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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前虽然南海形势总体趋于稳定，但引起南海局势再度升温的消极因

素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因此仍然需要不断加强周边各国在低敏感领域的合作，以增强各

国间的信任。南海争议海域中存在争议方单方面进行海洋科研、共同海洋科研和第三方

在争议海域进行海洋科研的情况，三者均有其存在的法律基础。通过对各种方式进行海

洋科研的法律基础以及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的分析发现，海洋科研合作是在争议海域内

进行海洋科研最理想的方式，但是其在实践中的法律基础还比较薄弱。针对以合作方式

进行海洋科研中存在的问题，应当通过构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海争议海域区域性海洋

科研合作协定的方式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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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争端因南海周边各国不同的权利主张呈现出不同类型。在 《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 ( 以下简称 《公约》 ) 生效和国际习惯法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各国

依据国际法善意地提出海洋主张导致权利重叠而形成的争议区域，应当被认定

为争议海域的范围。① 而对于因岛礁主权争端产生的海域划界争端而形成的争议

区域则不应被认定为争议海域。在南海问题上，首先，我国可以提出充分的历

史证据证明已经通过先发现、先使用、先管理的方式先占取得了南海岛礁的领

土主权; 其次，也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相关国家曾经承认过中国对南海诸岛的

主权; ② 再次，从实际情况出发，各国对已经控制的岛屿及其周围海域通常持有

较强硬的态度，即使将其划定为争议海域，各国合作的可能性也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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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将南海争议海域的范围界定为: 主张重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

架，以及我国主张拥有历史性权利的海域与他国所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相

重叠的海域。在争议海域划界尚需较长时间的情况下，如何加强对争议海域的

了解，保持争议海域的活力成为重点，海洋科研作为以和平为目的和为增进全

人类利益的海洋活动，可以预见将受到青睐。
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和人类对海洋利用的增强，十九大有关 “加快建设海

洋强国”及中共中央关于构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皆包含了提高

科技用海、强化海洋科学研究的意涵。其重要性不仅体现为海洋科研活动是其

他海洋活动的基础，更体现在海洋科研是实现海洋善治的前提。
海洋科研对象的全球性、多学科性和高投入性等特点①，决定了海洋科研国

际合作的必要性，而海洋科学研究领域的低政治敏感度，使该领域得以成为在

争议海域建设海洋国际合作的先行领域。各国在争议海域对海洋科学研究合作

的需求显得更为迫切: 一方面，争议海域的共同海洋科学研究将会对消除各方

分歧、缓解地区局势产生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在争议海域针对海洋科学研究

问题提出共同解决方案对维护地区安全、促进科学研究和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

等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南海周边各国的海洋科研合作逐步加强，但通

常以框架性或原则性的政策文件为依据，例如《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与马来西亚政府海洋科技合作协议》等等，对各方约束力较低。因

此，在争议海域内构建有约束力的海洋科研合作法律文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对海洋科研的概念进行界定; 其次，对南海争议海域内海洋科研

的三种模式，即单方面进行海洋科研、共同海洋科研和第三方在争议海域进行

海洋科研，分别分析其实施的法律基础并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而发现

海洋科研合作是争议海域内进行海洋科研最理想的方式，但目前南海争议海域

海洋科研合作的法律基础比较薄弱; 最后，通过借鉴其他海域海洋科研的合作

模式，提出在南海争议海域进行海洋科研合作的法律框架。

一、海洋科学研究的概念界定

目前，关于海洋科学研究，并没有一个权威且统一的定义。一方面是因为

海洋科学研究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创新的领域，很难对其进行全面的列举; 另一

方面，各国因国家科研实力及综合能力的不同对海洋科研中应包含的内容有不

同的理解，从而无法对其定义达成一致意见。本部分首先对 《公约》及从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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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科学研究的国际组织规定的海洋科学研究的内涵进行分析; 其次，提出在不

断实践中发现的问题; 最后，认定海洋科学研究的内涵。
( 一)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海洋科研相关国际组织对 “海洋科学研究”

的概念界定

1.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公约》于 1994 年生效以来得到了普遍接受，中国及其他南海权利声索国

均为《公约》的缔约国。但是， 《公约》中并没有包含海洋科学研究的明确定

义，这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探讨。不同国家根据本国的海洋政策提出有利

于本国的海洋科研范围，因涉及沿岸国行使管辖权的方式，该争议在专属经济

区内尤为突出。①

根据过往文献对《公约》中有关海洋科研内涵的研究可以发现，《公约》对

海洋科学研究的界定包括以下内容: ( 1) 强调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时的和平目的

和增进全人类利益的目的; ② ( 2) 海洋科学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包括基础性研究

和应用性研究，而《公约》并没有对如何确定一项海洋科学研究计划的性质或

类型提出指导性的标准; ③ ( 3) 海洋科学研究不包括测量活动，但 《公约》并

未对这两者的含义进行区别界定。④

目前，通常认为《公约》作为“平衡政治和法律利益”的协定是 “高度妥

协的产物”，其中有关海洋科研的规定需要双边和区域性法治来具体实施。⑤ 因

此，下文通过考察区域性海洋科研组织中的规定尝试解决 《公约》中的不确定

性问题。
2. 《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公约》
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旨在北太平洋及邻近海域促进和协调海洋科学研究。

《北太平洋科学组织公约》 ( Convention for a North Pacific Marine Science Organiza-
tion) 第三条在阐述本组织的宗旨时规定: “促进和协调海洋科学研究，包括但

不仅限于海洋环境以及海陆、海气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他在全球天气与气候变化

中的作用，海洋所有动、植物及其生态系统，海洋的利用及其资源，以及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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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对海洋的影响，以提高对“有关区域”及其生物资源的科学认识。”① 该公

约于 1992 年 3 月对我国生效。
3. 《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定》
《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定》 ( Agreement on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Arctic

Scientific Cooperation) 是北极理事会第十届部长级会议上由北极国家签署，加强

并促进北极国家间的科学合作进程并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区域性协定。② 该协定第

一条规定: “‘科学活动’是指通过科学研究，监测和评估促进对北极的了解的

努力。这些活动可能包括但不限于规划和实施科学研究项目和计划、探险、观

测、监测举措、调查、建模和评估; 培训人员; 规划、组织和执行科学研讨会、
专题讨论会、研讨会和会议; 收集、处理、分析和分享科学数据、想法、结果、
方法、经验以及传统和本地知识; 制定抽样方法和协议; 准备出版物 ( preparing
publications) ; 开发、实施和使用研究维护物流和研究基础设施。”③

4.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IOC) 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是政府间职能自治组织，也是联合国系统中负责海洋

研究、观测和服务及能力建设的专门职能机构。④ 中国及除文莱外的南海声索国

均为其会员国。⑤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在其出版的 《全球海洋科学报告》中对海

洋科学作出比较明确的界定: “本报告中所述的海洋科学包括与海洋研究相关的

所有研究学科: 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地质学、水文学、卫生和社会科学，

以及工程、人文科学和有关人与海洋关系的多学科研究。海洋科学力图了解复

杂、规模不一的社会—生态系统和服务，需要观察数据和多学科、协作性的

研究。”⑥

5. 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

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 (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ea，

ICES) 聚焦于北大西洋、欧洲附近海域和北极，致力于改善海洋生态系统并为

实现海洋管理的科学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该组织并未对其进行的海洋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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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公约》第三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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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出版，2017 年，第 3 页。



内容作出明确界定，但根据其“保护和修复海洋的健康和生产力”① 战略计划及

为实现海洋可持续利用的目标可知，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研究的主题涉及海洋

科学的方方面面，包括生态系统进程和动态，生态系统观察和评估，环境变化、
水产养殖和渔业以及社会与海洋之间的相互作用等。

( 二) 海洋科学研究的内涵

通过上述公约和组织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对 “海洋科学研究”的规定多

采用以规定海洋科研机构要实现的目的为基础并采用不完全列举的方法。通过

完善和加强海洋科研组织内会员国合作制度的设计，对海洋科学研究的内涵通

常采用广义解释并进行比较模糊的处理。
随着海洋科学研究在实践中的发展以及 《公约》在实践中的运用，《公约》

规定的模糊性导致了如下问题: ( 1) 《公约》虽然在体系上将海洋科学研究与测

量活动分离，但在技术手段、成果运用等方面却很难区分; ② ( 2) 各法律文件均

未对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测量活动进行规定，一般认为军事测量活动属于军事

活动不属于海洋科学研究，若军事测量船或军事侦察船是为了 “和平目的”和

“造福全人类”进行的海上测量活动，沿海国是否有权利以这种行为属于海洋科

学研究为由行使管辖权? 不无疑问。
综上，《公约》作为综合性的海洋领域的国际法规则，为取得多数国家的共

识，仅对海洋科学研究作出框架性的权利义务规定，而具体实施科学研究计划

的各科研组织多根据本组织设立的宗旨，明确其所进行的海洋科研活动的具体

内容。本文认为，海洋科学研究的内涵，根据其研究目的可以包含多项内容。
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 1) 海洋科研活动和测量活动在实践中已密不可分，

而且各科研组织在进行海洋科研时也没有进行明确的区分，对此问题的不同认

识通常产生于以下情况，即某一个科研国在另一沿海国附近海域进行测量活动

时是否需要沿海国的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科研国和沿海国对海洋科学研究的

内涵通常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因此，海洋科学研究内涵的不确定性是因为不同

国家在不同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不同的解释。在国际合作制度、技术转移制度及

相关制度设计更加完善的情况下，即使不同国家对其内涵有不同的理解，海洋

科学研究是否包含测量活动并不会成为一个问题。本文认为，当测量活动与科

研活动难以区分时，在目前的科研实践背景下，应当将测量活动纳入海洋科研

的范畴，以体现对沿海国的保护。 ( 2) 对于军事测量活动，即使声称以 “和平

目的”和“为全人类的利益”，在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完全达到和平共处，仍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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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国家之间的遏制与反遏制，甚至局部海上军事对抗和战争的国际背景下①，

军事测量活动的“和平目的”很难被证明，而军事活动的完全自由也很难为多

数国家接受。因此，本文认为，军事测量活动不属于海洋科学研究，进行军事

测量活动的权利作为 《公约》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明确禁止的剩余权利，应

当通过考虑沿海国利益和整个人类国际社会的利益进一步平衡协调②，这类活动

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畴。

二、南海争议海域海洋科研的法律基础

南海争议海域海洋科研的法律基础，是指南海争议海域海洋科研行为得以

实现和对相关各方产生拘束力的法律根据。如前文所述，本文认定的南海争

议海域，包括主张重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以及我国主张拥有历史性权

利的海域与他国所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相重叠的海域。在该范围内，通

过考察国际法、国际司法判例、国际习惯法、区域性的合作协定、国内法及

相关政策等方面，本部分将分为以下三种情况分别对南海争议海域海洋科研

的法律基础进行讨论: ( 1) 争议方单方面进行海洋科研的法律基础; ( 2) 争

议海域共同海洋科研的法律基础; ( 3 ) 第三方在争议海域进行海洋科研的法

律基础。
( 一) 争议方单方面进行海洋科研的法律基础

从《公约》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规定③中可以推断出，即使对存在争议

的海域也不应当扼杀该区域被利用的水平，应当通过各种方法保持该区域的活

力。《公约》第 56 条和第 246 条规定了沿海国对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的海

洋科学研究有管辖权，并可以规定、准许和进行在其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

的海洋科学研究。因此，本文认为，即使是在争议海域，因争议一方在该海域

内可以提出善意的主张，原则上也应当享有相应的权利。只是因为争议海域的

特殊性，该权利在实际行使的过程中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限制。
1. 法律层面对争议海域内海洋科学研究权利的限制

根据《公约》第 74 条第 3 款、第 83 条第 3 款的规定，争议海域内各国在

尚未划定海域界线期间，不得危害和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该规定是对争议海

域内有关国家进行海洋活动的限制，该限制也同样适用于海洋科学研究领域。
以下将结合国际判例和学者学说对该规定进行分析，明确相关国家在从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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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海文: 《沿海国海洋科学研究管辖权与军事测量的冲突问题》，载《弗吉尼亚大学海洋法

论文三十年精选集 1977—2007》，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611 页。
参见周忠海: 《论海洋法中的剩余权利》，《政法论坛》2004 年第 5 期，第 175—176 页。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74 条第 3 款、第 83 条第 3 款。



类型的海洋科学研究中应遵守的义务，进一步明确相关国家单方面进行海洋科

学研究的法律基础。
《公约》第十三部分中包括“与生物或非生物自然资源的勘探和开发有直接

关系”的海洋科学研究，资源开发前期的地震勘探活动可以归于该类海洋科学

研究。在国际司法判例中，“爱琴海大陆架案”中认为，临时性的勘探活动，例

如地震勘探 ( 其中包括小型爆炸) ，不会对海床、底土以及自然资源造成物理损

害的危险，所以国际法院没有支持希腊提出的 “在国际法院作出最终判决前，

未经另一方当事国同意，禁止在争议区域内的大陆架上实施任何勘探活动或者

科学研究”的请求。① 在本案中，可以看出国际法院并不禁止在争议海域内单方

面进行与非生物资源勘探有关的海洋科学研究，同时对该科学研究的程度进行

了界定，即“不会对海床、底土以及自然资源造成物理损害的危险”。该界定对

随后生效的 《公约》中 “不危害和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的内涵界定有重要

意义。
在“圭亚那 /苏里南仲裁案”和 “加纳 /科特迪瓦大西洋划界案”中，仲裁

庭和国际海洋法庭分别对 《公约》第 83 条第 3 款后半段作出解释。“圭亚那 /苏
里南仲裁案”中仲裁庭认为，“单方面的地震勘探，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物理性

改变，同时给出四种可能违反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达成义务的情况”②，甚至

进一步指出造成海洋环境的物理性改变也不一定导致难以达成最终的协议。“加

纳 /科特迪瓦大西洋划界案”中国际海洋法法庭特别分庭认为，应当整体解读第

83 条的规定，即将“谅解和合作精神”和“尽一切努力”考虑到 “不危害和阻

碍最终协议达成的义务”中。值得注意的是，白珍铉法官在个别意见中提出的

“对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这一义务的评估应在两国关系的框架下考虑和

平衡以下的关联因素，即: 活动类型、性质、发生地点、发生时间”③。本案最

终认定虽然单方的地震学勘探和石油开发等活动可能 “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

达成”，但是，同时考虑经济和环境因素的情况下，特别法庭没有禁止其已经存

在的勘探和开发活动。有学者认为，特别法庭这样的决定，可能会被推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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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新军: 《划界前争议水域油气开发的国家责任问题———以加纳 /科特迪瓦海域划界案为素

材》，《国际法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31 页。



单方的地震勘探和开发活动在海洋划界尚未确定的过程中是被允许的。① 上述两

案最后的结果，都没有禁止在争议海域的单方面海洋科研活动，前案中将 “是

否造成永久的物理性损害”作为主要判断因素，后案中将 “经济和环境”等情

况作为考虑因素。
有学者认为，争议海域内的海洋科学研究在满足: ( 1) 取得研究国本国同

意，即不需要通知或经过争议海域其他国家的同意; ( 2) 该研究不会对海洋环

境或海床造成任何“物理性改变”的条件下就没有违反 “不危害和阻碍最终协

议达成”的义务。② 根据上述案例和学说可以推断出，在争议海域单方面进行海

洋科学研究活动应遵循的 “不得危害和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义务的内容虽有

变化，但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解释路径。
本文认为，争议方单方面在争议海域内进行有关地震勘探的海洋科学研究

已经被国际司法机构认可。对于其他类型的海洋科学研究，可以参照圭亚那 /苏
里南案中的标准，以是否会造成 “永久的物理性损害”为标准判断是否违反

“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的义务，在不违反该义务的前提下，争议方可

以行使《公约》中赋予的权利。因此， “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是

《公约》和国际裁判规则作出的对争议方在争议海域单方面进行海洋科研活动权

利的限制，也是相关国家可以单方面行使何种程度的海洋科学研究的法律依据。
2. 政治原因导致的权利减损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争议方单方面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权利和义务

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并经过国际司法机构解释适用。但是，在实践中，单方面

的海洋科学研究往往会由于国际政治、外交等原因而难以实现。
争议方单方面在争议海域内进行的海洋科学研究，可能会引起其他方面强

烈的反应，从而导致单方面的海洋科学研究无法进行。有学者认为，《公约》第

74 条第 3 款和第 83 条第 3 款规定的 “不危害和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应该基

于政治和外交因素，例如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绝对具体的标准是不存在的。③

一国出于缓和地区局势的考虑，有必要告知另一方。这给单方活动的国家施加

了通知的义务，导致了根据 《公约》单方面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权利的减损。例

如，1992 年开始，菲律宾单方面邀请外国石油公司对礼乐滩开展地球物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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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① 2010 年 8 月，越南反对中国派出地震勘测船在西沙

群岛进行地震勘测。② 此类事件在南海争议海域比较频繁。
( 二) 共同海洋科研的法律基础

1.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合作原则

《公约》第十三部分第二节规定了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原则。第 123 条

规定了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应直接或通过适当区域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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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4 条第 3 款和第 83 条第

3 款规定，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未能达成划界协议之前，要求有关各国具有谅

解和合作的精神。
从上述各条规定中可以看出，《公约》多处规定体现出南海争议海域内的海

洋科学研究应秉持合作原则。有学者认为， “合作原则是共同开发的理论基

础”③。合作原则作为国际法的一般原则，使国家对共同开发负有一般性的合作

义务。④ 该理论可以类推适用到共同海洋科研领域。有学者则认为，合作原则很

难说构成了一项一般国际法规则。⑤ 即使合作义务确实在当事国之间存在，合作

的义务更多地强调行为义务，而非结果义务，即其不会对相关方的合作结果产

生强制性的要求。本文认为，合作原则虽然无法对国家间共同海洋科研的结果

产生拘束力，但因其对各国行为的约束性且作为一项一般原则，应当将其认定

为共同海洋科研法律基础中的理论基础。
2. 基于谅解和合作精神，尽一切努力作出实质性的临时安排

《公约》第 74 条第 3 款和第 83 条第 3 款均规定: “各国应基于谅解和合作

精神，尽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该条的表述相对模糊，国际司法机

构和学者对该条的解释和适用也存在不同的标准。
“尽一切努力”强调一国的行为义务; “实质性”强调该临时安排的可行性;

“临时安排”是一种不得妨害最后界限划定的过渡性的措施，包括积极利用争议

海域的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海上危机管控等领域⑥，或者暂停争议

海域内的活动。海洋科学研究作为低敏感领域，因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在实

践中较为常见。该条规定中没有对临时安排的具体内容，即结果层面的国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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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丽娜: 《南海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困境与出路》，《海南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13 年第 4 期，第 16 页。
See Ｒamses Amer: “China，Vietnam，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and Dispute Management”，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Vol. 45，2014，p. 21.
萧建国: 《国际海洋边界石油的共同开发》，北京: 海洋出版社，2006 年，第 79 页。
参见何秋竺: 《争议区域石油资源共同开发法律问题研究》，2010 年武汉大学法学博士论文，第

29 页。
参见张辉: 《中国周边争议海域共同开发基础问题研究》，《武大国际法评论》2013 年第 1 期，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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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作出规定，而是将该权利留给争议海域国家进行具体安排。有学者对 “尽一

切努力”和“实质性”作出进一步解读，认为根据国际实践，“基于谅解和合作

精神，尽一切努力作出实质性的临时安排”要求当事国实际上承担 “善意谈判”
的义务①并尽力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国家间合作机制②，简单的立法并不

能满足实质性的要求，实质性的临时安排通常包括两种形式: 临时的海域划界

和划定共同管理区域。③

在加纳 /科特迪瓦案中，国际海洋法法庭认为，在原告方没有先提出要达成

“临时安排”的合作意向时，被告方没有主动达成 “临时安排”，这种情况下并

不违反“尽一切努力做出实质性的临时安排”的义务。④ 在圭亚那 /苏里南案中，

仲裁庭认定，争议双方均违反了 《公约》第 74 条第 3 款和第 83 条第 3 款 “尽

一切努力做出实质性临时安排”的义务。仲裁庭认为，苏里南在面对圭亚那的

单方活动时采取了一种强硬态度，而不是试图在理解与合作的环境下与圭亚那

解决问题。同时，圭亚那仅通过媒体公示的方式让苏里南参与开发和勘探活动

的讨论，同样违反了《公约》的规定。仲裁庭指出 “尽一切努力做出实质性的

临时安排”包括: ( 1) 把官方的和详细的活动计划提交苏里南一方; ( 2) 与苏

里南寻找从事相关活动的合作机会; ( 3) 给苏里南提供分享勘探的成果，并且

给苏里南监视这些活动的机会; ( 4) 向苏里南提供分享从勘探活动获得的所有

财政收入的途径。⑤

本文认为，“基于谅解和合作精神，尽一切努力作出实质性的临时安排”的

规定，是对争议海域内相关国家施加的行为义务，即该规定是对各国在争议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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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的相关活动在行为层面产生拘束力的法律根据。临时安排以合作进行海洋

活动最能体现善意和对海洋资源和知识的有效利用，共同海洋科学研究因其低

敏感度和致力于人类共同利益属于临时安排中的优先选择。因此，该规定可以

视为共同海洋科学研究的法律基础。虽然没有对具体实施内容的规定，但是很

多争议海域内的国家合作将该条款列在合作协议的序言之中①，国际司法判例中

也对认定和为遵守该规定各国应尽的义务进行阐释。由此可见，该规定是争议

海域内国家做出临时安排 ( 合作的形式或者停滞的形式) 的法律基础，同时也

是共同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法律基础。
3. 南海争议海域内区域性及双边合作协定

争议海域内区域性及双边合作协定，是共同海洋科学研究具体实施的法律

基础。根据“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区域性及双边协定对参与制定的

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同时，在第三国同意的前提下，可以为其设置权利和义务。
下文将搜集南海争议海域内现存的有关共同海洋科学研究的区域性及双边合作

协定，并考察其中的具体制度规定及实施情况，为后文提出解决中国南海共同

海洋科研的路径提供理论基础。
( 1) 南海声索国共同签署的文件及参与的科研合作项目

2002 年，中国和东盟国家签署了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文件原则上同意

推动海洋合作的五个发展方向，即海洋环保、海洋科学研究、海上航行和交通

安全、搜寻与救助、打击跨国犯罪。② 2017 年 5 月 18 日，中国与东盟国家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 14 次高官会在贵阳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 “南海行为

准则”框架。同年 8 月 5 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第 50 届东盟外长会议，

正式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2018 年 8 月 2 日，中国—东盟外长会议在

新加坡举行，中国与东盟国家就“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达成一致。
王毅指出: “中国已安排最先进的海洋救助船，并配备专业搜救队伍赴南沙值班

待命，可在各国传播需要时第一时间提供海事救助服务。未来，中国还将陆续

向地区国家提供科研和气象等国际公益服务。”③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政治意义实际上大于法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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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尼日利亚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于 2001 年 为 建 立 共 同 开 发 海 域 签 订 合 作 协 议 ( Treaty
between the Federal Ｒepublic of Nigeria and the Democratic Ｒepublic of So Tomé e Príncipe on the Joint Develop-
ment of Petroleum and Other Ｒesources，in respect of Areas of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f the Two States
( signed 21 February 2001; entered into force 16 January 2003) ) ，在其序言中提到该条规定。东帝汶与澳大

利亚的合作协议 ( Timor Sea Treaty ( signed 20 May 2002，entered into force 2 April 2003) ) 在序言和第二条

中有关于该条的规定。
参见蔡鹏鸿: 《中国—东盟海洋合作: 进程、动因和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5 年第 4 期，第

16 页。
参见《南 海 行 为 准 则 单 一 磋 商 文 本 草 案 形 成》，http: / /www. 360doc. com /content /18 /0804 /18 /

43351167_ 775682765. shtml［2018－12－29］。



力。因此，中国正在积极推动 “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不管在 《南海各方行

为宣言》还是“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中，海洋科学研究的合作发展都被视为

一个重点发展领域，未来 “南海行为准则”中有关海洋科研合作的条款将成为

中国与东盟国家海洋科研合作的重要法律基础。
此外，南海权利声索国均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2014 年 8 月在厦门举行

的 APEC 第四届海洋部长会议中通过 《厦门宣言》，强调在 “海洋科技与创新”
领域建立更全面的、可持续的、包容的和互利的伙伴关系，提出推动联合海洋

科学研究及知识共享; 加强在海洋减灾和灾害应对领域的科学、技术和创新合

作; 促进研究人员交流等具体要求。①

再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设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西太分委会于 1990
年成立，致力于促进和协调国际海洋科学、海洋服务、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

海洋环境保护以及加强各国的海洋科研能力、促进各国在海洋科技领域的交

流和合作。为推动本地区海洋科技合作，我国国家海洋局组织有关单位牵头

实施了一系列地区合作项目，包括西太平洋海洋灾害对气候变化的影响项目、
季风爆发监测及其社会经济影响项目、河流沉积对南海的供给作用项目、气

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珊瑚礁的影响项目、南海海啸预警培训项目。② 这些项目

对我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实质性科技合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最后，处理南海潜在冲突研讨会由印尼于 1990 年首先在东盟成员国内部

发起。主要目标是在南海地区与会各方之间创造积极的气氛，推进合作与协

调。研讨会决定执行的项目包括: 中方牵头执行的 “南海海洋数据库与网络

建设”项目; 印尼牵头执行的 “气候变化对南海海平面上升影响的研究”项

目，同时设立特别基金以支持科研项目的进行。③ 我国代表积极参与该研讨会

进程，落实研讨会项目，充分显示了我国维护南海地区稳定、推进地区合作

的诚意和努力。但由于该研讨会为非政府间非正式会议，缺乏对各国行为的

约束力。
通过上述合作机制可以看出，目前南海区域性海洋科研合作多通过宣言的

形式确定各方合作意向，缺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虽然已经实施了一些具

体的科研合作项目，但是这些项目容易出现执行不力、缺乏资金和人员，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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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第四届 APEC 海洋部长会议厦门宣言———构建亚太海洋合作新型伙伴关系》，国家海洋局

网站，http: / /www. soa. gov. cn /xw /hyyw_ 90 /201408 / t20140828_ 33551. html ［2018－12－29］。
参见中国海洋年鉴编纂委员会: 《2011 中国海 洋 年 鉴》，北 京: 海 洋 出 版 社，2011 年，第

461—462 页。
参见大卫·L. 范登瓦格、武海灯等: 《南海与北极的区域合作: 值得借鉴的经验?》，《清华法学

评论》2012 年第 2 辑，第 9 页。



参与方积极性不强等情况。①

( 2) 南海争议海域内的双边合作协定

根据《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 ( 2011—2015) 》，我国与南海

及其周边国家低敏感海洋领域国际合作取得了诸多务实成果。在海洋科研合作

领域，通过签署合作协定、实施合作项目、设立合作基金等方式，增强了政治

互信，也提高了我国及周边国家的海洋科研能力和观测预报水平。在第一期五

年计划执行完毕后，我国于 2016 年发布《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

( 2016—2020) 》，旨在继续推动与周边国家的海洋合作，提升对海洋变化规律

的科学认知，其提出的五个发展方向，更加注重双边、多边、区域和国际海洋

科研领域的合作。②

目前，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海洋科研合作最为丰富，签订了包括 《中国国

家海洋局与印尼海洋与渔业部关于海洋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关于共同发

展中印尼海洋与气候中心的安排》、中—印尼海洋中心“科技合作备忘录”等合

作协定。同时，“南海—印尼海水交换观测” ( 中、印尼、美) 、“南海—印尼海

水交换及对鱼类季节性洄游的影响”、 “印尼爪哇沿岸上升流的潜标观测”、
“纳土纳岛海洋观测站项目”等合作项目也有序进行。

中国与越南签订了《关于开展北部湾海洋及岛屿环境综合管理合作研究的

协定》《中越海上海浪与风暴潮预报合作研究》等合作协定，成立了中越海上低

敏感领域合作专家组，这都将进一步有利于南海的合作与发展。中国与马来西

亚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马来西亚政府海洋科技合作协议》是我国与

南海周边国家签署的第一个政府间海洋科技合作协定。③ 两国还定期举行中马海

洋科技合作联委会，确定中马海洋科技合作计划。中国与菲律宾通过专家组会

议也启动了一些科研合作项目。④ 中国与文莱签订 《关于海上合作的谅解备忘

录》，但在海洋科研领域还没有具体的合作协定。此外，中国与台湾地区通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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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一直面临着资金不足和人员短缺的困难，其中西太分委会

也存在执行力不强、缺乏吸引力以及资金和人力上的局限。参见中国海洋年鉴编纂委员会: 《2009 中国海

洋年鉴》，北京: 海洋出版社，2009 年，第 482—483 页。
五大发展方向为: ( 1) 充分利用已建立的双、多边海洋合作机制，推动海上合作项目的实施，

继续拓展与主要海洋国家的合作，建立广泛的海洋合作伙伴关系; ( 2) 以双边和多边框架下的联合调查、
联合研究、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等为主要形式，鼓励涉海机构之间和科研人员之间针对《框架计划》所确

定的领域开展合作研究和交流; ( 3) 支持双边、多边联合建立并运行研究中心或实验室、联合运行科学

考察船、联合支持建立并运行区域海洋观测系统、预警报系统，以及海洋信息共享平台，鼓励联合开展

技术集成和应用; ( 4) 深化与国际组织和国际计划的合作，支持国际组织、国际计划开展与《框架计划》
密切相关的活动，鼓励中外科研机构和大学科研人员在国际组织或国际计划框架下联合发起并实施合作

项目; ( 5) 利用中国政府海洋奖学金，提供面向参加《框架计划》合作国家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奖学

金，支持开展专业培训和博士后研究与实践。
参见中国海洋年鉴编纂委员会: 《2010 中国海洋年鉴》，北京: 海洋出版社，2010 年，第 414 页。
包括赤潮对比研究、南海台风风暴潮的分析及预报、海洋环境污染容量研究等合作项目。



讨会的形式，确定了未来海洋科技合作的愿景。①

通过以上列举，南海海域双边合作和区域性海洋科学研究合作有以下特点:

其一，不管是双边合作还是区域性合作机制均未明确具体的合作海域，通常指

出为南海某海域及周边海域，无法得知某些具体合作项目中是否涉及争议海域;

其二，双方及区域性的合作通常通过框架协定、专家组会议、研讨会及相互间

的出访活动确定合作项目或者达成合作意向，对合作方的约束力较低，缺乏机

制化建设; 其三，尚未形成区域性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作协定。
4. 南海声索国国内立法

国家立法可以作为争议海域内共同海洋科研的法律基础，对本国科研组织

签订合作协定，进行合作科研行为具有约束力。中国有关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的

制度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海及毗连区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之中。其中的

同意制度、审查程序、监督制度等，是我国参与争议海域内海洋科学研究合作

的重要法律依据。同样，南海争议海域其他声索国在进行海洋科研合作时，也

需要遵守本国有关海洋科学研究的规定。例如，越南 《海洋法》第 36 条，规定

了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的同意制度及需要遵守的相关规定。② 马来西亚 《专属经济

区法》第四部分专门规定了海洋科学研究的相关制度，包括同意制度及马来西

亚对此科研享有参与权与监督权。菲律宾也已设立大量涉及海洋科学研究的政

府部门、研究机构和其他组织，并明确了各个机构需要遵循的规定。③

国内立法作为南海争议海域共同海洋科研必不可少的法律依据，可能会导

致最主要的法律问题是: 各国关于海洋科学研究的行政管理制度极可能导致申

请成本和时间成本的增加，尤其当涉及争议海域时各国均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导致更加复杂的审批程序。
( 三) 第三方在争议海域内进行海洋科研的法律基础

在南海争议海域进行海洋科研的第三方，是指未在南海争议海域提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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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3 月 27 日至 4 月 3 日，首届海峡两岸论坛在台北召开，双方对未来海洋科技与管理方面

的合作表达了高度的兴趣，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为未来两岸海洋领域相关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参

见中国海洋年鉴编纂委员会: 《2011 中国海洋年鉴》，北京: 海洋出版社，2011 年，第 467 页。
越南《海洋法》第 36 条，海洋科学研究: “1． 在越南海域内从事科学研究的外国船舶、组织、

个人必须持有越南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许可证，保证越南科学家能够参与，并且必须向越南方面提供各

种资料、原始标本和各种相关的科研成果。2． 在越南海域内从事科学研究时，船舶、组织、个人必须遵

守下列规定: ( 1) 具有和平目的; ( 2) 使用相应的、符合越南法律和相关国际法规定的方式和设备从事

科研活动; ( 3) 对依照越南法律和相关国际法规定在海上从事的各种合法活动不能造成妨碍; ( 4) 越南

国家有权参与在越南海域内从事的科学研究活动，并且有权分享从这些科研、考察活动中获得的各种资

料、原始标本，使用和开发各项科研成果。”
See Ｒogelio Cabrera Camaya，“The Consent Ｒegime for MarineScientific Ｒesearch in the Philippines”，

Ocean L. ＆Pol'y Series，Vol. 4，2000，pp. 23－31.



主张的国家，通常为海洋科研实力及经济实力强国。这些国家在争议海域内进

行海洋科研的法律基础为 《公约》中有关海洋科学研究部分的规定，沿海国有

关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的法律规定，以及与争议海域内国家签订的合作协定。
第三方的参与在为争议海域海洋科学研究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可能产生一系

列的法律问题，在未与争议海域内相关国家达成合作协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出

现: ( 1) 争议海域各沿海国对第三方海洋科研的监管可能会出现各国争夺管辖

权的情况，也可能存在管辖权的漏洞。① 由此可能对沿海国的国家安全产生影

响。( 2) 若第三方仅征求争议海域内某一国的同意，则构成对该国在争议海域

内权利的承认，从而可能影响后续海洋划界，激化争议海域内的矛盾。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在争议海域内争议海域权利主张国有权进行

单方面的海洋科学研究，但可能因为受到较大的政治阻挠而无法进行。争议方

在争议海域内的海洋科研合作有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支持，而合作的模式也是第

三方参与争议海域内海洋科研的最佳方式。目前在南海争议海域内的合作机制

存在的一个较大的问题是，对各国合作的实质性法律约束比较薄弱。下文将通

过借鉴其他海域内海洋科研合作经验，设计南海争议海域内的合作协定。通过

法律的形式明确各国的权利和义务，保障争议海域内海洋科学研究的顺利、持

续进行。

三、南海争议海域海洋科研合作机制的法律构建

南海争议海域海洋科研合作机制的法律基础构建，主要涉及该协定的适用

范围、海洋科研的定义和具体制度等三方面内容。下面通过借鉴其他海域的合

作经验，分别针对合作协定构建中的各个问题进行分析。
( 一) 南海争议海域区域性海洋科研合作协定的适用范围

南海海洋科研合作协定的构建，包括对适用的地域范围的界定和对适用的

成员范围的界定。地域范围的确定: 因南海涉及较多的争议方，争议海域的范

围应当通过涉及争议的两国间或多国间分别谈判分别划定。在此基础上确定该

协定适用的地域范围时还应当考虑两点因素: ( 1) 南海争议海域的各国在谈判

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国内政策及域外因素的影响导致谈判难以进行; ( 2) 因海

洋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为获取全面的海洋科研成果需要对争议海域及相关海域

进行全面的研究。在考虑到以上两点因素后，可以对南海争议海域海洋科研合

作协定适用的地域范围进行适当模糊化的处理，以促进协定的达成。通过考察

《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定》，有学者指出，因北极国家存在未完成海洋划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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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叠区域，外大陆架界限也未予明确，因此该协定对海洋科研适用的地域范

围进行模糊化处理。①

在该协定附件 1 中表述为适用该协定的海域范围包括 “……地区及相邻海

域”，同时规定“本协定的任何内容均不影响任何海洋权利的存在或划定或根据

国际法划定国家之间的任何边界”。② 在确定南海争议海域区域性海洋科研合作

协定适用的地域范围时也可以采用类似的规定，通过模糊化的处理一方面在确

保不损害各方利益的情况下推动谈判的进行，另一方面也符合海洋科研自身的

特点。
对于成员范围的确定，本文认为，南海争议海域区域性海洋科研合作协定

应当将所有南海权利主张方纳入，包括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文莱。在此范围内各国通过协商确定相关海域内具体的海洋科研制度。
该成员范围的确定是吸取 《日本和韩国关于共同开发邻接两国的大陆架南部的

协定》的教训，日本与韩国经过十几年的艰苦谈判签署了该协定，但由于东海

大陆架属于中国主权权利范围，在此区域建立 “日韩共同开发区”是对中国主

权权利的严重侵犯，因而该协定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③ 由于南海争议海域涉

及不同国家、多个国家间的多种争议，因此为了保证南海争议海域区域性海洋

科研合作协定的合法性，也为了提高谈判效率，应当将南海争议海域内各声索

方纳入该协定。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区域内各方海洋科研合作水平和各方间的信

任，另一方面，在协定达成的过程中，相对限制域外国家的参与可以防止将区

域问题国际化。
( 二) 海洋科学研究的范围界定

如同前文所述，海洋科学研究的范围可以借鉴其他海洋科研组织的规范模

式，以海洋科研的目的为依据确定其范围。其目的应包括，为和平目的和全人

类的利益。在南海争议海域应当补充更加具体的内容，包括: 为缓解南海紧张

局势，促进各国海洋科学技术发展，增强对海洋的了解为目的的科学研究活动，

以此确定海洋科学研究的范围。
( 三) 南海争议海域区域性海洋科研合作的具体制度构建

南海争议海域各权利主张国均为 《公约》的缔约国，因此在具体制度构建

中应当符合《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同时也应协调各国涉外海洋科研制度，形

成适合于本地区的海洋科研制度。下面通过介绍各个地区海洋科研合作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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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为南海争议海域海洋科研合作的具体制度构建提供思路。
中日针对争议海域内的海洋科学研究，通过协商签署协定规定了 “争议海

域海洋科研提前通知”制度，包括应当提前两个月进行通知、通知研究机构的

名称和科研船舶名称、研究目的和内容、科研时间和区域等方面。① 日本和韩国

在争议海域进行海洋科研也采用了类似的制度。② 该制度的设立，是在双方低层

次的合作基础上进行的，不具有长期性，也不能体现双方为共同利益实现对争

议海域的研究，各方进行海洋科研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对争议海域的权利主张。
在南海争议海域海洋科研合作的制度安排中应当摒弃该制度，采取一种更加深

入的合作模式。在此前提下，《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定》中的相关规定更值

得借鉴。
《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定》对科学活动的制度安排做出了具体规定。主

要包括: ( 1) 各缔约方根据 《公约》的规定协助处理海洋科学研究的申请，此

规定对同意制度在区域性海域的适用方法提供了思路; ( 2) 为符合国际法的参

与者进入相关区域提供便利，为人员、设备和材料的进出提供便利，为参与者

提供研究、运输和储存基础设施和后勤服务的便利条件。本协定从各方面规定

了对符合条件的参与方应当尽最大努力给予帮助; ( 3) 加强与促进与非缔约方

的合作，并与非缔约方合作采取与本协定所属措施相一致的措施; ( 4) 缔约方

应酌情根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程序和政策，保护和公平分配知识产权，并促

进有关科学信息的获取; ( 5) 为各个教育水平的学生和科学家提供教育、职业

发展和培训的机会，鼓励参与者利用传统和当地知识并与有传统和当地知识的

人员进行沟通和合作; ( 6) 规定了缔约方通过直接谈判解决与本协定的适用或

解释有关的任何争端。③

本文认为，在构建南海争议海域区域性海洋科研合作协定时，可以借鉴

《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定》中的具体制度安排，以解决目前在南海海洋科研

合作中存在的问题。目前南海海洋科研合作中有关具体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主

要为: 因缺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导致各方的合作协定多集中在框架性或

原则性层面，缺乏进入具体项目的途径; 在执行具体海洋科研项目时因合作协

定的约束力不强，经常出现项目停滞的情况; 第三方参与争议海域海洋科研存

在较大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南海争议海域海洋科研合作协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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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方及第三方申请海洋科学研究时面临的 “同意制度”。该协定可以借鉴 《加强

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定》中 “协助处理研究国申请”的做法。具体来说，各国

可以派代表组成委员会协助处理海洋科研申请，同时，该协定可以统一规定各

国处理申请的时间，防止因行政程序导致时间的浪费。其次，对于之前已经在

进行的科研项目，该协定中应当通过各个方面的规定尽可能提供保障海洋科研

顺利进行的便利条件。再次，完善科研成果的公开系统，通过建立网络数据库

等方式保障各国获取相关信息。最后，通过直接谈判解决争端的机制。

五、结 语

南海问题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中不容忽视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域外

大国的不断干预，南海局势也呈现出复杂化和国际化的趋势。我国在争议海域

虽不断释放出牵头南海区域合作的信号，但各国间的合作仍然障碍重重。因此，

为增进各国间信任的低敏感领域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以和平目的和增进全人

类利益的海洋科研合作需要进一步得到南海周边各国的重视。
根据《公约》及国际司法机构的判例可知，争议相关国有权在争议海域内

单方面进行不造成物理性改变的海洋科研活动，但该活动通常会受到其他争议

相关国家的阻碍，甚至被域外国家利用而遭受国际社会谴责。因此，单方面进

行海洋科研活动虽然可以作为对该海域享有相关权利和管辖权的证据，但并不

是保证争议海域利用价值和缓解区域紧张局势的最优方案。《公约》鼓励各国在

海洋科学研究领域的合作，在搁置各国争议的基础上加强对相关海域的认识，

分享相关的智力成果，促进各国的科研水平。
目前南海争议海域海洋科研合作的法律基础并不完善，除了 《公约》中规

定的“合作原则”和“尽一切努力做出实质性的临时安排”对争议相关国的行

为义务作出规定外，各国间及区域性的合作通常为原则性或框架性的合作安排，

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导致南海争议海域的海洋科研合作无法受到法律的保障，

从而经常因为一国国内政策的原因而停滞。
因此，通过借鉴其他地区的海洋科研合作安排，设计出适合于南海争议海

域的区域性海洋科研合作协定，其中包括注重对申请国的协助、为研究国提供

便利、完善对域外国家参与科研合作的制度、知识产权共享等方面，显得尤为

重要。构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海洋科研合作协定，将有利于保证争议海域内海

洋科研的稳定性，从而加强南海各国间的信任程度，为南海问题的解决和南海

局势的健康发展打下基础。
［责任编辑: 李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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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fundamental spirit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principle of“fairness and justice”to achieve the final result. However，several ad-
justments will result in the continental shelf beyond 200 nautical miles of one party overlapping
with the economic zone of the other party. In the issue of adjudicating the“grey zone”effect，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
tinental Shelf have flexibly dealt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vereign rights of the conti-
nental shelf beyond 200 nautical miles and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olving the overlap-
ping issue in the“grey zone”through separating the rights and guaranteeing the rights of the
parties. This success will also affect the resolution of the“grey zone”in the future seafront
boundary disputes or coastal border disputes between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Legal Basis and Mechanism Construction for Joint Marine Scientific Ｒesearch in
the Disputed Sea Area of the South China Sea / Wang Yu and Zhang Yanqiang / 54

Ｒecently，although the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generally stabilized，the neg-
ative factors that have caused the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o heat up again have not
been fundamentally eliminated. Therefore，disputed countriesin the South China Sea still need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the low－sensitivity areas to enhance mutual trust. In
the disputed areas of the South China Sea，there are unilateral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con-
ducted by disputed parties，joint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con-
ducted by a third－party. All these activities have their legal basi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legal basis of various methods of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prac-
tice，it is found joint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is the most ideal way in disputed areas，but its
legal basis is still weak in practice. Therefore，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joint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this paper argues that a legally binding regional marine scientific coopera-
tion agreement in the disputed area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 of U. S. and Vietnam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Perspec-
tive of Indo－Pacific Strategy: Path，Goal and Effect / Cheng Hanping / 72

The U. S. has officially released the 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Strategy in January，2019
after the successive release of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and the
Nuclear Posture Ｒeview，which has been firstly published in eight years. These reports
clearly and publicly list China and Ｒussia as adversaries to U. S. ，restart the cold war think-
ing of zero－sum game. Under the Strategy，the U. S. military implemented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rump Administration，and interacted with Vietnam in areas of military，law，di-
plomacy，economy and trade，public opinion and marine development，reflecting they put a
high value on US－Vietnam relations in the new geo－political context. Although U. S. and
Vietnam have different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their interaction will have grea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rea.

Ｒ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Por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time Commun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
Zhang Ersheng and Li Xuejing / 85

The announcement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behalf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at Hainan is a free trade area and support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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