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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与国际法有关的海平面上升 

 A. 导言 

240. 委员会第七十届会议(2018 年)决定将“与国际法有关的海平面上升”专题

列入长期工作方案。431 

241. 联大随后在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65 号决议中注意到委员会将这一专

题列入其长期工作方案，并在这方面吁请委员会考虑各国政府在第六委员会辩论

期间发表的评论以及表达的关切和意见。 

242. 委员会第七十一届会议(2019 年)决定将这一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委员会

还决定在该专题下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研究组，由波格丹·奥雷斯库先生、

雅库巴·西塞先生、帕特里夏·加尔旺·特莱斯女士、尼吕费尔·奥拉尔女士和

胡安·何塞·鲁达·桑托拉里亚先生轮流担任共同主席。委员会还注意到研究组

共同主席的联合口头报告。432 

243. 也是在第七十一届会议期间，研究组由帕特里夏·加尔旺·特莱斯女士和

尼吕费尔·奥拉尔女士担任共同主席，于 2019 年 6 月 6 日举行了会议。研究组

审议了一份关于其工作安排的非正式文件，其中载有 2019 至 2021 年的路线图。

研究组重点讨论了其成员组成、拟议会议日历和工作方案，以及工作方法。433 

244. 关于工作方案，研究组打算就 2018 年编写的专题提纲中确定的三个分专

题开展工作434：在波格丹·奥雷斯库先生和尼吕费尔·奥拉尔女士的共同主持

下，研究与海洋法有关的问题；在帕特里夏·加尔旺·特莱斯女士和胡安·何

塞·鲁达·桑托拉里亚先生的共同主持下，研究与国家地位有关的问题，以及与

受海平面上升影响人员的保护有关的问题，工作方案可根据所研究的问题的复杂

程度进行调整。 

245. 关于工作方法，预计在每届会议期间研究组将举行大约五次会议。经商

定，共同主席将在每届会议之前编写一份问题文件。问题文件将作为正式文件进

行编辑、翻译和分发，作为研究组讨论和其成员作出年度贡献的基础。研究组此

后关于每一个分专题的报告也将以该文件为基础。而后，将邀请研究组成员提交

文章，就共同主席编写的问题文件发表评论或进行补充(例如阐述区域实践、判

例或分专题的任何其他方面)。将在稍后阶段就研究组工作成果的形式提出建

议。 

246. 研究组还商定，将在委员会每届会议结束时编写一份反映研究组工作的报

告，并适当考虑共同主席编写的问题文件和成员的相关文章，同时概述研究组的

讨论情况。该报告将在研究组中商定，随后由共同主席提交给委员会，以便在委

员会的年度报告中列入一份摘要。 

  

 43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3/10)，第 369 段。 

 432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4/10)，第 265-273 段。 

 433 同上，第 269 段。 

 434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3/10)，附件 B。 

http://undocs.org/ch/A/RES/73/265
http://undocs.org/ch/A/73/10
http://undocs.org/ch/A/74/10
http://undocs.org/ch/A/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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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247. 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重组了与国际法有关的海平面上升专题研究组，由处

理与海洋法有关问题的两位共同主席博格丹·奥雷斯库先生和尼吕费尔·奥拉尔

女士担任主席。 

248. 根据商定的工作方案和工作方法，研究组收到了关于这一专题的第一份问

题文件(A/CN.4/740 和 Corr.1)，与奥雷斯库先生和奥拉尔女士编写的初步参考书

目(A/CN.4/740/Add.1)一起印发。 

249. 由于爆发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及委员会第七十二届会议因此推迟，所

以共同主席请委员会委员们就第一份问题文件直接向他们发送书面评论。在第一

份问题文件完成后，安提瓜和巴布达和俄罗斯联邦提交了资料，这些资料与一些

国家政府435 先前按照委员会 2019 年年度报告第三章的要求436 提交的资料一道

发布在委员会的网站上。太平洋岛屿论坛对第一份问题文件的评论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分发给了研究组所有成员。 

250. 研究组于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4 日和 7 月 6 日、7 日、8 日和 19 日举行了八

次会议。437 

251. 在 2021 年 7 月 27 日第 3550 次会议上，委员会注意到研究组共同主席的联

合口头报告。438 

  研究组举行的讨论 

252. 在 2021 年 6 月 1 日举行的研究组第一次会议上，共同主席(奥拉尔女士)表

示，第一期会议期间举行的头四次会议的目的是以全体会议的形式，就第一份问

题文件和研究组成员可能希望处理的任何相关事项进行实质性交流。将以临时报

告的形式对交流情况进行总结，将其作为研究组定于在第二期会议期间举行讨论

的基础。在第二期会议举行讨论之后，研究组将整理和商定该报告，然后由共同

主席将报告提交委员会，以便将其纳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研究组商定的这一

程序以委员会 2019 年的报告为根据。 

253. 关于专题的实质内容，正如 2018 年编写的提纲也指出的那样，与会者回

顾，海平面上升的实际后果引发了一些与国际法有关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涉及

与海洋法有关的事项，包括低洼沿海地区和岛屿被淹没对于其基线、自基线延伸

的海洋区以及海洋区划界(无论是通过协议还是裁定划界)的法律影响问题。2018

年的提纲还规定，探讨这些问题，应依照国际法委员会逐步发展和编纂国际法这

  

 435 克罗地亚、马尔代夫、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荷兰、罗马尼亚、新加坡、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太平洋岛屿论坛也提供了资料。收到的资料可查阅：

https://legal.un.org/ilc/guide/8_9.shtml。 

 436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4/10)，第 31-33 段。 

 437 研究组成员名单见上文第一章。 

 438 见 A/CN.4/SR.3550。 

http://undocs.org/ch/A/CN.4/740
http://undocs.org/ch/A/CN.4/740/Corr.1
http://undocs.org/ch/A/CN.4/740/Add.1
https://legal.un.org/ilc/guide/8_9.shtml
http://undocs.org/ch/A/74/10
http://undocs.org/ch/A/CN.4/SR.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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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任务，深入分析包括条约和习惯国际法在内的现行国际法。439 这将有助于国

际社会查明现行国际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应对这些问题的工作，以及各国在哪些

方面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以便有效应对海平面上升引发的问题。 

 (a) 第一份问题文件 

254. 研究组共同主席(奥雷斯库先生和奥拉尔女士)在研究组第一次会议上介绍

了第一份问题文件，概述了要点并表示了初步意见。 

255 共同主席(奥雷斯库先生)介绍了第一份问题文件的导言、第一部分和第二

部分。除其他外，他回顾说，第一份问题文件的导言概述了会员国在第六委员会

发表的意见，他还提请研究组注意在第一份问题文件印发后，各代表团在联大第

七十五届会议(2020 年)期间在第六委员会发表的评论。一些代表团对第一份问题

文件表示赞赏，440 而另一些代表团则提到了这份文件。441 与会者回顾了专题的

范围和最终成果建议、委员会商定的对研究组工作范围的限制、对各国以及区域

和国际组织实践的侧重。 

256. 共同主席(奥雷斯库先生)介绍了第一份问题文件关于海平面上升对基线和

从基线开始测量的海域外部界限可能产生的法律影响的分析，包括对海平面上升

导致基线移动的影响的分析。他随后介绍了第一份问题文件关于海平面上升对海

洋划界可能产生的法律影响的分析，以及关于海平面上升是否构成 1969 年《维

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六十二条第二款所称的情况之基本改变的分析。442 共同主

席(奥雷斯库先生)还介绍了共同主席就海平面上升对基线和从基线量起的海域外

部界限以及对海洋划界(无论是通过协议还是裁定划界)可能产生的法律影响所作

分析的主要初步意见，这些内容体现在第一份问题文件第 104 和第 141 段中。 

257. 然后，共同主席(奥拉尔女士)介绍了第一份问题文件第三和第四部分的结

构和内容，并特别指出了其中涉及的两个核心问题：海平面上升导致新划定的基

线向陆地移动的潜在法律后果，以及海平面上升对岛屿、岩礁和低潮高地的法律

地位的影响。她随后概述了沿海国和第三国在既定海区内的权利和管辖权可能受

到的影响。由于部分内水变成领海，部分领海变成毗连区和/或专属经济区，部

分专属经济区变成公海，这些既定海区发生了变化。共同主席(奥拉尔女士)还强

  

 439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3/10)，附件 B, 第 5 段。2018 年的提

纲第 14 段主要规定：“本专题仅涉及海平面上升的法律影响，不涉及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本

身、因果关系、责任和义务。本专题无意就海平面上升引起的问题全面而详尽地划定国际法

的适用范围，只想概述一些关键的问题。虽然还有其他诱因可能造成类似后果，但是对于要

探讨的三个方面，应该仅在海平面上升的背景下加以分析。如有可能，应注意区分与海平面

上升有关的后果和其他因素造成的后果。本专题不会对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现行

国际法提出修正建议。今后可能会出现其他需要分析的问题。” 

 440 在 25 个就委员会的工作发言的代表团中，有 11 个代表团对第一份问题文件表示赞赏：伯利兹

代表小岛屿国家联盟、斐济代表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马尔代夫、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葡萄牙、所罗门群岛、汤加、土耳其、图瓦卢代表太平洋岛屿论

坛国家。 

 441 有三个代表团提到了第一份问题文件：大韩民国、塞拉利昂和美利坚合众国。 

 442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1969 年 5 月 23 日，维也纳)，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155 卷，第

18232 号，第 331 页。 

http://undocs.org/ch/A/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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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了群岛国家的情况，在这些国家，由于小岛屿被淹没或珊瑚礁干涸，现有的群

岛基线可能受到影响，有可能导致群岛基线地位的丧失。 

258. 共同主席(奥拉尔女士)进一步讨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443 第一二一条

规定的岛屿和岩礁的地位，以及由于海平面上升而被重新归类为岩礁的潜在重大

后果，如可能成为《公约》第一二一条第 3 款规定的“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

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共同主席(奥拉尔女士)最后着重介绍了第一份问题文件

中提出的几项初步意见(见该文件第 190 和第 218 段)。 

 (b) 非洲国家海洋划界实践 

259. 共同主席(西塞先生)介绍了非洲国家在海洋划界方面的实践。由于海洋划

界是非洲近些年来开展的对沿海国家关系重大的一项进程，他审查了 38 个非洲

沿海国家的立法、宪法和公约方面的实践，以及国际性法院做出的相关司法决

定，444 以评估沿海国家是否支持移动或固定的海洋界限。 

260. 调查的结果是，虽然非洲在基线和海洋边界方面有一些立法和宪法实践，

但做法多种多样，因此无法推断存在赞成或反对永久或移动基线或海洋边界的法

律确信。非洲没有普遍的做法，因为海岸的地理情况各不相同，使用基线、潮汐

(高潮或低潮)、移动或永久线的理由取决于海岸的总体形态。 

261. 尽管如此，共同主席认为，在非洲适用国际公法原则可能有利于固定基线

或永久海洋边界，原因如下： 

 (a) 根据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边界不变原则，按照占领地保有原则，可以

假定，前殖民国家划定的海洋边界在新独立国家之间继续适用，没有修改的可能

性； 

 (b)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对适用情势变迁原则

的限制(即边界条约不受情况发生根本变化的影响)，似乎也适用于海洋边界，因

为现有判例认为没有必要区分陆地和海洋边界。因此，海平面上升原则上不应对

维持已经划定的边界或已界定的基线或基点产生法律后果。冻结基线可以应对这

一关切； 

 (c) 鉴于各国在陷入僵局或难以就其海洋边界划界达成协议时有义务进行

合作(诉诸《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八十三条第 3 款或第七十四条第 3 款)，可冻

结未决的海洋边界问题，以利于寻找其他解决办法，如建立联合开发区。 

  

 443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 年 12 月 10 日，蒙特哥湾)，同上，第 1833 卷，第 31363 号，第 3

页。 

 444 大陆架案(突尼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判决，《198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8 页；大

陆架案(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耳他)，判决，《1985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3 页；几内

亚和几内亚比绍海洋疆界划界案，1985 年 2 月 14 日的裁决，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

编》，第十九卷，第四部分，第 149-196 页(法文版；英文版载于《国际法材料》，第 25 卷

(1986 年)，第 251-306 页)；几内亚比绍和塞内加尔海洋疆界划界案，1989 年 7 月 31 日的决

定，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十卷，第二部分，第 119-213 页；喀麦隆和尼日利

亚陆地和海洋疆界案(喀麦隆诉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参加诉讼)，判决，《2002 年国际法院案

例汇编》，第 303 页；大西洋海洋划界案(加纳/科特迪瓦)，判决，《2017 年海洋法法庭案例

汇编》，第 4 页；印度洋海洋划界案(索马里诉肯尼亚)，初步反对意见，判决，《2017 年国际

法院案例汇编》，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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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本届会议第一期会议期间举行的一般性交换意见摘要 

 (一) 关于专题的一般性评论 

262. 在本届会议第一期会议期间，研究组成员以口头和书面形式就第一份问题

文件发表了评论。 

263. 有人强调了这一专题的重要性和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国家所表达关切的正

当性，还强调在处理这一专题时需要充分认识到其紧迫性。有些成员强调，海平

面上升是过去几十年来存在的一种现代现象，预计会产生重大后果(如第一份问

题文件所述)，而另一些成员则认为这既不是新现象，也不是突发现象。还有人

提出，应确认存在自然的和人类活动引起的这两类海平面上升以及这两类情况的

影响，并且地震、海啸或其他自然灾害造成的自然海平面升降或海平面极端现象

可能导致海岸线变化。有人提及第一份问题文件导言第三节(关于海平面上升的

科学发现和前景以及与该专题的关系)，表示支持将海平面上升视为一个经科学

证明的事实，出于就海平面上升的国际法律影响开展具体工作这一有限目的，委

员会可以注意这一事实。还有人指出，除海平面上升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

其他原因可能导致海岸线位置发生改变，这在历史上屡屡发生，任何以海平面上

升为理由的新规则都必须考虑到这些情况下的实践，并且可能需要确定区分不同

情况的机制。还有人提到，在处理这一专题时的假定是，这一现象是气候变化的

结果，因此(主要)是人为引起的，但同时回顾指出，正如 2018 年提纲所述，研究

组行动的限制之一是该专题“不涉及……因果关系”。因此，研究组应在气候变

化导致海平面上升是已得到科学证明的事实这一前提下审议本专题。 

264. 还有人着重指出了在理解和寻求解决复杂的法律和技术问题的同时不忽视

人的层面这一巨大挑战，以及评估这一现象的规模及其后果(包括从海洋法的角

度评估)的难度。但是，成员们总体认为该专题特别重要，该专题提出了委员会

可以阐明的重要问题。 

 (二) 关于第一份问题文件的一般性评论 

265. 有人表示关切的是，第一份问题文件被解读为已经反映了委员会的观点，

并且由于委员会第七十二届会议推迟，该文件在委员会本身有机会予以审议之

前，已在委员会之外得到了广泛讨论。有人指出，这也是因为，出于本专题的紧

迫性和重要性所需，研究组采用了与以往的研究组不同的程序。但有人指出，这

并不是本专题独有的现象，特别报告员的报告被视为委员会成果的问题曾屡屡发

生。 

266. 一些成员表示支持有关分析，包括第一份问题文件所载的初步意见，另一

些成员则对这些初步意见表示了质疑。一些成员认为，需要稳定性、安全性、确

定性和可预测性并且需要维持沿海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但他们

尚未就第一份问题文件的初步意见是否反映了这些需求达成一致。此外，一些成

员认为，各国发表的支持稳定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声明可能会有不同的解

释，对第一份问题文件反复依赖“会员国表达的关切”提出了质疑。有一种意见

认为，各国关于“稳定性”的愿望并不一定像第一份问题文件所提出的那样，是

建立法律确信的“迹象”，因为根据委员会关于习惯国际法的识别的结论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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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将对稳定性的偏好定性为体现了“一种法律权利或义务感”。445 有人指

出，判例中提到的“稳定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等术语涉及的是陆地

边界的划定，而不是海洋，考虑因素不同。还有人提到，它们本身并不构成一项

原则，而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有人提出，本专题所涉“法律稳定性”的含义需

要进一步澄清，包括为此向会员国提出具体问题，研究组对此表示欢迎，但也有

人指出，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国家的代表团在第六委员会所作的声明似乎表示，

他们所指的“法律稳定性”是指需要保持基线和海区的外部界限。 

 (三) 审议在第六委员会发表的意见和国家实践 

267. 成员们承认，已就这一主题发言的国家大多支持将该专题列入委员会的工

作方案。有人指出，各国总体上似乎同意，委员会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成果不应

干扰或修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还有人指出，在 2019 年第六委员会辩论期

间，各国发表的声明突出体现了确定性、安全性和可预测性原则，以及维持沿海

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268. 有人重点指出，缺乏国家实践，特别是来自世界某些地区的国家实践。还

有人提问，各国的声明及其提交的关于国家实践的资料是否应被视为要求产生新

的规则，或者是否可将其视为出于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目的的嗣

后实践。一些成员质疑，各国针对第一份问题文件所作的声明是否足以证明国家

实践支持固定基线。鉴于国家实践不足，也有人认为，各国在第六委员会的这种

声明具有重要意义和相关意义。还有人建议，除了请各国提供资料之外，委员会

还应进行研究，包括审评所有国家的法律以及秘书长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分发的海洋区通告。 

 (四) 国际法协会的工作 

269. 一些成员强调了国际法协会国际海洋法下的基线问题委员会以及国际法与

海平面上升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建议研究组添加更多关于这些委员会的工作的详

情，并基于此进行分析。他们指出，国际海洋法下的基线问题委员会于 2012 年

得出结论，正常基线是移动的，现行法律没有提供充足的办法以解决损失全部领

土的问题，例如由海平面上升造成的损失全部领土的问题。还有人回顾指出，之

后设立的国际法与海平面上升问题委员会建议国际法协会通过一项决议，载入拟

议法提案，“如果海平面变化影响到海岸线的地理现实，则不应要求重新调整基

线和界限”。该提案得到在悉尼举行的国际法协会第七十八届会议第 5/2018号决

议核可。446 又有人提议，研究组应效仿国际法协会 2018 年悉尼国际法与海平面

上升问题会议的报告，对不同方案的利弊进行分析。此外，有人指出，根据《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基线必须符合实际。还有人指出，国际海洋法下的基线问题

委员会认为，就海平面上升的影响而言，其 2012 年的调查结果并非最后结论，

因此，国际法与海平面上升问题委员会应继续研究这些影响，该委员会曾于

2018 年提议，如果已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适当确定了某一沿海或群岛国

家的基线和海区外部界限，则即使海平面变化影响海岸线的地理现实，也不应要

  

 445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3/10)，第五章，E 节，结论 9。 

 446 International Law and Sea Level Rise: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Sea Level Rise, D. Vidas, et al. (eds.), Brill, Leiden, 2019, pp. 66–67. 

http://undocs.org/ch/A/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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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重新计算这些基线和外部界限。还有人强调，委员会采用的方法(包括与第六

委员会保持密切关系)与国际法协会不同。 

 (五) 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移动基线或固定基线 

270. 一些成员指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五条规定的正常基线是低潮线，

他们认为低潮线本质上是移动的。另一些成员指出，《公约》没有说明基线是移

动的还是必须定期更新。成员们一致认为，在与冻结基线和更新(或不更新)海图

有关的问题上，分析相关国家实践既有重要性，也有必要性。一些成员认为，基

线不是由海图或座标表确立的，而是由《公约》和其他相关来源所载的详细规则

确立的，《公约》第十六条提到的海图或座标表仅涉及直线基线或封口线(而不

是正常基线)，并且《公约》明确规定，此类海图和座标表应按照《公约》第

七、第九和第十条所载的规则绘制。又有人着重指出，必须对基点(如被选为相

关海岸上的相关点，则涉及海洋划界)和基线(涉及海区外部界限的确定)进行区

分，因为海平面上升对二者的影响不同，因此它们可能需要不同的法律解决办

法。 

271. 一些成员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五条在正常基线可否移动的问题上

是明确的，另一些成员则认为对该条可有不同的解释。有人指出，《公约》的准

备工作文件中没有提到海平面上升。一些成员指出，《公约》完全没有述及海平

面上升问题，包括涉及基线的问题和海图更新的问题。另一些成员认为，《公

约》即便没有讨论海平面上升的问题，但也讨论了基线位置改变的问题，包括在

特定条件(例如三角洲)下可以固定基线的情况。然而，有人指出，对于任何没有

述及的情况，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因此不应过度解读。还有人表示，有鉴于此，

不能依据《公约》来决定基线是否可以移动。不过也有人提到，《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确实考虑了基线因海岸变化而改变的问题，但没有具体讨论海平面上升问

题。 

272. 对于是否存在移动或固定或永久基线的问题，成员们表达了不同意见，对

此，有人建议委员会进一步研究一般国际法下是否存在稳定性原则，包括研究河

流划界法。还有人认为必须深入考虑国际法院就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海洋划界(哥

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案作出的判决，447 该法院在其中使用了移动的划界线进行

海洋划界。 

273. 一些成员强调，如果保留移动基线，则基线向陆地移动可能会导致沿海国

严重丧失主权和管辖权。移动基线还可能导致资源和海洋保护区的重大损失，同

时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产生不利影响。这些成员评论

称，关于海洋边界的法律不确定性很可能成为沿海邻国冲突和不稳定的根源。还

有人指出，在移动体系下，各国必须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定期更新海图或地理数

据。共同主席认为基线通常具有移动性质的这个解释没有回应面临海平面上升影

响的国家的关切，部分成员表示同意共同主席的观点。因此，一些成员认为，维

持现有的海洋基线和界限是最佳解决办法，符合各国与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有关的

利益。 

  

 447 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海洋划界案(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和波蒂略岛北部的陆地边界案(哥斯达

黎加诉尼加拉瓜)，判决，《2018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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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改变海洋权利领域不仅仅是改变位置，必然会导致此类权利的全部丧失，

对于这一观点，其他成员并不信服。也有人指出，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要求固定

基线(例如，一个国家的陆地面积由于构造板块的移动实际上增大的情况)。有人

认为，如果基线是固定的，那么如果未来有国家的陆地表面增加，这些国家将无

法将其基线向海洋移动并主张更大的面积。有人还提到，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面

临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国家可能建造了沿海防御工事，并可能希望将防御工事作为

固定基线。至于由海平面上升以外的其他因素造成陆地表面增加的情况，有人强

调，这方面不属于研究组的任务范围，研究组只处理海平面上升的影响。还有人

回顾，根据商定的研究组的任务限制，研究组的最终成果应明确限于气候变化导

致的海平面上升。 

275. 一些成员认为，在第一份问题文件中讨论的两个选项(移动基线与永久基

线)之间可能有一系列中间可能性，值得进行全面和详细的研究。由于讨论仍属

初步性质，研究组需要进行进一步深入分析，才能就这一复杂问题采取立场。 

276. 还有人提出了导航图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更新导航图对于航行安全

很重要，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鉴于海平面上升时海岸向陆地后退，而且卫星技

术比以往更容易获得，所以航行并未面临特别的潜在危险。有人表示支持共同主

席随后提出的建议，即可以对导航图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例如，在进行这种研

究时，可以审查国际海道测量组织规则所要求的导航图的不同功能，以及为登记

海洋区域目的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的导航图的不同功能。 

277. 一些成员建议，研究组应考虑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由于海平面上升以及

海岸线向陆地移动，相向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原来经双方商定划界的重叠区域现在

不再重叠，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陷入不合理的法律虚构之中。有人表示

支持审查这一假设，包括从条约法的概念角度进行审查，如条约过时或发生意外

不可能履行的情况。另一种观点认为，当自然基线发生重大变化时，保留现有基

线可能导致海洋区域过大，超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允许的范围，这可能使沿

海国受益，但会损害其他国家或国际社会的权利。成员们还同意应更详细地审查

第三国可能丧失或获得的利益，同时指出，迄今为止，就该专题发表评论的国家

都没有要求进行这一分析，也没有提及这一问题。一些成员指出，如果采用固定

基线的办法，海平面上升可能会导致内水面积很大，这些水域通常被视为领海

(甚至是公海)，但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无害通过权。同样，固定基线可能导致在

通常不是海峡的通道内维持海峡制度。 

 (六) 国际法的其他渊源 

278. 一些成员认为，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其缔约国而言是一个关键渊

源，但应进一步分析其他渊源。还有人回顾说，根据《公约》序言，该《公约》

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由于海平面上升引

起的法律问题无法完全在《公约》体系内得到解决，有人建议考虑一般国际法的

其他相关规则。另一些成员指出，《公约》第五条涵盖了这一事项。这些其他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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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主要包括习惯国际法、1958 年日内瓦各项公约448 以及其他多边和双边文书，

这些渊源涉及海洋法的各个方面，并包括可能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不同区域。一

些成员建议，还应更详细地审查其他原则和规则，例如陆地支配海洋原则，海洋

自由原则，以及公平、善意、历史性权利和所有权原则的作用，和平解决争端的

义务，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保护沿海国和非沿海国的权利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永

久主权原则。因此，研究组打算在关于这一专题的进一步工作中跟进这些建议。 

 (七)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永久性 

279. 第一份问题文件提到永久标明的大陆架外部界限与专属经济区可能的移动

外部界限之间可能出现差异，一些成员就此提出关于提出的大陆架永久性和专属

经济区之间的关系的具体问题。有人认为，第一份问题文件中关于大陆架永久性

的某些说法是不正确的。 

280. 这一观点认为，不存在永久性：问题文件中提出的论点的前提是根据地理

标准确定大陆架；但是，在 200 海里以内，只有距离标准是适用的，而根据这种

观点，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外部界限取决于基线的位置。因此，有人认为，不

能根据大陆架是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来主张基线的永久性。 

 (八) 海平面上升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六十二条第二款 

281. 一些成员指出，海洋条约和裁定的边界应具有最终效力，同时认为有必要

进行更多的研究。有人指出了“条约必须遵守”之原则的相关性。若干成员对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六十二条以及海平面上升是否会构成不可预料的情况变

化发表了意见。一些成员指出，正如第一份问题文件中引用的国际判例所反映

的，在这方面不应区分陆地边界和海洋边界。另一些成员则更为保留，认为应就

此问题开展更多研究，包括分析每种意见的利弊。有人表示支持这一建议，并回

顾称，国际法协会的国际法与海平面上升问题委员会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和

2018 年结论的倾向是，确定陆地和海洋边界的变化不应构成不可预见的情况变

化。一些成员指出，陆地边界有时是移动的，取决于河流或湖泊的岸边、河流或

湖泊的中点或河流深泓线的位置，而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实践有一种不同的趋

势：在河流流量改变的情况下，已商定的河流边界永久保留。有人认为，第六十

二条是否涵盖海洋划界条约是一个条约解释问题，这是国际法院和法庭的事，而

不是委员会的事，因为这超出了委员会的任务范围。还有人提到双边海洋边界协

定对第三国不具约束力，因此不要求第三国承认确立或固定海洋边界的协定。另

一种观点认为，确立边界和固定界限的海事协定是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缔

结的条约，对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这并不影响此类条约的缔约国根据《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适当考虑第三国合法海洋权利的义务。有人指出，需要进一步审查

这一事项，包括从国际法客观体系的视角进行审查。还有人建议，研究组应研

究，如果已商定的陆地边界终点因海平面上升而位于海上，这会对海洋边界有什

么影响。 

  

 448 《领海及毗连区公约》(1958 年 4 月 29 日，日内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16 卷，第

7477 号，第 205 页；《公海公约》(1958 年 4 月 29 日，日内瓦)，同上，第 450 卷，第 6465

号，第 11 页；《大陆架公约》(1958 年 4 月 29 日，日内瓦)，同上，第 499 卷，第 7302 号，

第 311 页；以及《捕鱼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1958 年 4 月 29 日，日内瓦)，同上，第 559

卷，第 8164 号，第 2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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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岛屿、人工岛屿和岩礁 

282. 一些成员呼吁谨慎处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二一条下的岛屿专题。

另一些成员认为，本应更多关注菲律宾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南海仲裁

案449 中关于第一二一条规定的岛屿地位问题的仲裁裁决以及给予这些岛屿海洋

权利的理由，也有人表示需要对该裁决进行批判性分析。有意见认为，专门用于

保护岛屿免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人造防御工事并没有使天然岛屿变成人造岛屿。

不过，有人提出，需要更明确的准则，以区分为保护目的建造人工岛屿和为人为

创造权利而建造人工岛屿的情况。有人认为，不应滥用沿海防御工事来扩大海洋

权利。有人提问，第一份问题文件中的意见是仅限于海平面上升，还是有更普遍

的适用性。还有人提问，被淹没的“岩礁”是否应继续享有海洋权利。有人认

为，冻结一个岛屿的地位不应成为一般规则，因为岛屿被淹没的原因可能与海平

面上升无关。研究组认为，可以在这一领域进行更多的研究，以查明是否可以科

学地作出这种区分，以及特定因素对其研究的重要性有多大。有人还强调，人为

保护基线和沿海地区的成本很高。 

 (d) 第一期会议结束时的总结发言 

283. 委员们就研究组今后的工作和工作方法提出了一些建议。 

284. 建议涉及专题的标题450 和第一份问题文件的结构。研究组认为，关于专

题标题的问题可在稍后阶段研究。研究组也欢迎大家就第一份问题文件的结构以

及参考书目提出建议。一项建议是在秘书处的支持下详细研究国家基线立法，研

究组对此也表示欢迎。还有人建议将第一份问题文件列入《国际法委员会年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 

285. 一些成员回顾称，研究组的任务是对海平面上升的法律影响进行摸底调

查，这可能需要采取后续行动，但最终不会制定任何具体的准则或条款，他们建

议，为了保持公信力，研究组和委员会应该从一开始就以明确和透明的方式区分

现行法、拟议法和政策选择。同时，也有人建议委员会充分遵循其此前与该专题

相关的工作，例如关于习惯国际法的识别的结论以及关于与条约解释有关的嗣后

协定和嗣后惯例的结论。大家虽然强调第一份问题文件的初步性质，并强调有必

要尊重研究组的任务，即“对海平面上升引起的法律问题及相关问题进行摸底调

查”，但也强调，只有在较后的阶段，即研究组经过深入分析和考虑其成员的意

见之后，才能提出结论。 

286. 相反，有人认为，鉴于该专题的重要性，应由一名特别报告员而不是由一

个研究组审议该专题，以确保透明度，并使委员会能够就案文草案采取立场，而

不是开展专题研究。在这方面，还有人建议任命共同特别报告员，以便完成一套

条款草案，最终可根据《委员会章程》第 23 条提交各国，用于谈判一项关于海

平面上升的法律后果的全球框架公约。 

287. 研究组的方法也被认为对该专题的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因为这一方法可能

使委员会更有创造性地提出解决方案，供各国审议一个对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

  

 449 菲律宾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南海仲裁案，2016 年 7 月 12 日的裁决，仲裁庭，常设

仲裁法院，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报告》，第三十三卷，第 166 页。 

 450 这些建议包括将专题标题修改为：“海平面上升与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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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稳定越来越重要的专题。有人认为，委员会得出的任何结论都可为各国，特别

是为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特别严重的国家提供切实可行的法律解决办法，通过解释

现有规则或在存在空白的地方提出新规则，维护这些国家根据海洋法享有的权利

和应享待遇。然后将由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作出决定，以实践、谈判、国际决议

还是就相关法律文书达成协议的方式，通过这些规则。 

288. 一些成员建议采取谨慎的做法，避免仓促下结论。关于科学发现这一章，

有人表示支持将海平面上升视为一个经科学证明的事实，出于就海平面上升的国

际法律影响开展具体工作这一有限目的，委员会可以注意这一事实。在这方面，

有人回顾说，研究组的任务不包括确定因果关系，气候变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应

被视为经科学证实的事实，是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的前提。同时，如果有必要，

研究组可以考虑邀请科学专家参加研究组今后的会议。 

 (e) 第二期会议期间举行的互动讨论的结果 

289. 在 2021 年 7 月 6 日第二期会议期间举行的研究组第一次会议上，共同主席

答复了研究组成员在第一期会议期间提出的意见，并介绍了临时报告草稿，草稿

的英文本已于 2021 年 7 月 2 日分发给所有成员，其他所有语文版本随后于 2021

年 7 月 5 日分发。 

290. 在随后进行的互动讨论中，各位成员就研究组的工作方法进行了辩论。一

些成员表示关切的是，共同主席的第一份问题文件(A/CN.4/740 和 Corr.1 和

Add.1)可能被解释为是由整个研究组提出的。有人还强调，研究组开展工作的时

间有限，需要有集体协商进程。一些成员还建议，鉴于这一专题的重要性，对委

员会而言更可取的做法可能是考虑遵循其常规程序，任命一名或几名关于这一专

题的特别报告员，以便提高透明度，同时能够通过一读和二读案文草案的方式考

虑各国的立场。另有人对研究组工作的预期成果提出了疑问。 

291. 在这方面，共同主席表示，他们是按照委员会在 2019 年商定的工作方法

开展工作的。451 他们认为，这些工作方法经刻意调整，比以前的研究组所遵循

的方法更为正式，似乎是特别报告员形式和传统研究组形式的混合体。他们对各

位成员提供的投入表示欢迎，并强调需要一个集体产品。有人指出，这一年的辩

论是在第一份问题文件和其中所载初步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摸底调查”，研究

组要完成与该专题有关的海洋法方面的任务，还需要作大量进一步研究。因此，

共同主席请各位成员就研究组将进行集体研究的各项议题发挥带头作用，在本届

会议第一期会议上交换意见时已经提出了其中一些议题。 

292. 大家还回顾了第一期会议期间概述的研究组工作的预期成果。452 还有人

建议研究组继续同时在与海洋法有关的各方面取得进展。 

293. 在结束关于研究组工作方法的交流时，成员们商定，载有本届会议期间辩

论要点的临时报告经研究组最后定稿和同意后，由共同主席提交委员会，以便将

其列入委员会年度报告，作为其中一章。 

  

 45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4/10)，第 265-273 段。另见上文第 245

和第 246 段。 

 452 另见下文第 296 段。 

http://undocs.org/ch/A/CN.4/740
http://undocs.org/ch/A/CN.4/740/Corr.1
http://undocs.org/ch/A/CN.4/740/Add.1
http://undocs.org/ch/A/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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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研究组随后在共同主席为跟进第一期会议期间的辩论而准备的问题的基础

上，就这一专题开展实质性讨论。453 作为这次讨论的结果，研究组确定了以下

问题，作为近期重点关注、开展进一步深入分析的领域。这些研究将由研究组成

员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 

 (a) 法律渊源：除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454 (特别是其第五条的起源和解

释)、1958 年日内瓦各项公约455 (及其准备工作文件)以及普遍性和区域范围的习

惯国际法之外，研究组还将审查其他法律渊源，包括相关的多边、区域和双边条

约或其他文书，例如与渔业管理或界定海区的公海有关的文书，或 1959 年《南

极条约》456 及其 1991 年《环境保护议定书》、457 国际海事组织界定污染或搜

救区的条约，或 2001 年《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458 一般法律原则，以及国

  

 453 共同主席提出的指导性问题如下：(1) 研究组应就该专题审查其他哪些法律渊源？例如，有人

建议，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外，还有其他“需要审议的多边和双边条约，涉及海洋法的

各个方面，涉及可能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不同地区。这些条约需要予以解释，包括需要参照

嗣后实践予以解释。”除了 1958 年的日内瓦各项公约之外，还需要查明这些条约。还有人建

议研究组研究在新的背景下可能相关的其他一般国际法规则。的确，这将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

要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共同主席希望大家能说明哪些其他规则可予以研究。另有人建议研

究组审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列入的习惯国际法规范，因此最好能说明应考虑哪些此类

规范；(2) 海图和导航图问题的哪些具体方面应该审查以及如何审查？(3) 研究组的工作是否需

要更多的科学投入？审查海平面上升及其影响的不同原因与研究组不能审查“因果关系”的任

务限制有哪些方面，两者如何调和？(4) 是否需要对海平面上升对基线的影响、由此测量的海

域的外部界限和近海地貌进行更多的技术研究？如果是的话，应该如何做？研究组是否应纯

粹从技术角度研究不同的情形？(5) 一位成员表示有兴趣“讨论因其他国家丧失现有权利并因

公海表面积增加而将从海平面上升中获益的国家的利益”，研究组应否按此建议对海平面上

升问题进行分析？(6) 关于法律稳定性和可预见性问题，有人问此问题是否值得更深入的讨

论。问题是，应该研究哪些方面，如何研究？(7) 几位成员援引公平原则，这也是许多国家提

出的问题。公平应否是研究组在分析海平面上升的后果和寻找解决办法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

因素？研究组对“公平”如何理解？更倾向于保持基线而非移动基线，或反之，有哪些其他

政策因素可予以考虑(两位成员提出的一点)？(8) 有人认为，各种选项(移动基线/永久基线方

法)之间可能存在“一系列可能性”，所有可能性都应加以探讨。共同主席希望大家能说明可

能有哪些此类可能性；(9) 研究组应否如一位成员所建议，研究如何“区分为保护目的建造人

工岛屿和为人为创造权利而建造人工岛屿的情况”？(10) 几位成员表示，需要进一步研究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六十二条(情势变迁原则)以及该条是否适用于条约商定的海洋边界。

除了海平面上升对有效的海洋边界协定的影响外，研究组可审议的另一个问题是移动基线情

形中的海平面上升对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或仲裁庭已判定的海洋划界案件的影响。既

判力原则是否适用？还有什么其他原则可能适用？或者是否有义务重新审理已结案的案件？

这对“稳定性、安全性和可预测性”有何影响？(11) 未来海洋划界时，如何处理海平面上升

对现有海域权利主张的影响问题(见第一份问题文件第 141(f)段)？(12) 一位成员建议对河流划

界法进行研究，这样做有何好处？(13) 研究组应否制订一份须优先审议的事项清单？(14) 供

已审查了非洲国家的实践和法律的共同主席进一步研究的问题；(15) 需要研究其他区域(亚

洲、欧洲、拉丁美洲)的实践。共同主席希望各位成员承担此类任务(已由两位成员承担)。 

 45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833 卷，第 31363 号，第 3 页。 

 455 《领海及毗连区公约》(1958 年 4 月 29 日，日内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16 卷，第

7477 号，第 205 页；《公海公约》(1958 年 4 月 29 日，日内瓦)，同上，第 450 卷，第 6465

号，第 11 页；《大陆架公约》(1958 年 4 月 29 日，日内瓦)，同上，第 499 卷，第 7302 号，

第 311 页；《捕鱼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1958 年 4 月 29 日，日内瓦)，同上，第 559 卷，

第 8164 号，第 285 页。 

 456 《南极条约》(1959 年 12 月 1 日，华盛顿特区)，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402 卷，第 5778

号，第 71 页。 

 457 《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1991 年 10 月 4 日，马德里)，同上，第 2941 卷，第 3 页。 

 458 《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2001 年 11 月 12 日，巴黎)，同上，第 2562 卷，第一部分，第

45694 号，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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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水道测量组织等有关国际组织的规定。这项审查的目的是确定与基线和海区有

关的现行法，但不影响对拟议法或政策选择的审议。审查还旨在评估这些文书是

否允许或要求(或不要求)在某些情况下调整基线，以及基线的改变是否会导致海

区的改变； 

 (b) 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研究组将更详细地审查国际法的各种原则和规

则，例如陆地支配海洋原则、边界不变原则、依法保有原则、情事变迁原则或航

行自由原则，以及公平原则、善意原则、历史权利和所有权的作用、和平解决争

端的义务、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保护沿海国和非沿海国的权利，以及对自然资

源的永久主权原则； 

 (c) 实践和法律确信：研究组将致力于将其对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的研究

扩大到可获得的信息很少(如果有)的区域，包括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研究组一

名成员已经承担了对该区域进行此类分析的任务)，并继续开展关于非洲的工

作。为此，研究组将通过评估国家这类实践是否与习惯国际法相关，或是否与条

约解释相关，来审查国家实践与法律渊源的相互关系。研究组还将研究交存联合

国秘书长的海区通知和可在法律事务厅海洋法和海洋事务司网站上查阅的国家立

法，以确定各国是否更新此类通知和法律； 

 (d) 航海图：除上文第 37 段提及的研究外，研究组还将审议涉及各国在更

新航海图方面的业务考量、情形及做法的相关建议。 

295. 研究组成员还一致认为，研究组可以请科学技术专家协助他们履行任务，

但基于一项谅解，即他们将以有选择、有用和有限的方式这样做。 

 (f) 研究组今后的工作 

296. 关于今后的工作方案，研究组将讨论与国家地位有关的问题和与保护受海

平面上升影响的人有关的问题，由帕特里夏·加尔旺·特莱斯女士和胡安·何

塞·鲁达·桑托拉里亚先生共同主持工作，他们将编写第二份问题文件，作为第

七十三届会议期间研究组讨论的基础。然后，研究组将整合委员会第七十二届会

议和第七十三届会议的工作成果，争取在下一个五年期的头两年完成关于这一专

题的实质性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