼 菲律宾  

 

 

                                                        
16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署 2005年人力发展报告 
17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署 2005年人力发展报告；联合国统计司国际贸易统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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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有关金属的潜在生产国—发展中国家
18
 

 

国家 金属矿产 国家 金属矿产

阿根廷 铜、锰 墨西哥 铜、锰

波璃维亚 铜、锰 蒙古 铜

博茨瓦纳 铜、镍 莫桑比克 铜

巴西 铜、镍、钴、锰 缅甸 铜、镍

智利 铜、锰 纳米比亚 铜

中国 铜、镍、锰 阿曼 铜

民主刚果 铜、钴、锰 巴基斯坦 铜、锰

科特迪瓦 镍 巴新 铜、钴、锰

古巴 铜、镍、钴 秘鲁 铜

埃及 铜、锰 菲律宾 铜、镍、锰

印度 铜 沙特阿拉伯 铜

印尼 铜、镍 南非 铜、镍、钴

伊朗 铜 韩国 铜、锰

哈萨克斯坦 铜 赞比亚 铜、锰

津巴布韦 铜、镍   

 

表 12：最不发达的国家（50国）
19
 

 

阿富汗     安哥拉     孟加拉国   贝宁 

不丹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柬埔寨 

佛得角    中非     乍得    科摩罗斯 

民主刚果   吉布提     赤道几内亚   厄立特尼亚 

埃塞俄比亚   冈比亚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海地    基里巴堤             老挝    莱索托 

                                                        
18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署 2005年人力发展报告；2006年世界金属统计年鉴 

19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署 2005年人力发展报告；斜体字为非管理局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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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里亚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尔代夫 

马里    毛里塔尼亚              莫桑比克   缅甸  

尼泊尔    尼日尔     卢旺达    萨摩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塞内加尔    塞拉里昂   所罗门群岛 

索马里    苏丹     东帝汶    汤加 

图瓦罗    乌干达     坦桑尼亚   瓦努阿图 

也门    赞比亚 

 

E组（18席）--地区利益集团 

 

根据国际海底管理局成立时商定的理事会席位地区集团分配数为：非洲集团

10席，亚洲集团 9席，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 8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 7席，

东欧集团 3席。各地区集团在 A-D组席位总数确定之后，按地区集团席位分配数

由本组进行席位平衡。由于席位总计为 37席，根据达成的谅解，除东欧集团外，

其余四个地区集团将按年轮流放弃一个席位。 

截止 2006年 6月 26日，已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 148个国家作为国

际海底管理局的当然成员国（不包括欧盟）均有资格从本组当选理事会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