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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也违反了其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中的承诺，中国不可能被其裹挟。 我国不接受菲律宾提
起的仲裁而没有指派仲裁员，也可以是说对仲裁法庭管辖权表明反对立场的一种策略 。 尽管我国政府
明确知道，拒绝参与进来并不能阻止菲律宾推进的强制仲裁程序 ，也不妨碍仲裁法庭裁决的效力，但是
我国必须通过拒绝指派仲裁员的姿态表明立场 。
另一方面，如果不参与仲裁法庭的组成，可能会冒仲裁法庭作不利裁决的风险 。法庭一旦作出不利
于我国的裁决，我国虽然可以表示拒绝接受，但菲律宾会取得道义上的优势甚至将裁决作为所谓“权威
的法律依据”，其他争端国也很可能群起而效之。 由此看来，被动地接受仲裁法庭的裁决，不应该成为
我国的最佳选择。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国有学者认为当初在放弃首次指派仲裁员的机会之后 ，就应该
以开放的姿态与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协商其余 3 名仲裁员及仲裁法庭庭长人选，在仲裁员的组成方面
［1］
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但是本人认为，两害相衡取其轻，作为一种立场和策略，我国在仲裁法庭组
成方面的做法值得肯定。若我国积极参与仲裁法庭的组成，未来一旦仲裁法庭作出不利于我国的裁决 ，
我国将进退失据，不接受裁决的道义正当性将丧失殆尽 。目前的工作重点，应当是积极反对该仲裁法庭
管辖权，以此为将来可能发生的抗争奠定正当性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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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在提起诉中国南海争端案
之前应履行的法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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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一国若单方对他国提起争端解决的强制程序 ，须事
先履行相关的法定义务，包括“用争端各方自由选择的和平方法解决争端 ”和“交换意见 ”等义务。 这是
摘

国际法庭对其是否具有强制管辖权所须审核的内容 。菲律宾在提起本案仲裁前并未真正履行这两项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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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诉前义务的规定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第 288 条针对强制程序的管辖权问题规定：“第 287 条所
指的法院或法庭，对于按照本部分向其提出的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 ，应具有管辖权 ”。
即国际法院或法庭审查其是否具有强制管辖权的条件包括申请方是否按照《公约 》第十五部分向其提
出争端。而在第 286 条中则更为详细地规定了提起限制：“在第三节限制下，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南沙群岛领海基线划定方案研究”（12YJA820104） 及国家社会科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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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争端，如已诉诸第一节而仍未得到解决，经争端任何一方请求，应提交根据本节具有管辖权的法
院或法庭。”那么，在第十五部分第一节中（ 第 279—285 条） 究竟规定了哪些前置义务，而菲律宾对这些
义务的履行情况又如何？
二、用争端各方自由选择的和平方法解决争端的义务
《公约》第 279 条规定了“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的义务 ”，并根据《联合国宪章 》第 33 条第 1 项提供
了以下解决方法：“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或该国自行选择之其
他和平方法。”但由此当然会产生一个问题，该处的方法中亦提到了“公断 ”与“司法解决 ”，那么提交强
制仲裁与强制司法程序是否属于其中 ？ 诚然，虽然这两种程序均带有强制性，但并不能否认它们同样是
解决争端的和平手段。然而，强制程序不包括在“用争端各方自由选择的和平方法解决争端的义务 ”所
指的方法中：（1） 第 279 条只是要求各方解决争端必须在和平方法的范围内进行选择；（2） 从第 280 条
开始，分别对选择和平方法的相关问题补充 。例如第 280 条和第 281 条是鼓励各方用协议的方式选择
和平方法解决争端；第 282 条与第 284 条提供了解决争端的灵活性方式与传统方式。（3） 这些规定均
是在各方应选择和平方法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保障各方行使其自由意愿 ，即争端各方有权自由选择和
平的方法来解决争端，但也同时成为提起强制程序的前置义务 。此外，第一节规定是在第二节强制程序
之外，因此选择方法行为的性质当然应当具有自由属性 。
菲律宾在提起强制仲裁前是否满足了该项义务 ？ 虽然《公约 》在第 279 条中提供了多项方法，但若
要求任何国家在提起强制程序前必须满足所有的这些方法肯定是不现实的 。因此，按照国际一般习惯，
［1］
在这些方法之中应当优先而且至少有过进行“谈判”的实践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应注意如下两点事
实：（1） 菲律宾诉请仲裁法庭裁决的事项多达 13 项。 到目前为止，不存在一次全部内容与上述诉求相

关的双边谈判。（2） 菲律宾在其向中国发出的《通知和权利主张 》第 33 段中，认为其“已经充分并善意
遵守了《公约》第 279 条规定，并用尽了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可能性 ”。 而事实上恰恰相反，菲律宾从未
对中国协商谈判解决争议的立场做出过积极回应 。
三、交换意见的义务
根据《公约》第 283 条，需要履行交换意见的义务的情形有三种 ：（1） 缔约国之间对《公约》的解释或
适用发生争端；（2） 解决上述争端的程序已经终止，而争端仍未得到解决；（3） 已达成解决办法，而情况
要求就解决办法的实施方式进行协商 。 在第一种情形下，交换意见的目的是双方探讨选择“以谈判或
其他和平方法解决争端”，亦即《公约》把交换意见作为谈判或协商的开始阶段。 而第二种情形的意义
则在于，即便初步议定的争端解决程序未能奏效 ，争端当事方在就争端解决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之前，
也须与争端另一方先行交换意见 。 因此，交换意见虽不是《公约 》所规定的独立的争端解决方法，但设
置这一前置程序有助于争端当事方共同寻求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法及方案 ，从而避免当事一方单方采取
过激行动使争端升级。
菲律宾的《通知和权利主张》第 33 段认为其“已经充分并善意遵守了第 283 条第 1 款的要求 ”，并
在第二部分 D 节“交换意见”中提出了例如从 1995 年开始，菲律宾和中国在许多场合中就解决双方之
间涉及南海海域权利的争端进行过意见交换等几个理由 ①。对于菲律宾是否履行“交换意见 ”的义务的
判断，应是对有关案件事实的分析，而非基于争端一方的主观陈述。 菲律宾的上述辩称是不成立的：
（1） 《公约》第 283 条规定“交换意见 ”的目的是双方协议将选择何种和平方法，如谈判或协商，解决争
［2］
端 。菲律宾认为从 1995 年开始便一直存在交换意见的行为 ，但《通知和权利主张 》在第 25 段所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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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换意见实际上均是争端的具体内容 ，与选择何种和平方法解决争端无关 。同样，其之后所举出的例
证同样存在这一问题。（2） 《通知和权利主张》第 29 段提出在马尼拉会议未果之后，菲律宾向中国寄送
外交通知邀请中国将争端提交到一个合适的审判机构 。菲律宾将此作为交换意见可以说是指鹿为马。
根据上文分析，《公约》第一节中通过交换意见而自由选择和平方法解决争端中的“和平方法 ”不包括强
制程序，恰恰相反的是，设计该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争端一方单方面将争端由非强制性方式解决
自动转化为由强制程序解决。因此，菲律宾所称的“邀请中国将争端提交审判机构 ”并不属于“交换意
见”的范围。
四、结论
综上，菲律宾在将争端提交强制程序之前从未充分履行“用争端各方自由选择的和平方法解决争
端的义务”的义务，也未履行“交换意见 ”的义务。 即使不考虑其诉求的实体问题是否符合仲裁庭管辖
范围，也应认定其未履行《公约》所要求的法定义务。 同时，根据《公约 》第 281 条的规定：“作为有关本
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各方的缔约各国 ，如已协议用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来谋求解决争端 ，则只有在
诉诸这种方法而仍未得到解决以及争端各方间的协议并不排除任何其他程序的情形下 ，才适用本部分
7 条明确规定“由直接
所规定的程序。”我国和菲律宾均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的签署国，该宣言第 4、
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 ，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有关各方愿通过
各方同意的模式……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间争议 ”。 菲律宾单方提交国际强制仲裁的行为有违
《公约》第 281 条所规定的争端国之间的协议优先适用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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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争端案的主体适格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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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菲律宾单方就南海争议提起仲裁不具有主体适格性 。 除开其诉求属于中国声明保留范围
之内，菲律宾单方提起的仲裁程序未满足仲裁前置性条件 ； 涉及岛礁主权归属争端； 其诉请裁决“九段
线”无效不仅有违时际法，更重要的是与其自身并不存在利害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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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菲律宾单方就南海争端提起仲裁不符合主体适格性
根据当事国主体适格性理论，菲律宾单方就南海争议提起仲裁不符合主体适格性 。
基金项目：本文是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争议岛屿主权归属证据效力问题及中国的南海对策研究”（ 第 55 批） 、高等学校省级
①
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新时期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南海问题研究”（2012SQＲW056ZD） 阶段性成果。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