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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南极条约地区" 的地域范围

吴!慧!张欣波
!

摘!要! 明确 !南极条约地区" 的地域范围是适用南极条约体系和中国进行南极立法面临

的基础性问题# 经考察$ !南极洲" !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和 !南极条约地区" 的三者表述应

为同一概念# 基于南极条约体系的各项条约和 %南极条约& 原始缔约国的相关立法实践$ !南极

条约地区" 在不同时期所指代的具体范围$ 已从最初只包含南纬 "# 度以南的大陆' 岛屿' 冰架和

所谓 !领海"$ 扩展为当前包含南纬 "#度以南的整个地区# 鉴此$ 中国可考虑将 !南极条约地区"

视为南纬 "#度以南' 包括海域在内的整个地区$ 但应在立法和政策实践中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关键词! %南极条约&!南极条约体系!国别南极立法!南极条约地区!地域范围!南极海域

$%&% 年 $' 月# 曾在 !国际地球物理年" $()*+,)-*./)-01+/2345.6-07+-,% $$%&8 年 8 月至

$%&9 年 $' 月% 期间开展南极科考活动的 $' 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 &南极条约'# 确立了各国在

!南极条约地区" 开展活动的一般原则# 也开启了南极法律制度的建构过程( 在此基础上# 以

&南极条约' 协商国为主要代表的一些国家先后签署了 $%8' 年 &南极海豹保护公约' $以下简称

&海豹公约'%) $%9# 年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 $以下简称 &养护公约'% 和 $%%$ 年 &南

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 $以下简称 &环保议定书'%# 并在南极条约协商会议) 南极海洋生物资

源养护委员会会议之下通过了诸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 从而形成了南极条约体系(

! 尽管南

极条约体系各项条约的适用范围不尽相同# 但由于其都建基于 &南极条约' 之上# 因而难免在

条款或实践中涉及 !南极条约地区"( 然而# 南极条约体系中混杂使用了不同的用语# 看似矛盾

的约文表述# 以及南极条约体系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复杂关系# 都给人们理解 !南极条

约地区" 的确切范围带来不小困惑# 进而给解释和适用南极条约体系带来一定的问题# 特别是

不同的解释会产生不同的国际法权利与义务( 鉴于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 !南极活动与

环境保护法" 纳入立法规划# 以及中国南极立法会涉及 !南极条约地区" 的地域范围# 本文将

通过考察南极条约体系的各项条约以及 &南极条约' 原始缔约国在不同时期相应的南极立法#

展现 !南极条约地区" 地域范围的发展变化# 并总结其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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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用语辨析

在南极条约体系中# 涉及 &南极条约' 适用范围的用语有 !南极洲" $?)*-,6*.6-%) !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3+?,+-E/B*3 /C"#FE/B*3 G-*.*BD+% 和 !南极条约地区" $?)*-,6*.6@,+-*4

?,+-%( 这三种用语往往混杂在一起# 给人们解释和适用南极条约体系造成困扰( 因而# 在探究

!南极条约地区" 确切的地域范围之前# 本文首先需要对以上三种用语进行辨析# 以确定其是否

均指代 &南极条约' 的适用范围(

(一) !南极洲"

&南极条约' 共有 $> 条# 其中前 $# 条为实体权利义务条款(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在这些实

体权利义务条款中# 只有 &南极条约' 第 " 条使用了 !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包括一切冰架在

内" 之表述# 而其他所有的实体权利义务条款都使用了 !南极洲" 之表述( 例如# &南极条约'

第 $ 条第 $ 款规定# !南极洲应仅用于和平目的( 在南极洲# 应特别禁止任何军事性措施# 如建

立军事基地和设防工事# 举行军事演习# 以及试验任何类型的武器("

! 这种用语偏好也体现在

第一) 二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通过的 !建议" 中( 在这两次协商会议上# 没有任何 !建议" 使

用 !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或 !南极条约地区" 的表述# 但不少 !建议" 采用了 !南极洲"

的表述# 特别是 $%"$ 年第一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第 " 号 !建议" 规定# 各缔约国按照 &南极条

约' 第 8 条第 & 款交换的信息应当包含 !引入或将引入到南极洲 $?)*-,6*.6-% 的船舶) 航空器

和其他车辆的名称) 类型) 数量) 描述和装备# 以及关于军事装备的信息 $如有% 及其在南极

洲的位置"(

" 这表明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中使用的 !南极洲" 一词即为 &南极条约' 中使用的

!南极洲"( 此后# !南极洲" 的表述大量出现在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通过的文件中( 截至 '#$% 年

第四十二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 !南极洲" 在协商会议文件中共出现 $89 次# 其中在 !建议" 中

出现 &9 次) 在 !措施" 中出现 :> 次以及在 !决议" 中出现 9" 次(

#

尽管 !南极洲" 被广泛使用# 但南极条约体系并没有对这一用语作出明确的定义# 尤其是

&南极条约'( 这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在客观上# 正如日本代表团团长在 $%&% 年南极洲会议

上谈及条约适用范围时所言# !根据国际地球物理年计划所进行的研究表明# 南极大陆由小部分

裸露陆地的地区) 大面积被冰永久覆盖的辽阔区域以及一些季节性冰冻的地区组成( 不仅是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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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条款英文表述为, ?)*-,6*.6-53-00H+B5+D C/,2+-6+CB02B,2/5+5/)04I@3+,+53-00H+2,/3.H.*+D# .)*+,-0.-# -)4A+-5B,+5/C

-A.0.*-,4)-*B,+# 5B63 -5*3++5*-H0.53A+)*/CA.0.*-,4H-5+5-)D C/,*.C.6-*./)5# *3+6-,,4.)J/B*/CA.0.*-,4A-)+BK+,5# -5L+00-5

*3+*+5*.)J/C-)4*42+/CL+-2/)5(

!E2+6.C.6-*./) /C*3+()C/,A-*./) M,/K.D+D B)D+,?,*.60+;((N&"# O+6/AA+)D-*./) (N;($?@PQ(NP-)H+,,-# $%"$%# 3**25, RR

LLLI-*5I-SRD+K?ERQ++*.)J5RQ+-5B,+R8I

在 $%%& 年以前# 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通过的文件形式主要为 !建议"# 另有少量 !其他" 文件( $%%& 年# 第十九届南

极条约协商会议第 $ 号 !决定" 规定# 将 !建议" 划分为 !措施" !决定" 和 !决议"# 其中 !措施" 为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文件( 此处统计数据由作者依据南极条约秘书处网站 !南极条约数据库" 中历年的协商会议文件检索关键

词得出(



个地区的界限# 甚至整个南极地区的边界目前也无法科学地确定("

! 在主观上# 正如学者约

翰*哈内西安 $T/3) <-)+55.-)% 于 $%"# 年指出的那样# 参加 $%&% 年南极洲会议的国家没有就

!南极洲" 的定义达成共识# 因而 &南极条约' 第 " 条在规定该条约的适用范围时没有提及 !南

极洲"(

" 考虑到 !南极洲" 一词见于 &南极条约' 的诸多条款# 约翰*哈内西安进而提出了一

个疑问# 即能否认为 !南极洲" 在实际上已被界定为 !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包括一切冰

架"-

# 换言之# 在南极条约体系中# !南极洲" 与 !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包括一切冰架" 是

否可以被理解为同一概念- 由于 &南极条约' 各实体权利义务条款 $除第 " 条外% 规制的地域

范围均为 !南极洲"# 且该条约第 " 条强调 !本条约各项规定适用于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包

括一切冰架在内"# 因而结合 &南极条约' 的目的和上下文# 应当将 !南极洲" 与 !南纬 "# 度

以南的地区# 包括一切冰架在内" 视为同一概念# 否则将导致 !南极洲" 的地域范围不明# 从

而使得 &南极条约' 各实体权利义务条款 $除第 " 条外% 无从适用# 并使得 &南极条约' 第 "

条失去现实意义( 罗伯特*海顿 $O/H+,*UI<-4*/)% 教授早在 $%"# 年分析 &南极条约' 各条款时

也指出# !为了本条约的目的# 南极洲被定义为 .南纬 "#度以南的地区# 包括一切冰架在内/("

$

(二) !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继 &南极条约' 使用 !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之后# $%"> 年第三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再次

使用这种表述( 这次会议通过的 &南极动植物养护议定措施' $以下称 &议定措施'% 第 $ 条第

$ 款规定# !这些议定措施应适用于 &南极条约' 所适用的同一地区# 即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包括一切冰架("

%

$%8# 年# 第六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第 $: 号 !建议" 也使用了 !南纬 "# 度以

南的地区" 之表述(

&

$%9# 年 &养护公约' 第 $ 条第 $ 款规定# !本公约适用于南纬 "# 度以南地

区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 以及该纬度与构成南极海洋生态系统一部分的南极辐合带之间地区的南

极海洋生物资源("

' 虽然该条款没有明示其与 &南极条约' 中所用 !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之

关系# 但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早在 $%88 年讨论制订新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时就决定# !:I

$D% 该制度应当适用于 &南极条约' 的具体适用范围+ $+% 但是# 该制度应当向南纬 "# 度以北

延伸# 以有效养护南极生态系统的物种# 而不影响沿海国对该地区的管辖权("

( 由此可以推论#

&养护公约' 第 $ 条第 $ 款中所称的 !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与 &南极条约' 第 " 条中的意思

*&*

论 $南极条约地区% 的地域范围

!

"

#

$

%

&

'

(

VIEIU+2-,*A+)*/CE*-*+# !"#$%&%#'%("')*%#+,, +-%.#+/&'+0'1&%/+2/#3 4%5/+%3 6/7%&,# U+2-,*A+)*/CE*-*+MBH0.6-*./) 8#"##

$%"## 22I$& W$"I

T/3) <-)+55.-)# !@3+?)*-,6*.6@,+-*4$%&%"# $$%"#% % 8#+%&#/+0"#/5/#3 !"*7/&/+09%:/;>:"# 2I>8'I

T/3) <-)+55.-)# !@3+?)*-,6*.6@,+-*4$%&%"# $$%"#% % 8#+%&#/+0"#/5/#3 !"*7/&/+09%:/;>:"# 2I>8'I

O/H+,*UI<-4*/)# !@3+?)*-,6*.6E+**0+A+)*/C$%&%"# $$%"#% &> .*%&0'/# <")&#/5"$8#+%&#/+0"#/5:/;:>%# 2I:&%I

&南极动植物养护议定措施' 第 $ 条第 $ 款( 该条款英文为, @3+5+?J,++D Q+-5B,+553-00-2204*/*3+5-A+-,+-*/L3.63

*3+?)*-,6*.6@,+-*4.5-220.6-H0+$3+,+.)-C*+,,+C+,,+D */-5*3+@,+-*4?,+-% )-A+04*3+-,+-5/B*3 /C"#FE/B*3 G-*.*BD+#

.)60BD.)J-00.6+53+0K+5(

!()C/,A-*./) XY63-)J+/) Z6+-)/J,-23.6-0O+5+-,63 E3.25"# O+6/AA+)D-*./) ;(N$: $?@PQ ;(N@/[4/# $%8#% 3**25, RR

LLLI-*5I-SRD+K?ERQ++*.)J5RQ+-5B,+R99I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 第 $ 条第 $ 款( 该条款英文为, @3.5P/)K+)*./) -220.+5*/*3+?)*-,6*.6A-,.)+0.K.)J

,+5/B,6+5/C*3+-,+-5/B*3 /C"#FE/B*3 0-*.*BD+-)D */*3+?)*-,6*.6A-,.)+0.K.)J,+5/B,6+5/C*3+-,+-H+*L++) *3-*0-*.*BD+-)D

*3+?)*-,6*.6P/)K+,J+)6+L3.63 C/,A2-,*/C*3+?)*-,6*.6A-,.)++6/545*+A(

!O+5+-,63 /) -)D P/)5+,K-*./) /C?)*-,6*.6Q-,.)+G.K.)JO+5/B,6+5"# O+6/AA+)D-*./) (\N' $?@PQ(\NG/)D/)# $%88%#

3**25, RRLLLI-*5I-SRD+K?ERQ++*.)J5RQ+-5B,+R$$9I



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 !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在南极条约体系中甚少出现(

如上文所述# 既然与会各方对 !南极洲" 的范围没有达成共识# 为何 &南极条约' 第 " 条规

定该条约各项规定适用于 !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包括一切冰架在内"- 奥伯恩 $]IQI?BHB,)%

教授指出# 这 !不是由地理或科学考虑所决定的# 而是由 $南极% 声索的北部界限决定的"(

! 在

参加 $%&%年南极洲会议的 $'个国家中# 8个国家在 !南极洲" 有领土主权声索# 即英国) 澳大利

亚) 新西兰) 法国) 挪威) 阿根廷和智利( 除了挪威以外# 其他 "个国家的主权声索范围基本为南

极点至南纬 "#度# 并与两条经线构成的扇形区内的大陆) 岛屿及其所谓的 !领海"(

" 正是因为如

此# 奥伯恩教授才指出# &南极条约' 第 "条选择了以南纬 "#度作为该条约适用的北部界限(

(三) !南极条约地区"

!南极条约地区" 一词首次出现于 $%"> 年第三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的文件中( 该会议通过的

第 $ 号 !建议" 规定# !各代表考虑到第一届协商会议第 " 号 .建议/ 第 9 项# 建议各自政府在

第 " 号 .建议/ 第 9 项的框架内交换南极条约地区内机场设施的信息("

# 尽管没有对 !南极条

约地区" 做出正式定义# 但该用语自此几乎出现在每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通过的 !建议" !措

施" 或 !决议" 中( $%9# 年 &养护公约' 首次把 !南极条约地区" 纳入南极条约体系的条约文

本# 且使用次数达到了 " 次# 但该公约同样没有对其进行界定(

$

$%99 年 &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

理公约' $以下称 &矿产公约'% 也使用了 " 次 !南极条约地区"# 并首次对其进行了定义(

% 根

据该公约第 $ 条第 : 款# ! .南极条约地区/ 系指根据 &南极条约' 第 " 条# &南极条约' 各项规

定所适用的地区("

& 作为 &矿产公约' 的替代品# $%%$ 年 &环保议定书' 继承了 &矿产公约'

对 !南极条约地区" 的界定# 并在文本中大量使用这一用语(

' 截至 '#$% 年第四十二届南极条

约协商会议# !南极条约地区" 在协商会议文件中共出现 %' 次# 其中在 !建议" 中出现 :8 次)

在 !措施" 中出现 : 次以及在 !决议" 中出现 &' 次(

( 由于 &南极条约' 第 " 条规定# 该条约

各项规定适用于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包括一切冰架# 因而根据 &环保议定书' 对 !南极条约

地区" 的援引性定义# !南极条约地区" 即 !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包括一切冰架在内"(

至此# 本文已经表明# 在理解南极条约体系的有关文本时# 应当对 !南极洲" !南纬 "# 度

以南的地区" 和 !南极条约地区" 做同一解释( 也就是说# !南极洲" 和 !南极条约地区" 均

指 &南极条约' 第 " 条所称的 !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包括一切冰架在内"( 明确这一点有助

于避免不同用语对我们的干扰# 也是我们进一步探讨 !南极条约地区" 确切范围的前提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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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QI?BHB,)# .#+/&'+0':/;=6"50+0',$()D.-)-V).K+,5.*4M,+55# $%9'%# 2I$:#I

为了便于论述# 本文使用了南极声索国所谓 !领海" 的表述# 但不代表本文作者认可这种主张(

!()C/,A-*./) XY63-)J+/) ?.,C.+0D ]-6.0.*.+5"# O+6/AA+)D-*./) (((N($?@PQ (((N̂,B55+05# $%">%# 3**25, RRLLLI-*5I-SR

D+K?ERQ++*.)J5RQ+-5B,+R'9I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 第 :) >) & 条(

由于澳大利亚) 法国等国家的反对# $%99 年 &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 没有生效# 并被 $%%$ 年 &南极条约环境

保护议定书' 所取代(

&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 第 $ 条第 : 款( 该条款英文为, !?)*-,6*.6@,+-*4?,+-" A+-)5*3+-,+-*/L3.63 *3+

2,/K.5./)5/C*3+?)*-,6*.6@,+-*4?,+--2204.) -66/,D-)6+L.*3 ?,*.60+;(/C*3-*@,+-*4(

&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 第 $ 条 H项( 该条款英文为, !?)*-,6*.6@,+-*4-,+-" A+-)5*3+-,+-*/L3.63 *3+2,/K.5./)5

/C*3+?)*-,6*.6@,+-*4-2204.) -66/,D-)6+L.*3 ?,*.60+;(/C*3-*@,+-*4(

此处统计数据由作者依据南极条约秘书处网站 !南极条约数据库" 中历年的协商会议文件检索关键词得出(



二!基于南极条约体系各项条约的解释

南极条约体系各项条约对适用范围的规定# 或者直接援引了 $%&% 年 &南极条约' 第 " 条#

或者与这一条款密切相关( 而 &南极条约' 第 " 条虽为适用范围条款# 但约文本身存在模糊之

处# 不足以推论出该条约确切的适用区域( 要想确定 !南极条约地区" 的具体范围# 还需参考

上下文以及其他有关的国际法规则等# 其中最重要的是 &南极条约' 的其他条款以及南极条约

体系内的其他条约文本(

(一) 基于 %南极条约& 的解释

&南极条约' 第 " 条的模糊规定并非仅仅出于原始缔约国的政治妥协# 还囿于当时面临的国

际法上的困境( 在 $%&% 年南极洲会议上# 日本代表团团长就指出# !另一个需要我们注意的因素

是, 我们关于南极洲的条约的起草涉及现有国际法原则领域中的一些全新的内容00这些都是基

于我们现在所知的国际法概念难以管理的问题( 以我们条约的适用区域问题为例00我们如何将

我们关于领海) 内水) 公海的既定国际法观念应用于这些复杂的现实("

! 其中# 最主要的莫过

于冰架及其下方水域的法律地位# 以及领海宽度的不确定# 而 &南极条约' 第 " 条正是在这些

法律困境下所做的一种巧妙安排( 首先# 尽管 !南极洲" 主要指代这一地区的大陆和岛屿# 但

由于这一地区存在相对固定的大范围冰架# 且许多人类活动都开展于冰架之上# 因而有必要将冰

架纳入其中( 然而# 由于缺乏国际法依据# 冰架的法律地位无从确定# 参加 $%&% 年南极洲会议

的国家对此也没有共识# 因而 &南极条约' 第 " 条才特意将冰架列举出来( 按照唐纳德*罗思

韦尔 $U/)-0D O/*3L+00% 的说法# !通过将冰架列入条约的适用区域# 它 $ &南极条约'% 澄清了

冰架既不是陆地# 也不是水域# 而是自成一体的构造(" 其次# 由于冰架的法律地位无从确定#

冰架下方水域的法律地位也无从确定# 参加南极洲会议的国家同样对此没有共识( 例如# $%&%

年 $$ 月 :# 日# 日本在对该条约第 " 条所作的声明中重申# !.冰架/ 一词被解释为包括所有或多

或少永久被冰覆盖的地带# 包括这种地带之上的空气空间和之下的水域"#

" 从而将冰架下方水

域等同于冰架( 再次# 当时领海宽度的不确定导致无法确定公海的范围( 美国代表团团长赫尔

曼*菲利格 $<+,A-) M30+J+,% 于 $%"# 年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 &南极条约' 第 " 条作

证时表示# !考虑到对领海宽度存在的争议# 我们起草了这一规定# 以便把什么是公海的问题无

限期搁置起来("

#

除了上述 &南极条约' 谈判前后的背景# &南极条约' 第 > 条和第 8 条也为我们探讨 !南极

*8*

论 $南极条约地区% 的地域范围

!

"

#

VIEIU+2-,*A+)*/CE*-*+# !"#$%&%#'%("')*%#+,, +-%.#+/&'+0'1&%/+2/#3 4%5/+%3 6/7%&,# U+2-,*A+)*/CE*-*+MBH0.6-*./) 8#"##

$%"## 22I$& W$"I

!E*-*+A+)*5/C*3+P/)*,-6*.)JM-,*.+5Q-D+P/)6+,).)JM-,*.6B0-,?,*.60+5/C*3+?)*-,6*.6@,+-*4"# :# _/K+AH+,$%&%IE++

ÌQÎB53# .#+/&'+0'/ /#3 8#+%&#/+0"#/5:/;, .!"55%'+0"# "$8#+%&>?+/+%/#3 @/+0"#/5("')*%#+,$Z6+-)-MBH0.6-*./)5# ()6I#

$%9'%# ;/0BA+(# 2I>#I

!XK.D+)6+H+C/,+*3+V).*+D E*-*+5aE+)-*+6/)6+,).)J*3+E6/2+/C*3+?)*-,6*.6@,+-*4"# $> TB)+$%"#IE++ ÌQÎB53#

.#+/&'+0'/ /#3 8#+%&#/+0"#/5:/;, .!"55%'+0"# "$8#+%&>?+/+%/#3 @/+0"#/5("')*%#+,$Z6+-)-MBH0.6-*./)5# ()6I# $%9'%#

;/0BA+(# 2I$$>I



条约地区" 的具体范围提供了参照( &南极条约' 第 > 条规制的是 !南极洲" 领土主权争端问

题( 该条第 $ 款-项规定# 本条约不得被解释为 !任何缔约国放弃它前已提出过的对在南极洲的

领土主权的权利或要求"(

! 由于国家领土包括领陆) 领水 $内水和领海%) 领空和底土# 特别是

领海权属于各国的固有权利# 以及除了领水以外其他海域均不能构成国家领土# 我们可以根据

&南极条约' 第 > 条第 $ 款-项得出# 该条约不影响南极声索国在 !南极洲" 的领海主张( 换言

之# 南极声索国所主张的南纬 "# 度以南大陆和岛屿附带的所谓 !领海" 是涵盖在 &南极条约'

的调整范围内的# 因而 &南极条约' 中的 !南极洲" 包含着这部分水域# 而不包含除所谓 !领

海" 以外的其他海域(

"

&南极条约' 第 8 条赋予各缔约国在 !南极洲" 开展自由视察的权利#

其中第 : 款规定# !南极洲的所有地区# 包括在此地区内的一切工作站) 设施和设备# 以及在南

极洲的货物或人员装卸点的一切船只和飞机# 应随时接受按照本条第一款指派的任何观察员的视

察("

#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视察权适用于 !南极洲的所有地区"( 同时# !对船舶和航空器的视

察权限于它们在南极洲装卸货物或人员的地点# 从而承认视察权不适用于在海上的船只("

$ 由

此可以推断# !南极洲" 或 !南极条约地区" 并未涵盖南纬 "# 度以南的整个海域# 否则在这片海

域之上的船只也应随时接受视察( 与 &南极条约' 第 "条的模糊规定相比# 该条约第 >条和第 8条

更为清晰地表明# !南极条约地区" 只包含南纬 "#度以南的大陆) 岛屿) 冰架及所谓 !领海"(

(二) 基于 %议定措施& 和 %海豹公约& 的解释

$%"> 年# 第三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通过了 &南极动植物养护议定措施'# 其中第 $ 条第 $ 款

规定# !本议定措施适用于 &南极条约' 适用的同一地区# 即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包括一切

冰架在内"+ 第 8 条第 : 款规定# !各参与国政府应采取一切合理措施# 减轻沿岸和冰架邻接水域

的污染("

% 前者的表述与 &南极条约' 第 " 条一样存在着模糊性# 但由于 !起草 &议定措施'

时捕鱼和猎杀海洋动物是一项公认的公海权利# 这有力地说明 &议定措施' 只适用于陆地和冰

架("

& 同时# 后者表明 !南极条约地区" 包含一定范围的水域# 而且 !虽然范围不明# 但这表

明协商国认识到南极洲可能拥有一个将陆地与公海分开的领海"(

' 综合 &议定措施' 以上两项

条款来看# !南极条约地区" 依然限于南纬 "# 度以南的大陆) 岛屿) 冰架和所谓 !领海"(

在通过 &议定措施' 的同时# 第三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还通过了一份题为 &自愿管理远洋

*9*

"国际法研究# '#'$ 年第 > 期

!

"

#

$

%

&

'

&南极条约' 第 > 条第 $ 款-项( 该条款英文为, $I_/*3.)J6/)*-.)+D .) *3+2,+5+)*@,+-*453-00H+.)*+,2,+*+D -5, $-% -

,+)B)6.-*./) H4-)4P/)*,-6*.)JM-,*4/C2,+K./B504-55+,*+D ,.J3*5/C/,60-.A5*/*+,,.*/,.-05/K+,+.J)*4.) ?)*-,6*.6-(

+̂,)-,D <IZYA-)# !?)*-,6*.6--)D *3+_+LG-L/C*3+E+-"# $$%9"% $% !"&#%558#+%&#/+0"#/5:/;<")&#/5'$$# 2I''>I

&南极条约' 第 8 条第 : 款( 该条款英文为, ?00-,+-5/C?)*-,6*.6-# .)60BD.)J-005*-*./)5# .)5*-00-*./)5-)D +SB.2A+)*

L.*3.) *3/5+-,+-5# -)D -0053.25-)D -.,6,-C*-*2/.)*5/CD.563-,J.)J/,+AH-,[.)J6-,J/+5/,2+,5/))+0.) ?)*-,6*.6-# 53-00H+

/2+) -*-00*.A+5*/.)52+6*./) H4-)4/H5+,K+,5D+5.J)-*+D .) -66/,D-)6+L.*3 2-,-J,-23 $ /C*3.5?,*.60+(

ÌQÎB53# .#+/&'+0'/ /#3 8#+%&#/+0"#/5:/;, .!"55%'+0"# "$8#+%&>?+/+%/#3 @/+0"#/5("')*%#+,$Z6+-)-MBH0.6-*./)5# ()6I#

$%9'%# ;/0BA+(# 2I"8I

?@PQ(((# !?J,++D Q+-5B,+5C/,*3+P/)5+,K-*./) /C?)*-,6*.6]-B)--)D ]0/,-"# ?,*.60+$ $$% -)D 8 $:%# O+6/AA+)D-*./)

9# $%"># 3**25, RRD/6BA+)*5I-*5I-SR,+6-**R-**#9#b +I2DCI

ÌQÎB53# .#+/&'+0'/ /#3 8#+%&#/+0"#/5:/;, .!"55%'+0"# "$8#+%&>?+/+%/#3 @/+0"#/5("')*%#+,$Z6+-)-MBH0.6-*./)5# ()6I#

$%9'%# ;/0BA+(# 2I$>8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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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捕海豹' 的 !建议"# 规定 !当本国船只在南纬 "# 度以南进行远洋猎捕海豹或在浮冰上捕获

动物时# 各国政府应自愿管理这些活动# 以确保被捕获的任何物种的生存# 并确保自然生态系统

不受严重干扰("

! 由于 &议定措施' 与 &南极条约' 的适用范围一致# 且规定的是强制性义

务# 而 &自愿管理远洋猎捕海豹' 所规定的是非强制性义务# 这表明 !南极条约地区" 并没有

涵盖南纬 "# 度以南的整个海域# 否则没有必要另行对这一海域内的远洋猎捕活动作出非强制性

规定# 特别是在浮冰上猎捕动物( 在 &自愿管理远洋猎捕海豹' 的基础上# $%"" 年第四届南极

条约协商会议通过了 &自愿管理南极远洋猎捕海豹临时指导方针'(

"

$%"9 年# 第五届南极条约

协商会议进一步通过了 &南极远洋猎捕海豹管理公约' 草案# 其中第 $ 条规定# !各缔约国应为

其国民# 包括拥有其国籍的船舶# 采取适当措施# 包括必要的许可制度# 以便根据本公约的规定

在本公约适用的区域# 即南纬 "#F以南的海域# 管理远洋猎捕海豹("

#

$%8' 年# 在上述草案的基

础上# 南极海豹保护公约会议通过了 &海豹公约'# 其中第 $ 条第 $ 款规定# !本公约适用于南

纬 "# 度以南的海域# 缔约国在该海域确认 &南极条约' 第 > 条的各项规定("

$ 纵观 &海豹公

约' 的制定过程# 我们可以发现# 其最初是要规制在 !南极条约地区" 之外的猎捕海豹活动#

但随着谈判的进展# 其适用的范围涵盖了南纬 "# 度以南的整个海域( &海豹公约' 第 $ 条第 $ 款

强调 !缔约国在该海域确认 &南极条约' 第 > 条的规定"# 进一步表明这两项条约的适用范围存

在一定的重叠( 鉴于 &南极条约' 第 > 条的法律效力及于所谓 !领海"# 以及 &议定措施' 要求

!减轻沿岸和冰架邻接水域的污染"# &海豹公约' 和 &南极条约' 适用范围的重叠区只能是所谓

!领海"( 这再次表明# 此时 !南极条约地区" 仍未囊括南纬 "# 度以南的整个海域(

(三) 基于 %养护公约& 的解释

自 '# 世纪 8# 年代中期起# &南极条约' 协商国开始致力于制定关于南极海域活动的规则(

$%8& 年# 美国向第八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提交一份题为 &南极洲海洋生物资源' 的 !建议" 草

案# 首次提议各与会国和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 $E6.+)*.C.6P/AA.**++/) ?)*-,6*.6O+5+-,63# EP?O%

加强对 !南极洲" 海洋生物资源的研究与国际合作(

% 在这份草案的基础上# 第八届南极条约协

商会议通过了题为 &保护和研究南极海洋生物资源' 的 !建议"# !认识到有必要在 &南极条

约' 的框架内促进和实现对这些海洋生物资源进行保护) 科学研究和合理利用的目标"# 并鼓励

各缔约国开展研究以制定养护 !南极条约地区" 内海洋生物资源的有效措施( 这标志着南极条

约协商会议开始关注和讨论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问题( 尤为值得强调的是# 其是在 &南极条

约' 框架内讨论 !南极条约地区" 内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 $%88 年# 第九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

*%*

论 $南极条约地区% 的地域范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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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新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 !应当适用于 &南极条约' 的具体适用范围"# 并 !应当向

南纬 "# 度以北延伸"(

! 在此基础上# &养护公约' 才规定其 !适用于南纬 "# 度以南地区的南极

海洋生物资源# 以及该纬度与构成南极海洋生态系统一部分的南极辐合带之间地区的南极海洋生

物资源("

" 除了与 &南极条约' 的适用范围不同以外# 新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最后之

所以以新的国际公约为载体# 还在于考虑到了那些在南极海域从事渔业活动的 &南极条约' 非

协商国和国际组织的参与问题(

# 从上述制定过程可以看到# 在 '# 世纪 8# 年代中期以后# 南极

条约协商会议和 &养护公约' 已经将 !南极条约地区" 比较明确地理解为南纬 "# 度以南) 包括

海域在内的整个地区(

作为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中的决策者# &南极条约' 协商国自 '# 世纪 8# 年代中期起集体倾向

于将 !南极条约地区" 理解为包含南纬 "# 度以南的整个海域# 以及推动将南极辐合带与南纬 "#

度之间的区域纳入 &养护公约' 的适用范围# 是与当时国际海洋法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的( 在

&南极条约' 签署前# 联合国在国际海洋法编纂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9 年# 第一次联

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了 &领海及毗连区公约' &大陆架公约' &公海公约' 和 &捕鱼及养护公海

生物资源公约'( 依据这几项公约# 沿海国的海洋管辖权主要集中于领海) 毗连区和大陆架(

$%"# 年# 第二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无果而终( 之后# 一些发展中国家极力主张扩大沿海国海洋

管辖权# 特别是掀起了一股建立 '## 海里 !渔业区" 或 !经济区" 的国际浪潮( $%8: 年第三次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开始后# 这种扩大沿海国海洋管辖权的势头愈演愈烈# 甚至法国) 挪威和新西

兰等 &南极条约' 原始缔约国也加入其中#

$ 并最终致使了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建立( 正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 !鉴于协商国希望垄断对南极的决策# 它们别无选择# 只能主张海上管辖权00否

则# 磷虾和碳氢化合物可能会受到与 $南极% 条约制度无关的国际组织的管理("

% 这种对自身

!集体管辖权" 的强调也体现在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文件和 &养护公约' 中( 比如# $%8% 年第十届

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第 ' 号 !建议" 表示# !忆及协商国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方面的责任"+

&

&养护公约' 序言称# !认识到 &南极条约' 协商国在保护和保存南极环境# 特别是根据 &南极

条约' 第 % 条第 $ 款C项在保存和养护南极洲生物资源方面所负的主要责任("

' 正是通过强调这

种 !集体管辖权"# &南极条约' 协商国才于 '# 世纪 8# 年代中期起# 开始倾向于把南纬 "# 度以

南的整个海域纳入到 !南极条约地区"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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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5+-,63 /) -)D P/)5+,K-*./) /C?)*-,6*.6Q-,.)+G.K.)JO+5/B,6+5"# O+6/AA+)D-*./) (\N' $?@PQ(\NG/)D/)# $%88%#

3**25, RRLLLI-*5I-SRD+K?ERQ++*.)J5RQ+-5B,+R$$9I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 第 $ 条第 $ 款(

!O+5+-,63 /) -)D P/)5+,K-*./) /C?)*-,6*.6Q-,.)+G.K.)JO+5/B,6+5"# O+6/AA+)D-*./) (\N' $?@PQ(\NG/)D/)# $%88%#

3**25, RRLLLI-*5I-SRD+K?ERQ++*.)J5RQ+-5B,+R$$9I

在 $%9'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签署前# 法国于 $%8" 年出台 &关于共和国领土沿海经济区的第 8"1"&& 号法

律'# 挪威于同年出台 &关于挪威经济区的第 %$ 号法案'# 新西兰于 $%88 年出台 &$%88 年领海及专属经济区法

案'# 分别建立了自本国领海基线量起的 '## 海里经济区或专属经济区( 参见 3**25, RRLLLIB)I/,JRU+2*5R0/5R

GX1(EG?@(Z_?_U@OX?@(XERMU]](GXER]O?b $%8" b G-LI2DC+ 3**25, RRLLLIB)I/,JRU+2*5R0/5RGX1(EG?@(Z_?_U@OX

?@(XERMU]](GXER_ZOb $%8"b ?6*I2DC+ 3**25, RRLLLIB)I/,JRU+2*5R0/5RGX1(EG?@(Z_?_U@OX?@(XERMU]](GXER_cGb

$%9#b ?6*I2DC(

]IQI?BHB,)# .#+/&'+0':/;=6"50+0',$()D.-)-V).K+,5.*4M,+55# $%9'%# 22I$:> W$:&I

!PP?QGO_+J/*.-*./)5"# O+6/AA+)D-*./) \N' $?@PQ \Ǹ-53.)J*/)# $%8% %# 3**25, RRLLLI-*5I-SRD+K?ERQ++*.)J5R

Q+-5B,+R$'>I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 序言(



(四) 基于 %矿产公约& 的解释

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早在 $%8' 年就开始讨论南极矿产资源开发问题( 随着第三次联合国海洋

法会议的不断推进# 特别是关于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的谈判# &南极条约' 协商国试图 !建立一种

可以很好地主张对南大洋部分海底矿产资源拥有权威的制度"(

!

$%88 年# 第九届南极条约协商

会议提出要继续研究 !南极条约地区" 内矿产资源活动的环境影响# 并在若干原则的基础上研

究未来南极矿产资源制度的内容(

"

$%9$ 年# 第十一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指出# !注意到南极洲

大陆与其邻近近海地区之间的统一"# 以及新的南极矿产资源制度应 !适用于在南极大陆及其邻

近近海地区进行的所有矿产资源活动# 但不侵犯深海海底( 适用区域的确切界限将在拟订该制度

时决定("

#

$%99 年# 关于南极矿产资源的第四届南极条约特别协商会议通过 &矿产公约'# 其

中第 & 条规定,

$I在下述第 '' : 和 > 款的限制下$ 本公约应适用于南极条约地区# 'I在不影响 %南极

条约& 协商国根据 %南极条约& 及据此所订措施而承担的责任的情况下$ 各缔约国同意$

本公约应管理在南纬 "# 度以南的南极洲大陆和南极所有岛屿' 包括一切冰架上进行的南极

矿产资源活动$ 以及在直至深海海床的邻近近海地区海床和底土中进行的南极矿产资源活

动# :I为本公约的目的$ !深海海底" 是指按照国际法为大陆架一词所下定义$ 超过大陆架

地域范围的海床及底土# >I凡本公约其他条款涉及上述第 $' ' 条款所指区域以外的可能影

响$ 包括对依附于南极环境或与其相关的生态系统的影响$ 本条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限制此

类条款的适用#

$

从以上 &矿产公约' 的发展历程和有关条款看# 与 &养护公约' 适用范围的制定过程不同#

&矿产公约' 的适用范围一直被锁定在 !南极条约地区"# 该公约第 & 条第 $ 款更是对此作出了

明确的规定( 同时# 在南极海域海床和底土中进行的矿产资源活动很早就被纳入了规制的范畴(

这表明 &矿产公约' 采取了与 &养护公约' 一样的路径# 即把南纬 "# 度以南的海域归入 !南极

条约地区"(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 &关于南极矿产资源的第四届南极条约特别协商会议最后文件'

*$$*

论 $南极条约地区% 的地域范围

!

"

#

$

P3,.5*/23+,PIT/4)+,-)D M+*+,TIG.22+,A-)# !P/)C0.6*.)JTB,.5D.6*./)5.) *3+E/B*3+,) Z6+-), @3+P-5+/C-) ?)*-,6*.6

Q.)+,-05O+J.A+"# $$%9"% '8 $$% A0&B0#0/ <")&#/5"$8#+%&#/+0"#/5:/;# 2I:I

!]B*B,+O+J.A+/) ?)*-,6*.6Q.)+,-0O+5/B,6+5"# O+6/AA+)D-*./) (\N$ $?@PQ(\NG/)D/)# $%88%# 3**25, RRLLLI-*5I-SR

D+K?ERQ++*.)J5RQ+-5B,+R$$8I

!O+J.A+/) ?)*-,6*.6Q.)+,-0O+5/B,6+5"# O+6/AA+)D-*./) \(N$ $?@PQ\(N̂B+)/5?.,+5# $%9$%# 3**25, RRLLLI-*5I-SRD+K?ER

Q++*.)J5RQ+-5B,+R$::- 5d$eC,/Ad#8R#8R$%9$e*/d#8R#8R$%9$e6-*d$#e*/2d#e*42+d#e5*-*d#e*Y*de6B,,d#e2-J+d$I

&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 第 & 条( 该条英文为, $I@3.5P/)K+)*./) 53-00# 5BHf+6**/2-,-J,-235'# : -)D > H+0/L#

-2204*/*3+?)*-,6*.6@,+-*4-,+-I'Ì .*3/B*2,+fBD.6+*/*3+,+52/)5.H.0.*.+5/C*3+?)*-,6*.6@,+-*4P/)5B0*-*.K+M-,*.+5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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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BD+-)D .) *3+5+-H+D -)D 5BH5/.0/C-Df-6+)*/CC53/,+-,+-5B2 */*3+D++2 5+-H+DI:I]/,*3+2B,2/5+5/C*3.5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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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C.)+D .) -66/,D-)6+L.*3 .)*+,)-*./)-00-LI>I_/*3.)J.) *3.5?,*.60+53-00H+6/)5*,B+D -50.A.*.)J*3+-220.6-*./)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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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本公约 $即 &矿产公约'% 第 & 条第 ' 款所定义的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的管理范围# 并不

适用于任何根据国际法附属于南纬 "# 度以北岛屿的大陆架("

! 这种尊重沿海国海洋管辖权的做

法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中的做法类似# 但其只是例外性规定# 并不影响 &矿产公约'

在 !南极条约地区" 的一般性适用# 也不影响该公约将南纬 "# 度以南的海域视为 !南极条约地

区" 一部分的内在逻辑(

(五) 基于 %环保议定书& 的解释

如果说 &养护公约' 和 &矿产公约' 体现了 &南极条约' 协商国将南纬 "# 度以南海域归入

!南极条约地区" 倾向的话# 那么 &环保议定书' 则更为明确地证实了这种变化( $%%$ &环保议

定书' 及其各附件的适用范围为 !南极条约地区"( 作为该议定书的核心原则# &环保议定书'

第 : 条第 $ 款规定# !保护南极环境及与之依赖的和相关的生态系统以及南极洲的内在价值# 包

括它的荒野和美学价值# 以及它作为从事科学研究的地区的价值# 特别是从事了解全球环境所必

需的研究的价值# 应成为在规划和从事南极条约地区一切活动时的基本考虑因素("

" 这项 !环

境原则" 不仅体现在限制一切活动对 !南极条约地区" 的环境影响# 也体现在限制其对 !南极

条约地区" 以外区域的环境影响( 例如# &环保议定书' 第 " 条第 : 款规定# !各缔约方应与可

在南极条约地区的相邻区域行使管辖权的缔约方合作# 以确保南极条约地区内的活动不会对那些

区域产生不利的环境影响("

# 这一条款恰恰为我们解释 !南极条约地区" 的具体范围提供了支

撑( 假设 !南极条极地区" 只包含南纬 "# 度以南的大陆) 岛屿) 冰架和所谓 !领海"# 则没有

任何源于南纬 "# 度以北的沿海国管辖海域与 !南极条约地区" 相邻# 那么 &环保议定书' 第 "

条第 : 款将失去存在的必要性( 只有当 !南极条约地区" 为南纬 "# 度以南) 包括海域在内的整

个地区时# 位于南纬 "# 度以北的南桑威奇群岛 $英国和阿根廷争议岛屿% 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

架) 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澳大利亚% 的大陆架才与 !南极条约地区" 相接壤并进入 !南极

条约地区"#

$ 从而使得 &环保议定书' 第 " 条第 : 款的规定具有现实意义(

作为 &环保议定书' 的组成部分# 该议定书多个附件也表明 !南极条约地区" 为南纬 "# 度

以南的整个地区# 其中最为明确的佐证体现在附件四 &预防海洋污染' 及其与国际海事组织

&极地水域船舶作业国际规则' $以下称 &极地规则'% 的关系中( 附件四第 " 条第 $ 款规定#

!各缔约国不得在距陆地或冰架 $' 海里以内将未处理过的污水 $ !污水" 按照Q?OMZG8:R89 附

录四的定义解释% 排入海中"+ !在此距离之外# 不应将集污舱中储存的污水顷刻排光# 而应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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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 第 " 条第 : 款( 该条款英文为, @3+M-,*.+553-006/N/2+,-*+L.*3 *3/5+M-,*.+5L3.63 A-4

+Y+,6.5+fB,.5D.6*./) .) -,+-5-Df-6+)**/*3+?)*-,6*.6@,+-*4-,+-L.*3 -K.+L*/+)5B,.)J*3-*-6*.K.*.+5.) *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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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桑威奇群岛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范围# 参见 '##% 年 > 月阿根廷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的大陆架划界案#

以及同年 & 月英国提交的关于福克兰群岛 $马尔维纳斯群岛%) 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群岛的大陆架划界案( 关于赫

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大陆架的范围# 参见 '##> 年 $$ 月澳大利亚提交的大陆架划界案(



适中的速度并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 当船舶以不低于 > 节的航速在航行途中进行排放("

! 附件

四对距南极陆地和冰架 $' 海里以外水域内活动的直接限制# 说明在这部分海域中的活动仍然属

于 &环保议定书' 的调整范围( 同时# 尽管 &环保议定书' 及其附件四对海洋污染作出了专门

的规制# 但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始终认为国际海事组织对此承担重要职责# 并一直支持国际海事组

织制定更为全面的强制性规则(

"

'#$& 年# 国际海事组织通过 &极地规则'# 对南纬 "# 度以南地

区的航行安全和预防海洋污染作出了规定( 通过对比 &环保议定书' 附件四 &预防海洋污染'

与 &极地规则'# 我们可以发现# 两者在防止海洋污染方面并非 !重复建设"# &极地规则' 基本

上是对 &环保议定书' 附件四的进一步细化和补充( 鉴于 &极地规则' 适用于南纬 "# 度以南的

地区# 及其考虑到了南极地区的法律情况#

# 因而可以推断出# !南极条约地区" 应当包括南纬

"# 度以南的所有海域# 否则在防止海洋污染方面这一地区将出现不受规制的海域( 此外# &环保

议定书' 其他附件也提供了一些佐证条款( 例如# 附件二 &动植物保护' 第 > 条第 ' 款规定#

!不得把狗带入陆地) 冰架或海冰上"# 而这明显将 $%"> 年 &议定措施' 中排除的) 涉及海冰上

动物保护的事项纳入了规制范畴(

至此# 我们面临一个新的问题# 即在 $%"> 年 &议定措施' 将南纬 "# 度以南) 所谓 !领海"

以外的海域排除出 !南极条约地区"# 而 $%%$ 年 &环保议定书' 将南纬 "# 度以南) 包括海域在

内的整个地区归入 !南极条约地区" 的情况下# 应该以哪个为准- 对此# &环保议定书' 第 > 条

提供了参考标准( 该条第 $ 款规定# !本议定书是对 &南极条约' 的补充# 既不是对该条约的修

改# 也不是对该条约的修正("

$ 同时# 该议定书第 '' 条第 $ 款规定# !本议定书须经签署国批

准) 接受或核准("

% 这表明# 尽管 &环保议定书' 是对 &南极条约' 的补充# 且两者密切相关#

但它却是一项相对独立的条约( 纵观整个演变的历程# &环保议定书' 对 !南极条约地区" 的界

定与其说是扩大了 &南极条约' 和 &议定措施' 原有的适用范围# 不如说是在原有分歧的基础

上# 采纳了 '# 世纪 8# 年代中期以来 &南极条约' 协商国对南纬 "# 度以南海域的 !集体管辖

权" 主张# 并在补充性条约中明确了 !南极条约地区" 的具体范围( 所以# 对 !南极条约地区"

的理解应以 &环保议定书' 为准(

三!对 "南极条约# 原始缔约国立法的考察

作为 &南极条约' 的原始缔约国#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等 $' 个国家几乎参与了南极条约

体系各项条约的制定( 为了落实和执行南极条约体系的各项条约# 这些国家还出台了比较完善的

南极国别立法( 鉴于这些国家的 &南极条约' 原始缔约国身份和协商国地位# 对其南极立法的

考察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 !南极条约地区" 的确切范围及其演变(

*:$*

论 $南极条约地区% 的地域范围

!

"

#

$

%

&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 附件四 !防止海洋污染" 第 " 条第 $ 款(

!P/N/,D.)-*./) -A/)J?)*-,6*.6@,+-*4M-,*.+5/) ?)*-,6*.6M,/2/5-05B)D+,P/)5.D+,-*./) .) *3+(QZ"# O+5/0B*./) &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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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极地水域操作船舶规则' 前言第 "条# 3**2, RRYYJ[IA/*IJ/KI6)Rf.J/BRJf3g5R'#$"$'RM#'#$9#$$"9>"%99$%&#9>I2DC(

&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 第 > 条第 $ 款( 该条款英文为, @3.5M,/*/6/053-005B220+A+)**3+?)*-,6*.6@,+-*4-)D 53-00

)+.*3+,A/D.C4)/,-A+)D *3-*@,+-*4(

&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 第 '' 条第 $ 款(



(一) 对 %南极条约& 相关立法的考察

&南极条约' 第 " 条的模糊性为 $' 个原始缔约国留下了各自解读的空间( 在批准这一条约的

过程和立法中# 其关于 !南极洲" 或 !南极条约地区" 具体范围的分歧浮出水面# 并呈现出三

种不同倾向的解释(

第一种倾向认为 !南极条约地区" 只包含南纬 "# 度以南的大陆) 岛屿) 冰架和所谓 !领

海"# 而不含位于南纬 "# 度以南的公海# 持此种观点的原始缔约国有美国) 英国和新西兰( $%"#

年 " 月# 作为批准 &南极条约' 的一个步骤#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听证会#

前往作证的是出席 $%&% 年南极洲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赫尔曼*菲利格 $<+,A-) M30+J+,%( 在

这次听证会上# 赫尔曼*菲利格在回答关于 &南极条约' 适用范围的问题时表示# !该区域位于

南纬 "# 度 $以南%# 不包括根据国际法在公海中的所有权利# 因此所剩下的就是大陆加上所谓

的固定冰架("

! 针对南极陆地以外有多远的海域属于 &南极条约' 适用范围# 以及是否包含 :

海里或 $' 海里界限的追问# 赫尔曼*菲利格表达了上文所提及的内容# 即正是考虑到与会各国

对领海宽度存在分歧# 所以 &南极条约' 第 " 条才搁置了哪里是公海的问题( 他还继而表示#

!我们不想卷入这场争论# 但是我们有一个条款规定# 船只在装卸 $货物或人员% 时都要接受视

察# 这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 所以南极洲的领海宽度在这个条约中没有被界定("

" 从赫尔曼*

菲利格的证词来看# 美国认为 !南极条约地区" 并不包括南纬 "# 度以南的整个海域# 而最多包

括所谓的 !领海"(

为了执行 &南极条约' 的有关条款# $%"' 年 ' 月# 英国颁布 &$%"' 年南极条约枢密院君

令'# 其中第 ' 条规定# !南极洲 $?)*-,6*.6-% 是指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包括一切冰架# 但不

包括该地区内的公海("

# 同年 $' 月# 英国颁布 &$%"' 年南极条约 $管辖权豁免% 条例'# 其中

第 ' 条规定# !南极洲 $?)*-,6*.6-% 具有 &$%"' 年南极条约枢密院君令' 第 ' $$% 条赋予它的

意义("

$ 也就是说# 英国 &$%"' 年南极条约 $管辖权豁免% 条例' 同样认为 !南极洲" 不包括

南纬 "# 度以南的公海(

与英国执行 &南极条约' 的做法一样# $%"# 年 $ 月# 新西兰制定了 &$%"# 年南极洲法案'(

但不同的是# 新西兰 &$%"# 年南极洲法案' 第 ' 条只规定# !除非文中另有规定# 南极洲

$?)*-,6*.6-% 是指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包括该地区内的一切冰架("

% 尽管如此# 但新西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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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8# 年南极洲修正法案' 侧面表达了对 !南极洲" 具体范围的理解( 该修正法案第 ' 条规

定# !根据本条制定的任何规定均可延伸和适用于南极洲 $?)*-,6*.6-% 内的公海("

! 换言之# 除

该条款的特殊规定外# 其余条款均不能作此扩大化的适用( 据此倒推# 新西兰 &$%"# 年南极洲

法案' 中 !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也不包括这一界限以南的公海(

第二种倾向认为 !南极条约地区" 包括南纬 "# 度以南的整个地区# 其主要代表为澳大利

亚( 为了赋予 &南极条约' 在国内的法律效力# $%"# 年 $$ 月# 澳大利亚通过了 &$%"# 年南极条

约法案'# 其中第 : 条规定# !在本法案中# 除非有相反的意思表示111南极洲 $?)*-,6*.6-% 指

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包括该地区内的一切冰架("

" 尽管这种定义与 &南极条约' 第 " 条无

异# 但在该法案的审议过程中# 澳大利亚道明了其更为具体的理解( $%"# 年 % 月 9 日# 澳大利亚

参议院对 &$%"# 年南极条约法案' 进行二读时# 该法案提案人) 澳大利亚海军部长) 参议员约

翰*戈顿 $T/3) 1/,*/)% 表示# !尊敬的参议员会注意到# 适用的范围是尽可能广泛的( 该协议

$即 &南极条约'% 适用于南纬 "# 度以南的整个地区# 但不影响各国根据国际法对该地区内公海

的权利("

# 同月 '9 日# 澳大利亚众议院对 &$%"# 年南极条约法案' 进行二读时# 澳大利亚航空

部长弗雷德里克*奥斯本 $],+D+,.6[ Z5H/,)+% 表示# !适用区域是南纬 "# 度以南的整个地区#

但该条约的任何规定都不损害或影响各国根据国际法在公海方面的权利( 澳大利亚政府寻求就一

个尽可能广阔的区域达成协议# 并对结果感到满意("

$ 从以上国会议事录可以看到# 澳大利亚

实际上将 !南极条约地区" 理解为南纬 "# 度以南的整个地区(

第三种倾向为不明确表示 !南极条约地区" 的具体范围# 而只是与 &南极条约' 第 " 条的

表述保持一致( 例如# $%"' 年 & 月# 为执行 &南极条约' 有关条款# 南非通过 &$%"' 年南极洲

南非公民法案'# 其中第 $ 条规定# !南极洲 $?)*-,6*.6-% 是指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包括该地

区内的一切冰架"+ 第 : 条规定# !本法案任何规定不得妨碍或以任何方式影响任何国家根据国

际法对南极洲内公海的权利或权利的行使("

% 苏联) 法国) 日本) 挪威) 比利时) 阿根廷和智

利等其他原始缔约国虽批准了 &南极条约'# 但没有出台涉及 !南极条约地区" 界定的专门立

法# 也没有做出相应的明确声明( 总体来看# 在 &南极条约' 签署初期# 这些国家在 !南极条

约地区" 的具体范围问题上保持了模糊政策(

(二) 对 %议定措施& 和 %海豹公约& 相关立法的考察

与执行 &南极条约' 的立法实践类似# 一些 &南极条约' 原始缔约国也制定了执行 &议定

*&$*

论 $南极条约地区% 的地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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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 "$8#+%&>?+/+%/#3 @/+0"#/5("')*%#+,$Z6+-)-MBH0.6-*./)5()6I# $%99% # ;/0BA+(((# 22I'#' W'#:I



措施' 和 &海豹公约' 的专门立法( 从这些立法来看# 其对 !南极洲" 或 !南极条约地区" 的

理解延续了 &南极条约' 签署之初所做声明或立法中体现的 !三足鼎立" 格局(

首先# 以英国) 新西兰) 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一方明确或比较明确地认为 !南极条约地区"

不包含南纬 "# 度以南的公海# 其中英国) 新西兰和美国延续了此前的立场( 为了执行 &议定措

施'# 英国于 $%"8 年 8 月出台 &$%"8 年南极条约法案'( 该法案第 $# 条第 & 款规定# !南极洲

$?)*-,6*.6-% 是指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不包括该纬度以南公海的任何部分# 但包括一切冰

架("

!

$%8: 年 $# 月# 为了能够批准 &海豹公约'# 英国出台了 &$%8: 年南极哺乳动物和鸟类

$公海% 养护令'# 其中第 ' 条规定# ! &$%"8 年南极条约法案' 第 $1> 条所涉及的杀害) 伤害)

骚扰或获取当地的哺乳动物或鸟类# 其效力应如同南极洲包括南纬 "# 度以南的整个公海一

样("

" 也就是说# 英国通过例外规定的方式将原属于 !南极条约地区" 内的规制扩大适用到了

南纬 "# 度以南的公海# 而这片公海并不属于 !南极条约地区"( 新西兰于 $%8$ 年 $' 月制定

&$%8$ 年南极洲 $动植物% 条例'# 其中第 ' 条第 $ 项规定# !南极洲 $?)*-,6*.6-% 是指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不包括公海的任何部分# 但包括该地区内的一切冰架("

# 美国先后颁布 &$%89

年南极养护法案' 和 & $%8% 年南极动植物养护条例'( 两者虽然都只界定 !南极洲"

$?)*-,6*.6-% 为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但依据美国参议院审议 &南极条约' 的听证会记录# 这

里的 !南极洲" 应不包括南纬 "# 度以南的公海( 与英国) 新西兰和美国仅仅延续先前的立场不

同# 日本之前并没有明示其对 !南极条约地区" 是否涵盖南纬 "# 度以南整个海域的态度( 然

而# 日本于 $%9' 年 & 月通过的) 旨在执行 &议定措施' 的 &南极地区动植物养护法' 第 ' 条第

$ 款规定# !南极地区 $?)*-,6*.6?,+-% 是指南纬 "# 度以南的一切陆地 $包括冰架%"#

$ 从而排

除了南纬 "# 度以南) 包括公海在内的绝大部分海域(

其次# 以澳大利亚和挪威为代表的一方倾向于认为 !南极条约地区" 包含南纬 "# 度以南的

公海( $%9# 年 " 月# 澳大利亚通过 &$%9# 年南极条约 $环境保护% 法案'# 将 &议定措施' 的

有关规定纳入其中( 尽管该法案仅规定 !南极" $?)*-,6*.6% 是指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包括一

切冰架#

% 但考虑到 &议定措施' 与 &南极条约' 适用范围相同# 以及澳大利亚在审议 &$%"#

年南极条约法案' 时主张 !南极条约地区" 为南纬 "# 度以南的整个地区# 我们可以推断出澳大

利亚此时仍然认为 !南极条约地区" 包含南纬 "# 度以南的海域( 挪威则在 $%8& 年向第八届南极

条约协商会议提交的工作文件中表示# ! &议定措施' 和 &海豹公约' 均适用于南纬 "# 度以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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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 条约地区# 从而覆盖了南极海域("

! 由此可见# 挪威认为 !南极条约地区" 涵盖了

&议定措施' 和 &海豹公约' 的适用区域( 鉴于 &海豹公约' 明确适用于南纬 "# 度以南的海域#

因而可以判断# 挪威认为 !南极条约地区" 是指南纬 "# 度以南的整个地区(

再次# 以法国) 比利时和苏联等其他原始缔约国为代表的一方要么没有进行专门立法# 要么

在相关的专门立法中简单重复 &南极条约' 第 " 条的表述# 因而其对 !南极条约地区" 具体范

围的态度仍然不够明朗( 例如# 比利时 $%89 年 &南极动植物保护法' 只规定该法适用于 &南极

条约' 第 " 条界定的区域# 但不影响任何国家所享有的公海权利#

" 而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阿根廷 $%8> 年 &关于禁止猎杀豹海豹) 象海豹) 海豹) 企鹅和类似海洋动物物种的第 $'$" 号法

令'# 及法国 $%"" 年 &关于管理阿德利地区动植物保护的第 $8 号令' 则没有涉及对 !南极洲"

或 !南极条约地区" 的定义(

#

(三) 对 %环保议定书& 相关立法的考察

&环保议定书' 及其附件的规定对 &南极条约' 原始缔约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其中一些国

家关于执行 &环保议定书' 的立法可谓是完全改变或明确了以往对 !南极条约地区" 的理解#

尤其是英国) 日本) 新西兰) 比利时和智利( 英国 &$%%> 年南极法案' 第 $ 条第 $ 款规定# !本

法所称 .南极洲/ $?)*-,6*.6-% 系指, $-% 南极洲大陆 $包括其一切冰架%+ $H% 南纬 "# 度以

南的所有岛屿 $包括其一切冰架%+ $6% 与该大陆或这些岛屿相邻且在南纬 "# 度以南的所有大

陆架区域+ $D% 南纬 "# 度以南的所有海域和空域("

$ 这与英国 &$%"' 年南极条约枢密院君令'

&$%"8 年南极条约法案' 将南纬 "# 度以南的公海排除在外的做法截然不同( 日本 $%%8 年 &南极

洲环境保护法' 第 : 条第 $ 款规定# ! .南极洲/ $?)*-,6*.6-% 是指南纬 "# 度以南的陆地区域

$包括冰架及其上方的空域% 和海洋区域 $包括冰架下方的海域%("

% 这与日本 $%9' 年 &南极地

区动植物保护法' 中的有关界定也截然不同( 新西兰 &$%%> 年南极洲 $环境保护% 法案' 虽然

只规定# !南极洲 $?)*-,6*.6-% 是指南纬 "# 度以南的地区# 包括该地区内的一切冰架"#

& 但改

变了其 &$%8$ 年南极洲 $动植物% 条例' 中明确将南纬 "# 度以南的公海排除在外的界定( 与新

西兰的做法类似# 比利时 '##& 年 &关于执行 2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3 的法案' 仅仅援引了

&环保议定书' 对 !南极条约地区" 的定义# 但其于 '##9 年 $' 月发布的 &比利时与南极洲, 探

*8$*

论 $南极条约地区% 的地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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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科学与环境' 政策文件中表示# !$%&% 年 $南极% 条约所涵盖的地区被定义为南半球 "# 度

纬线以南的地区( 因此# 南极洲是一个大陆区域和一个海洋区域("

! 智利于 '#'# 年通过的 &智

利南极法' 第 & 条第 $ 款规定# !南极洲包括南纬 "# 度以南的大陆) 其冰块和冰障) 岛屿# 以及

它们周围的南大洋# 但不影响 &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 和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

以及适用于该地区的其他国际协定为其特定目的规定的界限"+ 第 ' 款继而规定# !南大洋包括

南纬 "# 度以南的所有海域) 水体) 海盆和海洋区域# 并与 $%&% 年 &南极条约' 的适用界限一

致("

" 这个定义表明# 智利已经将 !南极洲" 或 !南极条约地区" 解释为南纬 "# 度以南) 包括

海域在内的整个地区( 此外# 澳大利亚几经修改的 &$%9# 年南极条约 $环境保护% 法案' 和挪

威 '#$: 年 &南极洲环境保护与安全条例' 虽然没有对 !南极" 或 !南极条约地区" 作出更为具

体的规定#

# 但从两国以往的倾向性来看# 可以推测其应当囊括南纬 "# 度以南的所有海域(

除了以上国家之外# 其他 &南极条约' 原始缔约国也几乎都制定了执行 &环保议定书' 的

国内立法# 比如美国 &$%%" 年南极科学) 旅游与养护法案') 南非 &$%%" 年南极条约法') 阿根

廷 &'### 年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措施') 法国 &'##: 年关于南极环境保护的第 :>8 号法律'

以及俄罗斯 &'#$' 年公民与法人南极活动管理法' 等( 这些立法对 !南极洲" 或 !南极条约地

区" 的界定基本都是 &南极条约' 第 " 条或 &环保议定书' 第 $ 条 H 项的定义( 由于缺乏直接

的证据支持# 我们难以断定其对 !南极条约地区" 具体范围的理解( 然而# 作为 &环保议定书'

的起草者和缔约国# 其理应了解和接受该议定书所体现的) 将南纬 "# 度以南整个地区视为 !南

极条约地区" 的诸多规定(

四!结论与启示

充分了解南极条约体系的发展背景) 内在逻辑和具体细节# 是中国推进南极事业和深度参与

南极治理的重要支撑( 在中国开启南极立法之际# 我们尤其应当明晰南极条约体系的一些基础性

问题# 特别是注意到 !南极条约地区" 在法律上的模糊性与变化性( 这种特性不仅体现于南极

条约体系各项条约的制定过程和文本中# 还体现于 &南极条约' 原始缔约国在不同时期出台的

相应立法中( 从南极条约体系来看# &南极条约' 第 " 条是在较大的政治和法律争议下拟定的#

这使得 !南极条约地区" 的地域范围自始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尽管如此# 依据 &南极条约'

&议定措施' 和 &海豹公约' 的有关条款# 我们仍然可以得出结论# 即在 '# 世纪 8# 年代中期以

前# !南极条约地区" 基本上指代南纬 "# 度以南的大陆) 岛屿) 冰架和所谓 !领海"( 然而# 随

着 &南极条约' 协商国对南极海域 !集体管辖权" 的追求# &养护公约' &矿产公约' 和 &环保

议定书' 又呈现将 !南极条约地区" 视为南纬 "# 度以南整个地区的转向( 从 &南极条约' 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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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的立法实践来看# 伴随着南极条约体系的上述转向# 这些国家对 !南极条约地区" 的理

解也经历了相应的调整# 特别是先前明确将公海排除在 !南极条约地区" 之外或者采取模糊态

度的英国) 日本) 新西兰) 比利时和智利( 需要注意的是# 一些 &南极条约' 原始缔约国将

!南极条约地区" 定义为南纬 "# 度以南整个地区的立法# 往往与其先前将 !南极条约地区" 定

义为不含南纬 "# 度以南公海的立法同时存在( 这为其根据不同的政策需求采取不同的解释提供

了灵活空间( 此外# 由于 !南极条约地区" 囊括了南纬 "# 度以南的所有海域# 从而使得这片海

域受到南极条约体系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双重规制# 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在 !南极条约

地区" 适用时必然存在冲突(

! 对于中国而言# 鉴于南极条约体系得到了以联合国大会决议为表

现形式的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 且总体有利于全人类和中国在南极的利益# 中国应当维护南

极条约体系# 特别是其确立的和平利用) 非军事化) 科学研究自由) 冻结主权声索等基本原则(

结合南极条约体系各项条约和 &南极条约' 原始缔约国对 !南极条约地区" 解释的变迁# 中国

可考虑将 !南极条约地区" 理解为南纬 "# 度以南) 包括所有海域在内的整个地区# 但在政策实

践中应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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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南极条约地区% 的地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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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条约体系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关系是南极法律问题中的另一个重要议题( 本文旨在探究 !南极条约地

区" 的地域范围# 因而对南极条约体系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关系不作过多论述(

南极条约体系曾于 '# 世纪 9# 年代在联合国遭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质疑# 但这种声音逐渐归于平静# 其最终在总体上

得到了认可和接纳( 相关情况可参见 $%9: 年至 '##& 年联合国大会关于 !南极洲问题" 的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