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2 期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法治路径 *

    吴  蔚

〔提   要〕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海洋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

而海洋法治建设则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进入新时

代以来，中国通过海洋立法、修订已有涉海法律、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法

律与规则的制定、坚决捍卫国际海洋法治等举措，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

和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应在习近平法治

思想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进一步完善海洋法治体系，切实提

高海洋治理能力，从而为全球海洋秩序变革做出自身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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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洋是人类共同的遗产，承载着人类共同的命运。2019 年 4 月，习近平

主席在集体会见应邀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周年活动的外方代表团

团长时指出：“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

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海洋的和平安宁

 *　本文系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应用浮式平台保障南海维权执法的国际法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20YJC820049）和武汉大学“建国 70 周年、建党 100 周年”研究专项“中国海

洋法领域演进的实证研究（1949-2019）”（项目编号：2019ZX00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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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世界各国安危和利益，需要共同维护，倍加珍惜。”[1] 他倡议国际社会

共同努力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

为海洋法治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海洋法治建设亦成为构建海

洋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

一、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为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确立

了目标。 

（一）加强政治互信，树立海洋命运共同体意识。海洋作为整个地球生

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和人类活动的共同空间，与人类社会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

有机整体。海洋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也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国际社会应该秉

持共同的海洋利益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有两个基本方面组成，一是利

益共同体，二是责任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也包含有各国共同承担海洋治

理的责任，并共同享有良好国际海洋秩序所带来的共同利益的深刻内涵。为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各国必须摒弃政治歧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树

立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二）建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海洋安全秩序。海洋安全涉及

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前者与地缘政治竞争、岛礁领土主权争端

相关，后者则与海上恐怖主义、海盗行为以及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灾害等相关。

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国际海洋法体系形成后，各国军事力量正

面冲突的情形虽未完全消除但大为减少，然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逐步上升，

这两种情形都要求各国增强互信、平等相待、深化合作来加以应对。[2] 进入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 463页。

[2]　姚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意涵：理念创新与制度构建”，《当代法学》

2019年第 5期，第 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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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后，随着海洋作为综合性战略空间的地位日益提升，海洋领域的国际

竞争和争夺明显加剧，传统安全威胁变得严峻，国家间岛屿主权争端、海洋

划界分歧以及海上军事威胁时有发生。与此同时，海洋领域的非传统安全挑

战也日益增多：围绕海洋资源开发利用问题的国际纠纷不断；海洋科考、环

境保护等公共事业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海盗及其他海上犯罪行为不断增加；

海外贸易和海洋航运等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呈上升态势。面对海洋安全复杂形

势，各国应抛弃零和安全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

强化海洋安全共同体意识，共建新海洋安全秩序。

（三）奉行互利共赢的海洋开发战略，共建蓝色伙伴关系。海洋为生产

要素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广阔空间，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和强

大引擎。全球海洋虽然资源丰富、水域广阔，但过度开发利用会大大降低海

洋的生产力，并最终危及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因此，发展海洋经济必须与加

强海洋治理和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同时进行，要打造蓝色经济发展模式，依托

科技创新将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使海洋经济走上可

持续发展之路。随着以海洋为载体和纽带的市场、技术、信息、文化等合作

日益紧密，各国应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理念发展海洋经济，

共同促进涉海各领域，包括海洋资源利用、海洋技术合作、海上交通运输等

领域的国际合作，共建蓝色伙伴关系。中国建议蓝色伙伴关系的重点领域包

括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科技创新、海洋能源开发利用、海洋生态保护、海洋

垃圾和海洋酸化治理、海洋防灾减灾、海岛保护和管理、海水淡化、南北极

合作以及与之相关的国际重大议程谈判。[1]

（四）共同维护海洋生态文明。海洋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

分，是全球气候的调节器，是自然资源的宝库。[2]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人类认识、

开发利用海洋能力的提升，海洋资源成为各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由于

人类的过度开发利用，海洋日益陷入严峻的“公地悲剧”——海洋环境污染

[1]　朱璇、贾宇：“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对蓝色伙伴关系的思考”，《太平洋学报》2019

年第 1 期，第 58页。

[2]　张海文编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与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2014年，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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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渔业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面临危机，“许多物种可能在几十年内灭

绝”。[1] 由于海洋生态系统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海洋生态系统受到

破坏必然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海洋生态危机不仅

危害当代人的生存和利益，而且可能对未来几代人的生活和生产都将产生极

为不利的影响。海洋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理应由全体人类共同维护海洋生态

环境和保证资源可持续利用，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是当前的一项全球要务。

由于海洋的整体性以及海洋活动的国际性，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保护海

洋生态环境。强化海洋环境治理，应通过预防和整治相结合来保护海洋生态

环境、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需要制定广泛参与的海洋保护国际公约。由于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海洋保护意识等方面的不同，沿海国对于国家管辖范围

内海域的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情况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国家甚至采取了涸泽

而渔的海洋发展政策，因此各国政府的认识和重视十分重要，只有各国普遍

加强国内立法，在减少碳排放、禁止过度捕捞、控制陆地向海洋排污等方面

采取切实措施，海洋生态环境才可能得到持久维护和改善。

二、海洋法治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国际法是以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法律，是国际社会共同努

力和妥协的产物，在规范国际行为主体的行为以及调整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国际法治是法治理念的国际实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为目标。“法治化是推进全球

治理体制变革、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必然要求，建设国际法治和全球法治是推

进全球治理现代化和世界秩序法治化的必由之路。”[2] 海洋命运共同体与海

洋法治的关系可概述为：以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为依据，

[1]　António Guterres, “Opening Remarks to the Ocean Conference,” June 5, 2017, https://
www.un.org/sg/en/content/sg/speeches/2017-06-05/secretary-generals-ocean-conference-remarks. 
（上网时间：2021年 1月 25日）

[2]　张文显：“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构建世界新秩序——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全球思维”，

《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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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际法基本原则为指导，在现有国际海洋法的法律制度，包括领海主权、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公海“六大自由”以及“区域”

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等制度框架下，以共同利益为导向，摈弃零和思维、

实现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在相互尊重中实现权利、义务和能力的平衡，实

现海洋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平衡，共同维护海上航行自由安全，共同

推动海洋法治建设，促进海洋领域的国际法律规则向更加科学、公平、合理

的方向发展。[1] 海洋法治应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由于海洋的特殊性，

国际法治内化在海洋领域表现比较突出，各国的国内海洋立法均需不同程度

考虑、接受和遵守国际海洋法、国际条约义务和一般法律原则。

（一）海洋法治是实现国际关系法治化的重要组成之一。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准则是维护国际秩序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石。国际关系法治化必然

强调国际法的作用。按规则办事，依法行事，是维护国际秩序的重要保障。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必须建立在基于国际法的秩序基础上，霸权主义与强权政

治只能维护少数国家的特权，无法让国际社会共享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现

代国际法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基本原

则构成了国家平等与和平交往的法律保证，这些基本原则也体现在国际海洋

法律体系中，成为各国涉海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保证。当前在世界海洋事

务中仍存在恃强凌弱的行为，也存在曲解国际海洋法的情况。在此背景下，

中国倡导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反对任何国家忽视

国际法存在。习近平主席指出，“各国关系和利益只能以制度和规则加以协

调，不能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国际关系必须“厉行法治”。[2] 他提出，“应

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

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3]

[1]　密晨曦：“海洋命运共同体与海洋法治建设”，《中国海洋报》2019年 9月 17日。

[2]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 7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 新华网，2020年 9月 21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9/22/c_1126522721.htm。（上网时间：2021年 2

月 26日）

[3]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 年 6 月 28 日，http://www.xinhuanet.com//
politics/2014-06/28/c_1111364206.htm。（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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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少数国家无视规则和法治、奉行双重标准、大搞单边霸凌、“退群毁约”

的现象，习近平指出，这不仅违背世界人民普遍愿望，也是对各国正当权利

和尊严的践踏。“适用法律不能有双重标准。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

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1] 习近平还强调：“大国应该带头做国际法治

的倡导者和维护者，遵信守诺，不搞例外主义，不搞双重标准，也不能歪曲

国际法，以法治之名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国际和平稳定。”[2]

（二）海洋法治是和谐海洋秩序构建的应有之义。国际法是国际秩序的

重要基础和集中体现。“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健全、完善、合理的国际海

洋法制体系，是良好的全球海洋秩序的基础和前提。长期以来，基于马汉海

权论的实力政治思想主导着西方海洋强国的海洋秩序观念，由此导致以海权

角逐为核心的海洋地缘战略争夺不断加剧。在这方面，美国是典型，其一直

游离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外，推行海洋霸权战略，扰乱国际海洋秩序。

受海权论思想的影响，部分沿海国努力向海洋扩张，助推“海洋圈地运动”，

导致海上邻国之间的划界纷争不断，制约着海洋领域的和平安宁和合作发展。

海洋法治是创造和维护海洋秩序的有效途径，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的

重要保障。同在陆地上的活动一样，如果人类需要维持海洋空间的安全、保

护海洋的环境生态、确保海洋资源的永续利用，那么就必须合理管理海洋，

节制行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势必需要基本的海洋法治。[3]

（三）海洋法治是完善海洋治理的重要途径。国际关系法治化是推进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有利于世界发展的国际秩序之必然要求。习近平指出：

“应该创造一个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未来。要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

地位和作用，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坚持民主、平等、正义，建设

国际法治。”[4] 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要务是制定和确立各国普遍认同和

[1]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2]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 7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

[3]　傅崐成：“全球海洋法治面对的挑战与对策”，《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 1期，

第 82 页。

[4]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在气候变化巴黎

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新华网，2015 年 11 月 30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2/01/
c_1117309642.htm。（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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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遵循的治理规则。这就需要在治理规则制定过程中体现法治化、民主化

的原则，特别是捍卫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法建设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权利。

习近平特别强调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参与制定国际法律规范的平等权利，尤其

是参与制定海洋、极地、网络、外空、核安全、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治

理规则的权利，支持按照新的国际力量对比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

代表性与发言权。改革全球海洋治理秩序，需要基础性海洋条约的修订和发展，

这需要世界各国的普遍参与，不能仅由少数国家拍板。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

涵盖了中国在以人类共同的海洋利益为前提的基础上，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

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基本设想。针对现行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

需要把海洋法治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的方向，从而使海洋治理体系更加符

合时代的发展要求、更加合理化，确保海洋治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三、新时代中国加强海洋法治的主要举措

囿于历史原因，中国参与国际海洋法治建设起步较晚，国内海洋法治建

设亦是在改革开放后才步入发展快车道。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提出海洋强

国战略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全方位强化海洋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建设，海洋法治建设不断取得突破，日益成为全球海洋秩序的维护者、建设

者和贡献者。

（一）加快海洋立法，完善海洋治理法律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海

洋行政主管部门在沿海省市的大力支持下，组织起草并配合立法机关陆续推

出了几十个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条例，涉及海洋权益、海洋生态环境、海洋资

源保护、海洋开发与利用、海上交通安全与海洋科研等方面，结束了相关领

域无法可依的局面。这些涉海法律体现了中国在国际海洋法领域的要求和主

张，是中国国内立法在与国际法互动中根据有关国际法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

义务制订的成文法典范。[1] 沿海省市也配套出台了近百部相关的地方性法规、

[1]　贾宇：“改革开放 40年中国海洋法治的发展”，《边界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 4期，

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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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管理法

律体系，而且对联合国所倡导的海洋综合管理模式做出了有益探索，更是为

依法治海提供了执法依据。[1]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

探开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是近年涉海立法的重要成果。《深海

海底区域勘探开发法》对资源的勘探和开发、海洋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

和资源调查、监督检查及法律责任以及开发活动的涉税事项等作出规定，其

立法工作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相关国际法文件规定的制度框架内进

行的，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关于保护深海环境、共同受益于深海科技发展和

资源开发的愿望，其立法宗旨、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反映出中国政府维护国

际海底秩序、推进国际深海科技发展、和平利用深海资源的决心、努力和负

责任大国的担当。《海警法》明确了海警机构的职能定位、权限措施和保障

监督，确保海警维权执法、对外合作有法可依，有助于中国海警更好地履行

自身的职责和国际条约项下的义务，维护海上良好的秩序。[2] 此外，国家海

洋行政主管部门还在围绕海岸带利用和管理、海洋经济发展、海洋防灾减灾、

海洋科学调查、海水利用、南极立法等领域推进相关立法工作，并探索研究

渤海环境区域保护立法。

（二）与时俱进修订相关涉海法律。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海洋治理和

海上维权形势的发展，一些既有的海洋法规无法满足或适应实际工作需要。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相关涉海法律法规的修订。2016年 11月，

《海洋环境保护法》（修正案）经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并于公布之日起施行。2017 年 3 月，《海洋倾废管理条例》经第

二次修订后颁布。2018 年 4 月，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

的决定》，其中涉及海洋法规修改有三部，包括《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

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

条例》《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2019 年 3 月，新华社发布了国

[1]　路涛：“中国海洋事业改革开放 40 年系列报道之法制篇”，搜狐网，2018年 7月 9

日，https://www.sohu.com/a/240068000_543939。（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6日）

[2]　“日媒提问中方会在东海加强海警活动吗？华春莹回应”，环球网，2021 年 1 月 22

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1cVSbPnDhR。（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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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均有

修改。2020 年 9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

安全法（修订草案）》，该法修订草案将报送至全国人大审议后颁布实施。

根据 2020年 11月 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完成第二次修订。除上述法律法规外，《铺

设海底电缆管道管理规定实施办法》《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已分别于 2018年 3月、2019年 8月公开征求修订意见。

此外，自然资源部已表示，将适时启动《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工作。

（三）强化海洋生态保护立法。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

导下，海洋生态与资源保护受到空前重视，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出台。2012年，

国务院批准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该法成为合理开发

利用海洋资源、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法定依据。2015 年，《全国海洋主

体功能区规划》发布实施，《国家海洋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和《关

于全面建立实施海洋生态红线制度的意见》相继出台。2016—2017 年，国家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先后印发《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审批办法》《国家海洋局

关于全面建立实施海洋生态红线制度的意见》《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滨海湿

地管理与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

了《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围填海管控办法》《海域、无居民海岛

有偿使用的意见》等文件，旨在落实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严控围填海活

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截至 2018 年 12 月，全国海洋生态红线已基

本完成划定，全国 30% 的近岸海域和 35% 的大陆岸线纳入红线管控范围，筑

牢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防线。[1]

（四）积极参与国际涉海法律规则制定。为维护海洋和平与稳定，推进

海洋可持续发展，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涉海规则与法律制定，体现了大国的担当。

在南海，中国积极推动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

[1]　“托起蓝色的希望——我国海洋事业改革发展 40 年综述”，搜狐网，2018 年 12 月

19日，https://www.sohu.com/a/283091436_672901。（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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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其是“行之有效的地区规则”[1]。2013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启“南海行

为准则”（COC）磋商，2018年就“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达成一致，

目前已对单一磋商文本草案完成一读。在北极，中国签署《预防中北冰洋不

受管制公海渔业协定》，积极推动北极治理与公海渔业管理合作进程。在国

际海底区域，中国积极参与《“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规章草案》的制定工作，

强调开发规章应以鼓励和促进“区域”内矿产资源的开发为导向，同时按照《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执行协定》的规定，切实保护海洋环境不受“区域”

内开发活动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国家管辖范围以

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国际协定”（BBNJ）的谈判工作，

推动相关草案的形成。

（五）维护国际海洋法治的正义。2013 年 1 月，菲律宾单方面将中菲之

间部分岛礁归属及海域划界争议，以“岛礁的法律地位问题”及“南海断续

线合法性问题”之名义提交仲裁，诉诸《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强制仲

裁程序。2013 年 2 月，中国政府将菲律宾启动仲裁的照会及所附通知和“主

张说明”退回，重申中方一贯坚持南海争议应由有关当事方通过协商谈判解

决的立场，明确表示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仲裁。

2014 年 12 月 7 日，中国外交部受权发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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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阐述了仲裁庭对菲律

宾所提出的仲裁明显没有管辖权，并阐明了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案的法

理依据。2015 年 10 月 29 日，仲裁庭就南海仲裁案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

作出裁决，无视中国立场，裁定对菲律宾的部分诉求具有管辖权。针对该案

管辖权裁决，中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

裁案仲裁庭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裁决的声明》，强调仲裁庭作出的裁

决是无效的，对中方没有拘束力。[2] 在仲裁庭最终裁决出台前后，中国又接

[1]　“李克强在第 19 次中国 -东盟（10+1）领导人会议暨中国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25周

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16年 9月 7日，http://www.gov.cn/xinwen/2016-09/08/
content_5106318.htm。（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6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关于管

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裁决的声明”，新华网，2015 年 10 月 30 日，http://www.xinhuanet.com/
politics/2015-10/30/c_1116991261.htm。（上网时间：2019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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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发表两份声明，再次重申中国关于海洋争端解决的立场和主张。[1] 中国通

过坚定积极的庭外法理斗争揭批了南海仲裁案的本质，在法理上阐释了所谓

“裁决”曲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破坏国际法治。

四、进一步完善海洋法治建设的路径思考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的“中国方案”，实现

这一理念需要国际社会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增强政治互

信，共同承担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责任。中国作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

议者，需要为理念的推进做出榜样。海洋法治建设是中国践行海洋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重要举措，亦是提高自身海洋治理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需要

在既有建设成就的基础上，结合全球海洋治理新形势、新任务，不断完善海

洋法治建设，为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自身的力量。

（一）建立健全国内海洋法律制度。通过建立完善的国内海洋法律体系，

提升我国在海洋治理中的能力，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强化我国在海洋相关

国际法律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国际海洋事务

中的良性互动和国际合作提供保障。

（二）进一步加强海洋法治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提高海洋外交能力，努力把握维权和合作的关系，积极推动建立危机管控机

制，制定及时恰当的应对方案。[2] 要加强与他国海洋合作，在海上搜救、海

洋科学研究及海洋环境保护、极地治理等低敏感领域，深度参与海洋制度构

建，充分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以促进政治互信，为海上维权创造良好的政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

作裁决的声明”，中国政府网，2016 年 7 月 12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6-07/12/
content_5090625.ht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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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政府网，2016年 7月12日，http://www.gov.cn/xinwen/2016-07/12/content_5090631.ht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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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政府网，2016

年 7 月 13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6-07/13/content_5090822.htm。（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14 日）

[2]　杨泽伟：“论‘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海洋危机管控国际合作的法律问题”，《中

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期，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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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1]要积极参加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咨询活动，通过大力倡导“共同开发”，

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贯彻与实践夯实基础，推动国际海洋法秩序的

变革和全球海洋治理问题的逐步解决。

（三）为国际海洋法治建设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国际海洋法中存

在大量尚待制定、发展和完善的概念、规则和制度，应根据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通过各国共同努力促进国际海洋法治建设。要进一步突出海洋合作中

的共同体意识。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共同体，只有合作才能长久生存、持续

发展。[2] 海洋问题是全球性问题，海洋开发和保护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在海洋科技发展与海域遗传基因资源养护、深海治理和矿产资源开发、海洋

渔业国际协定和安排、公海海洋保护区建设、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

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等问题上，中国应主动与他国通力合作。[3] 这种合作将

是双赢和多赢的结果，对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将是有力的促进。

（四）讲好遵守国际海洋法治的“中国故事”，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

中国在积极遵守包括国际海洋法在内的国际法体系中已有的符合海洋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制度的同时，应将自身在立法、维法过程中吸纳、创新国际海洋

法的积极实践和经验与各国分享。通过讲好自身遵守和维护国际海洋法治的

实例，驳斥少数西方国家对我国海洋政策的抹黑歪曲。针对一些国家背离基

本法理，打着“规则”和“法治”的旗号，企图通过曲解适用《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来达到否定中国相关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作法，中方必须严词反驳，

坚决反对，深入揭批其政治图谋和对国际海洋秩序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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