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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中国海是太平洋盆地西缘的⼀个半封闭海
域，位于东南亚附近的印度⽀那半岛和⻢六
甲半岛、加⾥曼丹岛（印度尼西亚）、巴拉
望岛和吕宋岛（菲律宾）、台湾和中国南部
海岸之间。北部通过台湾海峡与中国东海相
连，东北部通过巴⼠海峡、吕宋海峡和巴布
洋海峡与菲律宾海和太平洋相连，南部通过
凯拉萨海峡和卡⾥⻢塔海峡与⽖哇海相连，
西南部通过新加坡海峡和⻢六甲海峡与印度
洋的安达曼海相连。南中国海的表⾯积为
3,537,000平⽅公⾥¹。
  南中国海有相对较浅的海底⼭丘--平台（深
度⼩于200⽶）。其中⼀些上升到海⾯，形成
滩涂、礁⽯和岛屿。南中国海的此类平台有
西沙群岛周围、⻨克尔斯菲尔德滩、斯卡伯
勒礁（南岩）周围及以南以及⻨克尔斯菲尔
德滩以南。
  安全问题在东南亚的议程上占有重要地位。
贩毒、海盗、分裂主义都是东南亚地区发展
⾯临重⼤障碍。涉及东南亚和东亚五国（中
国、越南、菲律宾、⻢来西亚和⽂莱）的主
要安全问题是南中国海争端领⼟，即西沙群
岛和南沙群岛。这个问题出现在上世纪初，

前⾔

¹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названия. Изд-е 2-е, доп. М.: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89. 59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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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可能调和各⽅的⽴场，⾄今仍未得到
解决。此外，由于⾮区域参与者对冲突的重
⼤影响，解决南中国海局势正变得极为困
难。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印度、俄罗斯、⽇
本、澳⼤利亚和其他国家。
  在地区（东盟内部）和国际上解决冲突的尝
试都失败了。这种冲突⻓期得不到解决，周
期性地升级，然后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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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海，是从领海基线量起最⼤宽度不超过
12海⾥的⼀带⽔域，是沿海国主权管辖下
与其海岸或内⽔相邻的⼀定宽度的海域，
是国家领⼟的组成部分。领海的上空、海
床和底⼟，均属沿海国主权管辖。
毗连区，是指沿海国领海以外毗邻领海，
由沿海国对其海关、财政、卫⽣和移⺠等
类事项⾏使管辖权的⼀定宽度的海洋区
域。毗连区从领海基线量起不超过24海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沿海国
在毗连区⾏使下列管制：1.防⽌在其领⼟
或领海内违犯其海关、财政、移⺠或卫⽣
法律和规章；2.惩治在其领⼟或领海内违
犯上述法律和规章的⾏为。可⻅国家在毗
连区内⾏使管制是为了维护本国主权和法
律秩序，是为了对违法者进⾏追究和惩
罚。
专属经济区，是指从测算领海基线量起
200海⾥、在领海之外并邻接领海的⼀个
区域。在此区域内沿海国为勘探、开发、
养护和管理海床和底⼟及其上覆⽔域的⾃
然资源的⽬的，拥有主权权利。此外，沿
海国在专属经济区还有在海洋科学研究和
海洋环境保护等⽅⾯的管辖权。⽽其他国
家享有航⾏、⻜越⾃由等，但这种⾃由应

1.

2.

3.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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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并应遵守沿
海国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和其
他国际法规则所制定的法律和规章。
4. ⼤陆架，是指包括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
的全部⾃然延伸，扩展到⼤陆边缘的海底区
域的海床和底⼟。根据《海洋法公约》规
定，⼤陆架宽度为从领海基线量起200海⾥。
若⼤陆架的延伸不⾜200海⾥，则扩展⾄200
海⾥。 若⼤陆架的延伸超过200海⾥，则不得
超过领海基线350海⾥或2500公尺等深线100海
⾥。沿海国对超过200海⾥以外的⼤陆架上的
⾮⽣物资源开发时，应向国际管理局缴付费
⽤或实物，管理局分配给公约各缔约国，尤
其要考虑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的利益和需
要。 
5. 群岛是指⼀群岛屿,包括若⼲岛屿的若⼲部
分、相连的⽔域或其他⾃然地形,彼此密切相
关,以致这种岛屿、⽔域和其他⾃然地形在本
质上构成⼀个地理、经济和政治的实体,或在
历史上已被视为这种实体。
6. 群岛国是指全部由⼀个或多个群岛构成的
国家,并可包括其他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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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地理位置看，南中国海是沟通太平洋、印
度洋和联结亚洲、⼤洋洲的海上战略要道。
它北部的台湾海峡通往东海和⻩海；南部的
卡⾥⻢塔海峡通往⽖哇海；东北有巴⼠海峡
通往太平洋；西南侧的⻢六甲海峡联系印度
洋，是通往欧洲、⾮洲的要道。可以看出，
南中国海是中国和其他东北亚国家与东南
亚、南亚、西亚及欧洲、⾮洲等地区的主要
海上通道。在北极⼋国集团国家试图控制北
海航线的同时，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正试图通
过控制南中国海航线的⼀部分来增加其在南
中国海地区的影响⼒。南中国海有5个主要贸
易港⼝：⾹港、⼴州、曼⾕、胡志明市和⻢
尼拉²。对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的
控制意味着获得对所有运输货物的控制。帕
拉塞尔群岛与经由南中国海进出⾹港时使⽤
的⻋道接壤。驶往⽇本的船只通过⻢六甲海
峡进⼊南中国海，然后使⽤与斯普拉特利群
岛接壤的海路。
 据统计，每年约有5.25亿吨的货物通过⻢六甲
海峡，其中能源资源的运输是最重要的货运
项⽬之⼀。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最亲密的两
个盟友⽇本和韩国进⼝的⽯油有80%以上是通

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的经
济、政治与战略意义

² Нархова, Е.И. Влияние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х споров в Южн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ре на вьетнам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 Москва. - 2019. - 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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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南中国海进⼝的³。
  争夺对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主
权的另⼀个原因是南中国海的能源矿藏。南
中国海⽯油资源丰富，地质储量超过300亿
吨，探明⽯油可采储量152亿吨，被誉为世
界“第⼆个波斯湾”。相⽐之下，美国的探明⽯
油储量约为380亿桶（世界第8位），委内瑞
拉探明⽯油储量3030亿桶（世界第1位）⁴。据
专家预测，斯普拉特利群岛海域的⽯油资源
量约为351亿吨，天然⽓资源量为8万到10万亿
⽴⽅⽶⁵，其中曾⺟、沙巴、万安、巴拉望和
礼乐等盆地的资源量尤其丰富，整个斯普拉
特利群岛海域蕴藏的油⽓资源⾄少值1万亿美
元⁶ 。
  在渔业资源⽅⾯，南中国海对周边国家的经
济也很重要。它富含⾦枪⻥、鲱⻥、沙丁⻥
和其他商业⻥种。南中国海每年⽣产7500万
吨⻥，占世界产量的10%，占亚洲国家需求的
近四分之⼀。此外，科学家还探明了铜、
磷、锰、铝、钴和镍的矿藏⁷。 因此，对南中
³ Jiang, B. Maritime Piracy in Malacca Strait and South China Sea: Testing
the Deterrence and Reactance Models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 2014. - p.2.
⁴ OPEC Annual Statistical Bulletin 2022
⁵ 汪树⺠ 中国南中国海开发⽯油缓慢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C] 2013年中国社
会学年会暨第四届海洋社会学论坛论⽂集 2013, 7. 
⁶ 中国⽯油新闻中⼼： https://www.china5e.com/m/news/news-85139-
1.html 
⁷ Rahman, C., Tsamenyi, M.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on security and Naval
Issu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 Ocean Develoment & International Law. -
2010. - Vol.10. - p.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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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的控制为有关各⽅提供巨⼤的经济前
景。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意识到这些领⼟的重要
性，并继续加强对这些岛屿的军事化。中国
已经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三个⼈造岛屿上部
署了防空系统。中国的防空系统也存在于帕
拉塞尔群岛群岛的北部地区⁸。越南、菲律宾
和印度尼西亚也继续在其占领的岛屿上增加
军事特遣队，并加强其驻军⁹。

⁸ Вьетнам потребовал от Китая убрать комплексы ПВО со спорных
островов в Южн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ре / ТАСС: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URL: https://tass.ru/mezhdunarodnaya-panorama/5293550
⁹ Локшин, Г.М.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в Южн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ре сохраняется.
// Юго-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 - 2018. - Том II,
№3 (40). - 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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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历史学家的说法，斯普拉特利群岛
在古代早在公元⼀世纪就为汉代地理学家所
知。中国提供了许多证明其权利的⽂件。唐
朝（618-907年）和宋朝（960-1279年）关于南
中国海的许多编年史、记录和历史著作都保
存了下来¹⁰。据中国历史学家称，宋代在南中
国海不仅有传统的经济活动，中国政府也有
海军巡逻队，明朝（ 1368-1644年）和清朝
（1644-1912年）将海南岛周围的岛屿置于⼴东
省海南岛的⾏政管理之下。
  根据越南历史学家的说法，⾃15世纪以来，
越南⼈发现或已经知道海上岛屿的存在，并
控制了这些岛屿¹¹。
   1530年，西班⽛航海家访问了斯普拉特利地
区的⼀些西部岛屿。1606年，他们发现了斯普
拉特利岛或其东南部的⼀个环礁。
 1816年越南皇帝正式宣布越南对帕拉塞尔岛和
斯普拉特利岛拥有主权。
  1898年12⽉10⽇在巴黎签署的美西和约第3条
规定：菲律宾的西部边界是118度经线¹²，因此
其领⼟不包括任何斯普拉特利群岛。

南中国海领⼟争端历史由来

¹⁰ 中 国 对 西 沙 群 岛 和 南 沙 群 岛 的 主 权 ⽆ 可 争 辩 ， 1980 年
http://www.thesouthchinasea.org.cn/2016-06/24/c_52626.htm
¹¹ Chủ quyền của Việt Nam đối với hai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và Trường Sa.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tri thức, 2013. http://tapchiqptd.vn/vi/bao-ve-to-
quoc/chu-quyen-cua-viet-nam-doi-voi-hai-quan-dao-hoang-sa-va-truong-
sa/5875.html 
¹² Treaty of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pain; December 10, 1898.
Avalon Project - Documents in Law, History and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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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20年代末，斯普拉特利群岛越来越受
到法国当局的关注。法派出船只考察帕拉塞
洛群岛（1925年）和斯普拉特利群岛（1927
年）。早在1930年⼀艘法国船只也被派往该地
区，任务是在该地区不断巡航。1933年春，印
度⽀那联盟的武装部队在三艘法国船只上控
制了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七个主要岛屿，同年6
⽉25⽇颁布法令，宣布吞并这些岛屿，并宣
布该群岛为法国领⼟。法国在⾏政上将该地
区并⼊其在印度⽀那的殖⺠地之⼀¹³。 没有⼈
对这⼀⾏动提出抗议。同时，还修建了⼀个
⽓象站。⾃1937年以来，斯普拉特利群岛⼀直
由法国军舰巡逻。
  1945年⽇军从岛上撤离。战后，法国当局把
注意⼒集中在印度⽀那局势的总体发展上，
对南中国海的⼩岛不甚关⼼，特别是因为岛
屿问题⽆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政治上，
对越南⼈⺠的殖⺠战争的进程都没有任何影
响。1945年9⽉2⽇宣布成⽴越南⺠主共和国。
  1945年⽇军从岛上撤离。战后，法国当局把
注意⼒集中在印度⽀那局势的总体发展上，
对南中国海的⼩岛不甚关⼼，特别是因为岛
屿问题⽆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政治上，
对越南⼈⺠的殖⺠战争的进程都没有任何影
响 。1945年9⽉2⽇宣布成⽴越南⺠主共和国。
¹³ Vietnam’s sovereignty over Hoang Sa in the French colonial period:
https://vietnamnet.vn/en/vietnams-sovereignty-over-hoang-sa-in-the-
french-colonial-period-E1060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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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结束后，中国政府利⽤法国处境困难的
机会，于1946年12⽉派遣了两⽀由四艘军舰组
成的海军远征队前往斯普拉特利群岛和帕拉
塞尔群岛。中国⼈摧毁了⽇军以前竖⽴的所
有⽇本岛屿归属标志，代之以中国标志。对
斯普拉特利群岛的考察仅限于此。伊图阿巴
被认为是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主要岛屿，所以
在伊图阿巴岛上竖⽴了⼀⾯旗帜，并竖⽴了
⼀块刻有中华⺠国盾徽的⽯碑。⾄于⽇本在
这些岛屿上的驻军，它在中国船只抵达之前
⾄少⼀年就撤离了这些岛屿。
  事实上，斯普拉特利群岛在被⽇本军队遗弃
后，被中华⺠国国⺠党政府单⽅⾯接管。这
次接管导致了⼀次性的⽰威，派出了⼀⽀探
险队，摧毁了⽇本岛屿的象征，在⼀个岛屿
上竖起了中国国旗。⽰威结束后，中国船只
离开，带⾛了探险队的所有⼈员。这些岛屿
仍然⽆⼈居住。
  1947年，中华⺠国政府重新命名包括南沙群
岛在内的南中国海诸岛全部岛礁沙滩名称共
159个，并公布施⾏。同时，⺠国政府对外公
布中国南中国海疆域图，⽤11段线标注了中国
在南中国海的领⼟主权和历史性⽔域范围。
此后相当⻓时期内，美国官⽅对此未持异
议，考虑到⼆战后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影响和
⺠国政府及后来的台湾当局与美国⻓期保持
盟友关系，美国对这⼀切显然是知晓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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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¹⁴。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上唯
⼀的中国台湾驻军就驻扎在伊图阿巴岛（太
平岛），⽽菲律宾⽅⾯在1956年⾸次发现了中
国台湾军队的存在。
 第⼆次世界⼤战结束后，盟国对斯普拉特利
群岛的决定如下。
   1946年１⽉29⽇，《盟军最⾼司令部训令第
６７７号》明确规定了⽇本施政权所包括的
范围是“⽇本的四个主要岛屿（北海道、本
州、九州、四国）及包括对⻢诸岛、北纬３
０°以北的琉球诸岛的约１０００个邻近⼩
岛”¹⁵，其中根本不包括斯普拉特利群岛。
   1951年9⽉8⽇《旧⾦⼭对⽇和平条约》第2条
第6项规定：“⽇本放弃对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
的⼀切权利、权利根据和要求”，但没有说明
这些领⼟将移交给哪⼀国。斯普拉特利群岛
并未提及。
  1951年9⽉5⽇，苏联代表团团⻓葛罗⽶柯发
⾔指出，西沙、南沙属于中国，并对和约草
案上提出的：“⽇本只放弃所侵占领⼟却故意
不提这些领⼟的归属问题”提出了质疑。⽽且
苏联代表还在会议上提出修正案：“⽇本承认
新中国对满洲、台湾及附近⼀切岛屿、澎湖
¹⁴ 傅莹, 吴⼠存. 南中国海局势历史演进与现实思考——[J]. 中国新闻周刊,
2016.
¹⁵ SCAPIN-677: Governmental And Administrative Separation of Certain
Outlying Areas from Japan国⽴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へのリ
ンク(1946/01/29, 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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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岛、东沙群岛以及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及
南沙群岛的完全主权。” ¹⁶这意味着苏联不仅
承认中国对斯普拉特利岛的主权，⽽且承认
中国对整个同名群岛的主权。
  1951年,在旧⾦⼭会议上，南越提出对帕拉塞
尔群岛、斯普拉特利群岛拥有主权,南会议没
有对越南外交部⻓的声明提出异议。
  《旧⾦⼭和平条约》没有规定拉塞尔群岛和
斯普拉特利群岛主权¹⁷。虽然中国没有参加会
议，但1951年8⽉15⽇，周恩来作为中国外交部
⻓提出了南中国海诸岛主权问题。他指出，
与⽇本的和平条约草案只提到⽇本放弃对“南
威岛和西沙群岛”的主权和要求，⽽回避了中
国恢复对这些领⼟主权的问题。他在关于对
⽇和约的美英草案的声明¹⁸中声称，东沙群岛
和中沙群岛以及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直是
中国领⼟”，⽆论上述草案在这⼀问题上有什
么规定，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
权“不会以任何⽅式受到影响”¹⁹。事实上，中
国外⻓声明中提出的领⼟要求完全没有任何
论据。然⽽，他的声明中包含领⼟要求的段
落，旨在归还中国所谓的历史上的属地，多
年来⼀直是中国在这⼀问题上⽴场的基础。

¹⁶ Правда. 1951. 7 сентября.
¹⁷ Мирный договор с Японией, подписанный в Сан-Франциско 8
сентября 1951 года:
https://rgavmf.ru/sites/default/files/lib/sf_dogovor_1951_text.pdf
¹⁸《关于美英对⽇和约草案及旧⾦⼭会议的声明》
¹⁹中华⼈⺠共和国对外关系⽂件集（II）,北京，1958年.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X2SyLs-t8Xj3PEpQXBRg4BUuE4mkjD_O/edit#heading=h.1t3h5sf
https://rgavmf.ru/sites/default/files/lib/sf_dogovor_1951_tex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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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关于南中国海岛屿主权的争端以国
际争端的形式出现。 1951年5⽉17⽇，菲律宾
总统在⼀次新闻发布会上发⾔，声称斯普拉
特利群岛北部岛屿靠近菲律宾海岸，在地理
上紧密相连，显然属于菲律宾。5⽉19⽇，中
国外交部对菲律宾总统的讲话提出抗议，称
其为 "对中国领⼟的⽆端侵犯"。
  在法律⽅⾯，越南和中国受国际法律⽂书的
约束，应该澄清领⼟争端的实质。根据1954年
通过并得到普遍承认的有关越南的《⽇内⽡
协议》，形成了两个越南国家：越南⺠主共
和国（北越）和越南共和国（南越）。越南
共和国拥有西沙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²⁰。
  1956年菲律宾代表将斯普拉特利群岛的⼤部
分地区称为卡拉延岛，随后有关国家提出抗
议，中华⺠国（中国台湾）和南越向该群岛
派遣了海军分遣队。台湾和中国⼤陆⼀样，
声称对斯普拉特利群岛拥有主权，只控制了
伊图阿巴岛。⼤湾岛驻军出现在20世纪50年
代后半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不断
加强，加强了海上和防空。南越没有留下永
久驻军，但在年底宣布吞并斯普拉特利群
岛，并将其并⼊平定省。
1958年中国确定了⾃⼰的领海，包括斯普拉特
利群岛。中华⼈⺠共和国出版的所有地图都
划定了该国的“海洋边界”，从台湾以东开始，
²⁰ Geneva Agreements, 20-21 July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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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菲律宾和⻢来西亚海岸，占领了印度尼
西亚的部分⼤陆架，并沿着越南中国海岸延
伸到中国-越南陆地边界延伸到东京湾的点。
事实上，这⼀“海洋边界”涵盖了泰国南中国海
的⼤部分地区。
  1961年⾄1963年期间，南越在群岛的⼏个岛屿
上设置了⾪属标记。
  基于这些岛屿对菲律宾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的
概念，菲律宾政府已经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
代初采取了措施，以宣⽰其对这些岛屿的控
制。 1968年，菲律宾军队在三个岛上登
陆，"以保护卡拉延省的居⺠"，并宣布吞并卡
拉延岛群。在斯普拉特⾥群岛的部分岛屿上
（包括中业岛、南玥岛、北⼦岛、西⽉岛、
双⻩沙洲、费信岛、⻢欢岛等）建⽴了军事
驻军，并在⼀些珊瑚礁和环礁上设⽴了哨
所。1972年，菲律宾⼈事实上将卡拉延群岛与
巴拉望省合并²¹。
  1971年，⻢来西亚对该群岛的⼀部分提出了
主权要求，1974年底，⻢来西亚公开表⽰担⼼
北京在南中国海的领⼟要求延伸到⻢来西亚
认为属于⾃⼰的岛屿。⻢来西亚之所以担
⼼，是因为他们已经在中卢科尼亚区⽓⽥⽓
⽥进⾏商业化开采，天然⽓通过⽔下管道被
²¹ Ткаченко Б.И. Архипелаг Спратли как объект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го спора
в Южн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ре // Труды 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ДВО РАН. 2018. № 18. URL:
https://cyberleninka.ru/article/n/arhipelag-spratli-kak-obekt-
territorialnogo-spora-v-yuzhno-kitayskom-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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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到基度⻰⻆。
  ⾄于北越（越南⺠主共和国）政府，在1956
年⾄1974年期间，出于明显的政治原因，它没
有反对中国对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中国协
助越南⺠主共和国对抗南越（越南共和国）
的西贡政府及其美国盟友。随后，在北越提
出对群岛的权利要求后，越南⼈解释说，他
们接受中国对南中国海岛屿的权利要求是为
了与强⼤的美国侵略者进⾏不平等⽃争，防
⽌美国军队使⽤这些岛屿，并获得中国对⽃
争的⽀持。
  越南共和国在这些岛屿上的军事驻军⾮常薄
弱。20世纪70年代，西贡政府被迫将其⼤部
分舰队从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特⾥群岛转
移到⼤陆的港⼝，以对抗河内。
  然⽽，1974年中国占领帕拉塞尔群岛，导致
东南亚军国主义倾向加剧，并加强了要求国
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军事存在。为了避免在
中国南中国海的地位进⼀步丧失⽽有利于中
国，南越⾏政当局采取措施巩固他们控制的
岛屿，还占领了⼏个尚未被任何⼈占领的新
岛屿。
  1975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统⼀的越
南）对斯普拉特利群岛提出了权利主张。
   1976年2⽉27⽇和4⽉25⽇越南共产党中央机
关报Nhan Dan刊登了越共领⼟的地图，其中
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分别以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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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沙和琼沙命名。1976年4⽉8⽇越南社会
主义共和国测绘总局（测绘总局）公布了越
南新⾏政区划的地图，标明了这两个群岛。
  通过在地图上展⽰其主张，越南紧接着宣称
其对斯普拉特利群岛中部和东北部的⽆主岛
屿、⼩岛、礁⽯和环礁拥有⾮常实际的军事
控制权。因此，有22⾄27个岛址在其控制之
下。
  1977年5⽉12⽇，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发
表了关于该国领⽔、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
⼤陆架的声明。该宣⾔构成了保护越南社会
主义共和国对其海区和⼤陆架的主权的法律
基础。它规定，属于越南领⼟的岛屿和群
岛，但位于领海之外，拥有⾃⼰的领海、毗
连区、200英⾥的专属经济区和⼤陆架。越南
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表⽰愿意 "在相互尊重独
⽴和主权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和惯例，与
有关国家通过谈判解决与各⽅的海区和⼤陆
架有关的问题"。
  1970年代，经济⽅⾯的考虑在菲律宾变得越
来越重要。在帕加萨岛，建造了冷库设施，
以促进该地区的渔业发展。在附近的⾥德班
克岛，⼀家菲律宾和瑞典的合资企业正在勘
探⽯油和天然⽓。在毗邻Titu的Rydbank，发
现了有希望的⽯油和天然⽓矿藏。菲律宾⼈
开始为其商业开发做准备。为此做出了加强
开发区安全的决定。1978年3⽉，菲律宾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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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了位于⾥德班克外围的双⻩沙洲
（Panata）。菲律宾对斯普拉特利群岛的领⼟
要求是由1978年6⽉11⽇的总统公告确定的，
该公告确定了菲律宾对该群岛卡拉雅安组⼏
乎所有的管辖权。它声称卡拉延群岛是菲律
宾的，"由于历史、必要性和有效占领的原
因"，因为该地区覆盖的岛屿 "在法律上不属于
任何国家"，并且位于菲律宾的⼤陆架上。 国
家政府为其⾏动辩解，称这些岛屿距离较
近，有安全顾虑，还有 "对共和国的存在⾄关
重要 "的经济原因。据称，该地区在被占领时
是⽆主地，意味着它不属于任何⼈，只有被
抛弃的领⼟才被占领。1979年9⽉，⻢科斯总
统在⼀次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斯普拉特利群
岛卡拉延岛组的新领⼟属于菲律宾，因为它
们是 "被抛弃的孤⼉"。同年，卡拉延群岛通过
总统令并⼊巴拉望省。
  1979年，⻢来西亚实际上加⼊了关于这些岛
屿的争端，公布了⼀张包括斯普拉特利群岛
群岛12个岛屿的⼤陆架主张图。1980年中期确
⽴的⼤陆架和⻢来西亚专属经济区的南部边
界，早在1969年就由⻢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
间的⼤陆架划界协议确定。
菲律宾、越南和⽂莱的利益因此⽽受到影
响。越南也公布了其对这些岛屿的主张。该
争端涉及菲律宾对Terumbu Laksamana岛的占
领和越南对Pulau Amboyna Kecil岛的占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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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渔区的⼀部分。应该指出的是，到1970年
代末，⻢来西亚⼈只把⼩礁⽯和环礁作为海
上安全船和渔船的临时停泊点。20世纪80年
代初，他们在燕⼦礁（⻢来语名称：Terimbu
Laiyang-Laiyang）建⽴了⼀个边境哨所和⼀座
灯塔。在皇家夏洛特礁和路易莎礁上也竖起
了灯塔，并在帕森斯岩上安装了⼀个发光的
浮标。
  鉴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对整个斯普拉特利
群岛的主张，⻢来西亚在南中国海的利益与
越南的利益重叠。⻢来西亚特别不同意越南
占领据称属于⻢来西亚的⼀些岛屿。这⾥指
的是属于越南的安邦岛（Amboina Key）。
 越南在1982年发布了另⼀份⽂件，占领了⼏
个岛屿，并在这些岛屿上建造了军事设施。
该群岛被并⼊富庆省（⾃ 1989年起为庆和
省）。菲律宾还夺取了更多的岛屿并修建了
⼀条简易机场。
  1983年，⻢来西亚接管了拉央拉央岛，并建
⽴了⼀个海军基地和度假村，此前，⻢来西
亚已经占领了该地区。
  1984年，⽂莱确定了其捕⻥区，其中包括群
岛南部的路易斯安那礁，但没有对其提出正
式要求。
  中国于1987年开始对该群岛进⾏海上巡逻，
随后在那⾥建⽴了海军基地。
 ⽂莱对⻢来西亚的部分专属经济区和⼤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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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权利主张，⽂莱三⾯被⻢来西亚领⼟
包围。1988年，⽂莱政府宣布建⽴⼀个350海
⾥的⼤陆架区，将⻢来西亚的经济区和⼤陆
架分为两个独⽴的部分。
  北京继续巩固其在争议地区的存在。1992年5
⽉，与美国Crestone Energy公司签订了⼀份合
同，授予其在距越南中国海岸250公⾥的⼤陆
架上的特许权，但距中国海南岛1300公⾥。
  1994年中期，中国开始对菲律宾专属经济区
内的实际情况进⾏探测和调查。1994年10⽉，
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将55名中国渔⺠拘留并驱
逐出他们的经济区，这些渔⺠在许多珊瑚礁
和岩⽯上贴出了表明中国主权的标志，甚⾄
还在祸⽔礁上搭建了⼀个外墙和军事设施。
作为回应，中国逮捕了35名菲律宾渔⺠，并
指控他们侵犯了中国领海。这是中国和东盟
成员国之间第⼀次出现冲突。
  1995年，中国占领了美济礁，并在上⾯建造
了军事基础设施。
  1995年，中华⼈⺠共和国和越南同意开始就
联合开发该群岛的资源进⾏⼤规模谈判。
  2004年，菲律宾空军的⻜机在该群岛的⽔域
上空遭到轰炸。越南已经扩⼤了其旅游业
务，并在这些岛屿上建造了⼀个机场。
  2005年，越南重新宣称对斯普拉特利群岛拥
有主权。
  在2008年。菲律宾说，它将为斯普拉特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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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战⽃到最后⼀名⽔⼿和海军"。
  ⾃2009年以来，南中国海地区的领⼟争端愈
演愈烈，当时菲律宾、越南和⻢来西亚根据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向联合国提交了
关于专属经济区和⼤陆架界限的主张²²，⽽中
国则提出抗议，声称南中国海的所有岛屿和
80%的⽔域⾯积为中国所有。
  2011年5⽉⾄6⽉，越南和中国之间发⽣了⼏
起事件，如中国对越南研究船电缆的破坏、
中国驻越南外交使团外的抗议活动、政治家
和外交官交换声明、越南中国海军演习和⿊
客战争。
  2016年7⽉12⽇，由海⽛常设仲裁法院调解的
⼀个国际法庭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争议
领⼟没有历史权利²³。该裁决是在菲律宾提出
申诉后作出的，菲律宾声称中国的⾏为违反
了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为中国的
两艘巡逻艇在2012年底阻⽌了菲律宾⽅⾯逮捕
在斯卡伯勒礁附近捕⻥的中国渔⺠。中国当
局表⽰，他们不打算承认和执⾏法庭的裁
决。
  因此，除了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半打
²²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CLCS)
Outer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beyond 200 nautical miles from the
baselines: Submissions to the Commission: Joint submission by Malaysia and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 Nam
https://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submission_mys
vnm_33_2009.htm 
²³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12 July 2016) PCA Case No. 2013-19
https://docs.pca-cpa.org/2016/07/PH-CN-20160712-Award.pdf 

https://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submission_mysvnm_33_2009.htm
https://docs.pca-cpa.org/2016/07/PH-CN-20160712-Awar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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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两打环礁、暗礁和岩⽯外，南沙群岛中部
和东北部的所有岛状地貌都由该地区的各个
国家控制，相互交错，如同⻢赛克。  截⾄
1999年初，中国占领了7个岛屿和珊瑚礁，拥
有260名⼠兵，越南占领了27个岛屿和珊瑚
礁，拥有 600名⼠兵，菲律宾占领了 8个
（595），⻢来西亚占领了3个（70），中国台
湾占领了1个（112）。
  南中国海的岛屿争端现在已经从⼀个区域性
的领⼟争端演变成⼀个重⼤的国际问题。中
国在该地区的扩张可能对东亚的战略⼒量平
衡产⽣严重影响，这不仅是东盟地区和⽇本
的关切，也是美国的关切。中国的单边⾏动
进⼀步增加了东南亚国家的担忧。南中国海
的国际冲突⽬前已进⼊⼀个新阶段，该地区
已成为中国、东亚国家和美国之间的全球争
议舞台。
  东南亚各国都有义务遵守国际法，包括1982
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02年在
⾦边通过的《南中国海各⽅⾏为宣⾔》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其核⼼是和平解决南中国
海地区冲突²⁴。这是东盟与中国之间第⼀份涉
及南中国海问题的政治⽂件。宣⾔是维护南
中国海和平稳定的突破⼝。双⽅同意保持友
²⁴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2002:
https://asean.org/declaration-on-the-conduct-of-parties-in-the-south-
china-se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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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和谐的环境。⽂件强调以和平⽅式解决分
歧和争端的重要性。为此，建议停⽌可能加
剧紧张局势的 活动。《宣⾔》还规定，各⽅
应制定和采取协调⼀致的措施，保护海洋环
境，开展搜救⾏动，打击跨国犯罪。
  斯普拉特利群岛是越南、中国、⻢来西亚、
菲律宾和⽂莱五国家之间多边国际争端的主
题。中国⽬前控制着70个岛屿，越南控制着21
个，⻢来西亚控制着3个，菲律宾控制着10
个，中国台湾只控制着⼀个，但最⼤的⼀
个，现在有他们的驻军和⻜机的简易跑道。
虽然⽂莱没有占领任何岛屿，但它确实对领
海和⼤陆架的边界提出了要求。⽂莱的捕⻥
区包括南部的珊瑚礁，但⽂莱没有对其提出
正式的领⼟要求。印度尼西亚没有对这些岛
屿领⼟提出要求，但中国的要求影响了其经
济区。
  除⽂莱外，对斯普拉特利群岛部分地区提出
主权要求的国家在各个岛屿上都有⾃⼰的军
事⼒量，这使局势更加复杂。⼤约45个岛屿
被来⾃中国、越南、⻢来西亚、菲律宾和台
湾的相对较⼩的军事特遣队占领。这些岛屿
上最⼤的驻军是由中国和越南维持的，中国
在南沙群岛的5或6个环礁上有军事驻军。菲
律宾和⻢来西亚在⼀些岛屿上驻扎了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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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为其对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
（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权利提出了最令
⼈印象深刻的历史理由。中国外交部1980年1
⽉30⽇发表的《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的主权⽆可争辩》⽂件值得特别关注。并作
为联合国⼤会和安全理事会第三⼗五届会议
的正式⽂件分发。 “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古
以来就是中国的领⼟，这是具有充分法理根
据的”²⁵。⽆论如何也改变不了他们归属中国
的历史事实和法律基础。
  1992年2⽉，中华⼈⺠共和国全国⼈⺠代表⼤
会通过了《中华⼈⺠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
法》，该法第⼆条规定，西沙和南沙群岛是
中华⼈⺠共和国领⼟的组成部分²⁶。根据这项
法律，中国在地图上画了⼀条U形线，有时被
媒体称为 "⽜⾆"，单⽅⾯宣布了对整个南中国
海地区80%的主权，辩称中国渔⺠很早就发现
并开发了该地区，并为所有岛屿命名，以此
作为庞⼤领⼟要求的法律依据。然⽽，这9分
线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新的法律，中国声称
的总⽔域⾯积为300万平⽅公⾥，根据中国的
说法，其中约三分之⼀被其他国家⾮法开
采。《中华⼈⺠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规

国际法下的南中国海领⼟争端现状

²⁵ 中 国 对 西 沙 群 岛 和 南 沙 群 岛 的 主 权 ⽆ 可 争 辩 ， 1980 年
http://www.thesouthchinasea.org.cn/2016-06/24/c_52626.htm 
²⁶ 中 华 ⼈ ⺠ 共 和 国 领 海 及 毗 连 区 法 (1992)
https://www.hmo.gov.cn/zcfg_new/gafl/201711/t20171114_1125.html

http://www.thesouthchinasea.org.cn/2016-06/24/c_52626.htm
https://www.hmo.gov.cn/zcfg_new/gafl/201711/t20171114_11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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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国有权使⽤武⼒阻⽌其可能认为是在
中国领海内的⾮法捕⻥。整个南沙群岛都在
中国的索赔范围内。然⽽，根据《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第89条规定，任何国家不得有效
地声称将公海的任何部分置于其主权之下²⁷。
1995年，中国在菲律宾认为是其领⼟的群岛的
⼀个礁⽯上安装了界碑和导航设备，使局势
进⼀步复杂化。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海地区海底
或地下的资源（固体、液体或⽓体资源，包
括多⾦属结核）是“⼈类的共同继承财产”（第
136条），"任何国家不应对“区域²⁸ ”的任何部
分或其资源主张或⾏使主权或主权权利,任何
国家或⾃然⼈或法⼈,也不应将“区域”或其资
源的任何部分据为⼰有。
 任何这种主权和主权权利的主张或⾏使,或这
种据为⼰有的⾏为 ,均应不予承认；对 “区
域”内资源的⼀切权利属于全⼈类,由管理局代
表全⼈类⾏使。"（第137条）。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海洋法公约》第60条
规定，⼈⼯岛屿、设施和结构不具有岛屿地
位。它们没有⾃⼰的领海,其存在也不影响领
海、专属经济区或⼤陆架界限的划定。沿海
国可于必要时在这种⼈⼯岛屿、设施和结构
²⁷ 《 联 合 国 海 洋 法 公 约 》 第 89 条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unclos/unclos_
c.pdf  
²⁸ “区域”是指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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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周围设置合理的安全地带。这种地带的设
置应确保其与⼈⼯岛屿、设施或结构的性质
和功能有合理的关联;这种地带从⼈⼯岛屿、
设施或结构的外缘各点量起,不应超过这些⼈
⼯岛屿、设施或结构周围五百公尺的距离。
 1982年《国际海洋法公约》进⼀步混淆了中
国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问题。该公约提出了
专属经济区、群岛国、⼈类共同遗产等新概
念，并重新定义了⼤陆架的概念和领海的划
界。新的海洋制度的结果是，不同国家的专
属经济区和⼤陆架的部分重叠，并出现了关
于其划界程序的争端，⽽公约对此并⽆明确
规定。它使南沙群岛的权利主张者之间的关
系复杂化，使他们有基础主张甚⾄是偏远的
⼩岛也能得到⾃⼰专属经济区和⼤陆架的全
⾯待遇，增加了拥有此类岛屿的价值和对其
主张权利的愿望。
  东盟国家，尤其是是越南、⻢来西亚、菲律
宾和⽂莱--多年来⼀直在各个层⾯谈论⽤更先
进的当事⽅⾏为准则取代过时的2002年《宣
⾔》的必要性，并将其定位为斯拉特利群岛
的 "万能药"。⽽且不得不承认，在这⽅⾯已经
取得了进展：2018年“南中国海⾏为准则”单⼀
磋商⽂本草案形成。看来，提前通过该⽂件
是令⼈⿎舞的，并允许在可预⻅的未来取得
成功。然⽽，根据“准则”通过谈判的历史和过
去五年中该地区的不平衡，可能签署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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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是万能的。更重要的是，“准则”的通过
前景仍然暗淡，特别是在中国和有志于此的
国家之间关系出现新的紧张之后。在这⽅
⾯，有⼏个原因需要强调，包括技术和实质
性原因。
  ⾸先，2018年，在就草案达成⼀致时，中国
和东盟设定的⽬标是在2021年之前完成谈判，
通过“准则”²⁹。东盟成员国预计，越南作为争
端的主要参与者之⼀，在2020年作为主席
国，将是最合适的安排。但在现实中，我们
已经看到了另⼀个计划的中断，除了通常的
问题之外，还与袭击世界的冠状病毒⼤流⾏
有关。世界上有冠状病毒⼤流⾏。COVID-19
将关于“准则”的谈判冻结了近⼀年，并使⼈们
对“准则”的成功定稿更加疑虑重重。
  然⽽，即使撇开⼤流⾏病的不连贯性不谈，
想象⼀下“准则”的成功通过，⼈们也很担⼼新
⽂件会变成另⼀个空壳，与《宣⾔》和海⽛
法庭的判决相似。
  ⾸先，⽬前的“准则”草案没有被各⽅视为解
决领⼟争端或海洋划界问题的⼯具，这先验
地排除了中国和东盟之间有意义地解决南中
国海问题的可能性³⁰。其次，⽬前的《宣⾔》
和“准则”草案都没有在地理上提及有争议的领
²⁹ Sandro Wirth. A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Pax et Bellum.
URL: http://www.paxetbellum.org/2021/03/12/a-code-of-conduct-for-the-
south-chinasea/?utm_source=rss&utm_medium=rss&utm_campaign=a-
code-of-conduct-for-the-south-china-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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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对争议国来说⾮常敏感，也没
有得到东盟层⾯或中国的⽀持。例如，越南
建议“准则”将适⽤于1982年公约规定的所有有
争议的地点和海域。印度尼西亚更多的是呼
吁需要 印度尼西亚更多地呼吁必须尊重沿海
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和⼤陆架。对菲律宾来
说，最具有原则性的⼀点，就像多年前⼀
样，是试图推进  早在⼏年前，就有⼈试图
在“准则”中推进对斯普拉特利群岛群岛和斯卡
波罗礁的地理参考³¹。然⽽，可以理解的是，
中国对确定南中国海的具体领⼟为有争议的
领⼟不感兴趣，这使北京在该地区的活动中
获得了 "⾃由之⼿"。
 值得肯定的是，⼀些东盟国家已经采取了各
种举措来加强解决争端的体制机制。例如，
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已提议援引1976年《东南亚
友好合作条约》第14条来解决争端。该条规
定，为了通过地区内部程序来解决争端，缔
约国应当建⽴⼀个由各缔约国的⼀个部⻓级
代表组成的⾼级委员会来受理已经出现的⽽
且有可能破坏区域和平、和谐的争端或情况
³²。
³⁰ Carl Thayer. A Closer Look at the ASEAN-China Single Draft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The Diplomat. URL: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8/a-closer-look-at-the-asean-china-single-
draftsouth-china-sea-code-of-conduct/
³¹ Pedrozo, R. P. (2021). Is a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Viable?.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97(1), 38.
³² 《 东 南 亚 友 好 合 作 条 约 》 第 14 条 ： http://www.law-
lib.com/law/law_view.asp?id=96958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X2SyLs-t8Xj3PEpQXBRg4BUuE4mkjD_O/edit#heading=h.1t3h5sf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96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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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在东盟的历史上，这个争端解决机构
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落实，⽽且由于协商⼀
致的决策⽅式，也不能保证南中国海会成为
⾼级理事会的试验场。
 第⼆，鉴于1976年条约的法律地位，⾼级委
员会的决定，鉴于其潜在的触发因素，将是
建议性的，谈判的⼿段将限于斡旋、调停和
调解，正如南中国海的⻓期发展实践表明，
这在现实中⼏乎没有帮助减少冲突的可能
性。
  第三，《条约》第 16 条规定，《条约》第 4
章知识在争议各⽅都同意运⽤于这⼀争端时
才能执⾏³³。换⾔之，如果东盟某成员国或中
国拒绝承认⾃⼰的。换⾔之，如果⼀个东盟
成员国或中国拒绝承认其参与南中国海领⼟
争端，所有条约规定的关于解决冲突的⽅式
将是⽆效的。
 总⽽⾔之，应采取以下措施来解决南中国海
领⼟争端。
  第⼀，在该地区建⽴的地理边界和地理坐
标，并划定划定责任区、合作区和主权区的
分界线。
第⼆，规定各⽅有义务尊重既定的海洋划界
线，不主张或⾏使沿海国在该线以外海域的
任何主权权利或管辖权。
³³ 《 东 南 亚 友 好 合 作 条 约 》 第 16 条 ： http://www.law-
lib.com/law/law_view.asp?id=96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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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制定在有争议的领⼟上制定关于渔业
和跨界碳氢化合物开采的单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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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中国海问题的前景在很⼤程度上不仅取决
于争端各⽅之间关系的性质，也取决于他们
是否愿意将⾃⼰的⽴场引向建设性的⽅向，
防⽌危机升级。随着南中国海⻓期紧张局势
的升级，国际社会将越来越关注影响各⽅的
互动和冲突管理，以防⽌其升级为武装对
抗。
  显然，南中国海局势不仅是冲突各⽅关注的
问题，也是区域外⾏为体关注的问题，因此
需要改进现有的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并建⽴
新的机制，包括加强外交的半途和第⼆轨
道，并使之多样化。冲突各⽅的⾏为表明他
们对⼀个可能破坏区域秩序和权⼒平衡的问
题的成熟和负责任的态度。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