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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在南海的存在格局、面临挑战及因应之策
*

祁怀高

［摘要］ 2012 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南海的存在格局朝着总体有利的态势发展，中国掌控南海局势的能力大大加强。南沙

岛礁建设彰显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存在; 三沙设市强化了在南海的政权存在; 发展南部战区海军( 南海舰队) 增强了在南海的军事存

在; 实控黄岩岛提高了对中沙群岛海域的管控能力。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必须正视美日等域外国家“介入”、“南海仲裁案”结果的不

利影响、维权与维稳之间的张力、海洋生态问题等挑战。未来中国的南海举措应包括: 先摘取海洋环保和渔业合作的“低垂果实”; 积

极推进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 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以打造共同认可的地区规则; 在某些争议海域优先划界; 管控中美在南海

的战略博弈以避免军事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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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强化对南海岛礁主

权和海洋权益的维护，积极拓展在南海的存在格局。
中国在南海的存在格局指的是，中国通过持续的岛礁

建设、政权建设和海军建设等举措不断增强其在南海

的主权存在、政权存在和军事存在等的总体态势。主

权存在是中国在南海存在格局的根本所在和法理之

源; 政权存在是中国在南海存在格局的核心载体和施

政之基; 军事存在是中国在南海存在格局的安全保障

和防御之责。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存在、政权存在和军

事存在紧密关联、相互支撑，形成了中国在南海存在格

局的有机整体。
笔者将结合 2016 年 7 月和 2017 年 7 月两次对海

南省三沙市的实地调研〔1〕和 2015 年 12 月对越南、文

莱等其他南海沿岸国的实地调研，〔2〕通过查阅最新文

献资料，试图对近年来中国在南海的存在格局与未来

应采取举措进行全面分析。

一、中国的主动作为强化了在南海的存在格局

2012 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南沙岛礁建设、
三沙设市、发展南部战区海军( 南海舰队) 增强了其在

南海的主权存在、政权存在、军事存在。中国还通过实

控黄岩岛提高了其对中沙群岛海域的管控能力。

( 一) 南沙岛礁建设彰显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存在

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位置便利原因，南沙岛礁被

南海周边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四个沿岸国

严重侵占。目前，南沙群岛中实现常态驻军的岛礁共

有 51 座。其中，越南驻军岛礁数量为 29 座，菲律宾驻

军 8 座，马来西亚驻军 6 座。〔3〕中国( 含中国台湾)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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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并驻军的岛礁仅有 8 座，包括: 永暑礁、渚碧礁、美
济礁、华阳礁、赤瓜礁、东门礁、南薰礁和太平岛。

2013 年底、2014 年初中国开始在南沙群岛 7 个进

驻岛礁上开展岛礁建设。根据亚洲海事透明倡议( The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的数据，中国在 7
个进驻 南 沙 群 岛 岛 礁 上 的 填 海 造 陆 面 积 总 和 超 过

12. 83km2 ( 参见下表) 。目前，南沙群岛中岛礁面积排

名前四的岛礁都由中国驻军实控，其中，美济礁面积排

名第一，渚碧礁排名第二，永暑礁排名第三，太平岛排

名第四( 中国台湾驻军，面积 0．44 km2 ) 。2016 年中国

民航在南沙 3 个岛礁( 美济礁、渚碧礁、永暑礁) 新建机

场进行了试飞测试，表明这些岛礁具备了保障民航客

机安全运行的能力。南沙的三个最大人工岛屿美济

礁、渚碧礁、永暑礁已形成互为犄角、三足鼎立态势。
2015 年 10 月，中国华阳礁和赤瓜礁灯塔启用，为航经

该海域的船舶提供高效导航助航服务，大大提高了南

海海域船舶航行安全。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大大彰

显了中国的主权存在，也有助于维护整个南海海空安

全和提供公共产品。2017 年 10 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把

“南海岛礁建设积极推进”作为中国在过去 5 年取得的

重大成就之一。

南沙 7 个岛礁建设面积表〔4〕

美济礁 渚碧礁 永暑礁 华阳礁 南薰礁 赤瓜礁 东门礁

面积

( km2 )
5．58 3．95 2．74 0．23 0．14 0．11 0．08

统计日期: 2017 年 11 月 27 日

( 二) 三沙设市强化了中国在南海的政权存在

包括中国在内的 6 个南海沿岸国( 中国、印度尼西

亚、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 都对南海海域进行

不同程度的声索( 参见右图) 。相关南海沿岸国长期试

图侵蚀和瓦解中国在南海断续线内的历史性权利。为

了维护中国在南海断续线内的历史性权利和强化中国

在南海的政权存在，中国于 2012 年 7 月挂牌成立三沙

市。三沙市为地级市，市政府驻西沙永兴岛，管辖西沙

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 主张管

辖) 海域面积约 200 万平方公里。〔5〕在这之前，中国对

南海各群岛的管理机构为“海南省西沙群岛、南沙群

岛、中沙群岛办事处”，机构性质为海南省政府派出的

相当于县级的办事机构。

南海沿岸国的海域声索( 主张) 示意图〔6〕

政权组织建设是三沙市的核心工作。从 2013 年 7
月成立第一个基层政权组织至今，三沙已经建立了永

乐群岛、七连屿、永兴( 镇) 等 4 个工委、管委会; 成立了

永兴、赵述、晋卿、鸭公等 10 个岛礁居委会。三沙市基

层政权已经实现了西、南沙群岛有居民的岛礁全覆盖。
根据三沙市基层政权建设的要求，工委、管委会职能包

括: 负责相关岛礁及其海域的主权维护和行政管辖工

作; 负责综合执法、环境保护、应急、防灾、渔民生活补

给、基础设施建设的组织协调与管理; 负责民兵组织管

理工作等。〔7〕

( 三) 发展南部战区海军增强了中国在南海的军事

存在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海军正在向建设世界一流

海军迈进。近五年，海军军舰军机不断增加，基本形成

了二代为主体、三代为骨干的主战装备体系。2015 年

5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

书，提出中国海军将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

与远海护卫结合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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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南海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地位，中国南部战

区海军( 又称南海舰队) 是中国海军发展的重点所在。
近年来，中国开展了海南岛海空军基地、西沙群岛永兴

岛海空军基地、琛航港军港、南沙群岛永暑礁军港等的

建设，增强了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力量。根据美国国防

部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 2017) 》，中国南部战区海军

已经具备相当雄厚的实力。其力量构成包括: 核动力弹

道导弹潜艇 4 艘; 核动力攻击型潜艇 2 艘; 柴油动力潜艇

16 艘; 驱逐舰 7 艘; 护卫舰 22 艘; 轻型护卫舰 12 艘; 两栖

运输坞舰 3 艘; 坦克登陆舰 11 艘; 中型登陆舰 8 艘; 导弹

快艇 35 艘。〔8〕中国在三亚海军基地建造了全球最大的航

母码头，长 700 米码头的工程已经完工，可同时容纳两艘

航母或其他大型舰只。〔9〕中国增强在南海军事力量的目

的是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其他海上利益。

( 四) 实控黄岩岛提高了中国对中沙群岛海域的管

控能力

黄岩岛是中沙群岛最大的岛礁，也是中沙群岛中

唯一露出海面的岛礁。黄岩岛距中沙环礁约 150 海

里，距菲律宾吕宋岛西约 130 海里。黄岩岛地缘战略

地位重要，它是南海东北部的门户要塞，扼守台湾海峡

南端以及由太平洋进入南海之通道，是中国通过南海

海域与世界大洋海运交往的枢纽控制点。〔10〕黄岩岛是

中国领土，其历史可追溯到元朝初期。1997 年 5 月以

来，菲律宾基于“地理邻近”、“专属经济区范围内”等

理由对黄岩岛及其附属海域提出了声索。
2012 年 4 月至 6 月的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发生

后，中国实际控制了黄岩岛及周边海域。中国开展对

黄岩岛的维权行动时，只使用了海监、渔政舰只，采取

了“海警一线，海军二线”的梯次配置维权方式。中国

通过海上执法方式完成对黄岩岛的实控，是中国在南

海存在格局拓展的重要事件之一，对于中国维护南海

其他岛礁的权益具有借鉴意义。

二、当前中国南海权益面临的挑战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南海的存在格局朝着总

体有利的态势发展，但中国也必须正视美日等域外国

家“介入”、南海仲裁结果的不利影响、维权与维稳之间

的张力、海洋生态问题等挑战。
美日等域外国家将继续“介入”南海问题以制衡中

国。相对于奥巴马政府而言，特朗普政府在南海问题

上的聚焦度有所降低。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少谈

美国挑战中国海上主张的政策”，但 2017 年 5 月以来，

美国军舰仍在南海开展多项针对中国的所谓的“航行

自由行动”，进入到中国美济礁、中建岛 12 海里范围

内。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在实际行动上仍在挑战中国主

权声索。近年来，日本安倍政府积极配合美国的南海

政策，帮助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南海声索国提升海上防

卫能力，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挑战中国在南海断续线

内的权利主张。美日还将继续积极拉拢澳大利亚、印

度扩大对南海问题的“介入”。
“南海仲裁案”仲裁结果对中国南海维权的不利影

响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2016 年 7 月 12 日，“南海仲

裁案”仲裁庭作出所谓最终裁决。裁决认为，“中国对

‘九段线’内海洋区域的资源主张历史性权利没有法律

依据”，“中国主张的岛礁无一能够产生专属经济区”
等。〔11〕该裁决结果严重挑战了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

与海洋权益。中国希望尽快翻过“仲裁案”这一页，然

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中国不承认裁决的法律效

力，但有关国家绝不会放弃利用所谓仲裁裁决做文章，

也不能排除有些国家可能会仿效菲律宾对中国提起新

的仲裁或司法程序。〔12〕

中国强化南海存在格局( 维权) 与稳定中国—东盟

关系( 维稳) 之间存在较大张力。从维护中国在南海的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角度来看，中国需要继续强化

在南海的存在格局。但是从发展中国与其他南海沿岸

国关系以及稳定中国—东盟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又必

须控制好在南海的维权行为节奏。南海仲裁案后，中国

和相关争端国力求妥善处理分歧、携手共同发展，使得南

海局势转圜为相对稳定状态。尤其是中国和菲律宾形成

了暂时搁置南海争端的默契，中菲关系重回正轨，双方聚

焦共同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处理好南海维权

与维稳的关系，力争实现二者的最佳平衡。
海洋生态问题有可能被某些域外大国作为南海问

题的新的国际介入切入点。近年来，中国对西沙永兴

岛和南沙群岛 7 个进驻岛礁的建设引发了国际社会对

珊瑚礁资源保护的关注。“南海仲裁案”裁决指责中国

在南沙群岛七个岛礁的大规模建设活动严重破坏了珊

瑚礁环境。〔13〕中国政府做出了反驳，认为中方在南海岛

礁建设过程中，坚持严格的环保标准，采取全程动态保

护措施，将工程与生态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岛

礁可持续发展。但仲裁庭的这一表述仍有可能被某些

域外大国加以“利用”，鼓动个别南海沿岸国或非政府

组织以生态问题为由向国际海洋法法庭等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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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维护南海权益的因应之策

为了应对上文提及的四方面挑战，未来 5 年中国

的南海政策需要多措并举。中国和其他南海沿岸国要

先摘取海洋环保和渔业合作的“低垂果实”，以积累互

信; 要积极推进油气资源共同开发，推进“南海行为准

则”磋商，在某些争议海域优先划界; 中美两国要管控

在南海的战略博弈以避免军事误判。

( 一) 先摘取海洋环保和渔业合作的“低垂果实”
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是南海沿岸国可以先摘取的一

项“低垂果实”。南海沿岸国可以在控制使用农药、化

肥、有毒化学品和塑料制品等方面展开合作，以减少来

自陆地的污染。南海沿岸国可以探讨在国际海事组织

的技术支持下，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合作机制，以预防船

舶和航行造成的南海污染。在保护珊瑚礁及相关海洋

生态环境方面，中国政府已经行动起来。比如，中国国

家海洋局开展了南沙岛礁生态保护区建设，《海南省珊

瑚礁和砗磲保护规定》已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实施等。
未来，中国可与南海其他沿岸国一起制定珊瑚礁生态

保护与环境保护战略行动计划。
渔业合作是南海沿岸国可以先摘取的另一项“低

垂果实”。渔业资源是南海沿岸国众多渔民的生计来

源，直接关乎各国渔民的民生。但南海海域渔业滥捕

现象普遍，长此下去，南海渔业资源将因过度捕捞而衰

竭。中国需要和其他南海沿岸国探讨设立共同遵守的

“休渔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探讨签署渔业执法合作

协定，以有效降低各方在专属经济区重叠海域的渔业纠

纷。南海渔业合作的难点在于多国重叠海域，针对此类

海域的合作方可以仿效中、菲、越三方关于南海协议区内

石油资源储量联合考察的“三方协议”模式。如果第三

方愿意加入到已有的双边渔业合作框架之中，共同协商

解决渔业问题，将是对南海渔业秩序更好的推进。〔14〕

( 二) 积极推进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

2016 年 9 月以来，南海局势开始由紧张复杂回归

相对稳定，这为探讨和推进共同开发营造了较好的氛

围。2016 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越南总理

阮春福时强调，推动南海更大范围海域共同开发早日

取得实质进展。2017 年 7 月，中国外长王毅在与菲律

宾外长卡亚塔诺共同会见记者时指出，中菲有必要及

早做出南海共同开发决断。目前，中菲两国油气公司

正在谈判重启礼乐滩( Ｒeed Bank) 相关海域共同开发

的可能性; 中越两国政府也达成了推进北部湾湾口外

海域共同开发的共识。
南海共同开发涉及油气勘探开发技术问题，涉及

开发区域的法律适用问题，更涉及各国的主权、主权权

利和管辖权立场。中国拥有“海洋石油 981”这一深水

油气田钻井平台，基本具备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技术要

求。声索重叠海域的共同开发，困难在于如何平衡各

自海洋主张和资源共同开发之间的关系。2017 年 11
月的《中菲联合声明》体现了这种智慧。该声明一方面

指出，“双方愿探讨在包括海洋油气勘探和开发等其他

可能的海上合作领域开展合作的方式”，另一方面又强

调，“有关合作应符合两国各自的国内法律法规和包括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不影响两

国各自关于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立场。”〔15〕该声

明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74 条和第 83 条的精

神，排除了未来油气共同开发对两国各自南海主张( 立

场) 的影响。在当前南海局势总体更趋稳定的背景下，

南海相关国家要共同努力，相向而行，以创新性办法开

启南海共同开发。

( 三) 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以打造共同认可

的地区规则

中国作为最大的南海沿岸国，正在与东盟各国一

起推动“南 海 行 为 准 则”( 以 下 简 称“准 则”) 磋 商。
2017 年 5 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审议通过了“准则”框架。
2017 年 8 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 10+
1) 外长会上正式批准了“准则”框架。“准则”框架的

达成是相关国家打造共同认可的地区规则的重要一

步，也为未来“准则”的实质性磋商奠定了良好基础。
磋商并形成“准则”，是《宣言》中的规定，也是中

国与东盟十国作出的承诺。尽管中国和东盟国家都表

达了希望尽早谈成“准则”的共同意愿，但仍需看到“准

则”磋商面临的复杂性和难度。在磋商过程中，“准则”
的法律效力、适用地理范围、强制执行和仲裁机制等将

可能成为磋商难点。“准则”框架没有提及“法律效

力”字样，但部分东盟国家刻意要求制订具有法律效力

的“准则”文件。“准则”框架没有提及“准则”涉及的

地理范围，是否适用整个南海仍有分歧。在 2002 年达

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简称“《宣言》”) 谈判过程

中，越南曾竭力想把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加进《宣言》
中，但因各方存在分歧而未果。〔16〕“准则”框架有“监督

实施机制”字眼，但未提及强制执行措施和仲裁机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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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在“准则”框架中回避了强制执行的条款，但部分

东盟国家仍希望“准则”文件中能写入强制执行条款。
在“准则”磋商中，中国需要调试与部分东盟国家的分

歧，同时努力排除外界干扰。中国要努力与东盟国家

一起制定“准则”磋商的“时间表”和“线路图”，以展示

中国积极的政治意愿和南海地区规则的坚定建设者

形象。

( 四) 在某些争议海域优先划界

在海域划界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考虑在某些争议

海域优先划界。2015 年 11 月 6 日和 2017 年 11 月 13
日的《中越联合声明》中都提到，双方“稳步推进北部湾

湾口外海域划界谈判”。2000 年 12 月，中越曾签署北

部湾划界协定，该协定确定了中越在北部湾的领海、专
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分界线，是中国第一条海上边界

线，意义重大。中越在北部湾划界协定谈判中以公平

合理为基本原则，所采取的一些互谅互让和双赢做法，

值得认真借鉴。
当前，中国需要对南海海域划界工作进行整体、系

统的准备。海域划界涉及权利基础、岛礁效力等问题，

涉及划界原则和方法，涉及为实现公平解决所必须考

虑的诸多相关因素。〔17〕中国有关部门需要仔细研究中

国政府 2016 年 7 月 12 日声明中关于“中国在南海的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表述。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包括: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

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 中国南海诸岛

拥有内水、领海和毗连区; 中国南海诸岛拥有专属经济

区和大陆架; 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18〕该声明的

四方面 内 容 系 统 展 示 了 中 国 南 海 诸 岛 的 整 体 论 主

张〔19〕，将指导未来中国与相关南海沿岸国在争议海域

的划界工作。未来，中国可借鉴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

的经验，积极推进中越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划界谈判。

( 五) 管控中美在南海的战略博弈以避免军事误判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南海主要围绕着岛礁建设、军
事部署、航行自由三方面进行激烈的战略博弈。在南

海岛礁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上，中国主要是为了改善岛

上人员工作生活条件，并提供相应国际公共产品; 但被

美国指责为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在南海部分岛礁

军事部署问题上，中国在进驻岛礁上部署了必要的军

事防卫设施，属于防御性的; 但被美国渲染为中国搞

“岛礁军事化”。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美国自认为

是全球“航行自由”规则的维护者; 而中国认为，南海航

行自由不存在问题，美国所谓的“航行自由”已经嬗变

为军舰的“横行自由”，加剧了南海争端。
当前，中美两国政府都明白南海一旦爆发冲突，将

会迅速恶化并变得难以控制。美国在南海过于频繁的

“航行自由行动”和抵近侦察可能引发两国军事对抗或

冲突。2014 年，中美两国军方签署了《中美关于建立重

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和

《中美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谅解备忘录》。此

后，两国达成了空中安全和危机交流附录。在 2015 年

9 月的中美峰会上，两国领导人同意“开设更多的交流

协议来减少发生军事误判的风险”。2016 年的中美军

方会谈议程上出现了降低战略风险会谈的报道，但所

有这些 谈 判 都 没 有 直 接 处 理 根 本 性 的 两 国 竞 争 问

题。〔20〕有鉴于此，中美两国应着眼于在南海构建起管控

危机、避免误判、减少对抗的军事互动机制。从更为宏

大的中美战略稳定视角来看，中美应致力于在“新型大

国关系”框架下，建设中美新型军事关系。
综上所述，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岛礁建设、三

沙设市、发展海军、实控黄岩岛等做法，极大地拓展了

在南海的存在格局，中国管控南海局势的能力大大加

强。当前南海局势趋稳向好符合中国和其他南海沿岸

国的利益。未来 5 年，中国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

期。中国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 又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是未来 5 年中国

内政外交的核心任务。未来中国的南海举措必须服从

和服务于这一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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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ive of Kuala Lumpur，keeping a balance between superpowers and powerful neighbors is more in line w ith the
interests of Malaysia． Malaysia’s Taking-no-side Strategy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s the comprehension and ap-
plication of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20 Australia’s Perception of and Ｒesponse to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by Sun Tong ﹠ Liu Changming

Australia is not a relevant par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but has actively followed the U ．S． in getting involv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nd reacted strongly to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s． Australian academics，medi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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