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为什么我国政府
要针对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
案就管辖权问题发表立场文
件？

徐宏：2013年1月22日，
菲律宾单方面就中菲有关南
海问题提起国际仲裁。 中国
政府对此坚决反对， 一再申
明中国不接受、 不参与仲裁
的严正立场。

菲律宾不顾中国的强烈
反对，执意推进仲裁程序。一
些人士不明真相， 对中国不

接受、不参与仲裁表示疑惑。
还有人别有用心， 片面或歪
曲解读有关国际法规则，藉
此指责或影射中国不遵守国
际法， 妄称中国为国际规则
的“挑战者”。

针对这些情况， 中国政
府发表立场文件， 从法律上
阐明中国认为仲裁庭没有管
辖权的立场和理据， 阐明中
国不接受、 不参与该仲裁有
充分的国际法依据， 以匡正
视听。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
菲律宾提起仲裁是依据《公
约》的规定，仲裁本身也是和
平解决争端的方式； 中国是
《公约》缔约国，也一贯主张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但却不
接受、不参与该仲裁，令人难
以信服。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徐宏：国家之间和平解
决争端的方式有很多，其中
最主要、最优先的方式是当
事国直接谈判，而非仲裁。

根据国际法，选择何种
方式解决争端是各当事国
的主权权利。 国际仲裁只
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而且
这种方式必须遵循“国家
同意”原则，以当事各国的
同意为基础。 在一个双边
争议中，如果一方不接受、
不参与仲裁， 另一方不得

强行提起仲裁。
《公约》 虽然规定了强

制仲裁等强制争端解决程
序，但适用这类程序是有条
件和限制的。这类程序只能
用于处理有关《公约》解释
或适用的争端；如果当事国
之间自行选择了其他的争
端解决方式，也优先于这类
强制程序；一方当事国还可
根据《公约》作出声明，将特
定事项排除适用强制争端
解决程序。

中菲之间已达成通过
谈判解决有关争端的协议；
而且中国从未就有关争端
接受强制程序。因此，菲律
宾单方面提起强制仲裁显
然是滥用《公约》规定的强
制争端解决程序。国际上不
应该提倡这种做法。

记者：据了解，仲裁庭
要求中国于今年12月15日前
提交辩诉状。我国政府选择
在这个时机发表立场文件，
是否可理解为是对仲裁庭
上述要求的回应？立场文件
的发表会对仲裁庭发挥何
种作用？

徐宏：中国政府的立场
文件不是关于仲裁案的辩
诉状，也不是针对仲裁庭的
要求作出的回应。发表政府
立场文件，不意味着中国接

受或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
裁。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该
仲裁的立场不会改变。

中国政府发表立场文
件， 针对仲裁案管辖权问
题阐述法律观点和理据，
从法律上反驳了菲律宾的
无理主张， 也彰显了中国
维护和促进国际法治的形
象。我相信，任何真正秉持
法治精神的机构和人士都
会尊重和理解中国政府的
立场。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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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南海问题立场A09

2013年1月22日， 菲律宾单方面就中菲有关南海问题提起强制仲裁，当
年2月19日，中国政府退回菲律宾政府的照会及所附仲裁通知。中国政府多
次郑重声明，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国际社会对此予以高
度关注，支持中国主张通过磋商和谈判解决南海争端的立场。

核心提示

我强力回应菲所提南海仲裁案
外交部受权发表立场文件：菲违反国际法，仲裁庭无权审理 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

96258的洗衣机清洗
使用环保无害消毒药水，
对洗衣机的污垢进行软
化，然后使用高压枪对内
筒及内壁做除污处理，彻
底清洁污垢，再加入清洗
液除味和消毒。对您的洗
衣机进行全方位拆卸清
洗，让细菌无处可藏。

现在天气正好，如果等长沙天冷了，
油垢冻成一坨， 清洗油烟机就会成一项
苦力活，油烟机不但没洗干净，反而弄得
衣服、灶台、地板到处都是油渍。 现在，这
个苦差事完全可以交给 96258。

96258 拥有专业的家电清洗团队，
可对油烟机进行整机拆除清洗。 上门
后，师傅会先将烟机防护罩、涡轮、加长
板以及止回阀拆卸下来，放到储物桶里
浸泡；接着，用刮刀将涡壳内的大块油
污刮净，均匀喷洒环保清洗剂，并用钢
丝球将内部刷洗干净， 再将清洗剂喷
洒在油烟机表面；然后，用抹布将涡轮、
防护罩、加长板清洗干净；最后，再将油
烟机按原位重新组装。 服务后，师傅还
会细心地对厨房进行清洁， 保证灶台、
地板等处不沾一滴油。

自己动手， 只能洗到机子的外部，
内部堆积着许多油污， 还是需要找专
业人员来帮忙。 拨 96258预约体验吧。

清洗清洗，抓点紧吧

洗衣机清洗2.

油烟机清洗1.

�������最近，长沙开福区万
熙园的刘娭毑退休了，在
外地工作的儿子买了台
二手电脑， 让她看韩剧，
可电脑运行越来越慢，有
时还无故死机。 为此，刘
娭毑在小区外找了家维
修店，给电脑杀毒、更新
软件， 可是没过几天，电
脑又罢工了，维修店却不
管，老板说，电脑再次返
修，还得另外交钱。

刘娭毑很生气，她想起
初次找维修店修电脑时，老
板没有出示任何收费标准，
也没有任何的书面维修承
诺，如今，电脑又出故障了，
她只得吃哑巴亏。

隔壁楼的黄大姐听
说后， 推荐她拨 96258 热
线请个电脑专家：“花点
小钱就能包年，专家随时
上门，我炒股、看连续剧
全靠 96258。 ”刘娭毑一听
挺靠谱，也打算试一下。

96258 便民服务中心
拥有专业的电脑维修团
队，快速上门，专业解决各
类软硬件问题，96258还能
提供打印机、 复印机等办
公设备的维修。

修好电脑好追剧

清洗前 清洗后

清洗前 清洗后

外交部7日受权发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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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中国不
接受、不参与该仲裁的严正立场，并从法
律角度全面阐述中国关于仲裁庭没有管
辖权的立场和理据。

菲单方面提仲裁违反国际法

2013年1月22日， 菲律宾单方面就中
菲有关南海问题提起强制仲裁。 其后，菲
律宾不顾中国的一再反对，执意推进仲裁
程序。

立场文件指出，菲律宾提请仲裁事项
的实质是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
超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调整范围，仲
裁庭无权审理。

立场文件指出，以谈判方式解决在南
海的争端是中菲两国通过双边文件和《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达成的协议，菲律宾
单方面将有关争端提交强制仲裁违反国
际法。

立场文件指出， 菲律宾提出的仲裁事
项构成中菲两国海域划界不可分割的组成
部分，而中国已根据《公约》的规定于2006
年作出声明， 将涉及海域划界等事项的争
端排除适用仲裁等强制争端解决程序。

仲裁庭对菲所提仲裁无管辖权

立场文件强调， 仲裁庭对于菲律宾提
起的仲裁明显没有管辖权； 各国有权自主
选择争端解决方式，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菲
律宾提起的仲裁具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

立场文件进一步指出，南海问题涉及
多个国家，需要各方的耐心和政治智慧才
能实现最终解决。有关各方应当在尊重历
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和谈
判妥善解决南海问题。

立场文件最后指出，菲律宾单方面提
起仲裁的做法，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
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的历史和事实，不
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
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通过直接谈判解决
有关争议以及与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南
海和平稳定的政策和立场。

【解读】

外交部7日受权发表中国政府关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
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 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徐宏就此
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怎么看和平解决争端

如何理解发表立场文件时机

为何发表立场文件

记者： 菲律宾的核心诉
求涉及中国依据南海断续线
（九段线） 所主张的权利，国
际上也有一些声音希望中国
依据国际法澄清南海断续线
的含义， 而立场文件并未回
答这些问题， 请问是如何考
虑的？

徐宏：1948年，中国政府
在官方地图上标绘了南海断
续线。 立场文件在叙述有关
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时提及
这一史实。

中国在有关问题上的立
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国对

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
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
南海的主权和权益是在长
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
展起来的，有充分的历史和
法律依据，一直为中国政府
所坚持。

在不接受、 不参与菲律
宾所提仲裁的前提下， 中国
政府的立场文件阐明了仲裁
庭对于仲裁案没有管辖权，
而不就仲裁事项所涉实体问
题作出回应。 这一点在立场
文件的引言部分作了清楚的
说明。

如何考虑南海断续线问题

一些人士不明真相表示疑惑；还有人别有用心，片面或歪
曲解读有关国际法规则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
发展起来的，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

最优先的方式是当事国直接谈判， 而非仲裁 ； 菲滥用
“海洋法公约”，国际上不应该提倡这种做法

中国政府的立场文件不是关于仲裁案的辩诉状，也不是
针对仲裁庭的要求作出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