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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高度重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涉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特
别是在涉东海、南海问题上，中国按照国际法、包括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现代国际海

洋法规则，依据中国长期开发利用有关群岛、岛屿及其相关海域的历史事实和一贯主张，通过国

内立法，将钓鱼岛群岛、南沙群岛等明文规定列入中国陆地领土范围，重申和确立国家管辖海域

范围和相关权利主张。中国政府涉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主张在国内法律体系中得到了充分体

现，涉海维权工作有了明确的国内法和国际法依据。进入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与海

洋的关系均已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海洋法治思维、不断完善涉海法

律法规体系、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法规则制定和全球海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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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的海洋法体系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建立起了符合国际法、特别
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或简称 《公约》）的涉海法律法规体系。本文拟全面回顾改革开

放４０年来中国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岛屿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的做法，总结中国在涉海法理维
权方面的实践和成就，分析和展望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指出新时代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海洋法

治思维，更加积极地进行涉海法理维权。

一　建立比较完整的符合国际法规则的涉海法律法规体系

改革开放４０年是中国参与、推动现代国际海洋法律制度建立的４０年，也是努力使中国海洋
法律法规与现代国际海洋法制度接轨的４０年。

（一）涉海法律法规体系的初步建立与完善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起，国际海洋法律制度开始酝酿一系列变化，非洲、拉丁美
洲沿海国家率先提出了２００海里海洋权利要求。中国支持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扩展沿海国海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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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斗争，并全程参与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是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０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开放签署时的首批签署国之一。此后，中国根据 《公约》的规定和海洋事业发展的需要开展国

内海洋立法工作。

１９８４年，由国家海洋局①牵头，外交部、总参谋部、海军等十几个部门的专家参加，开始了
关于批准 《公约》的准备和拟订 “领海及毗连区法”“专属经济区法”“大陆架法”的工作。②

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５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２４次会议审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

连区法》（简称 《领海及毗连区法》）。③ 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５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１９次会议
决定批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④ 中国是第９３个批准和加入 《公约》的国家。⑤ 这是中国与国

际海洋法接轨而采取的最具实质性和标志性意义的步骤。

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６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

区和大陆架法》（简称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该法的制定和颁布，“对于依法划定中国的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保障中国在这些区域的主权权利及管辖权的有效行使，保护、开发和利用

中国海洋资源，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⑥

此外，全国人大还相继制定和修改了一批涉海法律，具体有 《海洋环境保护法》《海上交通

安全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岛保护法》《测绘法》《港口法》《深

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等。国务院也制定了 《涉外海洋科学调查研究管理规定》《海洋倾

废管理条例》《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管理规定》《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

管理办法》《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行政

法规。⑦

上述法律、法规，在地域上覆盖了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中国可管辖

海域；在内容上，涉及岛屿领土主权、海洋权益维护、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环境保护、海洋

科学研究、海上交通运输、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等，使中国的海洋工作在基本的、主要的

各个方面都已经有法可依，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海洋法律法规制度和体系。其中，《领海及毗

连区法》和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是中国海洋法律制度的 “基本法”和基石。

（二）涉海法律法规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衔接

中国顺应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深刻变化和中国海洋事业发展的需要，依据 《公约》有关规

定来制订和修改国内有关法律法规，以确保中国的涉海法规与国际海洋法相衔接，使中国能够依

法行使和维护 《公约》赋予中国的各项权利，行使中国海洋管辖权，维护中国海洋权益。其中，

《领海及毗连区法》和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是中国以严格的立法程序和立法形式建立起来

的涉海基本性法律，均是直接依据 《公约》的原则、规定起草和制订，其基本制度与规定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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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保持一致，甚至在文字表述上也基本相同。《领海及毗连区法》的起草是 “在符合国际

法、特别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的起草

也是 “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依据，内容未超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范围”；② 国务院

召开第５２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该法时亦指出： “草案的内容是以我国已经批准参加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依据的”，③ 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审议该法时也 “注意了与 《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衔接”。④

（三）逐步建立统一的海上执法队伍，积极行使海上司法管辖权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海上维权执法和海上司法管辖，逐步建立和完善海上执法队
伍，不断强化海上维权执法和行使海上司法管辖权。中国海洋维权执法队伍从弱到强，从分散向集中

统一改革，从 “海警隶属于国务院系统”⑤ 到 “将国家海洋局领导管理的海警队伍转隶武警部队”。⑥

在２０１３年前，中国海上执法维权事务分别由多个部门负责，中国海监 （国土资源部国家海

洋局）、渔政 （农业部渔政局）、海巡 （交通部海事局）、边防海警 （公安部边防管理局）、海上

缉私警察 （海关总署缉私局）等海上执法队伍分别行使海洋环境保护、科研、海域管理、渔业、

治安、交通、搜救等职责。其中，中国渔政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定期和专项渔政巡航，查处非法

捕捞行为，维护国家海上渔业秩序和权益。⑦ 中国海监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海域逐步建立

和完善常规维权巡航制度，并组织开展维权专项执法行动。⑧ 例如，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２日，日本海
上保安厅巡视船将一艘不明国籍船击沉于中国舟山群岛以东约３００千米的专属经济区内。中国海
监奉命派出海监船只和飞机赴沉船海域进行监管。２００２年５月１日至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４日间，“根
据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海上交通安全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及相关法规，中国海监部

门出动船舶和飞机，组成大规模立体综合编队对日方在我专属经济区内的调查和打捞作业全过程

进行了监管”。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海洋管理和海上执法队伍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４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决定 “将现国家海洋

局及其中国海监、公安部边防海警、农业部中国渔政、海关总署海上缉私警察的队伍和职责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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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１９９８年第３期，第２８０页。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决定》，新华社，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２０１３ｌｈ／２０１３－０３／１４／ｃ＿１１５０３０７９３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８日。
《中共中央印发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新华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３／２１／ｃ＿
１１２２５７０５１７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５日。
《巡航２０万海里检查半数海洋机动渔船———２００６年度专署经济区渔政巡航管理暨 “护渔２００６”行动总结表彰会在南
宁召开》，载 《中国渔业报》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１日，第１版。
《中国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海域常规维权巡航制》，中新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ｅｎｏｒｔｈｃｏｍｃｎ／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０６／０４／０７／
００１２７５９６７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５月６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８５—１８６页。



合，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由国土资源部管理。主要职责是，拟订海洋发展规划，实施海上维权

执法，监督管理海域使用、海洋环境保护等。国家海洋局以中国海警局名义开展海上维权执法，

接受公安部业务指导”。① 同年７月２２日，中国海警局在国家海洋局挂牌成立。② ２０１８年３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 “将国家海洋局领导管理的海警队伍转隶武警部队”“调整组建中国人民

武装警察部队海警总队，对外称中国海警局，统一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责，行使公安机关、有关

行政机关的相应执法职权”。③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２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关于中国

海警局行使海上维权执法职权的决定》，规定 “中国海警局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责，包括执行打

击海上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海上治安和安全保卫、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

渔业管理、海上缉私等方面的执法任务，以及协调指导地方海上执法工作”。④ 中国海上执法队

伍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中国海上维权执法能力和装备建设，有利于统一、规范

海上维权执法行为，强化中国海上维权执法的严肃性和威慑性。

长期以来，中国各级法院对中国沿海岛屿、群岛及附近与相关海域行使了司法管辖权，维护中

国海洋权益。国家海洋局、农业部 （渔业局）、交通部 （海事局）、公安部 （边防局）等涉海行政

部门对中国主张管辖的海域也持续进行海上环保、渔业、航行安全、治安等管理和执法。党的十八

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中国海洋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涉海法律事务和案件也随之增多，

依法治海的重要性、紧迫性、必要性和复杂性同步上升。２０１６年８月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⑤ 这是中国法院不断完善和加强对管辖

海域行使司法管辖权的重要举措，对维护中国海洋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法理价值。

同时，应该注意到，现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 《宪法》）尽管经历了多次修正，⑥

然而 “海洋”一词仍未 “入宪”。《宪法》缺少对海洋权益的直接或专门的规定，也没有对涉海

问题作出明确或原则性的规定。目前，《海洋基本法》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和国家安全立法规

划，《海洋基本法 （研拟稿）》、释义、编制说明及２５个重点问题论证报告已报中央有关部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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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说明———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０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国

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中央政府门户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ｏｖｗｅｂ／２０１３ｌｈ／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３５０８４８ｈｔｍ，最
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４日。
《重组后的国家海洋局挂牌　中国海警局同时挂牌》，中央政府门户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ｊｒｚｇ／２０１３－０７／２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４５２２５７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４日。
《中共中央印发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政府门户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１８－０３／２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７６１９１ｈｔｍ＃１，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４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海警局行使海上维权执法职权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２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第 三 次 会 议 通 过）》，新 华 社，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８／０６／ｉｄ／
３３６７５２６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８日。
《最高法院发布审理中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司法解释》，载 《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６年８月２日，第１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４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此后分别根据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２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９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５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４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

正案》和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

《国家海洋局２０１６年法治海洋建设情况报告发布》，搜狐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１５０３５３２８６＿５４３９４３，最后访
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８日。



此外，中国多数海洋立法没有配套法规或实施条例、细则，① 在实践中难以操作。特别是海上维

权执法方面，要顺应海上维权执法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海上执法的实际需要，对现行有关法律进行

修改或展开海警专项立法工作，同时要借鉴世界主要海洋国家和周边邻国的海上执法经验，持续

深化中国海上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和法律法规建设。

二　完善维护群岛与岛屿领土主权的法律基础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政府通过立法和采取具有法理价值的行动来明确规定和重申中国对
钓鱼岛、南海诸岛等群岛、岛屿的领土主权及有关海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等海洋权益。

１９９２年 《领海及毗连区法》第２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陆地领土包括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

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② 该规定弥补了 《宪法》

中没有领土条款的缺憾，从法律上明确规定了中国的陆地领土范围。这是中国以法律的形式重申

和确认钓鱼岛以及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群岛和岛屿领土主权的重大法律

行动，对日本以及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侵犯中国岛屿领土的非法行为以立法方式进行反

制和震慑。

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５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 《关于批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决定》中声明 “中华

人民共和国重申对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５日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第２条所列各群岛
及岛屿的主权”。③ 此后，中国政府根据 《领海及毗连区法》的有关规定先后公布了西沙群岛、钓鱼

岛领海基点，再一次向国际社会重申和宣示了中国对钓鱼岛、西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领土主权。为

加强对海岛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维护中国岛屿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６日，第十一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１２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④ 确立了中国海岛保护和管理的法律
制度。综上，中国以立法方式明确中国的陆地领土范围、明确了中国所属岛屿范围，为中国在国际

法、特别是 《公约》框架下确立相应的管辖海域和海洋权益提供了进一步的国内法依据。

同时，根据国内法和国际法，中国在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也以实际行动强化对钓鱼岛和南海诸
岛的主权管辖和开发利用。例如，关于钓鱼岛群岛及附近与相关水域，针对日本不断对钓鱼岛采

取 “命名”“测量”“登岛”“购岛”等单方面侵权行动，中国政府不仅与日方严正交涉，提出

抗议，还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和基线，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领海海域进行定期

维权巡航，并对进入中国领海非法活动的日方船只进行监视取证、实施喊话、驱离等措施，使日

方的所谓 “实际控制”被打破。中国执法力量已在钓鱼岛海域常态化存在，并逐步扩展维护主

权的具体行动。关于南海诸群岛及其附近与相关水域，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３日，全国人大第七届一次
会议决定成立海南省，授权管辖西、南、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⑤ “中共海南省西、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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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震娅：《夯实海洋立法基础　推进法治海洋进程》，载 《中国海洋报》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８日，第３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载 《人民日报》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６日，第４版。
《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载 《人民日报》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６日，第４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 （主席令第二十二号）》，中央政府门户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０９－１２／
２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６０２２３８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８日。
《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载 《人民日报》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４日，第２版。



沙群岛工作委员会”和 “海南省西沙、南沙、中沙群岛办事处”成为该区域的党政管理机构。

２０１２年６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海南省三沙市，决定撤销 “海南省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

岛办事处”，“设立地级三沙市，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① 三沙

市的设立 “是我国对海南省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行政管理体制的调

整和完善，有利于进一步加强我国对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的行政管理

和开发建设，保护南海海洋环境”。②

１９８８年２月至３月，中国海军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决定，先后进驻南沙群岛永暑礁、华
阳礁、南薰礁、赤瓜礁、东门礁、渚碧礁６个礁，在南沙群岛主权的维护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③

１９８９年８月２日中国南沙群岛永暑、华阳、南薰、赤瓜、东门、渚碧６礁的主权石碑全部落成。④

中国农业部组织南沙海域渔政巡航执法，并于１９９４年由南海区渔政局派人常年驻守美济礁。⑤ 至
此，中国在南沙群岛进驻了７个礁。２０１２年４月中国海监船在黄岩岛海域坚决阻止菲律宾军舰抓
扣中国渔民渔船，并从此守护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为中国渔船、渔民提供管理和服务，行使主权

管辖。⑥ ２０１３年底、２０１４年初中国开始在南沙群岛部分进驻岛礁上开展大规模的岛礁维护与建设
活动，到 “２０１５年６月底，中国政府完成南沙有关岛礁的陆域吹填工程，随后即进入了岛礁设
施建设阶段”。⑦ 除了建设和完善必要的军事防御设施外，更多的是建设民用基础设施并取得了

关键性的进展，如南沙永暑礁、美济礁、渚碧礁三个新建机场试飞成功并投入运营，⑧ 海洋观测

设施、灯塔、码头、发电站、海水淡化设备、医院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成运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东海、南海海域的部分群岛、岛礁与海域主权或主权权利仍然受到挑

战。比如，中国海警船和中国渔民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经常遭到日方的强力阻拦和驱离。在南

沙群岛区域，中国共有４２个岛礁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派兵侵占，其中越占２９个、菲占８
个、马占５个南沙岛礁。⑨ 并且，日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企图以实际占有和控制来
作为其侵占中国岛礁领土主权的所谓国际法依据。因此，如何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

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仍然是难以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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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中国领海和毗连区法律制度

前已提及，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５日第七届全国人大会常委会第２４次会议通过了 《领海及毗连区

法》。这是在１９５８年领海声明①发表３０多年之后，中国以立法形式对领海法律制度作出全面规
定，标志着中国领海和毗连区法律制度的正式建立。该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中国领海基线采用直线基

线法划定，领海宽度为１２海里。中国对领海的主权及于领海上空、海床及底土。外国非军用船舶，
享有依法无害通过中国领海的权利。外国军用船舶进入中国领海，须经中国政府批准等。②

同时，该法首次宣布建立毗连区制度。中国在１９５８年领海声明中并未提及设立毗连区。为
适应中国开发、管理海洋的需要和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领海及毗连区法》明确规定，中国毗

连区为领海以外邻接领海的一带海域。毗连区的宽度为１２海里。中国有权在毗连区内，为防止
和惩处在其陆地领土、内水或者领海内违反有关安全、海关、财政、卫生或者入境出境管理的法

律、法规的行为行使管制权等。

依据该法确定并公布领海基线。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５日，中国发表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

基线的声明》，宣布中国大陆领海的部分基线和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公布了作为领海基点的

７７个岛礁和岬角的名称和经纬度，其中包括中国大陆沿海由山东高角至海南岛峻壁角４９个领
海基点和由此直线相连的领海基线，以及西沙群岛 ２８个领海基点和由此直线相连的基线。③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０日中国就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发表声明，宣布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
屿上一共选定了１７个领海基点，其中，钓鱼岛、黄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南屿、北屿、飞
屿的领海基线为１２个基点连接成的直线连线，赤尾屿的领海基线为 ５个基点连接成的直线
连线。④

中国通过公布领海基点和领海基线，向国际社会明确了中国内水、领海的范围和外部界限，

并为中国确定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国家管辖海域的范围提供了法定的起算基点和基线，是中国

完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国家管辖海域法律制度的重大措施，为中国政府根据

国内法和国际法对有关海域进行管理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的领海法律制度中，“其余领海基线”公布问题和外国军舰不享有无

害通过权的问题需要研究和妥善应对。

（一）“其余领海基线”公布问题

确定并公布领海基点、基线，是沿海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沿海国享有国际海洋法所规定的权

利，同时也遵守相关的国际海洋法义务。迄今，中国已公布了大陆领海的部分基线和西沙群岛、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其采取的直线基线法引发了美国、日本和越南等国的异议。⑤

中国政府已声明将再行宣布中国 “其余领海基线”，这将主要涉及到中国大陆从鸭绿江口至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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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山头之间黄海海岸、北仑河口至雷州半岛的北部湾沿岸以及南海诸岛中的黄岩岛及中沙群岛、

南沙群岛等领海基线。其中比较复杂的是南沙群岛领海基线问题。

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有关国家和国际法学家对附属于大陆国家的 “大洋中的群

岛”或 “远离大陆海岸的群岛”能不能适用群岛国制度有分歧。《公约》没有就此明确规定。如

何划定南沙群岛领海基线，在 《公约》中没有可以直接适用的明确规则，只能从国家实践和国

际法的一般原则中去探索。中国历来主张将南沙群岛的诸岛礁和海洋地物视为一个整体，并且中

国在南沙群岛及其相关海域拥有长期形成的历史性权利。因此，中国将南沙群岛作为整体划定领

海直线基线，这是中国的权利、没有违反 《公约》的规定，并且有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划定 “大

洋中的群岛”领海基线的实践可以援引和作为借鉴。中国一直声明尊重并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

在南海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中国在把南沙群岛作为一个整体划定领海直线基线时可以兼顾和考

虑国际社会、特别是南海周边国家的权利和合理关切。

（二）外国军舰不享有无害通过权问题

中国在１９５８年 《关于领海的声明》中规定，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

入中国领海和领海上空。此后，中国政府一直坚持这一立场。在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８２年第三次联合国
海洋法会议上，中国代表也一直在谈判中阐述这一立场，但为了促成 《公约》的尽快通过没有

坚持。《公约》第１７条规定了所有船舶均享有无害通过领海的权利。１９９２年 《领海及毗连区法》

规定外国军用船舶须经中国政府批准才可进入中国领海，并且还规定，“外国军用船舶在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领海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主管机关有权令

其立即离开领海，对所造成的损失或者迫害，船旗国应当负国际责任”。① 随后，中国在１９９６年
５月１５日通过批准 《公约》的决定时重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领海内无害通过的规

定，不妨碍沿海国按其法律规章要求外国军舰通过领海必须事先得到该国许可或通知该国的权

利”。② 在国家实践中，中国政府依据１９５８年 《关于领海的声明》和１９９２年 《领海及毗连区法》

处理未经事先批准就进入中国领海的外国军舰。近年来，针对未经事先批准就频繁进入中国领海

的美国等国军舰，中国政府依据相关国内法律采取了识别查证、警告驱离、外交抗议等措施。需

要指出的是，无论是 《领海及毗连区法》的制订过程中，还是在考虑批准 《公约》的时候，围

绕外国军舰进入中国领海问题的法理研究一直在进行中。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的海洋和海权
意识不断增强，海外利益不断扩展，海军力量不断壮大，中国海军战略开始转型，“逐步实现近

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③ 中国海军舰船已经多次依据 《公约》和有关国

家法律规定在别国领海行使无害通过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并加快实施建设海洋强国战

略，与有关国家共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和全球海洋新秩序的变革。
在这种背景下，外国军舰通过中国领海需要得到中国政府批准这一规定，可能与中国拓展海洋发

展空间、努力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④的需要不符，可能不利于中国参与全球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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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近年来，美国等国军舰以所谓航行自由、领海无害通过权为理由进出中国南海有关海域。对

此，中国海军派出军舰军机依法对美国等国军舰进行查证识别、警告驱离，并向美国等国提出严

正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反复指出，“美舰有关行为违反中国法律和相关国际法，侵犯中国主

权，破坏有关海域的和平、安全和良好秩序。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有关行径，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此

类挑衅行动。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① 美国频繁挑战中国领海制度的

行为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周边海域、特别是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为此，有学者建议研究

和考虑外国军舰通过中国领海的制度修改问题。

四　建立中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律制度

（一）建立中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律制度

　　随着 《公约》于１９９４年１１月正式生效以及中国对其的批准，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６日，第九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简称 《专属经济

区和大陆架法》），确立了中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基本法律制度。这对于 “依法划定中国的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依法保障中国在这些区域的主权权利及管辖权的有效行使，依法保护、开

发和利用中国海洋资源，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②

（二）协议划定北部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

在北部湾，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５日，中国和越南两国在北京正式签署 《关于在北部湾领海、专

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和 《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标志着中国海上第一条边界的诞

生。③ 这是中越两国 “根据１９８２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认的国际法各项原则和国际实践，

在充分考虑北部湾所有有关情况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原则，通过友好协商，确定了两国在北部湾

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分界线”。④ 北部湾划界协定有利于北部湾地区的长治久安，有

利于促进中越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北部湾划界是中国海上边界划分的首次实践，为中国今后与

其他邻国划分海上边界线积累了经验”。⑤

在黄海，中国与韩国从１９９６年起启动了海洋法非正式和正式磋商，２００８年起两国领导人同
意进行海域划界谈判。双方就海域划界的对象水域、划界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全面阐述了各自立

场，中方主张依据公平原则，考虑到所有特殊情况和相关因素，取得公平合理的划界结果。韩方

·２３·

《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外交部回应美军舰擅入西沙群岛领海》，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ａ／２０１９０１０７／６０２２７５０７＿０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日期：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５日。
《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闭幕》，载 《人民日报》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７日，第１版。
《中越关于新世纪全面合作联合声明等重要文件在京签署》，载 《人民日报》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６日，第１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外交部，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ｗｊｂ＿６７３０８５／ｚｚｊｇ＿６７３１８３／ｂｊｈｙｓｗｓ＿６７４６７１／ｂｈｆｇ＿６７４６７７／ｔ５５６６６５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
时间：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６日。
江淮：《北部湾：中越合作之湾》，载 《世界知识》２００６年第２４期，第２８页。



主张以中间线进行划界。双方就分阶段、分区域划界深入交换了意见。① 迄今，中韩海域划界谈

判在进行中。

（三）与邻国建立以 《公约》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新型渔业关系

中国分别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１１日与日本签署 《中日渔业协定》、２０００年８月３日与韩国签署
《中韩渔业协定》、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５日与越南签署 《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３个渔业协定都
开宗明义指出，双方以 《公约》有关规定来处理相互渔业关系，实行专属经济区制度。② 同时，

由于在中国周边海域存在长期习惯形成的传统渔业关系等因素，中国与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在

以 《公约》规定为依据的同时，作出了一系列特殊渔业关系安排。例如，《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

协定》规定了 “过渡性安排水域”“共同渔区”等措施，对中国渔民在北部湾的传统捕鱼权作出

适当安排。３个渔业协定标志着中国与海洋邻国建立了新型渔业关系，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以下
三个方面：一是以 《公约》的原则和规定、特别是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为法律依据；二是基
于睦邻友好，考虑传统捕鱼权和传统渔场因素，做出多种形式的特殊安排，并采取逐步过渡的方

式；三是以渔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规定了一系列渔业资源养护措施和制度安排。上述特征，可

以说是中国与周边海洋邻国在遵守 《公约》方面的创新实践，对世界其他沿海国有参考价值，

也有利于丰富和推动国际海洋法的发展。

五　维护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和价值，强化海洋权益维护

中国始终坚持在官方地图上标绘断续线，不断明确和强化其在维护中国南海海洋权益中的法

律地位和价值。中国在１９４７年绘制、１９４８年公布 《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包括 《南海诸岛位

置图》。③ 该图在南海诸岛周围画有十一条线段，即南海断续线，该线南至北纬４度，包括东沙
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及相关海域，直观展示了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管辖海

域范围。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中国地图，在南海地区基本沿袭了１９４８
年中华民国政府地图的画法，均标绘了南海断续线，只是在具体的标绘上稍有变化。如１９５４年
公营地图社出版发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图》，对南海断续线作了部分调整，减少了海

南岛与越南海岸之间的两段，在台湾岛与琉球群岛之间增加了一段，形成了南海九段、台湾岛东

侧一段的基本格局。④ １９６２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１∶４００万挂图），
确认南海断续线为９段。同年，外交部批准该图为标准国界线样图，以后中国地图绘制都以此为
基础沿用至今。⑤ 中国政府在官方地图上标绘断续线，“是对历史上中国对南海已经形成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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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认，并不是创设新的权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任何国家对此提出过异议，甚至许多国

家在它们正式出版的地图上，也都标注出这条线”。①

中国一直坚持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持续强烈地抗议越南、菲律

宾、马来西亚等国侵占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非法行径；一直对断续线内相关海域、海床及其底土

主张和行使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利，坚决反对其他国家进入断续线海域进行油气资源勘探开发

及未经中国政府允许的科考活动。中国政府多次严正声明：中国南海 “岛屿周围海域和其他邻

近中国浅海海域的海底资源，都完全属于中国所有，决不容许他人染指。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

有权勘探和开采这些地区的海底资源”。② 任何外国占据南沙群岛的岛屿以及在这些地区进行开

发或其他活动都是非法的、不能允许的。中国政府亦持续抗议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在南

沙群岛相关海域的非法油气勘探开发活动。

１９８２年１月１２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

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海、领海、大陆架以及其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资源管辖

海域的石油资源，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所有”。③ 此后，中国在黄海、东海、南海划分了油

气开发区块，并公布了部分区块用于对外合作。１９９２年中国首次与外国石油公司在南沙海域签署了
“万安北—２１”合同。该合同区位于南海断续线内、南沙西部水域，面积约２５万平方千米④。２０１２
年６月２３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公布位于南海断续线内的对外开放区块９个，总面积约１６万平
方千米，供与外国公司进行合作勘探开发。⑤ 这是中国依法行使海洋资源主权权利的重要行动。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主张２００海里以外大陆架的名义侵犯中国在南海断续线范围
内所享有的海洋权利。２００９年５月７日和８日，中国政府就越南、马来西亚联合和单独提交所
谓外大陆架 “划界案”严正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

关海域的海床及其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上述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划界案严重侵害了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⑥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

文的照会中附有一幅标有断续线的中国南海地图。中国政府按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 《大

陆架界限委员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郑重 “要求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按相关规定不审议上述

划界案”。⑦ 中国早在１９４７年就以南海断续线的方式宣示和确立了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已经
体现和包含了 《公约》所赋予的２００海里外大陆架权利。中国在南海享有的历史性权利与 《公

约》并不矛盾。以 《公约》为核心的现代国际海洋法律制度在赋予沿海国一系列新的海洋权利

的同时，并没有限制或否定一国在历史中形成并持续予以主张的权利，相反明确规定要尊重或不

影响历史上早已形成的历史性权利。中国签署和批准 《公约》并不影响中国在长期历史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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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徐宏就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接受中外媒体采访实录》，外交部，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ｗｅｂ／
ｗｊｂｘｗ＿６７３０１９／ｔ１３６２６８７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０１月１８日。
《人民日报》评论员：《决不容许美日反动派掠夺中国海底资源》，载 《人民日报》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２９日，第１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载 《人民日报》１９８２年２月１１日，第４版。
《我首次与外国公司签订南沙石油勘探合同》，载 《人民日报》１９９２年５月９日，第２版。
《中海油在南海开放９个区块　外交部称属正常企业行为》，第一财经日报，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ｅａｓｔ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ｎｅｗｓ／
１３５４，２０１２０６２７２１３０１５７１６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５日。
《我就马越联合提交 “划界案”表明立场》，载 《人民日报》２００９年５月８日，第３版；《就越南提交南海 “外大陆

架划界案”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载 《人民日报》２００９年５月９日，第４版。
《中国严正反对要求不予审议》，南方日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０９／０５０９／０８／５８ＲＶＶＰＴ２０００１２０ＧＲｈｔｍｌ，最后访问
时间：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５日。



形成的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１９９８年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在确立中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律制度的同时，明确规定不影响中国享有的历史性权利。

中国在南海享有的历史性权利早于 《公约》制订和生效之前，是依一般国际法形成和持续，

属于一般国际法调整的范畴。 《公约》并未限制或否定一国在历史中形成并持续予以主张的权

利，相关国家在根据 《公约》主张权利时，既必须尊重中国依据 《公约》拥有的权利，也要尊

重中国在南海历史上形成并持续的历史性权利。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受到国际法和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双重保护”。①

近年来，针对一些国家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进行质疑乃至诋毁的行径，中国

政府多次阐明立场。在应对菲律宾单方面强制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中，针对菲律宾和仲裁庭恶

意歪曲和否定南海断续线、肆意否定中国南沙群岛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权利等，中国政府做出

了明确表态或声明予以驳斥。

六　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

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和实践。中国政府

认为：“在通常情况下，通过直接有关方面的谈判、协商和协议来求得海上边界争端的解决，是

最合理和最有效的方法。”②

（一）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

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５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批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决定时声明，中国

“将与海岸相向或相邻的国家，通过协商，在国际法基础上，按照公平原则划定各自海洋管辖权

界限”。③ 此后不久通过的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规定，中国与海岸相邻或者相向国家关于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张重叠的，“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界限。”④ 这是

中国以立法的方式规定解决海域管辖争端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即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按照公平

原则以协议划定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

由于中国与海洋邻国之间关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争议往往与岛屿领土主权争端密切

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东海、南海问题，既是有关国家非法侵占中国岛礁造成的领土主权归属争

端，也是随着国际海洋法的发展而产生的关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管辖海域划界争议，错综复

杂。对此，“中国一向坚持并始终致力于同直接有关的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

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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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篪就南海仲裁案接受中央媒体采访　全面阐述中方有关立场主张》，载 《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５
日，第４版。
《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 （１９７９年１—６月）》，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９１—９２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决定》 （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５日通过），中国人大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ｗｘｚｌ／ｇｏｎｇｂａｏ／２０００－１２／１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０３５７１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载 《人民日报》１９９８年６月３０日，第３版。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应菲律宾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庭审结束答记者问”，外交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ｍｆａ＿ｃｈｎ／ｆｙｒｂｔ＿６０２２４３／ｔ１２８１１１６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８日。



南海问题错综复杂。一些邻国和域外势力企图打着 《公约》的幌子向中国施压，避而不谈

一般国际法原则。对此，中国明确指出，不能只谈 《公约》，避谈一般国际法。《公约》仅适用

于解决南海海域划界、管辖权或相关海洋权益争端，而领土主权争端则只能依据一般国际法和公

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来解决。针对一些邻国和域外势力故意无视甚至竭力否认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岛

屿主权和海洋权利在历史上早已形成和确立事实情况，中国明确指出，处理南海问题不能无视历

史事实，要尊重历史事实，要 “基于 《公约》、一般国际法和长期历史实践所享有的相关权利和

利益结合起来，予以综合考虑”，应当在 “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和谈判

妥善解决南海问题。①

（二）根据 《公约》第２９８条作出排除性声明，不接受有关强制争端解决程序

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５日，中国根据 《公约》第２９８条的规定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声明，称 “关于

《公约》第２９８条第１款 （ａ）、（ｂ）、（ｃ）项所述的任何争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接受 《公

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规定的任何程序”，② 明确将涉及海洋划界、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军事

和执法活动，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执行 《宪章》所赋予的职务等争端排除在 《公约》强制争

端解决程序之外。③ 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原则和立场。早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国参加第三次联合国
海洋法会议就强调指出：“根据现行国际法，各国没有将有关海洋边界争端提交第三方拘束性解

决的一般性义务”，④ “国家之间的任何争端，只有在当事国双方都同意的前提下，才能提交强制

解决程序”，⑤ “如果当事各方同意，这种争端可以提交第三方有拘束力的解决。但是作为普遍性

的规定，这是不妥当的”。⑥

《公约》对解决海洋争端规定了多种和平解决方法，其中就包括 《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

有关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但 《公约》同时规定了适用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限制和例外，如第２９８
条规定，“任何争端如果必然涉及同时审议与大陆或岛屿陆地领土的主权或其他权利的任何尚未

解决的争端”等，则不应提交 “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

中国依据 《公约》有关规定做出排除性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事项的争端排除适用仲裁

等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完全符合 《公约》规定，是行使 《公约》赋予的权利，符合国际法。中

国的排除性声明，对于 《公约》其他缔约国和国际社会来说，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有关国家和

国际机构应该尊重和遵守中国的排除性声明。

（三）坚持 “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所谓的南海仲裁案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菲律宾照会中国政府，就所谓的菲中有关南海争端单方面提起仲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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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７日）》，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ｍｆａ＿ｃｈｎ／ｚｙｘｗ＿６０２２５１／ｔ１２１７１４３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５月３日。
《中国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２９８条提交排除性声明》，外交部，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ｔｙｔｊ＿６７４９１１／ｔｙｆｇ＿６７４９１３／ｔ２７０７５４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５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４日，
第１０版。
《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 （１９７９，１－６）》，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９１—９２页。
转引自陈德恭著，《现代国际海洋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４６７页。
《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 （１９７９年１—６月）》，第９１—９２页。



国政府立即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２月１９日，中国政府郑重宣布 “不接受、不参与”

菲律宾提起的强制仲裁程序，并退回菲方照会及所附仲裁通知。① 此后，中国政府反复重申中方

“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的立场，并多次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但菲方执意推进仲裁程序。７月
１１日，应菲律宾政府单方面请求建立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召开首次会议并通过审理案件的
程序规则。２０１５年７月仲裁庭举行了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的庭审，１０月２９日仲裁庭作出 “菲

律宾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南海问题管辖权及可受理性裁决书”。中国政府当即声明该裁决是无

效的，没有拘束力。②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２日仲裁庭公布了所谓仲裁裁决，中国立即郑重声明，指出
“该裁决是无效的、没有约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③ 中国政府认为，菲律宾方面及所谓仲

裁庭的错误主要在以下方面：一是菲方违背了与中方达成的关于双边谈判解决争议的共识以及在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的承诺；二是菲方所提起强制仲裁的问题直接涉及南海岛礁领土主权争

议，且中国已依据 《公约》作出了排除性声明，因此，所谓的仲裁庭根本就无权管辖；三是仲

裁庭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存在明显错误，所谓裁决完全是不合法、不公正的。中国声明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仲裁裁决的影响，中国反对且不接受任何

基于该仲裁裁决的主张和行动”。④

（四）倡导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管控分歧，开展海上务实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致力于争取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为此，对于中

国同邻国在海洋事务方面存在的争议问题，中国政府着眼于和平与发展的大局，主张 “通过友

好协商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搁置争议，加强合作，共同开发”。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坚持 “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与周边海

洋邻国推进互利友好合作，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⑥ 中国与周边海洋邻国就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进行对话和磋商，达成了不少共识并取得了部分进展。

在东海，早在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５日，邓小平作为国务院副总理访日时首次提出中日双方搁置
关于钓鱼岛问题的争议，认为 “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

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⑦ １９７９年９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访日，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
附近海域石油的主张。⑧ 经过中方坚持不懈的努力，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８日中日两国宣布就东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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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９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ｍｆａ＿ｃｈｎ／ｆｙｒｂｔ＿６０２２４３／
ｊｚｈｓｌ＿６０２２４７／ｔ１０１４７９８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裁决的声明》，

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７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作裁决的声明》，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７月１３日，第１版。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作裁决的声明》，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３日，第１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１９９８年 ５月 ２８日），人民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
ｃｈａｎｎｅｌ２／１０／２００００９１０／２２６２３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５日。
《习近平：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中国共产党新闻网，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３／０７３１／ｃ６４０９４－
２２３９９４８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５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８７页。
《发展中日友好是两国共同需要》，载 《人民日报》１９７９年９月７日，第５版。



达成原则共识，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 “在东海北部海域进行共同开发”。①

在北黄海，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４日，《中朝政府间关于海上共同开发石油的协定》，决定两国在
北黄海尚未划界的情况下，先共同开发有关海域的油气资源。在南海，中方一直倡议加强对话交

流与合作，搁置争议，探讨共同开发和合作。例如，１９９５年起中国与东盟每年举行一次高官磋
商，就双边关系、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等广泛交换意见。在历次高官磋商中，中国从增信

释疑、增进与东盟国家的相互信任与了解、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与东盟有关国家

就南沙争端等交换意见和看法。２００２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随后又达成

《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行动指南》，并启动 “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磋商进程。

中国与菲律宾共同开发进程在曲折中推进。早在１９８６年６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访华的菲律
宾副总统劳雷尔时就提出：“南沙群岛问题，……这样的问题不解决，可先放一放。我们不会让

这个问题妨碍同菲律宾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② ２００４年９月初菲律宾总统阿罗约访华，两国
领导人同意在南海争议海域探讨共同开发。③ 中菲两国石油公司签署 《在南中国海部分海域开展

联合地震工作协议》。④ 该协议是中国政府根据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政策，在南沙群

岛海域与争议国家达成的第一份有关共同合作开发南海争议海域油气资源的协议。经中菲双方同

意，２００５年３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越南油气总公司和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签订 《南中国

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⑤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习近平主席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中菲双方签署 《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表示 “愿积极商讨包括海上油气勘探和开

发，矿产、能源及其他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等在内的海上合作”。⑥ 这是中菲两国在妥善处理所

谓南海仲裁案裁决问题后，在探讨南海地区共同开发等合作方面取得的实质性成果之一，对维护

当前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中国文莱决定加强海上合作，推进共同开发。２０１３年４月文莱苏丹哈桑纳尔访华期间，中
文两国发表 《联合声明》，同意 “支持两国有关企业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共同勘探和

开采海上油气资源。有关合作不影响两国各自关于海洋权益的立场”。⑦

中越两国同意探讨共同开发。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李克强总理访问越南，两国领导人同意坚持通过
友好协商和对话谈判解决争议，“积极推进中越海上共同开发，成立中越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

组。同时加快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工作组的工作，力争湾口外海域共同开发取得实质进展，为探索

在更大范围开展海上共同开发积累经验”。⑧

虽然中国与邻国在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落实进程并非一帆风顺。

例如，中日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后，日方得寸进尺，继续干扰中国春晓油气田开发，并故意

曲解原则共识，把中日在东海北部地区的共同开发与日本企业承认中国拥有春晓油气田主权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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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中日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载 《人民日报》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８日，第４版。
《中菲有充分条件成为很好朋友》，载 《人民日报》１９８６年６月１８日，第１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联合新闻公报》，载 《人民日报》２００４年９月４日，第３版。
《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４日，第１０版。
《外交部就中菲越三国签署开发南中国海有关协定答问》，２００５年０３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ｗ／２００５－０３－
１５／１６３３５３６７３７１ｓ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共和国联合声明》，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２日，第２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文莱达鲁萨兰国联合声明》，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４月６日，第３版。
《新时期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的联合声明》，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６日，第２版。



据中国法律出资参与开发的 “合作开发”混为一谈。中国与越南、中国与文莱关于共同开发的

谈判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中菲共同开发则一波三折。２００５年达成的中菲越三方协议，由于菲
律宾方面缺乏合作意愿，在２００７年７月该协议到期时有关联合海洋地震考察作业未完成，菲方
拒绝延长，三方协议失效。①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中菲签署的 《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能否

推动双方在南海争议海域进行油气共同开发尚难以断定。

七　改革开放４０年中国国际海洋法学研究在涉海维权上的作用

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起，鉴于中国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外交谈判需要，中国外交
部等部门就对国际海洋法问题给予了优先关注，组织相关国际法学者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形成

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对涉及国际海洋法各个领域的诸多问题都

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例如１９７３年７月１４日中国代表团在海底委员会的第二小组委员
会上提交了 《关于国家管辖范围内海域的工作文件》，② １９７３年８月６日中国代表团在海底委员
会的第一小组委员会上提交了 《关于国际海域一般原则的工作文件》。③ 这些主张直接为 《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的最终通过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国际海洋法学研究的成果和体现。

在改革开放起步之时，中国党和政府就明确要求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
邓小平在题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特别讲到：“我们还要大力加

强对国际法的研究”。④ １９８０年中国国际法学会成立，作为外交部主管的国家一级学术团体，旨
在团结、组织国际法学人，促进国际法教学研究，服务国家外交法律工作需要。１９８２年中国国
际法学会创办 《中国国际法年刊》，专门发表权威的国际法论文。１９８７年国家海洋局成立海洋发
展战略研究所，就海洋领域的国际政治、法律问题和中国的应对等进行全面研究。随后海洋发展

战略研究所发起成立中国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会，组织开展海洋国际问题的学术研究和政策性研

究。１９９４年该会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正式更名为中国海洋法学会，并注册登记成为国家的一级
学会。目前，中国海洋法学会已经成为 “深化海洋法研究、增进学术交流、提供海洋立法咨询、

促进海洋法学科发展的重要平台”。⑤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海洋法领域的学术研究不断深化，相关研究机构、智库主动服

务国家海洋维权需要，并致力于提升中国在国际海洋法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可以说，经过改革开

放４０年的发展，中国海洋法学界依据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立足中国海洋政治、历史和地理实际，
合理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和国家实践，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海洋法理论。此外，一批优秀

的中国籍国际法专家在国际司法机构或国际组织法律部门被委以重任。例如，倪征 、史久镛、薛

捍勤等相继当选国际法院法官和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赵理海、许光建、高之国相继当选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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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３日），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４日，
第２０版。
参见陈德恭：《现代国际海洋法》，第４５６—４６７页。
参见陈德恭：《现代国际海洋法》，第４６８—４６９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４７页。
《中国海洋法学会２０１７年工作总结》，中国海洋法学会，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ｏｒｇｃｎ／Ｃｏｌｕｍｎ／Ｃｏｌｕｍｎ＿Ｖｉｅｗａｓｐｘ？
ＣｏｌｕｍｎＩＤ＝８２＆ＩｎｆｏＩＤ＝２７２６３，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６日。



海洋法法庭法官等。这些都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海洋法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在应对南海仲裁案中，中国国际法学界、特别是国际海洋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和学会团体，

通过发表声明、举办国内国际研讨会、撰写报告、发表系列文章、出版专刊、接受电视采访等，

多层次、多渠道、多角度，积极发声，从法理上全面批驳和揭露临时仲裁庭扩权、越权甚至滥权

的非法行径，树立中国是国际法的守护者、实践者的形象。例如：中国法学会、中国国际法学

会、中国海洋法学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等法学团体多次就所谓南海仲裁案发表声明，全面批驳

菲律宾及所谓仲裁庭的错误言行，支持中国政府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的立场。

中国国际法学会组织专家、学者撰写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媒体上发表，并接

受媒体采访，批驳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做出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裁决的谬误。例如，中

国国际法学会秘书处和 《中国国际法年刊》编辑部组织专家学者撰写系列文章在主要媒体发表，并

结集为 《中国国际法年刊：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专刊》于２０１６年７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从法
理角度全面批驳临时仲裁庭就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做出的 《管辖权和可受理性裁决》的谬误”①。

中国法学会组织专家学者成立了 “中国法学会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研究小组”，发表了 “《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争端解决程序的适用：前提、条件、限制和例外———兼评菲律宾南海

仲裁案”、“与南海仲裁案之历史性权利问题有关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报告”等系列研究报告，

以正视听。②

中国法律界和国际法研究机构多次主办和组织召开相关研讨会，例如中国国际法学会２０１６
年１月９日至１０日在北京与外交部条法司联合举办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学术研讨会，５月７
日至８日在吉林大学举行的中国国际法学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就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进行专题研讨
等，与会专家学者从法理角度剖析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强制仲裁程序的欺骗性、非法性。在菲

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笼后第一时间，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５日至１６日，中国国际法学会和香港国际仲
裁中心在香港共同举办 “海洋争端解决国际法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国的众多国际法权威人士集

体发声，质疑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及其裁决合法性。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６日至１７日武汉大学牵头主办
“聚焦菲律宾南海仲裁案”国际研讨会，“与会中外专家学者对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

表示质疑，予以批驳，并从历史、法理等角度展开了研讨”。③ 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１日，中国国际法学
会与中国法学会、中国海洋法学会在北京共同举办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法律专家座谈会。中

国法学界专家一致认为，“南海仲裁案是披着法制外衣的政治闹剧，于法无据，不具有任何法律

效力”。④ ２０１７年１月６日至９日中国海洋法学会、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和国家海洋
局海底科学重点实验室在杭州联合举办了 “两岸应对南海仲裁学术研讨会”，“探讨海峡两岸共

同应对和消除南海仲裁案的法律影响和后果、共同维护南海海洋权益的路径”。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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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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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中国国际法学会组织专家团队撰写 《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

一书，于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４日中英文版同时出版发行。它 “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代表了中国国际法

学界对仲裁裁决的立场”。① 该书对仲裁庭所作裁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充分论证了

“中国政府关于裁决非法无效的立场有充分法理依据。这种非法无效的裁决冲击国际法治”。② 中

国法学界以法为据，以理服人，积极发声，深刻揭露和批判菲律宾以及所谓仲裁庭在事实认定和

法律适用等方面的一系列错误，挫败了某些国家和势力借此压制、抹黑中国的政治和法律图谋。

不过，围绕所谓南海仲裁案问题的政治和法律斗争仍然在继续。菲律宾国内部分政治势力仍然企

图重提仲裁庭的所谓裁决，美国、日本等国家仍然在不时向中方施加政治外交、法律乃至军事压力，

企图迫使中方接受所谓的裁决。因此，中国政府和海洋法学界仍然要高度警惕此方面的动向，加大人

才队伍建设，继续做好在政治外交、法律等领域的斗争，真正做到让所谓的裁决成为一张 “废纸”。

结　语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按照包括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现代国际法规则与制度，依

据中国开发利用岛屿及其相关海域的历史事实和一贯主张，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涉海法律法规，初

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涉海法律法规体系，特别是涉海维权法律法规体系。

中国通过国内立法，将钓鱼岛、南沙群岛等一系列群岛、岛屿明文规定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陆地领土范围，重申、确立、充实和扩大国家管辖海域和相关权利主张，使中国涉海领土主权和

海洋权益的主张是法定的、明确的，为中国海洋维权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深远影响。同时，中国政府以立法方式重申和确立中国所属群岛、岛屿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的主张，也是针对一些国家肆意侵犯中国岛礁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行为而做出的法律反制。中国

涉海法理维权措施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维权行动相互协调、配合，有力地反击了一些国家

损害中国岛礁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

中国依据 《公约》的有关规定来修改国内的有关法律、法规，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以确

保中国的海洋法规与国际海洋法接轨。与此同时，中国的海洋立法与国家实践也促进了国际海洋

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例如，中国在历史性权利、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远洋群岛的法律地

位和领海基线、强制性争端解决方法等方面的主张和实践，构成现代国际海洋法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有利于促进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十九大报告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

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③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与海洋的关系也发生

了历史性变化。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依法治海是建设

海洋强国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参与国际海洋事务，发展国际交流与

合作，处理涉海争端，都应该努力在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进行。因此，在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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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和新的历史方位，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海洋法治思维，需要依法治海，更加积极主

动地 “运用法律手段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①

中国涉海维权法律工作应在改革开放４０年来取得的成就、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继续努力，
不断完善中国的海洋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夯实维护中国岛屿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法律基础。

中国政府要主动运用国际法、现代国际海洋法制度和规则，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维护海洋权益；要主动遵守和融入现代国际海洋法制度体系，完善中国涉海法律法规；要从维护

中国国家利益的现实和长远需要以及共商共建共享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周边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需要出发，为建立和平公正的国际海洋秩序贡献中国智慧，

更好地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并且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海洋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

力，与有关国家一道共同维护现代国际海洋法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共同推动其在新时代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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