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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共同开发的学术探讨 ①
●

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我国 近海海 域辽 阔 ,海洋石 油资 源十分 丰富。② 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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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渤海为我国内海 ,不存在任何主权争议以外 ,其 他三个海

的单一地质构造的自然资源 ,实行共同管理、共同开采并共
享资源 ,或仅承诺共享资源。共同开发在本世纪五十年代末

域 —— 黄海、东海、南海 ,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海洋划界争端。
其中 在东海和南 海 ,我 国所主张的 主权管辖范 围与相邻 国

肇始于石油资源丰富的波斯湾地区。迄今为止 ,各国已签署
或正在谈 判的共同 开发协议至 少已达十六 项以上 ,多与海

家的主张范围均有大面积的重叠 ,而且 ,还涉及到 钓鱼岛及

洋边界的划分及海洋石油 (包 括天然气 )资源的开发利用有
关。其 中较为著 名的如 1989年 12月 11日澳大 利亚和 印尼签

南沙 群岛的领土 主权争端 ,使得海 洋划界问题 变得极其 错
综复杂。
海洋 划界问题不 解决 ,我国在开发 利用海洋 石油资 源
方面就会遇到障碍。而另一方面 ,周边一些国家却 在属于我
国的海域 大肆进行开采、掠夺 , ③极 大地损害 了我国的主 权
利益。
中国 近海的划界 争端近期 内还看不到 解决的 希望。这
种形势持续下去 ,不但影响我国对海洋石油的开发利用 ,还
可能导致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 ,地区局势动荡 ,甚 至有爆发
局部冲突的可能。这是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 ,特别 是中国所
不愿 意看到的。人们不 得不考虑以 划界以外的 其他途径 或
方式来解决中国近海争端 ,而共同开发正是考虑的重点。

一、何谓“共同开发”
“共同开 发”是 相对于单方 开发而言 的一种国 际安排 ,
是指两个或多个国家对储藏在划界争议 区域或跨越边界线

订 的《关 于印 尼东 帝 汶省 和北 澳 大利 亚 之间 合作 区 的条
约》 ; 1979年 2月 21日马来西亚和泰国签订的《关于建立在暹
罗湾两国大陆架指定区域开发海床资源的共同管理机构的
谅解备忘录》 ; 1976年 5月 10日英国和挪威签订的《英挪关于
开发弗里格 ( Frigg )天 然气田 及从 该处将 天然 气向 联合王
国输送的协议》 ; 1975年 5月扎伊尔和卢旺达签订的 《关于基
伍湖甲烷气开采运输和商业化利用的条约》 ;日本和韩国于
1974年 1月 30日签订的《日本和韩国关于共同开发邻接两国
南部大陆架的协定》 (由于该协议所划定的共同开发区西界
已深入我国东海大陆架 ,严重 侵犯中国主权 ,我国多次表示
严正抗议 ) ,等。
共同开发 可以永久 性地替代划 界 ,也 可以仅作 为划界
前的临时 措施 ,还可以作为 划界同时或 之后为保 证资源公
平分配而 采取的一 种附加措施 ,包括对 跨界单一 地质构造
的一体化开发。

交易 者提供事先 明确的规 范是不现实 的。某种 未雨绸缪 的
善良 愿望实际上 是把法律 设定在一种 假想的基础 之上 ,弄

联分店 , 1988年版。

不好法制对经济的抑制 ,阻碍作用就会表现出来。因为归根
到底 法律对经济 的作用是 一种反作用 ,这种作 用不是正 的

111页 , 陶海粟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92年版。

方向 (促进经济发展 ) ,就是负的方面 (阻碍经济发展 )。

④参见 J R 沙克尔顿 等著《当代 十二位经 济学 家》 ,第 110—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 ,第 18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九卷 ,第 432页。
⑦参见谢邦宇、芦 琦: 《市 场经济 社会场 的法律 构建研 究》 ,载
于《法商研究》 , 1995年第 6期。

注释:
①亚当 斯密: 《国富论》 ,第 27页 ,商务印书馆 , 1983年版。
②李斯特: 《政 治经 济学 的 国民 体系》 , 第 98页 , 商务 印书 馆 ,
1961年版。
③参见布坎南: 《自由 市场和 国家》 , 中译本 第二部 分 , 上海 三

⑧苏力: 《市场经济对立法的 启示》 , 载于《中国法学》 1996年第
4期。
⑨苏力: 《现代 法治的 合理性 与可行 性》 ,载 于《东 方》 , 1996年
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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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 开发在解决 划界争议 ,保证资 源公平分 配方面 有
诸多 优越性。在某些特 定情形下 ,实施共 同开发是 必要的 ,
共 同开发方 式是符合《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精神 ,并为一 些
国 际司法或 仲裁 (调 解 )判 例所肯定。一套关 于共同开发 的
国际 惯例正在形 成 ,随 着实施共同 开发的必要 性逐步为 越
来越 多的国家所 认识 ,这套惯例中 的某些内容 正逐步形 成
为国际习惯规则。
一 项共同 开发 安排 的达 成 ,取决 于地 理、国际 国内 政
治、经济等等多方面的因素 ,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

规模战 争的可 能性是 很小 的。④ 这 为共同 开发 安排 的实现
提供了必备的政治条件。
(二 )各国对石油的需求
经济的发展 ,导致对石油 的需求急剧上升。贫油国日本
正“在又一次 石油危机 可能到来”的阴影 下度日 ,亟需拓展
新的石 油来源 ; ⑤ 越南 试图以 开发 南海石 油为 其经 济注入
活力 ;马来西亚出口原油的 70% 均来自 南沙海域 ;文莱更是
靠开发南 沙海域石 油成为世界 富国 ,菲 律宾在开 采南沙石
油方面亦是不甘 落后。⑥ 就我国 来说 ,能源始终是 制约我国

共同 开发区的设 置是共同 开发制度中 的首要 内容 ,应
当符 合公平的国 际法原则。共同开 发区的划定 方法并不 复

经济发展 的瓶颈。从 1993年起 ,我国已 成为石 油进口 国 ,且
石油探明储量多年停滞不前 ,开发资金短缺 ,十分需要吸引

杂 ,它可以是 当事国主 权争议区域 ,可以 是资源分 布区 ,但
对 这两种 方法 加以兼 顾的 共同开 发区 在设 置上是 更为 高

外资开 发利用 我国的 海洋 石油 资源。⑦ 对 石油 的共 同迫切

效、公平、合理的。
共同开发的管理模式包括: 1.一国独任开发当局 ; 2.两
国并 行或联合担 任开发当 局 ; 3.两 国共同设立 一超国家 机
构作为开发当局。第 1种方式现在已不具普遍意义 。第 2种方
式 中有关当 事国之间及 投资者 (合同者 )相互之 间在配合、
协调 方面可能会 有困难。第 3种方式是最 完善、合作范围 最
广的一种管理模式 ,是“经典”的共同开发管理体制 ,代 表着

需要 ,为我国与 周边各国实 施海洋石油 资源的共 同开发提
供了动力。
(三 )我国是共同开发的积极倡仪者
我国目前 正在进行 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 ,需要 一个和
平、稳 定的国际 环境进行发 展 ,我 国人民有爱 好和平、反对
霸权的光荣传统。我国政府一 向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即互
相尊重主 权和领土 完整、互 不侵犯、互不干涉 内政、平等互
利、和 平共处 ,作为发展 国际关系 的准则。钓鱼岛和 南沙群

共同 开发制度的 发展方向 ,澳大利 亚和印尼之 间的共同 开
发安排就采用这种管理方式。此外 ,还有一种由当 事国设立

岛历 来属于 中国。70年 代以 前 ,没有任 何国 家对 此提 出异
议。在出现争议后 ,我国顾全地区稳定的大局 ,首先提出“搁

一合 营企业负责 管理或实 施共同开发 活动 ,这 是创新的 做
法 ,是避免政治化的一种灵活方式 ,如扎伊尔和卢 旺达之间

置争议 ,共同开发”的合理主张。1978年 11月 ,我国领导人邓
小平同志访问日本时在东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及中日

的共同开发安排。
石 油合同制度 是调整共 同开发当事 国与投资者 (合 同

钓鱼岛争端时说: 尖阁群岛 ,我们叫钓鱼岛 ,名称就不一样 ,

者 )法律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各国采用的石油开 发法律形
式是多种多样的 ,包括了特许制、许可证制、联合作业协议、
产品分成合同、合营企业合同及复合形式等。在共 同开发方
式下 ,这方面 的问题主 要是当事国 石油合同法 律制度的 冲
突与协调解决。在不同共同开发安排中 ,对石油合 同法律制
度冲突的解决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完善 ,从协调、划分适用
范围到适用统一合同形式乃至统一整个 合同法律制度的发
展过程。

二、我国采用共同开发方式的可行性探讨
共同开发作为一种解决海洋划界争 端的一种主要或辅
助方式 ,能否被用以促进我国近海划界争议的解决 ,并维护
我国 的主权利益 ,这须 视国际、国内的政 治、经 济、军事、法
律等各方面条件而定。
(一 )国际形势
冷战结束后 ,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 ,战争
已不 再是国际政 治的理想 选择。对 于东亚和东 南亚诸多 国
家来讲 ,目前正是发展经济的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它们迫
切需 要的是市场 ,而不 是战场。在这一地 区 ,近期 内发生 大
74

可见双方确实有分歧。我们认 为 ,谈不拢 ,避开比较明智。这
样的问题搁一下不要紧 ,搁十 年也没有关系 ,我们这一代人
智慧不够 ,下一代人总比我们 聪明 ,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
接受的好办法 ,来解决这个问 题。
1984年 2月 22日 ,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
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 ,表达了有关“稳定世界局
势的新办法”的一些观点:

⑧

“世 界上有许 多争端 ,总要找个 解决问题 的出路。我多
年来 一直在 想 ,找个 什么办 法 ,不用战 争手 段而 用和 平方
式 ,来解决这种问题。… …
“我还设想 ,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 ,可以先不谈主权 ,
先进行共 同开发。这样的问 题 ,要 从尊重现实 出发 ,找条新
的路子来解决。
“… … 要把世界 局势稳定下 来 ,总 要想些 主意。我多次
讲过 ,中国人不 比世界上任 何人更少关 心和平和 国际局势
的稳定。中国至少需要二十年 的和平 ,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
内建设。”
而在 1984年 10月 22日 ,在中央顾 问委员 会第三 次全体
会议上 ,邓小 平同志更加 明确、具 体地阐述 了有关“搁置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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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共同开发”的思想:

⑨

划界与领土争端。

“好多国际 争端 ,解决不好会 成为爆发 点。我 说是不 是

(四 )我国台湾因素

有些可以 采取 `一 国两 制’ 的办 法 ,有些 还可 以用 `共同 开

台湾是我 国的一部 分 ,在海 洋划界及 有关共同 开发安

发 ’ 的 办法。`共同开 发’ 的 设想 ,最 早也是从我 们自己的 实

排中 ,我国台湾和祖国大陆应 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在

际提 出来的。我们有个 钓鱼岛问题 ,还有 个南沙群 岛问题。

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 ,两岸 中国人应并肩携手 ,维护祖国

我访问日本的时候 ,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 ,

的利益。我国台 湾和祖国大 陆在他国与 我国的海 洋划界和

我当时答复说 ,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 ,钓鱼 岛日本叫

4
领土 争端解 决方 面是可 以进 行合 作的。1
1994年 3月 ,我国

尖阁 群岛 ,名 字就不同 ,这个问 题可以把 它放一下 ,也许 下

台湾的中 国石油公 司 ,祖国 大陆的中国 海洋石油 总公司和

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 ,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

美国的谢夫隆公司达成了建立合资企业共同开发东海和南

子里 在考虑 ,这样的问 题是不是可 以不涉及两 国的主权 争

5
海石油的协议。1
这提供了一个 解决问题 的模式 ,即对我国

议 ,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 海底石油

台湾可让其“中国石油公司”以非政府主体的身份参与涉及

之类 ,可以合资经营嘛 ,共同得利嘛 ,不用打仗 ,也不要 好多

祖国大陆与其他第三方的共同开发安排。

轮谈判。南沙群岛 ,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 ,属中国 ,现

(五 )我国有关的海洋法制

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 ,菲律宾占了几个岛 ,越 南占了几

1992年我国颁布了《领海及毗连区法》 ,其中 (第 2条 )明

个岛 ,马来西 亚占了几 个岛 ,将 来怎么办? 一个办 法是我 们

确指出 ,我国陆 地领土包括 钓鱼岛、西沙群岛、南沙 群岛等

用武 力统统把这 些岛收回 来 ;一个 办法是把主 权问题搁 置

6
岛屿。邓小平同志曾指 出“主 权问题是不 能谈判的”。1
这些

起来 ,共同开 发 ,这 就可以消除 多年积累 下来的问 题。这 个

岛屿是我国的领土 ,并为我国 国内立法所确认 ,因而它们的

问题迟早要解决。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我们中国

归属问题 不能谈判 ,这是个 大前提 ,否则就是 违法。但是主

人是主张和平的 ,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什么 样的和平

权争议是可以搁置的 ,因此 ,《领海及毗 连区法》并不妨碍我

方式? `一国两制’ 、`共同开发’ 。同我谈话的外宾 ,都说 这是

国与周边国家经谈判采取共同开发方式作为解决领土和海

一个新的思想 ,很有意思。”

洋划界争议的一种临时措施。

对小平同志的这一系列讲话 ,可谓是高瞻远瞩。他的这

我国《领海及毗连区法》还宣布我国领海基线采用直基

个思路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提出来后 ,得到世界各国 有识

线法 制定 ,我国 领海 和毗连 区宽 度为 12海里。根 据这 一规

之士的赞成与支持。这个思路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既适用钓

定 ,我 国政 府 于 1996年 5月 15日 发 布 《关 于 领 海基 线 的声

0
1

鱼 诸岛 ,同 样 也适 用于 南 沙群 岛 ; 既适 用于 领 土主 权 争

明》 ,宣布 了大陆领海 部分基线和 西沙群岛 的领海基 线。在

端 ,也适用于海洋划界争端。

同一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做出了《关于

除邓 小平同志之 外 ,其 他一些中国 政府领导 人也多 次

批准 < 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 > 的决定》 ,同时 声明 ,按 照该公

重申了“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的主张。1979年 9月 ,中国 副总

约 ,我 国享有二 百海里专属 经济区和大 陆架的主 权权利和

理谷 牧在访问日 本期间 ,向日本政 府建议两国 应搁置钓 鱼

管辖权 ;我国将 与海岸相向 或相邻的国 家 ,通 过协商 ,在国

岛领土争议 ,而在周围海域实施石油资源的共同开发。日本

际法基础上 ,按照公平原则划 定各自海洋管辖权界限。这就

政府对此建议的反应是积极的。1982年 12月 ,中日双方 在北

为我国主 张对 200海里专属 经济区和大 陆架的主权 权利和

京举 行了一个专 家级别的 会议 ,中 方提出在存 在主权争 议

管辖权提 供了国内 法和国际法 上的依据。同时也 确定了我

的区域设立共同开发区。此建议被带回日本考虑。1982年 12

国的海洋划界问题的解决办法是遵循公平原则协商解决。

月 ,中国副总 理姚依林 表示中国愿 意邀请美国 和日本参 加

根据已 经生效的 《联合 国海洋法公 约》 ,在最终 划界协

这样一个 共同开发项 目。1 1990年 ,中国总理 李鹏访问新 加

议达成以前 ,有关当事国应本 着互谅和合作精神 ,努力达成

坡 时 ,首次 代表中 国政 府就南 沙群 岛问题 提出 了“搁置 争

实际性的 临时安排。因此 ,在最终 划界协议达 成之前 ,实施

2
议 ,共 同开 发”的 主张 1
, 1995年 7月 30日 ,中国 副总 理兼 外

共同 开发或其他 实际性临 时安排 ,也是《公约》对 我国和周

长在 文莱同东盟 国家外长 们举行对话 时发表讲话 指出 ,中

边国家的要求。

国提出的“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的主张 ,是目前处理南 沙争

此外 ,我国早在 1982年即已通过《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

议最现实可行的途径。钱其琛指出 ,中国同东盟永 远是好朋

油资源条例》 ,有十几年的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开采海洋资

3
友。他还驳斥了国际上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说法。1

源的成功经验 ,这也是我国采 用共同开发方式的有利因素。

这一 系列政府领 导人的讲 话表明 ,中国是共 同开发 的

目前 ,我国与越南、菲律宾、日本等 国有关海洋划界 (或

积极 倡议者 ,愿意以共 同开发方式 解决与周边 国家的海 洋

领土 )争端的双边谈判或定期 磋商已经开展。中越两国最高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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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 人自进入九 十年代以 来已经举行 了四次会晤 ,并成 立

线。2

了有 关海洋事务 的专家小 组进行对话 和磋商。中菲两国 外

(二 )中日两国在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上的分歧

长级 磋商已取得 了某些初 步性成果 ,使南沙问 题的解决 出

中日两国 在东海划 界问题上可 能产生的 分歧有 两种 ,

现了积极趋向。在 1995年 8月 10日中菲两国代表发表的 联合

一是 200海里专属 经济区的 划界 ,二 是大陆架 划界。尽管近

声 明中 ,双 方同意“将努力建 立相互信任 ,加强 本地区和 平

十几年来国际法院的判决均倾向于用同一条线划定专属经

与稳定的气氛 ,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解决争端 ; 本着

3
济区 (或渔区 )和 大陆架的边 界 ,2
但在海 洋法中 ,这两种海

扩大 共同点缩小 分歧的精 神 ,双方 承诺循序渐 进地进行 合

域所据以 产生的法 律基础和划 界所适用原 则是不同 的 ,考

作 ,最终谈判解决双方争议 ;双方同意根据公认的 国际法包

虑到共同开发的对象是大陆架油气资源 ,因此 ,这里着重从

括《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 》的 原则解 决双方 间的争议 ” ,“双 方

大陆架划界角度进行分析。

对本地区国家对寻求适当时候在南海发 展多边合作所提出
7
的建设性主张和建议将持开放态度。”1

从总 体上看 ,目前我国 和周边国家 就共同开 发问题 展
开谈判的政治气氛是良好的 ,经济动力也是具备的 ,但是也

在东海 大陆架划界 问题上 ,我国政府 的立场 是: “东海
大陆架是 中国领土 的自然延伸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对东海大
陆架拥有 不容侵犯 的主权。东海大陆架 涉及其他 国家的部
4
分 ,理应由中国和有关国家协 商如何划分。”2

有诸多困难和障碍 ,其中主要是一些国家胃口太大 ,并试图

我国学 者普遍的观 点是 ,“根据 东海大陆 架具体 情况 ,

维护其既得的非法利益。预计有关的谈判难度会很大 ,但只

参照 《联合国 海洋公约》的有关 条款、国际法院和 仲裁组织

8
要在技术上处理得当 ,共同开发并不是不可实现的目标。1

的判 决和各国的 实践 ,在`自然 延伸’ 的基础上按 照公平原
则协议划界以求得公平解决应是东海大陆架划界遵循的主

三、东海领土及海洋划界争议及共同开发区的

要原则。依此划界 ,冲绳海槽构成了我国东海大陆架与琉球
大陆架的自然分界线 ,这样 ,我国东海大陆架可延伸到二百

学术构想
东 海海域划界 问题涉及 到我国 (包括我国 台湾 ) ,日 本

5
五十海里至三百七十海里。” 2

和韩国三国四方。台湾是我国的一个省 ,在划界时 应作为我

日本则认 为 ,冲 绳海沟只是 统一的大 陆边上的 一个偶

国一 部分统一考 虑 ;韩 国在东海与 我国存在划 界争议的 区

然沉降带 ,和挪威海沟一样 , { 26}可不予考虑 ;对 200海里的

域相对较小 ,因而 ,东海海域的划界问题主要是在 我国与日

大陆架的 主权主张 应适用专属 经济区制度 ,而后 者是忽略

本之间。这一问题因东海特殊的地理状况 ,丰富的 石油资源

7
地貌因素的。2

9
1

前景 (在 100亿 至 1000亿桶 之间 ) 以 及中 日关 于钓 鱼岛 的

另外 ,东 海 划 界争 议 因 钓鱼 岛 (日 本称 之 为 “尖 阁群

领土主权争议变得相当复杂、尖锐。

岛” )等岛 屿的领土主 权争端变得 更加复杂。钓鱼岛 及附近

(一 )东海的自然地理状况

若干小岛是无人居住的岛屿 ,其位置在台湾东北 120海里的

东海为一比较开阔的边缘海 ,西北接黄海 ,东 北以朝鲜

东海大陆 架上 ,一向是我国 渔民捕捞作 业时的休 憩和避风

济州岛东端至日本九州长崎野崎角一线 ,与朝鲜海峡为界 ,

场所。1971年 ,美国竟在美日《归还冲绳条约》中将这些岛屿

东临 日本九州、琉球群 岛及我国台 湾 ,西 濒我国上 海、浙 江

作为 琉球群岛的 一部分“归还”给日本。这些岛屿 现在日本

和福建 ,南至我国广东南澳岛与台湾省南端猫鼻头的连线 ,

实际控制 之下。钓鱼岛因无 人居住 ,不足以维 持经济 生活 ,

面积为 770, 000平方公里 。

按《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规定 ,不可以 拥有专属经 济区和大

0
2

东海 大陆架特别 发育 ,最大宽度 640公 里 ,是 世界上 最

陆架 ,但可以拥有领海和毗连 区 ,并可作为影响大际架划界

宽阔的大陆架之一 ,大陆架面积约占整个海区的 66% ,北宽

的基点 ,日本试 图以此巩固 对冲绳海槽 以西大陆 架的主权

南窄。据科学考察所提供的资料证明 ,东海在更新 世后经历

主张。

了一 个陆地逐渐 沉沦于海 下的过程。来自中国 大陆的河 流

1979年 9月 ,中国副总理 谷牧访问日 本时提 出“搁置争

输入 的大量沉积 物 ,在 东海大陆架 拗掐带上形 成极厚的 堆

议 ,共同开发”的主张。1980年 12月 ,中日双方在北京举行了

积层 ,成为储量巨大油气储区。东海大陆架是中国 东部大陆

一次专家级别的会谈 ,日方坚 持以中间线划界 ,中方则重申

的自 然延伸 ,中国大陆 是东海大陆 架上丰富油 气资源的 源

了自然延 伸原则 ,并提出了 在争议海域 设立共同 开发区的

1
2

泉。

8
设想。日方 对此 设想 未作进 一步 的反应。2
90年 以后 ,中日

在东 海大陆架偏 东部分有 一个南北走 向的冲 绳海槽 ,

两国又在 石油工业 层面上就共 同开发问题 展开了谈 判 ,但

其中部分深度超过 1000米 ,最深处达 2, 717米。从地理上讲 ,

障碍在于: 第一 ,中国要 求搁置钓 鱼岛主权争 端 ,日 方则不

冲绳海槽也就构成我国东海大陆架和琉 球岛架的自然分界

愿意留下任何承认其对钓鱼岛主权有疑问的把柄 ;第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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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 张在争议区 域设立共 同开发区 ,日本则主 张将共同 开

远离 日 本岛 屿 ,尤其 是 它们 面对 其 他国 家 长 得多 的 海岸

发 区设 在 横跨 中间 线 的海 域上 ,两 国 主张 的 差 距十 分 悬

4
线。” 3

9
2

殊。

另一位美国学者认为:
(三 )共同开发区的方案设计

“尽管裁 判的 结果 尚不明 了 ,但边 界划 分案 的演 进表

美国 学者瓦伦西 亚认为 ,共同开发 尽管并非 解决划 界

明 ,一 个法庭开 始将因国家 间相向的性 质而以中 间线划分

问题的永久性方法 ,但在很多情况下 ,共同开发是 不开发以

东中国海。由于冲绳海沟的存 在 ,也由于日本南部区域是由

外的唯一选择。在石油需求上升及油价上涨的情况下 ,共同

5
小岛组成 ,这条 (边界 )线可能将向日本 方向移动。”3

0
开发的吸 引力越来越大 了。3
的确 ,共同开发 无论于中国 还

而按此方法调整后的中间线实际上与冲绳海槽非常贴

是日本 ,均是有好处的。我国与日本的石油公司已 有十几年

近。3
6 因此 ,即使不按自 然延伸原 则 ,日本 所主张的 单纯中

的合 作历史 ,中日石油 公司在渤海 湾的联合开 发是相当 成

间线划界方法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功的。通过实施共同开发 ,两国均可在不放弃其主 权主张的

其次 ,钓鱼岛等 有争议的 小岛 ,由 于不满足 《联 合国海

前提 下 ,增加 新的石油 来源。从 中国方面 来讲 ,还 可获得 资

洋法 公约》第 121条 有关“能 够维持人类 居住或其 本身的经

金和 技术 ;从 日本方面 来讲 ,除 直接的财 政收入外 ,其雄 厚

济生活”的要 求 ,不能 拥有其本身 的专属经 济区和大 陆架 ,

的石油工业也可从中获益不浅。共同开发的成功实施 ,对两

但可以有 领海。同时 ,这 些小岛由 于远离主要 陆地 ,不应影

国政治关系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 。

响大陆架边界的总体走向。

中日 两国在共同 开发区的 设计方面意 见分歧 很大。但

通过以上 分析 ,我们可以发 现日本有 关中日共 同开发

是 ,共同 开发 作为划 界前 的临 时措施 ,和 划界 协议 本身 一

区设定位 置的主张 是毫无道理 的 ,因为 将共同开 发区设在

样 ,也必须以 国际法为 基础 ,并 符合公平 原则。尽 管有关 大

中间线上 ,无疑是等于要中国 承认日本的中间线主张。而各

陆架 划界的国际 法本身并 不明确 ,但通过对有 关国际法 发

方面的证 据表明 ,中国的大 陆架边界无 论如何也 应是在中

展趋势的分析 ,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哪些是显失公平 ,或根据

间线东侧 (靠近琉球一侧 )。因此 ,在中间线上设立共同开发

国际法是明显不能成立的。

区 ,无异于是在全部属于中国 的大陆架上进行“共同”开发 ,

首先 可以肯定的 是 ,单 纯的中间线 原则是不 适用于 东

是不可接受的。

海大陆架划界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83条第 1款对 相邻

瓦伦西亚 也提及了 若干设计方 案 ,其 中一种是 以中间

或相向沿海国家之间的大陆架划界作了 如下规定: “海岸相

线、冲 绳海槽中 轴线以及日 韩共同开发 区的西南 边沿为界

向或相邻国家之间的大陆架应通过协商 以求达到公平的解

划定中日 共同开发 区 ;另一 种是按海岸 线长度比 例划定中

决 ,协商 的基础为《国际法 院规约》第三十八 条所提出的 国

日 两国 南 部大 陆架 边 界线 (北 部 日韩 开 发区 部分 另 行议

际法。”这一款将原公约草案的“中间线”或“等距离线”的字

定 ) ,并将 共同开发区 设在此边界 线上。两国在共同 开发中

样删去了。“公平原 则”的 含义以 “公 平解决”的字 样得到 了

的参股及 分配比例 可按资源分 布不同决定。如在 边界以西

保留。 因此 ,《公约》所确立的 公平原则 ,而非中 间线原则。

部分 ,中国与日 本之间应按 75: 25的 比例进行 分配 ,在边界

从大 陆架划界的 国际实践 看 ,尽管 中间线或等 距离规则 可

7
以东部分则反之。3

1
3

以作为按照公平原则划定相邻或相向沿 海国家之间大陆架

瓦伦西亚 所提及的 上述方案是 值得参照 的。共 同开发

疆界的具体方法之一 ,但它既非正在产生中的、更 非已经确

区应如何具体设置 ,尚有待进 一步深入的考察。为保证结果

2
立习惯国际法原则或规则。3

的公平 ,石油资源的分布情况 也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但总的

美 国的乔 纳森 I 察 尼 ( Jo na tha nl. Cha rney )教 授也 指

来说 ,我国的基本立场应该是 ,共同开发区应处于中间线往
8
东至冲 绳海槽 之间的 某个 区域 , 3
这一共 同开 发区 的设置

出:
“当前的趋 势并不意 味着日本可 当然有权 以等距离 作

不应影响我国大陆架延伸至冲绳海槽的主张。

为 这些边界 (指中、日、韩三国海洋 边界 )的基础。等距离 当
然与 此是有关的 ,而且 是可考虑的 一个根据 ,但是 ,如最 近

四、南沙形势及可能的共同开发的设想

的 `扬 马 延案 ’ 及 `圣 皮 埃 尔 和 密 克 隆案 ’ ( St . Pier re and

南沙群岛距我国海南岛 450公里左 右 ,是南中国海四大

M iquelo n)裁决所表明的那样 ,其他考虑往往导致与中 间线

群岛位置最 南 (北纬 4°
至 12°
之间 ) ,周围 水体 最深 ,岛 屿最

不 同的 边 界。这样 ,相 关 海岸 线 长 度的 比 例、与 主要 陆 地

多且散布 最广的一 个群岛。它由 230多个岛 礁、洲、滩 构成 ,

3

( mainla nd) 海 岸线的距 离和其 他考虑可 能使海 洋边界 位

其中露出 水面的岛 屿有 35个。这一带水 域主要涉及 南沙群

于比 中间线更靠 近日本岛 屿的位置 ,因为这些 岛屿既小 且

岛的主权 归属及与 周边国家的 领海、大 陆架和专 属经济区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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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划界问题。

“适用于每一 方”方 案是瓦伦 西亚所设计 ,其主 要方法

据最 新勘查资料 表明 ,南沙海域石 油和天然 气储量 高

是根据与提出主权要求的各方的基线等距离的方法分配整

达 630亿吨。南海素 有“亚 洲地中海”之称 ,是沟通 太平洋 和
印度洋的交通要冲 ,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丰富的海 洋油气资

个南海 ,而不考虑南沙群岛在 划界中的作用。这种方案可使
越南、菲律宾和中国拥有面积 大体上相等的地区 (中国的大

源、重要的战略位置 ,都驱使周边一些国家在南沙 海域竟相

陆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必须就如何管理中国那部分地区取

抢占岛礁 ,划分大陆架或专属经济区边界线 ,使这 一地区的

得一致意见。)马来西亚可得到靠近沙捞越和沙巴的两大片

形势 变得更加错 综复杂 ,并最终演 变成当今世 界上争议 面

水域。这两大片水域之间由一 条走廓隔开 ,可满足文莱的主

积 最 大、介 入国 家 最多 和存 在 交叉 争议 的 一个 “热点 ”海

权要求。这个方案可解决主权 问题 ,提出主权要求的各方可
在自己的 那部分地 区勘探资源。菲律宾 可得到南 沙群岛的

9
3

域。

目前 ,除我国 大陆控制 的若干岛礁 和我国台 湾控制 的

西北部 分 ,其 中包括可能 蕴藏石油的 浅滩里德 滩。印尼 (未

太平 岛外 ,其 他 45个岛礁 分别被越 南、菲律 宾、马 来西亚 侵

对南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 )可 得到它与越南、中国发生争执
的纳土纳气田。4

占 ,形成了中 国、中 国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 西亚、印尼、
0
文莱 等六 国七方 分割、对 峙的局 面。4
另 外 ,各自划 定的 海

3.“适用于所有各方”方案

域疆 界范围 ,也存在大 面积的交相 重叠。据统计 ,越南侵 占

由于考虑到采用“适用于 每一方”方案被接受的可能性

岛礁 28个 ,入 侵我传统海 疆线内 100余万平 方公里 ,完成 了

不大 (因为按照该方案 ,中国得不到可能蕴藏石油的任何区

对这 些岛礁的军 事控制部 署 ,并加 紧对这一海 域油气资 源

域 ) ,瓦 伦西亚建 议了另外一 种方案 ,即“适 用于所有 各方”

的勘 探开发。菲律宾占 据 9个 岛礁 ,入侵我传统 海疆线内 41

方案。按照这一方案 ,争议各方国家均应搁置对南沙群岛的

万平方公里 ,将 3个岛礁建成陆军基地。马来西亚侵占 9个岛

主权要求 ,而设立一个“斯普拉特利群岛管理局” ,由这个管

礁 ( 3个实际占领 ,另 6个树立了“主权碑” ) ,入侵我国传 统海

理局负责 管理南沙 地区。这 个地区的界 限可以用 两种方式
划定 ,一种方式 是在这些岛 屿与最近的 无争议领 土当中画

疆线内 27万平方公里 ,其出口石油的 70% 来自我南沙海域。
印度尼西亚虽没有侵占我南沙岛礁 ,但单方面宣布建立 200
海里 专属经济区 ,入侵 我传统海疆 线内 5万平方公 里 ,并 在
争 议海域签 发石油合同。文莱 声称对路易 莎 (即 我南通礁 )
1
拥有主权 ,并分割南沙海域 3000多平方公里。4

由上 述可见 ,周边各国 在南沙问题 上的利益 冲突是 极
其尖 锐的。国 外权威杂 志甚至推测 说 ,除 了武装冲 突外 ,当
2
前解 决 (南沙 )问题是个 死胡同。4
但是 我们应当 看到 ,南 沙

问题虽然复杂 ,但根本症结却十分清楚 ,即在于争 夺海洋石
油资 源。既然 如此 ,与其唇枪舌 剑甚至兵 戎相见 ,谁也开 发
利用不了石油资源 ,倒不如互相做出实质性让步 ,把争议放
到一 边 ,共享 石油资源。为此 ,各有关 国家政府已 经开始 进
行区域性的非正式会 谈 (如印度 尼西亚组 织的旨 在探索 南
海争端可能解决方案 的会议 )以 及双边的 正式磋 商和谈 判
(如中国 和越南、菲律宾 )。一 些方案也被 提交各国 考虑 ,其
中较著名的有以下几种:
1.印尼“环形方案”
印 尼“环形 方案”是 从南 海沿岸 国家 的沿 海向 外划 出
230公里的专 属经济区 ,使南海 水域呈被拉 长的环 状。环 形
区域的中间部分 ,包括南沙群岛的主要岛屿 ,作为 一个潜在
的共同经济开发区在所有提出领土要求 的国家之间进行讨
论。据称 ,这一方案 是在国际海 洋法的基 础上提出 的 ,但 印
3
尼的东盟伙伴反应冷淡。4

2.“适用于每一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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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线 ,另一种 方式是划一 条包括所有 地区的离 最近的无
争议领 土 200海 里或 200多海里的 线。“适用于所 有各方 ”方
案要求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搁置它们对南海大部分地区提
出的领土要求。作为回报 ,它们可以共同在这个管理局中占
有 51% 的份额。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则分享管理局中余
下的 49% 份额。文莱将只能得到非常少 的份额。这个方案将
5
使主权问题正式留待以后解决。4
以上这三种方案都是区域性多边方案。其中第 2种为划

界方案 ,其余两种均为共同开 发方案 ,但很难为各国所同时
接受。在以往的共同开发实践 中 ,也未出现过区域性的共同
开发安 排。因 为区域性共 同开发安排 涉及当事 国多 ,“众口
难调”。而 且 ,任何 一种方案 只有在尊重 中国主权的 前提下
才有积极意义 ,而以上三种方 案似乎都欠缺这一点。
我国目前所采取的策略是坚持双边谈判。实际上 ,我国
可以考虑在仅涉及两个国家的争议区域建立双边性的共同
开发制度 ,如在礼乐滩东部 (中国 - 菲律宾 ) ,曾母暗沙盆地
(中国 - 马 来西亚 ) ,文莱 沙巴盆地 (中国 - 马来西亚 ,中国
- 文莱 ) ,万安 滩 (中 国 - 越南 )以 及不 属于 南沙 的北 部湾
(中国 - 越南 )。这些都是具备很好的油 气蕴藏前景的海域。
在初始阶段 ,可选择比较容易 的谈判对手 ,先达成一项共同
开发协议作为示范 ,以后再逐 个突破障碍 ,解决争端。
我国政府已表示愿意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各国进
行谈判。我国与各有关国家的 磋商尚在进行。

五、结束语

专论
海洋 石油资源共 同开发制 度 ,是国 际法和国 际经济 法
领域一项崭新的课题。希望本文能抛砖引玉 ,引起 国内法律
界人 士对这一课 题的重视 ,以从学 术研究角度 为维护我 国
主权 利益和促进 地区稳定 和和平出谋 献策 ,同 时也是对 我
国国际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的一 份贡献。
注释:
①作者系 厦门大学 国际经济 法研究所 博士。本文 观点纯属 作
者个人观点。
②有关中 国近海海 底油气储 量的预测 说法不一 , 数据间相 差
较大。但有 一点是一致 的 ,即中国 近海石油 资源极其 丰富。如有 一
个说法认 为 , 中国南沙 海域油气 储量高达 630亿吨 ,而 石油富国 科
威特总储量约为 130亿吨 , 属世界第 4位 ,参见潘石英 ,《南沙群 岛属
中 国领土历史根据上溯二千年》 ,载于《香港之窗》 (中文 摘要 ) 1993
年 9月 3日号。
③在南 沙及周围 海域 ,我国 每年有 2100- 3600万 吨石油、 213
- 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流进别国的口袋 ,我国的尊严、主权、 经济
利益在 这里受到严重 损害。参见 李树宝: 《南海的战 略地位》 ,载 于
《亚太参考》 1995年第 39期。
④参见曹 云华: 《南中国海风云》 ,载于《亚太参考》 1995年 第 49
期。
⑤ 参见 江红: 《贫油国 日本加 紧对外 扩张》 , 载于 《国际 商报 》
1990年 3月 21日号。
⑥参见李树宝: 前引文。
⑦参 见韩付: 《关于 我国石油 生产经营 的战略问 题》 ,载于《大
庆社会科学》 , 1994年第 3期。
⑧《邓小平文选》第 3卷 ,第 49页。
⑨同上书 ,第 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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