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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
中国不接受“裁决”
是维护国际法的举措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2 日下
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欧洲理事会主
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共同主持第十八次中国欧盟领导
人会晤。

李克强强调，中欧务实合作
是互利共赢的。如期终止在反倾
销调查中对中国使用“替代国”做
法，是欧盟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议定书》第15条中承诺的义务，
不取决于任何欧盟成员国的国内
标准，不应同其他问题挂钩。双
方开展合作都要遵守国际规则，
信守承诺，对于出现的其他问题，
应该通过对话谈判协调政策，妥
善解决。

在谈到南海问题时，李克强
表示，中国政府不接受、不承认菲
律宾南海仲裁案的所谓“裁决”，
这是维护国际法的举措。作为直
接当事国，中方最关心并致力于
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将继
续根据《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规
定，依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
平解决有关争议。希望欧方在这
一问题上坚持客观和中立。

习近平：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领土

国家主席习近平 12 日在钓
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八
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的欧洲理
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
席容克。

习近平指出，中国欧盟构建
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
关系的共识正在落地生根。双方
在重大国际事务上保持着战略对
话，共同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促
进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努
力，在加强中欧各自发展战略对
接方面达成重要共识并付诸行
动。中欧双方要不断深化互利共
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强调，中欧要用大智慧
增强战略互信，最根本的是要抓住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
然趋势，抓住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
展的共同诉求，坚持走合作共赢之
路。中方支持欧盟和欧洲一体化
进程的政策不会改变，乐见繁荣和
稳定的欧盟和英国，愿同欧方继续
携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中欧要
用大视野拓展合作。欢迎欧方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双方要加
强发展战略对接，加强交流互鉴和
互利合作，推动彼此合作迈向更高
端。中欧要用大胸怀化解难点问
题。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和减
少分歧。

习近平强调，南海诸岛自古
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南海
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
况下不受所谓菲律宾南海仲裁案
裁决的影响。中国不接受任何基
于该仲裁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
国一贯维护国际法治以及公平和
正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
国坚定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
定，致力于同直接有关的当事国
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
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
有关争议。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2日就日

本外务大臣有关菲律宾南海仲裁

案最终裁决表态答记者问时表

示，希望日方能真正从中日关系

和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出发，反思

在南海问题上煽风点火的做法，

停止插手和炒作南海问题，不要

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有记者问，日本外务大臣就

仲裁庭公布最终裁决称，根据《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裁决

为最终结果，对当事国具有法律

约束力，当事国有必要接受裁决，

并称强烈期待当事国接受裁决。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我们注意到了日方

的表态。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

单方面提起并执意推进南海仲裁

案，目的是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

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掩盖菲律宾

非法侵占中国领土的事实。众所

周知，仲裁庭的组成是由国际海

洋法法庭前任庭长、日本籍法官

柳井俊二一手操办的。而柳井俊

二同时担任安倍晋三安保法制恳

谈会会长，协助安倍解禁集体自

卫权，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束

缚。从此可以看出，仲裁庭从成

立之初就已政治化了。该仲裁庭

的成立就不具有合法性，其越权

审理并做出的所谓裁决是非法

的、无效的。中方已多次阐明不

接受、不参与仲裁案，不接受、不

承认所谓裁决的坚定立场。

中国外长王毅 12 日就所谓
南海仲裁庭裁决结果发表谈话，
全文如下：

今天，一个临时组建的仲裁
庭，就菲律宾前任政府单方面提
起的南海仲裁案作出所谓裁决，
企图损害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就此，中国外交部
已经发布声明，表明中方不接受、
不承认仲裁裁决的严正立场。同
时，中国外交部还受权发布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郑
重阐述了中国在南海享有的领土
主权和海洋权益。在此基础上，
我愿进一步阐明中方的态度：

第一，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
就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
剧，这一本质必须予以彻底的揭
露。

菲律宾前任政府在某些域外
势力的策划操纵下，不经当事方
同意，背弃通过双边谈判协商解
决争端的协议，违反《南海各方行
为宣言》中的承诺，单方面提起所
谓仲裁案。其目的显然不是为了
妥善解决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争
议，而是意在侵犯中国的领土主
权和海洋权益，损害南海地区的
和平与稳定。对于这样一个程序
和法律适用牵强附会，证据和事
实认定漏洞百出的仲裁案，中国
人民根本不会接受，国际上一切
主持公道的人们也都不会认同。

第二，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
裁，是在依法维护国际法治和地
区规则。

国际法赋予各国自主选择争
端解决方式的权利；《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规定成员国有权排除强
制性管辖程序；中国与东盟十国
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明文
规定应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谈

判来解决具体争端。因此，中国
选择不接受、不参与仲裁，具有充
分的法理依据，符合国际海洋法
制度规范，完全是在依法行事。

仲裁庭作出的所谓裁决侵
犯了中方的合法权利，挑战了尊
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法准
则，损害了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
严肃性和完整性，冲击了以《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为基础的地区
规则。仲裁庭的成立缺乏合法
性，对本案不具管辖权，其裁决
明显扩权、越权，不可能产生任
何法律效力。

我尤其要指出的是，已经有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有识之士，尤
其是国际法律界人士对此案表明
了担忧和质疑。60多个国家公开
理解和支持中方的立场和主张，
这些正义的声音，国际社会应当
倾听。

第三，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
权和海洋权益拥有坚实的历史和
法律根基，不受所谓仲裁庭裁决
的影响。

中国政府今天发布的声明，
再次阐明了中国在南海所拥有的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包括中国
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中国基于
南海诸岛主权拥有内水、领海、毗
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
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

我要在此强调，中国在南海
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是今
天才提出来的新主张，包括南海
断续线在内，都是在长期历史过
程中形成的客观事实，为历届中
国政府所坚持。任何势力企图以
任何方式贬损或否定中方的领土
主权和海洋权益，都将是徒劳
的。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
上，中国不会接受任何未经中方
同意的第三方解决方式，不会接

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解决方案。
这个充满争议和不公的临时仲裁
庭代表不了国际法，代表不了国
际法治，更代表不了国际公平与
正义。

第四，中国将继续致力于通
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端，维护
好本地区的和平稳定。

作为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地
区和平的维护者，中国将继续坚
持依据国际法，通过直接当事方
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端；坚持维
护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
由；坚持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
行为宣言》，并在此框架下推进

“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
仲裁案以及由此引发的恶意

炒作和政治操弄，将南海问题带
入了一个加剧紧张对抗的危险境
地，完全不利于维护本地区的和
平稳定，完全不符合中菲两国、地
区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利
益。现在，这场闹剧已经结束，是
回到正确轨道的时候了。

中方注意到菲律宾新政府最
近做出的一系列表态，包括愿同
中国就南海问题恢复协商对话。
中方乐见菲律宾新政府以实际行
动展现改善中菲关系的诚意，同
中方相向而行，妥善管控分歧，推
动中菲关系尽快重回健康发展的
轨道。

最后，我愿重申，发展与周边
国家的睦邻友好，是中国持之以
恒的既定方针；维护本地区的和
平稳定，是中国当仁不让的国际
责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
国坚定不移的战略选择。中国，
将为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法
治的公平正义、促进人类的和平
与发展事业，继续做出自己应有
的贡献。

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单方面
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
（以下简称“仲裁庭”）于2016年7
月12日作出的裁决，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交部郑重声明，该裁决是
无效的，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
受、不承认。

仲裁庭妄言
中国九段线无“法律依据”

建立在菲律宾共和国阿基
诺三世政府非法行为和诉求基础
上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12日就
涉及领土主权及海洋划界等仲裁
庭本无管辖权的事项作出了非法
无效的所谓最终裁决。

仲裁庭无视历史性权利属于
习惯国际法调整事项的国际法原
则，非法裁定其对当事双方涉及
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和海洋权利渊
源的争端具有管辖权，并得出无
效结论称“并无证据显示历史上
中国对该水域或其资源拥有排他
性的控制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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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岛礁地位，仲裁庭罔顾
领土主权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调整事项、中国已将涉及海
洋划界争端排除强制仲裁、岛礁
地位及其海洋权利与海洋划界密
不可分的事实，得出荒谬结论称

“南沙群岛无一能够产生延伸的
海洋区域”、“南沙群岛不能够作

为一个整体共同产生海洋区域”。
仲裁庭还无视中国对南海诸

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主
权的历史事实，对中国在南海行
为的合法性妄加裁决。

国防部：
中国军队将应对各种威胁挑战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12
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不论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结果如何，中
国军队将坚定不移捍卫国家主
权、安全和海洋权益，坚决维护地
区和平稳定，应对各种威胁挑战。

有记者问，中国海军近期在
南海举行大规模演训活动，外界
普遍认为此次演习与菲律宾南海
仲裁案结果有关。国防部对此作
何评论？

杨宇军表示，中国海军日前
在南海开展的演训活动，是根据
年度训练计划做出的例行性安
排。演习针对海上可能出现的情
况，立足打赢信息化海上局部战
争，开展实兵检验性训练，旨在提
高海军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

杨宇军强调，关于菲律宾南
海仲裁案，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
贯的、明确的。不论仲裁结果如
何，都不会影响中国在南海的主
权和权益。不论仲裁结果如何，
中国军队将坚定不移捍卫国家主
权、安全和海洋权益，坚决维护地
区和平稳定，应对各种威胁挑战。

菲南海仲裁案所谓最终裁决公布 中方强调 不接受不承认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时表示

中国军队将坚定不移捍 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2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对于国际法

“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投机做法

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美国

口口声声以海洋法治的维护者自

居，要求其他国家遵守国际法，但

对自己和所谓盟友打开违法之

门，长期以来对其盟友非法侵占

中国岛礁视而不见。你对此有何

评论？

陆慷说，在美国实施所谓的

“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前，南海地

区虽然也有争议、有关国家间也

有分歧，但总体是非常平静、非

常和平的。就是在美方推行所

谓的“再平衡”之后，情况发生了

变化。

他说，美国某些人口口声声

以海洋法治的维护者自居，但却

在《公约》达成34年后仍拒不批准

《公约》；口口声声要求别国接受

第三方争端解决方式，自己却避

而远之，甚至拒不接受国际法院

这一联合国最主要的司法机构作

出的判决和命令。这种对于国际

法“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投机做

法，严重侵蚀国际法的权威性、严

肃性和有效性，这才是危险的，值

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台当局称绝不接受
所谓南海仲裁结果

针对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
庭12日作出的所谓裁决，台湾当
局领导人幕僚机构当日傍晚表
示，绝不接受，主张此裁决不具法
律拘束力。

台当局领导人幕僚机构表
示，相关仲裁结果，尤其对太平岛
的认定，已严重损及对南海诸岛
及其相关海域的权利，绝对要捍
卫领土与主权。关于南海争议，
应通过协商，共谋和平解决。

美济礁渚碧礁新机场
校验飞行成功实施

2016年7月12日，中国政府
征用中国民航飞行校验中心一架
塞斯纳CE- 680型飞机分别对南
沙群岛美济礁、渚碧礁新建机场
成功实施了校验飞行。

王毅外长发表谈话：

南海仲裁案是一场政治闹剧

为重申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
权和海洋权益，加强与各国在南
海的合作，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一、中国南海诸岛包括东沙
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
群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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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在南海的领
土主权和相关权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
收复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曾非法侵
占的中国南海诸岛，并恢复行使主
权。中国政府为加强对南海诸岛的

管理，于1947年审核修订了南海诸
岛地理名称，编写了《南海诸岛地理
志略》和绘制了标绘有南海断续线
的《南海诸岛位置图》，并于1948年
2月正式公布，昭告世界。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
10月1日成立以来，坚定维护中
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
益。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关于领海的声明》、1992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法》以及 1996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的决定》等系列法
律文件，进一步确认了中国在南

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三、基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

府的长期历史实践及历届中国政
府的一贯立场，根据中国国内法
以及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
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南海的领土
主权和海洋权益包括：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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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
水、领海和毗连区；

（三）中国南海诸岛拥有专属
经济区和大陆架；

（四）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
权利。

中国上述立场符合有关国际

法和国际实践。
四、中国一向坚决反对一些

国家对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
非法侵占及在中国相关管辖海域
的侵权行为。中国愿继续与直接
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
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
和平解决南海有关争议。中国愿
同有关直接当事国尽一切努力作
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包括在相
关海域进行共同开发，实现互利
共赢，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五、中国尊重和支持各国依
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
越自由，愿与其他沿岸国和国际
社会合作，维护南海国际航运通
道的安全和畅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

外交部：
裁决无效 不接受不承认

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单方面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以下简称“仲裁庭”）于2016年7月12
日作出的裁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郑重声明，该裁决是无效的，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一、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共和国时任政府单方面就中菲在南海的有关争议提起仲裁。2013年2
月19日，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此后多次重申此立场。2014年12月7
日，中国政府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指
出菲律宾提起仲裁违背中菲协议，违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违背国际仲裁一般实
践，仲裁庭不具有管辖权。2015年10月29日，仲裁庭作出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的裁决。中国政府当
即声明该裁决是无效的，没有拘束力。中国上述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

二、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目的是恶意的，不是为了解决与中国的争议，也不是为了维护南海的和
平与稳定，而是为了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提起仲裁的行为违反国际法。一
是菲律宾提起仲裁事项的实质是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有关事项也必然涉及中菲海洋划
界，与之不可分割。在明知领土问题不属于《公约》调整范围，海洋划界争议已被中国2006年有关声明排
除的情况下，菲律宾将有关争议刻意包装成单纯的《公约》解释或适用问题。二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
裁，侵犯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享有的自主选择争端解决程序和方式的权利。中国早在2006年即根据
《公约》第298条将涉及海洋划界、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军事和执法活动等方面的争端排除出《公约》强
制争端解决程序。三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违反中菲两国达成并多年来一再确认的通过谈判解决
南海有关争议的双边协议。四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违反中国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在
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作出的由直接有关当事国通过谈判解决有关争议的承
诺。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违反了《公约》及其适用争端解决程序的规定，违反了“约定必须遵守”原
则，也违反了其他国际法原则和规则。

三、仲裁庭无视菲律宾提起仲裁事项的实质是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错误解读中菲对争端解决
方式的共同选择，错误解读《宣言》中有关承诺的法律效力，恶意规避中国根据《公约》第298条作出的排
除性声明，有选择性地把有关岛礁从南海诸岛的宏观地理背景中剥离出来并主观想象地解释和适用《公
约》，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存在明显错误。仲裁庭的行为及其裁决严重背离国际仲裁一般实践，完
全背离《公约》促进和平解决争端的目的及宗旨，严重损害《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严重侵犯中国作为
主权国家和《公约》缔约国的合法权利，是不公正和不合法的。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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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对且不接受任何
基于该仲裁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五、中国政府重申，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第三方争端解决方式，不接受任
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政府将继续遵循《联合国宪章》确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
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希望日方停止插手和炒作南海问题

美对于国际法的投机做法值得高度警惕

■外交部答记者问

外交部答记者问外交部答记者问

巴基斯坦发表声明
支持中国严正立场

巴基斯坦外交部 12 日就南
海仲裁案发表声明，支持中国在
南海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巴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发表声
明说，巴方认为，南海争议应由直
接有关当事国根据双边协议和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通过磋商和
谈判和平解决。

声明说，巴基斯坦反对将单
边意志强加他方，尊重中国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作
出的排除性声明。

声明还说，巴基斯坦相信维
护和平与安全是南海各方的共同
责任。域外国家应充分尊重中国
和东盟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
努力，并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本版均据新华社电

7月8日，导弹护卫舰发射防空导弹。当日，海军在海南岛至西沙
附近海空域组织实兵实弹对抗演练。参演部队分为红蓝双方在预定演
习海域进行了“背靠背”攻防演练。 新华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