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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海是半闭海，应加强国际合作以保护海洋环境资源。南海低敏感领域合作主要应包括南

海渔业资源养护机制、南海油污预防与处理合作机制、南海搜救合作机制、南海海洋保护区合作机制和
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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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是亚太地区面积最大、周边国家最多的海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一座生生不息的宝藏，对
中华民族的复兴意义重大。中国人民最早发现了南海并一直以各种形式对其进行开发及利用 ，但随着
海洋经济不断发展，南海周边国家正日益加强对南海海洋资源的开发与争夺 ，南海局势逐渐从局部区域
性争端上升到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 。在这种局势下，和平解决南海争端有利于维护亚太乃至全球的稳
定与可持续发展。
南海是半闭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23 条规定： “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在行使和履行本公约所
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时，应互相合作。 为此目的，这些国家应该尽力直接或通过适当区域组织： （ 1） 协调
海洋生物资源的管理、养护、勘探和开发； （ 2） 协调行使和履行其在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方面的权利和
义务； （ 3） 协调其科学研究政策，并在适当情形下在该地区进行联合的科学研究方案 ； （ 4） 在适当情形
下，邀请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与其合作以推行本条的规定 。”此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规定了各国保
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也对国际海洋环境合作机制进行了规定 。2002 年《南海各方行动宣言 》第六
条规定： 在全面和永久解决争议之前，有关各方可探讨或开展合作，可包括以下领域： （ 1） 海洋环保； （ 2）
海洋科学研究； （ 3） 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 （ 4） 搜寻与救助； （ 5） 打击跨国犯罪，包括但不限于打击毒品走
私、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以及军火走私 。之后，中国政府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周边国家分别开展
了海洋科技、海洋环境监测等领域的国际合作 。2011 年 10 月 11 日，中越两国达成《关于指导解决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海上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 》，其中第五条规定： “本着循序渐进、先易
后难的精神解决海上问题。稳步推进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划界谈判 ，同时积极商谈该海域的共同开发问
题。积极推进海上低敏感领域合作，包括海洋环保、海洋科研、海上搜救、减灾防灾领域的合作。努力增
进互信，为解决更困难的问题创造条件。”其中将“海上低敏感领域合作 ”作为解决南海问题的先行措
施。2012 年 1 月 13 日，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高官会在北京举行，中方设立 30 亿元中国———东盟
［1］

海上合作基金

，这标志着宣言框架下的务实海上合作机制启动 。 随着南海争端愈演愈烈，各国首先

应建立互信，作为有效保护南海环境与自然资源 ，促进南海问题最终解决的重要手段，南海低敏感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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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不仅必要 ，而且急需。
随着南海局势日益受到各国关注 ，学术界开始专门就南海问题进行各种形式的研究讨论 ，新加坡国
立大学国际法中心主任罗伯特·贝克曼认为，当前面临的难题之一就是没有确定的具体实施或争端解
决机制，南海问题的解决需要耐心，双方应从不那么敏感的问题开始，“先摘低处的果子 ”，彼此加深了
［2］
解并建立信心后，才会更愿意和平地处理和解决问题 。我国国际法学者梁西教授曾有言： “时代要求
一切国家，尤其是经济上和军事上强大的国家，都应‘一秉善意 ’，依法履行国际义务，进行诚信与平等
［3］
的国际合作，以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和根本的利益。” 放眼世界，海洋经济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比重越
来越大，海洋法律制度的作用已经从以前的解决局部领土争议 、海域划界、资源开发等具体问题上升到

执行一国海洋发展战略的整体高度 ，对海洋的开发、争夺也已经从以前的争夺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
等“硬圈地”演变成以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等《海洋法公约 》没有涉及的形式而进行的“软圈地 ”运动。
海洋法正在以加速度经历着深刻而巨大的变革 。海洋秩序及国际局势的变化，对南海问题的解决提出
了更加复杂的挑战，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主权纷争与区域合作、资源争夺与共同开发将会交错出现 ，需要
更高的政治智慧与精密的制度设计 。
笔者认为，南海低敏感领域合作主要包括海洋环境保护 、海洋科研、海上搜救、减灾防灾以及水下文
化遗产保护等领域，既不同于主权完全无争议国家之间的海域合作 ，也不同于公海区域的国际合作机
制，因而有着特殊的复杂性，其中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渔业资源养护机制
关于渔业资源养护的全球性协定与区域性协定较多 ，如 1995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通过的《国际负责
1966 年《养护北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公约 》（ 以鱼种为标准 ） ，在区域性渔业养护
任渔业守则》（ 全球性） ，
协定中，主要包括： 《西北大西洋渔业协定》（ 1949 年） 、《东北大西洋渔业公约 》（ 1959 年） 、《北太平洋公
海渔业国际公约》（ 1952 年） 、《黑海捕鱼公约 》（ 1959 年） 、《养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公约 》（ 1980 年 ） 、
《建立区域渔业委员会的协定》（ 1999 年） 、《东南大西洋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公约 》（ 2001 年 ） 。 中国也
与周边沿海国家分别签订了一些渔业规定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渔业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大韩民国渔业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 》等。
上述协定大多规定渔业区域范围 、渔业捕捞的规范等内容，缺乏系统的渔业资源养护机制。我国已
经明确规定了禁渔期、禁渔区等渔业资源养护制度，但缺乏南海周边国家的协同一致行动，从而使南海
渔业资源养护效果大打折扣，因此，亟须建立并完善南海统一协调的包括禁渔期 、禁渔区等在内的各项
渔业资源养护制度，建立渔业信息监测与数据交换平台 ，建立渔业资源预警机制和各国渔业执法部门的
沟通协调机制。
二、油污预防及处理机制
海洋油气资源开采是一项有着巨大风险 、巨大投资同时也能带来巨大收益的行为 ，风险中最主要的
部分就是海洋油污污染一旦发生 ，后果不堪设想，且往往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重大损害，长时间难以恢
复。南海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 ，能源储备可与波斯湾媲美； 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石油运输通道之
一，这也成为周边国家争夺南海的最重要动因。 目前，南海海域已经进行了油气资源开发，目前共有
200 多家西方石油企业在南海开采，油井数量已达 1000 余口［4］。 墨西哥湾石油污染案、中国康菲石油
污染案都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海洋油气资源的勘探、开采、加工、储存、运输等各环节都存在油污污染海
洋环境的风险，是海洋环境保护的重中之重，油污预防及处理是一整套的制度体系，包括生态资本评估
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招投标制度、环境监测和通报制度、油污事故预警制度、油污应急处理制度、油
污民事责任制度等，还有赖于环境标准和技术标准的统一 ，需要在区域合作互信的基础上，建立各国统
一参加的油污损害的预防及应急、善后处理机制，以及法律责任追究机制。 这不仅与《海洋法公约 》、
152

王秀卫: 南海低敏感领域合作机制初探

《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等国际法有关，也与各国的国内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有关，机制的建
立比较复杂。
三、南海搜救机制
海上搜救是指使用营救队伍和设备寻找和营救海上遇难人员的活动 。为开展国际合作搜寻营救海
上遇险人员，国际社会制定了《1979 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 》，我国 1985 年参加了该公约。2006 年，
我国制定了《国家海上搜救应急预案 》，规定建立国家海上搜救应急反应机制，迅速、有序、高效地组织
海上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行动，救助遇险人员，控制海上突发事件扩展，最大程度地减少海上突发事件
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有关国际公约 ； 实施双边和多边海上搜
救应急反应协定。在国际社会，海上搜救也成为国家之间新的低敏感领域合作形式，如北极八国 2011
年 5 月 12 日正式通过了《北极搜救协定 》，就各成员国承担的北极地区搜救区域和责任进行了规划。
同时，该文件声明，周边国家誓将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北极地区发生近海石油泄漏 。北极理事会各成员国
［5］
外长还一致决定设立秘书处，以加强北极理事会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 。南海航行与渔业安全一直以
来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建立完善、迅速的南海搜救机制有利于保障南海航道安全，维护各国利益。 由

于南海是繁忙的国际通道以及各国渔民的主要作业场所 ，笔者建议，应在有条件的岛礁建立常设的救助
点，为遇险船舶与人员提供基本安全保障 。南海搜救合作机制的建立将为南海渔业资源开发 、油气资源
开发以及海洋科学考察等活动提供安全保障 ，造福各国人民，是南海低敏感领域合作机制的重要内容 。
四、海洋保护区合作机制
自本世纪以来，一场通过建设海洋保护区，以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名义进行的“新海洋圈地运动 ”正
悄然兴起。以发达国家为主的沿海国通过在管辖海域甚至公海设立海洋保护区 ，限制其他国家在该海
［6］
域开展科学研究和资源开发等活动 ，禁止或限制海洋渔业、珍贵野生生物等资源的开发行为 。 海洋
保护区虽然未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明确规定，但由于美、英等发达国家的示范作用，已被越来越多

的国家所采用。从客观效果上看，一方面，海洋保护区成为发达国家变相扩大其管辖海域的工具，另一
方面，海洋保护区制度也确实为各沿海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南海海底分布着大面积的珊瑚礁 ，以海南岛为例，海南现有珊瑚礁有 110 种和 5 个亚种，分布面积
22217 公顷，岸礁长度 717． 5 公里，
1990 年 9 月 30 日，国务院批准建立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
这是国内第一个国家级珊瑚礁保护区 。珊瑚礁区蕴藏着丰富的油气和生物资源 ，是气候环境信息的
重要载体，它直接参与全球碳循环，对揭示气候环境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南海渔业、油气资源的

开发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南海生态环境正受到严峻挑战。目前，南沙珊瑚礁礁坪上珊瑚覆盖率平均在
10% 左右，永署礁、美济礁、华阳礁等礁坪上生长的珊瑚甚少 ，而渚碧礁、赤瓜礁礁坪珊瑚覆盖率虽稍高，
但也只有 15% 左右； 礁盘外缘珊瑚覆盖率较高，约为 30% —50% ； 珊瑚白化现象突出，底栖生物和鱼类
资源比以前显著减少。以渚碧礁为例，礁堡附近约 80m 的范围内未见珊瑚分布； 礁盘边缘至泻湖浅水
区（ 约 － 3m） 珊瑚呈斑块状分布，覆盖率在 15% 左右； 礁盘边缘外侧珊瑚呈带状分布，覆盖率在 40% —
50% ； 2007 年中国科学院调查显示，泻湖 － 9m 以下基本无珊瑚分布，礁盘上到处分布着白化的珊瑚，并
［8］
见到珊瑚天敌长棘海星入侵现象 。从目前整体状况来看，南沙珊瑚礁生态系统退化十分严重 。 为掌
握南海海底珊瑚礁分布及现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南海中北部珊瑚礁本底调查 ”于 2012

年启动，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南海中北部珊瑚礁的分布 、面积和类型； 典型珊瑚礁区的地形地貌特征，礁区
生态与生物多样性现状以及海水环境参数特征 ； 珊瑚礁地质钻探，获取珊瑚礁岩芯样品及其年代和地球
［9］
化学数据等 。
《生物多样性公约》将自然保护区作为重要的制度载体 ，实践也证明，划定海洋保护区、限制甚至禁

止开采资源和倾倒废物，确实是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措施 。由于珊瑚礁对于海洋生态系统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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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世界海洋大国对珊瑚礁保护纷纷通过立法进行明确规定 ，如英国政府在 21 世纪初成立了海洋
管理局，并修改《大渔业政策》，禁止在苏格兰西北部海岸以外 12 海里的范围内使用破坏海床的渔具，
目的是保护苏格兰境内唯一的深海珊瑚礁 。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未明文规定“海洋保护区 ”这一
用语，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92 条、第 194 条第 5 款及第 196 条等规定，亦应可视为“海洋保护区 ”
［10］

概念之体现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建立海洋保护区是沿海国行使对专属经济区内

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的管辖权的合法方式 ，其他国家应“顾及 ”沿海国的权利，其中包括遵守沿海国制
［11］
定的专属经济区内的海洋保护区管理规定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也规定了“海洋自然保护区 ”和
“海洋特别保护区”两种海洋保护区形式，在南海生态敏感区设立海洋保护区有利于保护南海生物多样
性、养护南海生物资源、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稳定，有利于南海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也是南海低敏
感领域合作的重要形式。
我国已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
等配套法律法规，参加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机制 ，可以
也应该在南海海洋保护区的设立与维护过程中承担更多更大的责任 。但由于涉及争议海域，因此，南海
海洋保护区可以采用更为灵活的区域合作方式 ，可以考虑更大地发挥海南省作为南海开发战略平台的
灵活性，同时，南海海洋保护区的维护也需要其他沿海国家和地区政府及相关国际组织 （ 如 IUCN、WWF
等） 的协同一致，各国合作机制尚待建立。
五、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机制
南海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海上航道 ，有“海上丝绸之路”之称，千百年来，南海海底留下了诸多的物
质和文化遗产，自 2007 年“南海一号”发掘成功后，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 根
据 2012 年年初公布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在南海海域 20 米等深线普查，发现有水下遗存 122
［12］
处，其中西沙群岛有 112 处 。丰富的南海海底文化遗产资源为我国最早开发利用南海提供了大量史
实材料，因此，南海海底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不仅具有历史文化意义 ，更具有整体战略意义。 为更好地
2012 年 3 月，海南省政府与国家文物局签署《关于共同推进海南国际旅游
保护南海海底文化遗产资源，
岛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合作加强海南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海南省还将在西沙
［13］
北礁、华光礁、玉琢礁、永乐环礁等区域划定四大水下文物遗产保护区 ，更好地保护南海水下文物 。
我国是文明古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此外
还有《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和《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等有关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
专门性法律法规。应该说，我国国内法对水下文化遗产的所有权规定和保护制度还是比较健全的 ，但由
于近年来南海油气资源开采、盗采滥采文物等行为对于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形成较大的威胁 ，因此，针
对上述情况，应制定区域的海洋工程对于水下文化遗产的环境影响评估制度 、共同约束区域内盗采滥采
文物及文物买卖的管理制度等，显然，一国国内法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 。
南海周边国家对于水下文化遗产的立法不尽相同 ，根据各国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水下文化遗产的保
护情况不同，各国大都制定了水下文物打捞行政管理制度 ，由于水下文化遗产分布遍及南海，其所有权
归属、管辖权和开发权都无法通过一国国内立法完全解决 ，因此，保护南海水下文化遗产需要与周边国
家合作。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中第 303 条的规定，各国有义务保护在海洋发现的考古和历史文
物，并应为此目的合作，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合作机制也应成为南海低敏感领域合作的重要内容 。南
海各国应在信息交流、文物保护、共同开发、参与国际立法、利益分享等方面开展合作。
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的整体性、流动性决定了海洋秩序中合作的重要性。《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提倡国际及区域间在海洋科研、环境保护、信息传递等方面的合作。 但是，由于觊觎南海丰富的自
然资源和战略位置，各声索国近年来动作不断，再加上美、印、日等国的干涉与介入，南海局势异常复杂
多变，针对南海共同利益的合作与为维护主权而进行的坚决抗争将长期共存 。 霍布斯在其巨著《利维
坦》中曾有言： “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南海低敏感领域的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仍需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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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海洋经济与军事实力不断上升的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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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沙群岛资源开发与保护法律问题初探
唐

俐

（ 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摘

要： 西沙群岛具有重大的战略、海洋权益、经济资源、生态环境及社会文化价值，在西沙群岛开

发的过程中，应当遵循规划先行原则、综合效益效用原则、适度开发原则，在实现主权、国防、生态安全的
基础上，促进西沙群岛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通过构建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明确有偿使用的方
式、主体、客体和内容以实现西沙海岛资源的优化配置; 建立国家扶持制度，通过对西沙旅游业、渔业和
油气开发业等特色产业的扶持、财税政策扶持和西沙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扶持等制度作为西沙开发
的重要保障; 通过设立国家级珊瑚礁自然保护区以及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等特殊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
制度，以实现西沙群岛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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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7 月海南省地级三沙市的正式设立，为我国维护南海主权、开发利用南海资源揭开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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