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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海权之争对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影响
张丽娜
（ 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要： 南海海权之争表现为: 主张南海海权的主体数量众多，主张南海海权的依据不尽相同，南海
海权的客体相互重叠，南海海权的冲突不断加剧。南海海权的现状对南海油气资源开发产生了诸多不
摘

利因素。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总体进程受到影响; 南海油气资源开发处于无序状态; 南海生态环境保护
机制缺乏; 诸多域外石油公司卷入南海争端。面对南海海权的现状，我国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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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海海权的现状分析
( 一) 主张南海海权的主体数量众多
南海亦称南中国海，是指位于北纬 23°27' 至南纬 3°00'，东经 122°10' 至 99°10' 之间的广大海域，整
个海域是东北朝西南走向的半封闭海域 ，南北距离约 2380 公里，东西距离约 1380 公里，总面积约 350
万 km

2［1］

。南海周边国家有中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印尼、菲律宾，另外还有我国的台湾地

区。从目前的情况看，上述国家或地区均对南海提出了海权主张 ，除了新加坡外，各方的主张存在一定
的矛盾和冲突，造成六国七方共同争夺南海海权的现状 。
( 二) 各国主张南海海权的依据不尽相同
中国政府认为南海诸岛是中国人最早发现 、命名、使用与经营的，并不是国际法上的无主土地。 就
时效原则来说，中国从未放弃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也不断抗议其他国家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其他国家
* 收稿日期： 2013 － 02 － 10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法律困境与对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 12BFX128） 。
） ，女，辽宁新民人，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海南省南海法律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

作者简介： 张丽娜（ 1969—
际法学研究。

146

张丽娜: 南海海权之争对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影响

无法依时效原则取得这些岛屿的主权 。越南对南海海权的主张依据是历史上的占有和国家继承原则，
相对于其他南海周边国家，越南提出了较多的历史文献支持其主权论述 ，同时越南主张继承法属安南时
期的领土，从而拥有西沙及南沙的主权。菲律宾对南海的海权主张主要基于国际法上无主地先占的原
则，并且以南沙群岛与其邻近为由，主张近邻原则。马来西亚是以南沙群岛的弹丸礁等位于沙巴大陆礁
层上而主张领土主权的，同时提出先占原则作为其取得南沙群岛主权的依据 。 文莱提出南海海权的依
［2］
据是大陆礁层自然延伸原则 。
在现代国际法上，
主权意味着国家依据国际法并受国际法保护的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对内对外事务
［3］
由于海权是国家主权的自然延伸，
因此海权亦应有相应的国际法
的最高权力 。即主权依国际法而存在，
依据。事实上，
上述国家在寻找各自的海权依据时，
也都是从国际法的角度寻求支持，特别强调对 1982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适用。但由于该国际条约对很多问题的规定不是十分明确清晰，
所以，
造成各国对
条约理解的差异。很多情况下，
争端方都在各自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解读公约的内容。
( 三) 南海海权的客体相互重叠
南海海权争端实际上是海权的客体之争 ，并非海权内容的争议。 从南海周边国家提出的海域界限
看，重叠的部分相当严重。
中国的主张： 中国地图右下角标有 9 条断续海域线，俗称“九段线”、“U 形线”等。1948 年 2 月国民
政府内政部发行《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第一次标明了“U 形线”作为中国南海的疆界线。“U 形线 ”内
的南海海域由南北绵延约 1800 公里、东西分布 900 多公里的 260 多个岛屿、沙洲、暗沙和礁滩组成，按
其自然群体组合和地理位置分布 ，分为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岛屿面积约 13 平方公里。 有
学者根据 1983 年中国政府正式出版的《南海诸岛图 》，计算出“九段线 ”内海域面积约为 202． 5 万平方
公里。中国主张对该海域享有所有权。
越南的主张： 2012 年 6 月 21 日，越南国会通过《越南海洋法 》，该法将黄沙群岛 （ 越南语： Qun ?ao
Hoàng Sa，即中国西沙群岛） 和长沙群岛（ 越南语： Qun ?ao Tru'ò'ng Sa，即中国南沙群岛 ） 列入越南“主
权”和“管辖”范围内。
菲律宾的主张： 2008 年菲律宾国会通过了 2699 号法案，即“制定菲律宾领海基线的法案”，该“海洋
基线法案”将本属于中国领土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划为“所属岛屿”。
1979 年以前马来西亚一直未对南沙群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周边最后一个卷入南海争端的国家，
岛提出主权要求。1983—1999 年，马来西亚非法军事占领南沙 5 个岛礁，随后加大经营力度，强化实际
占领。
文莱： 文莱 1984 年独立后，通过立法宣称拥有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并声称以《联合国海洋法公
》
约 中关于大陆架的条款为法律依据 ，对“路易莎礁”（ 我“南通礁 ”） 行使主权，侵占我南沙海域 44 万平
方公里。
印尼： 上世纪 60 年代以前，印尼对南沙群岛及其海域未提出任何权利主张。 但 1969 年，印尼与马
［4］
来西亚签订划分两国大陆架协定 ，侵吞中国 5 万平方公里南沙海域 。
( 四) 南海海权冲突不断加剧
近年来，南海海权冲突不断，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其冲突加剧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南海周边国
家对南海的权利主张互不相让所致 ，另一方面区外大国对南海问题的不当介入也是导致冲突加剧的重
要因素。这些区外大国主要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等。这些国家介入南海问题主要是
从自身的战略或经济利益考虑。
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美国一直反对中国在南海的任何行动，并试图否认中国大陆对南海的主
权；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美中关系改善后，美国才改变其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态度 ，不再反对中国在南
海行使主权，直至冷战结束。1995 年 5 月 10 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对南海的政策： 对领土争议不
表示任何立场； 和平解决南沙问题； 反对使用武力解决争端； 达成的任何解决办法都不应影响南海航行
自由。美国众议院 1995 年 6 月通过的“美国海外利益法案 ”称： 南海的航行自由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国
家安全“至关重要”，任何用武力夺取该区域岛屿的行为将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
147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3 年第 3 期

日本对南海的窥视更是由来已久 ，早在二战爆发前，日本便依靠其强大的海军力量侵占了南海主要
岛屿，并在南沙群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 。冷战结束后日本追随美国的南海政策 ，以各种方式介入南海争
端，如舆论炒作“中国威胁论”，在南海争端问题上偏袒东南亚国家； 借助日美同盟，加强同东盟国家的
军事安全交流； 以打击海盗为名，扩大日本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强化其针对中国的新月形岛链封锁线 。
日本正在复活“南进战略”。
除此之外，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等也对南海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特别是目前正在悄然形成
的由美、日、印、澳四国所构建的所谓亚洲版北约与美国同东南亚各国开展的军事合作一道对中国形成
［5］
了强大的结构性排斥，成为一股破坏性的离心力量，这大大影响了南海问题解决方式的机制化程度 ，
使得南海海权问题变得愈加复杂 。
二、南海海权现状对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影响
南海海权冲突和矛盾的复杂化和白热化 ，其根本原因之一是南海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 ，反过
来，南海海权的现状对南海争议海域油气资源的开发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具体表现为：
( 一) 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总体进程受到影响
油气资源开发以油气资源的科学考察和勘探为基础 。南海油气资源的储备量、分布情况及南海海
底的地理地貌状况对油气资源的开发均有重要影响 。目前，对南中国海油气资源量的估算中外差距较
1993 年美国地质调查局对南中国海地区海上盆地的资源所做的估计为 ： 石油 280 亿 bbl①，天然气
大，
266 万亿 m3 ，其他西方国家乐观的估计仅为： 石油 100 亿 bbl，天然气 35 万亿 m3 ； 而我国的估计为： 石油
1050 亿 bbl，天然气 2000 万亿 m3 。最有潜力的含油气盆地为曾母暗沙盆地 、万安盆地、南徽盆地和东纳
［6］
土纳盆地 。因此南海油气资源的储量到底是多少，能够进行商业开发的油气田有哪些，这些内容需
要进行进一步的科学考察和勘探 ，这是进行油气资源开发的基础。然而由于南海海域涉及众多周边国
家利益，争议海域面积较大，这样看来，对整个南海进行统一的科学考察和勘探，就需要多国合作，事实
上，南海周边国家早已认识到这一问题 ，并进行了初步的实践，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合作成果是，中
国、越南和菲律宾曾于 2005 年 3 月 15 日签订的《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 》，三方承
诺共同收集协议区内定量二维和三维地震数据 ，期望通过地震和地球物理方法的分析来探测协议涉及
海域的地质结构和油气储量，以便确定其是否具有商业开采价值 。虽然此项协议只停留在前期评估阶
段，不涉及后期勘探和开采，但其被公认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尝试 。该协议在
2008 年已到期，其后，三方因对协定存在争议并未延续第二阶段的协议 。 所以，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总
体进程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前的开发仍然处于各自为战的割裂状态 。这种开发状况一方面是由于
各国的海权冲突所导致的，另一方面其又加剧了各国的海权冲突 。
( 二) 南海油气资源开发处于无序性状态
各国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开发能力 ，已经开始在南海争议海域进行石油的开采活动 ，南中国海的资源
开发目前基本上处于无序开发状态 。周边国家开发南中国海海域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起步于 20 世纪 60
年代，目前已经钻探出多口油井，发现了许多具有开采价值的石油和天然气田 。一些国家已经大规模开
采南海海域的石油和天然气，越南已经在南海海域开发了三个主要油田 ，它们分别为白虎、大熊和青龙
［7］
油田。其中白虎油田是越南当前唯一的商业油田 。菲律宾早在 1976 年就和一些外国公司，其中包括
美孚、埃克森、壳牌和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在卡拉延周围勘探近海石油 ，并在礼乐滩进行了钻探，发现
了石油冷凝物。印尼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就将一部分南沙海域划作“协作开发区 ”，出租给外国公司
勘探油气资源。马来西亚和文莱都在南沙海域的曾母暗沙盆地进行石油开采活动 ，且规模很大。 南海
油气资源开发的无序性不仅是对资源的最大破坏 ，更是对国际法律秩序的无情践踏 。实际上，无论是国
际法理论，还是国际法实践，对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开发问题的解决都有章可循。 自 1958 年巴林和沙特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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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为合作开发波斯湾大陆架油田签订了《关于波斯湾大陆架划界协定 》，争议海域的油气资源开发
［8］
的成功案例已有 14 个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更为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开发活动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9］
世界上存在争议的海上边界多达 240 多个 ，但像南海这样无序开发油气资源的海域并不多见 。
( 三)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合作机制缺位

因为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海权的主张存在争议 ，且这种争议短期内很难得到解决 ，所以各国都从自
身利益出发，对南海油气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 ，以满足自身利益的需求。这种开发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
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一方面海洋油气资源开发对海洋生物资源及海洋渔业资源会产生不利影响 ，另一
方面，如果发生海上溢油事故，其损害赔偿问题将变得十分严重。有关专家指出： 海上石油开采的风险
是绝对存在的，任何技术都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风险 。而近年来发生的墨西哥湾漏油事故 、委内瑞拉钻
井平台沉没事故等都说明了海上油气资源开发中的风险不容忽视 。因为海水是流动的，海洋生物资源
的活动更是没有物理边界的，所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不可能是一个国家完全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其需要
海域相邻国家的共同努力和合作 。对于南海争议海域而言，其本身归属就是不明确的，因此，各国在竞
相开发油气资源的同时，更应承担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责任 。但从目前看，南海争议海域的环境保护合
作机制并没有建立。各国对南海海权的争夺，导致各方急功近利，只顾眼前油气资源开采带来的经济利
益，忽视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效合作机制 。
( 四) 区域外石油公司卷入南海争端
南海周边国家自身开发海洋油气资源的能力有限 ，但在海权冲突和矛盾中，为了争夺南海的油气资
源，越、菲、马、文莱等国在南海油气资源的开发活动主要是通过利用外国企业来进行的 ，国际化特征十
分明显。这些国家的做法是通过划分“石油租让区”的方式，将南海的某些海域租让给外国的石油公司
进行勘探和开发。目前已有来自美国、日本、英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的 200 多家石油公司先后参与过
［10］

该区域的勘探开发活动

。这些区域外石油公司的开发行为表面上看是一种外商投资行为 ，而实际上

也是各国寻求海外支持，争取大国保护的政治需要。从海权角度讲，这些区域外石油公司也是各国海权
较量的筹码之一。
三、我国的应对措施
( 一) 强化海权意识，明确海权界限
我国能够对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前提条件是 ，对这些油气资源享有主权权利。因此，我国对南海拥
有完全海权是进行该地区油气资源开发的基础 。一直以来，南海周边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对南海宣示主
权，或将南海部分海域直接划入其版图 ，以此影响世人对南海海权归属的质疑和动摇。 面对这种情况，
我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捍卫我国对南海的一切权利。首先我们必须强化海权意识，明确南海海权的重
要意义。海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其和国家主权一样，神圣而不可侵犯。我国在南海拥有完全的主
权和主权权利，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我国的国内法中 ，同时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其次，我们应
该明确我国在南海的海权界限，南海总面积约 350 万平方公里，这约 350 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并非完全属
于我国的海域。有学者根据国民政府 1947 年 12 月出版的《南海诸岛位置图 》和 1983 年中国政府出版
的《南海诸岛图》，计算出断续线以内的南海海域面积分别约为 192． 7 万平方公里和 202． 5 万平方公
［11］
里 。所以，“我国对南海拥有主权”的提法是不准确的。我国在南海的海权界限应该以九段线为界，
九段线内的海域是我国行使海权的外部界限 。
( 二) 针对南海海权现状，制定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总体战略
南海海权的争夺在短期内不可能停滞 ，而油气资源的开发却时不我待。 目前，南海周边国家，包括
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等都在积极开发南海的油气资源 ，而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因此在
南海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方面 ，我国不能再持观望态度，应该积极参与其中，但由于南海海权的复杂
性，南海油气资源的开发不仅应考虑地理 、地质、经济和技术等因素，同时更应考虑政治、外交、军事等问
题。所以在南海油气资源开发时，不能从单一的目标出发，应该综合考虑和评估各类影响南海油气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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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总体战略 ，实施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的开发活
动。对于南海海洋油气资源的开发，国家不能仅仅重视它的经济价值 ，还应该正视它的战略价值。
( 三) 增强海上力量，维护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安全
虽然我国一直反对海上霸权，但强有力的海上执法力量是维护我国海上安全的重要保障 。 我国目
前有五家海上执法部门，即： 隶属公安部的中国公安边防海警部队 、交通部的中国海事局、农业部的渔政
［12］
局、国土资源部的国家海洋局和海关总署。 它们都有自己的准军事单位，工作人员共有约 4 万名 。
如果单从这一数字上看，我国的海上执法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 。但实际问题是，这种分散多头管理的机
制存在着明显弊端： 职责不清，执法权限凌乱； 缺乏必要的横向联系，应对突发事件难以做到快速反应；
资源使用分散，难以实现资源共享，难以集中财力、物力、人力购置现代化的海事装备； 重复投资，海洋管
理成本高； 各自为政，执法效率低下； 多头管理，国际交流合作困难。 最为关键的是，海洋执法力量因部
［13］
门分割而显得十分薄弱 。因此，要增强海上力量，就必须解决当前这种“群龙闹海”的局面，建立统一
的海上综合执法机构。只有这样，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安全性才会有所保障 。

( 四) 坚持南海海权，积极推动共同开发
争议海域油气资源的共同开发不仅有理论依据 ，更有实践基础。 我国对南海争议海域的油气资源
开发问题，态度十分明确，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 中国的共同开发倡议，虽然也得到了周边国家的
广泛认可，但由于南海问题错综复杂，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困难重重 ，举步维艰，进
展十分缓慢。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南海周边国家的一些举措，如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在南海争议区域的划
界谈判，该谈判虽未取得成果，但双方同意搁置争议，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 越南和菲律宾也就南沙地区
联合研究海洋问题的计划进行了谈判 ，并同意在南沙进行联合海洋研究航行等。 这些撇开中方的双边
努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说明这些国家想否定中国在南海的海权 。 所以，中国在推动共同开发时，
必须坚持南海海权，同时对其他国家违反国际法，侵犯中国海权的行为给予坚决的反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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