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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12日“如约”
公布所谓“裁决”。 裁决书的“满纸专业术
语”，掩不住仲裁案“一派荒唐谎言”的实质。

骗术一：鼓吹“仲裁庭公平公正”
2013年1月，菲律宾依据《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五部分及
附件七,就中菲有关南海问题针对中国单方
面提起仲裁。菲律宾提出仲裁事项中最重要
的内容之一，是请求仲裁庭对其声称的“中
国占领或控制的”南海岛礁的性质和海洋权
利进行判定。菲律宾主张，中国依据南海若
干岩礁、低潮高地和水下地物提出的200海
里甚至更多权利主张与《公约》不符。

仲裁庭认为，判定岛礁自然属性和依据
岛礁自然属性判定其应有的海洋权利符合
《公约》规定的管辖权，因此仲裁庭有权受理。

但事实是，脱离了岛礁主权谈海洋权利
纯属无稽之谈。路人皆知的是，菲律宾所提
的岛礁法律地位仲裁事项的本质是中菲之
间关于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争端，同时
涉及海域划界争端。前者不属于《公约》调整
范围， 后者已被中国于2006年的排除性声
明所排除，两者均排除了《公约》强制争端解
决程序的适用性。

既然《公约》在解决南海争端问题上已
不具备适用性，仲裁庭拿什么来仲裁？

骗术二：污指“中国违反国际法”
对于南海仲裁案，中国政府多次表明不

接受、不参与、不承认的立场。但美国等一些
国家借此给中国扣上一顶“不遵守国际法”
的大帽子，四处唾沫横飞。

事实是，遵守国际法从来不意味着要去

执行一个枉法在先的仲裁庭做出的裁决。
仲裁庭枉法有三：
其一，南海岛礁争端并非没有解决机制，

有关当事国与中国之间长期建立有对话渠道
与平台。仲裁庭把《公约》强制凌驾于受国际
法保护的既有和平对话框架之上， 构成了对
国际法的严重破坏和对地区和平对话机制的
肆意践踏。仲裁庭本身，在破坏国际法。

其二，中国政府2006年依据《公约》第
298条做出的排除性声明合法有效，排除性
声明已将涉及海域划界、历史性海湾或所有
权等方面的争端排除在《公约》强制争端解
决程序之外。 仲裁庭强行推进仲裁程序，是
对中方排除性声明的肆意践踏。

其三，任何国际裁决，最终目的都是用
和平方式解决分歧与矛盾、 推动和平与发
展。自有仲裁案以来，南海局势更加复杂，外
部势力频繁介入，海上安全紧张加剧，周边
国家分歧趋多，地区民生受到波及。仲裁庭
实质性违反了维护地区和平的法律规则与
秩序。

骗术三：谬说“中国威胁航行自由”
在给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站台吆喝时，

美国喊得最声嘶力竭的一句话就是“航行
自由”。目前，每年大约有十万艘各类船只
安全通过南海。美国在大谈南海“航行自
由”的同时，举不出一例证明在350万平方
公里的南海水域，何时、何地、谁的正常航
行和飞越活动曾遇到过问题。

事实上，美国所谓的“航行自由”，是
美军的“航行自由行动”，是一种霸道与傲
慢，是对《公约》“航行自由”的滥用，挑衅
沿海国的主权和安全， 危害国际海洋秩

序，有损地区和平稳定。
相比美国人空喊自由，中国，作为南海

最大沿岸国，自古以来，为维护南海这条世界
经济贸易海上大动脉的畅通， 付出了巨大的
努力。汉代、南朝、北宋、元朝均设有专门的水
师和舟师在南海水域“专掌巡海，有警辄行申
报”。南海航行自由已然成型之时， 美洲的原
住民还在用独木筏穿梭于密林水道。

骗术四：反诬“中国分裂东盟”
今年4月，新加坡《海峡时报》援引两位

新加坡外交官的话，指称中国与文莱、柬埔
寨、老挝等国在南海问题上达成四点共识属
于“分裂东盟”之举。此后，一些美国媒体如
获至宝，把论调当“标签”，随手乱贴。一些媒
体称中国正在分裂亚洲，一些媒体制造中国
在东盟内部搞分裂的舆论氛围。

客观上，南海问题的激化确实在东盟内
部造成了不和谐，但这种“裂化”，最直接的
导火索，是南海仲裁案；最直接的操刀手，是
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而更深层的操盘
手，恐怕另有其人。

看看冷战时期的拉美，看看美国在自己
“后院”里捣鼓的那些事儿，手法伎俩如出一
辙。 为了让东盟国家反对中国的南海主张，
美国自去年底的东盟峰会就已开始布局，今
年初邀请东盟国家领导人赴美，举行了一场
华美的“美国-东盟峰会”，试图骗诱东盟国
家领导人在各个场合形成一致意见，施压中
国。但会后东盟发表的联合声明让美国大跌
眼镜，东盟在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立场上没
有根本改变。

是谁在威胁东盟区域安全和安全合作
机制，不言自明。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 � � �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13日发表《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
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
皮书。

白皮书2万余字，除引言外，共包括
南海诸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菲南海有
关争议的由来、 中菲已就解决南海有关
争议达成共识、 菲律宾一再采取导致争
议复杂化的行动、 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
政策等五部分。

白皮书说，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已
有2000多年历史。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
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最早并持
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
行使主权和管辖。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
程中确立的， 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承认，具
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白皮书指出，中菲南海有关争议的核
心是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
岛礁而产生的领土问题。从历史和国际法
看，菲律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
张毫无根据。此外，国际海洋法制度的发
展导致中菲出现海洋划界争议。中菲两国
曾就妥善处理海上争议进行多次磋商，就
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达成共识，并
在双边文件中多次予以确认。

白皮书说，菲律宾时任政府2013年单
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违反中菲通过双
边谈判解决争议的协议， 侵犯中国作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缔约国自主选择争
端解决方式的权利，滥用《公约》争端解决
程序。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南海仲
裁案仲裁庭自始无管辖权，所作出的裁决
是无效的，没有拘束力。中国在南海的领
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仲
裁裁决的影响。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
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以仲裁裁决为基础
的主张和行动。

白皮书强调，中国一贯遵守《联合国
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定维护和促进国
际法治，尊重和践行国际法，在坚定维护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同
时，坚持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坚持通
过规则机制管控分歧，坚持通过互利合作
实现共赢， 致力于把南海建设成和平之
海、友谊之海和合作之海。白皮书表示，中
国坚持与地区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
定，坚定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
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积极倡导域外国家尊
重地区国家的努力，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国坚持通过谈判
协商解决争议

一场围绕南海的骗术
� � � �中国军队将坚定不移捍卫国家主权。 图为我军某护卫舰大队新型轻型护卫舰成功实射导弹。 新华社发

� � � � 据新华社海口7月13日电 13日8时30分、8时40分，
中国政府征用的南方航空公司、 海南航空公司两架民航客
机先后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起飞， 经过近2个小时的飞行，
分别于10时29分、10时28分在美济礁新建机场和渚碧礁新
建机场平稳着陆并于当日下午返回海口，试飞成功。

至此，我国已在永暑、美济、渚碧礁各建设了1座机
场并投入使用。 南海上空是国际航班飞行最为繁忙的
空域之一，这些机场投入使用后，可大幅提升南海地区
空中交通服务能力，并提供航空气象、紧急备降、海难救
助、海洋监测、环保科考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另据交通运
输部信息，我国在华阳、赤瓜、渚碧、永暑礁先后建成了
4座大型多功能灯塔并投入使用，美济礁灯塔主体工程
也即将建成。据了解，按照国家二级医院标准建造的永
暑礁医院已于今年6月底正式启用。

南沙美济礁渚碧礁
新建机场试飞成功

� � �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
庭12日作出非法无效的所谓最终裁决。 海外华侨华人
对这一非法仲裁结果极为愤慨、 强烈谴责。 他们指出，
仲裁结果歪曲事实， 并表示坚决支持中国政府不接受、
不参与的立场， 捍卫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社团维护和平与正义行动委员
会发表声明说， 南海仲裁是对国际公理的挑战， 强烈
反对这一歪曲事实的仲裁， 坚定地站在维护中华民族
核心利益和海外华人核心权益的中国政府一边。

瑞士侨界发表联合声明说， 任何挑起对抗、 引发
争端和促使问题复杂化的做法不仅于事无补， 而且最
终结果也必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海外华侨华人:

南海仲裁
是对国际公理的挑战

国新办发表中菲南海争议白皮书

� � � �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3日表
示，中国不承认菲律宾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不仅是在维护
自身正当权利，也是在捍卫国际法治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
结果公布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言人称，联合国在南海
仲裁案法律和实体问题上不持立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中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是联合国推进
国际法治的重要倡导者和忠实践行者。中国不接受、不参与
菲南海仲裁案，不承认有关非法裁决有充分的法理依据。

“中国不仅是在维护自身正当权利，也是在捍卫国际
法治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必将得到全世界秉持公平正义
的国家和组织的理解与支持。”他说。

陆慷表示，中国将一如既往，恪守《联合国宪章》所确立
的宗旨和原则，在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基础上，
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有关争议。

外交部：

中国不承认非法裁决
是在捍卫国际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