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争端案的若干法律问题（ 笔谈）

被告方“ 初步反对的权利 ”
在中菲南海争端案中的运用
李文杰
（ 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要：“初步反对意见”是国际司法实践中主要用来质疑国际法庭管辖权的权利，在中菲南海争
端强制仲裁案的程序规则中亦对其作出了具体规定 。由于受理本案的是非常设机构，就本案制定的程
摘

序规则较之以前的同类规则有不少变化 。我国作为本案的被告方应深入研究该程序规则，并在此基础
上考虑加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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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步反对的权利”的涵义
“初步反对的权利”主要是指被告方在原告方向国际法庭提出请求书后 ，为了防止该法庭就案件的
实质问题作出裁判而提出反对意见的资格 。 早在 1924 年常设国际法院受理的“马弗罗马提斯特许权
［1］

案” 中就出现了提出该类反对的司法实践 ，随后无论是国际法院、国际常设仲裁法院还是其他区域性
法院或法庭均在其程序规则中设置了该项权利 ，并在相关案件中被各国广为运用。因此，《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仅是在第 294 条第 3 款规定“本条的任何规定不影响争端各方按照适用的
程序规则提出初步反对的权利”，而具体问题则直接略过不提。 其中“本条的任何规定 ”指的是第 294
条中的“初步程序”，之所以特别注明二者之间互不影响 ，原因在于它们之间存在一项共性，即启动的最
终结果均将可能阻止国际法庭对案件的实质问题作出判决或裁决。 但二者之间的区别却更为显著：
“初步程序”仅适用于“就第 297 条所指争端向国际法院或法庭提出的申请 ”，即沿海国依据《公约》有关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部分规定行使主权权利或管辖权所引发的争端 ，而“初步反对 ”则对此没有任何
1997 年《国际
限制。1978 年《国际法院规则》在第三部分第四节中规定了“初步反对主张 ”（ 第 79 条 ） ，
海洋法法庭规则》规定了“初步反对意见”（ 第 97 条） 。二者对该权利的表述基本一致，即是“对法庭的
管辖或诉讼申请书的可接受性的任何反对 ，或对实质问题的任何进一步诉讼之前要求作出判决的其他
反对意见”。因此，“初步反对”可包括：（1） 对某一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进行反对 ；（2） 对诉讼申请书可
接受性的反对；（3） 在实质问题的任何下一步程序进行前要求作出判决的其他反对意见 。
二、本案仲裁法庭的程序规则中的“初步反对”规则解析
本案仲裁法庭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发布的程序规则第 20 条专门对“初步反对 ”进行了如下规定：
（1） 仲裁法庭应当有权将对其管辖权或任何诉求可接受性的反对规定于程序中。（2） 对管辖权的反对应不
迟于答辩状提交之时。一方指定或参与过指定仲裁员并不妨碍提出请求。一旦在法庭程序中出现法庭有
被认为越权之事实发生时，
对其越权的抗辩应尽快提出。任何情况下，若法庭认为迟延是合理的，也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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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接受这种请求。（3） 法庭应当规定任何涉及其管辖权的抗辩都是一个初步问题，
除非在征询各方意见
后，
认为对其管辖权的反对未具有完全初步的特征，
此时，
应当决定将该反对与实体问题一并处理。（4） 在
判定管辖权或可接受性问题之前，
征询各方意见之后，
若法庭认为有必要或有帮助，
应当举行听证会。
本案具有一定特殊性，即仲裁法庭是非常设机构，因此不存在固定的程序规则。当在受理一起案件
时仲裁法庭将根据《公约》附件七第 5 条的规定“确定自己的程序”，因此在该类不同的案件中相应的程
序规则也就存在差异。相比由该类法庭处理过的同类案件 ，就“初步反对意见 ”的规定本案中存在以下
进步：（1） 明确规定“初步反对”不受之前争端方是否参与仲裁法庭组成行为的影响 ，首次强调了即使缔
约国参与过法庭的组建也并不能代表是对其管辖权的默认接受 。（2） 增设了反对的对象，即可“尽快 ”
针对“法庭越权之事实”提出抗辩。（3） 法庭是否将反对意见并入实体问题解决或进一步展开口诉程
序，均须在“对双方观点进行征询之后 ”再作出决定。 该处使用的是“征询 ”，而他案中使用的均是“确
定”或“听取”，该措辞更加体现对争端各方的尊重 。（4） 规定除非法庭认为该问题并非具备完全的初步
特征，否则须将其视为一个初步问题作出裁决 。而在他案中，均允许法庭有权选择将其推迟到最后的裁
决中再作决定。但本规则中亦有明显不足：（1） 本案要求“对法庭管辖权或任何诉求可接受性的反对 ”，
而在其他绝大部分案件中规定的是“对任何通知或诉求的反对 ”，明显缩减了可提出反对的对象范围。
（2） 仅要求提出反对的时间不得迟于辩诉状提交之时 ，缺乏明确的补充规定。 虽然第 20 条第 2 款在最
后规定了“在任何情况下，若法庭认为迟延是合理的，也可在之后接受反对请求 ”，但因为该款中共包括
两项请求，此规定存在指向不明的问题，而且也未规定如何判断“合理 ”与提交的最迟期限。 而其他许
多案件均明确补充规定“在其他情况下，可最多延迟至对申请方的回复进行答辩之时 ”。（3） 虽然作出
了举行听证会的规定，但举行听证会仅是在法庭认为“有必要或有帮助 ”的前提下才决定，争端方仅有
发表意见的权利。而在“毛里求斯诉英国和北爱尔兰案 ”中规定“只要任何一方请求，法庭就应当在裁
［2］
决此问题前举行听证会”，同时详细规定了被告方要求举行听证会的具体程序与时间安排 。 在“阿根
廷诉加纳案”中更是明确规定“任何由加纳提出的初步反对，法庭均应通过口诉审理的方式进行处
［3］
理” 。即使争端各方没有提出请求，国际法庭也应有举行听证会的一般义务，例如《国际海洋法法庭
规则》第 97 条第 4 款和 2000 年对《国际法院规则》第 79 条修订后的第 6 款中均规定：“除法庭另有决定

外，进一步程序应是口诉程序。”
三、我国对“初步反对的权利”的运用问题探讨
至今，我国已多次通过声明的方式提出仲裁法庭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 ，同时表达了“不接受菲律宾
提起的仲裁”的立场。因此，在本案中运用“初步反对的权利”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1） “初步反对 ”主
要是反对法庭的管辖权，相比其他法庭程序而保持着特有的独立 ，那么行使该权利则当然不能认为是对
仲裁的接受。本案程序规则第 20 条第 2 款的规定即是力证。（2） 虽然我国多次声明仲裁法庭对本案
不具有管辖权，但该方式毕竟只能间接影响法庭判断 ，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而且在针对性上也缺乏
具体化。而运用“初步反对的权利”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路径。
若一方不参与任何与仲裁有关的程序 ，是否还有权行使“初步反对的权利”？ 答案是肯定的：（1） 根
据附件七第 5 条和第 9 条的相关规定：“除非争端各方另有协议，仲裁法庭应确定其自己的程序，保证争
端每一方有陈述意见和提出其主张的充分机会 。争端一方缺席或不对案件进行辩护，应不妨碍程序的
进行。”由此，《公约》允许一国可以不参与程序，并且未因此而剥夺该国争端方的身份。 我国作为争端
方应享有“陈述意见和提出主张的充分机会 ”。（2） 在国际实践中，一国不参与任何法庭程序却依然有
［4］
权行使该权利并被法庭接受的案例不在少数 ，其中以“爱琴海大陆架案 ”最为典型 。（3） 《公约 》第 9
条要求：“仲裁法庭在作出裁决前，必须不但查明对该争端确有管辖权，而且查明所提要求在事实上和
法庭上均确有根据”。由此，即使争端一方拒绝出庭，法庭也须尽最大努力保证裁决的公正性 。 程序正
义体现实质公正，法庭不能因为我国在制定时未发表任何意见就显失公平地去制定 、解释规则或漠视我
国应有的自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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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述分析，我国在行使该权利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1） 应同时针对仲裁法庭的
管辖权和菲律宾的诉求两方面进行反对 ，虽然二者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反对时的内容却不相同，由
此可以显著提升我国阻止案件进入实体仲裁的把握 。（2） 在仲裁法庭要求我国提交辩诉状的截止日期
之前提出反对，并同时明确声明该内容仅是“初步反对意见”，与辩诉状之间没有任何关系。（3） 当发现
仲裁法庭有作出超越其权限的行为时 ，应当迅速提出反对。该项权利十分重要，不能因为出于对仲裁法
庭的尊重或信赖就有所忽视。（4） 为明显区分出我国是在法庭程序之外行使“初步反对的权利 ”，建议
我国通过声明、照会或信函的方式发表反对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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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The case of Philippines v． China is the first case China sued because of the maritime disputes
at present． This case concerns 2 million square kilometers areas which in the 3 million square kilometers sea
area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China，and involves China’s major interests of the politics，economy and military
science． According to the Philippines’claims which were submit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arbitr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we invite some domestic scholars concerned to explain the procedure to determine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tribunal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jurisdiction． Philippines don’t have the right of submitting
the case to the tribunal and the tribunal shouldn’t have the jurisdiction over this case through demonstrating
these stated reservations of China and Philippines，the inadmissibility of these arbitral matters，the obligations
before bringing a suit，and the constituted issues about the tribunal，the issue of how to use the right of the preliminary objection of the respondent in this case and so on，for providing legal support to our diplomatic stru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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