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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上的多边主义及其当代涵义

张乃根
!

摘!要! 传统国际法虽有多边体制! 却鲜见多边主义理论"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 坚持以 #联合国宪章$ 为基础的国际法多边体制!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应对各种

国际挑战的必由之路" 为此! 主权平等独立的各国应和平共处! 不干涉他国内政! 和平解决国

际争端% 共商共建共享普遍安全的保障体制% 国际经贸合作共赢! 共同繁荣! 将给予发展中及

最不发达国家的优惠多边化% 文明共存! 将所有人权作为整体保护! 并允许各国自主决定人权

保护的具体措施% 在联合国的协调下共同保护地球!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与国际法上的多边主

义当代涵义的中国特色理论诠释不同! 所谓 &有效的' 和 &选择的' 多边主义说法缺乏国际法

的依据"

关键词! 国际法!多边主义!当代涵义!中国特色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引!言

近年来! 多边主义 ""#$%&$'%()'$&*"# 在国际法相关语境下频繁出现$ 譬如! 有人认为! %中

国旨在将国际秩序转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选择性多边主义体系! 其经济与社会权利将优先于政治

与公民权利$& %欧盟应促进其利益! 并与那些主张有效的多边主义和国际法优先性的国家紧密

合作来实现之$&

! 有人还认为! 中国在涉及领土主权争端的问题上反对任何多边解决! 而在气

候变化等方面采取多边主义! 因而冠之以 %选择性多边主义&$

" 多边主义出自于西方的国际关

系理论!

# 但是! 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提升而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明显增加! 所谓 %有效的&

"(++(,%&-(# 和 %选择的& "*($(,%&-(# 多边主义说法! 在西方不胫而走! 并不同程度与国际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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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相联系$ 我国学界对究竟什么是国际法上的多边主义及其当代涵义! 研究不多$

! 作为回应并

澄清当代国际法上的多边主义问题! 有必要从历史和现实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联系中! 加以

探讨$

本文首先回溯近现代国际关系中以条约法体现的多边体制! 以及传统国际法理论中却没有多

边主义一说的缘故! 然后重点讨论当代国际法上的多边主义! 并尝试体现中国特色理论的诠释!

最后辨析国际法相关 %有效的& 和 %选择的& 多边主义说法$

一!传统国际法上的多边体制而无主义之说! 回溯

(一)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及其传统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 或者说! 有文字记载的社会! 国家形态的政治实体逐渐产生$

" 即便在

古代! 国家之间也会发生类似现代的国际关系$ 譬如! 史料记载的最早条约是古埃及帝国国王塞

托斯 "?(%>:*# 一世 "约公元前 /./00/.7L 年在位#1 拉美西斯 "P'"(**(*# 二世 "约公元前

/8WV0/8/. 年在位# 与赫梯帝国先后签署的两个和约! 尤其 %后一个和约是一个比较持久的和

约&$

# 学界也有认为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 "公元前 W88088/ 年# 曾有过 %先秦国际法&$

$

实际上这是当时名义上仍为周朝之下各诸侯国相互间交往的成文或习惯法! 因而 %直到 /V 世纪

中叶! 在中国始终没有国际法&$

% 这里所说的国际法! 传统上是指由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形成的

民族主权国家以及逐渐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国家之间的法律$ %特别是从格劳秀斯 "B#T:

X):%&#*# 的名著 -战争与和平法. 刊行以后! 国际法作为法律的观念才被明白认识出来/ 国际

法的实体也才自成一个包罗丰富的法律体系$&

& 这是国际法学界公认的看法! 也是该传统演变

至今以 -联合国宪章. "以下简称 -宪章.# 为基础的当代国际法之发展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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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87 年 -中国国际法年刊. 很少有论文主题涉及多边主义! 相关论文如孔庆江* -多边主义或去多边主义2 000从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再看国际金融监管.! 载 -中国国际法年刊. "87/L#! 法律出版社 87/4 年版$ 中

国国际法学会 87/V年学术年会的主题为 %新中国 W7 年与国际法的发展* 多边主义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但是! 以多

边主义为主题的论文很少$ 晚近学者对该问题的相关讨论! 参见车丕照* -我们需要怎样的国际多边体制.! 载 -当

代法学. 8787年第 U 期$

公认的古代四大文明发祥地美索不达米亚 "幼发拉底河1 底格里斯河流域# 的楔形文字1 埃及的象形文字1 印度的

图画文字和中国商朝的甲骨文$ 参见 +英, 杰弗里'巴拉克勒夫主编*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 中文版编辑邓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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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传统国际法至今的多边体制及其理论探源

传统国际法上的多边体制始于 /UL0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及其和平条约$ 这也是近代国际关

系的开端$ 当时欧洲 /U 个国家1 UU 个神圣罗马帝国下王国和 /7V 位参会代表签署了旨在恢复和

确立欧洲和平及三十年战争之后的这项多边条约$

! 这是 %近代史上处理国际关系的欧洲大会议

之创举&$

" 或者说! 这开创了近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上的多边会议或多边安排的先例$ 该和

约规定了集体保障缔约方之间和平的多边体制! 包括 %参加协议的所有各方应有义务保卫和保

护本和约的每一项条款不受任何人的侵犯! 不论其信奉何宗教/ 如果发生任一规定被违反事! 受

害者首先应告诫违反者不要采取敌对行动! 并将案件提交一个友好人士组成的组织或采取通常的

司法程序$& "第 /8. 条# %经过三年都无法解决争端! 同本协议有关的每一方都必须站在受害者

的一方! 向他提供意见和武力! 协助他还击侵害者$& "第 /8L 条#

# 虽然这一争端解决的多边体

制实际上未曾运行过! 但是! 这一通过多边会议签署的多边条约被国际法史学界称为具有 %多

边特点& ""#$%&$'%()'$,>')',%()# 的体制!

$ 为以后几乎所有多边的国际法体制! 尤其是 /V 世纪

初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体系1 87 世纪上半叶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体系以及 -宪章. 下

当代国际法体系! 提供了可借鉴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

格劳秀斯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创立的国际法学说为该多边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尤其该

和约 %在实践上肯定了格劳秀斯所提出的国家主权1 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是国际关系中

应该遵守的准则&$

% 但是! 他的主要论著未提及 %多边主义&! 或者说! 未将多边体制归结为一

种 %主义& 或 %学说&$ 其原因在于他当时想要探寻新兴的民族主权国家调整相互间战争与和平

关系的可适用法$ 譬如! 他最早的国际法论著 -捕获法. 提出 %初级国际法& "%>(;)&"')O$'C:+

@'%&:@*#! 即自然国际法! 以及 %次级国际法& "%>(*(,:@F')O$'C:+@'%&:@*#! 即实在国际法的一

系列 %规则& ")#$(*# 和 %法律& "$'C*#! 抽象的规则或原则在先! 具体的法律在后$ 其中!

%所有国家所表示的意志! 即为关于所有国家之法律&!

& 就是关于实在国际法 ";:*&%&-($'C:+

@'%&:@*# 的规则$ 他的代表作 -战争与和平法. 进一步明确地将国际法归类为相对国内法而言的

%人定法& ">#"'@ $'C#! 其约束力源自于所有国家或许多国家的意志$

' 在他看来! 处理国家间

关系! 最重要的是遵循基于自然法的实在国际法$ 至于采取双边或多边的方式! 则依国际关系的

具体情况而定$ 他在论述条约法时认为! 首先应该说! %有些条约确定了自然法上的同样权利!

有些进一步有所增加&$

( 有一类条约是交战双方在战后缔结的! 另一类是双方友好通商的条约!

前者为结束战争的和平条约! 后者是和平时期各国交往的约定$ 因此! 按照古希腊人的观念!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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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 %条约& ",:@-(@%&:@# 意味着 %和平& ";(',(#$

! 虽然格劳秀斯的论述主要针对国家间双

边关系! 但是! 他的理论完全适用于多边关系$ 多边体制适应多边的国际关系! 其可适用法还是

各国应遵循的国际法规则$ 这是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确立的多边体制所蕴含的国际法理论$

/0/4 年维也纳体系及其 %欧洲协作& "%>(H:@,()%:+D#):;(# 机制通过 %常规的多边会议&

")(T#$')"#$%&$'%()'$,:@+()(@,(# 和 %多边外交& ""#$%&$'%()'$F&;$:"',O#! 调整当时包括俄国在内

的欧洲国际关系! 进一步发展了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法多边体制! 并形成了多边体制中的

%大国原则& "T)('%;:C();)&@,&;$(#!

" 为以后大国主导的国际联盟行政院和联合国安理会所沿

袭$ 这些都是各国交往所创造的多边体制$ 其理论基础是国际法学说! 只是这些学说本身没有将

这种实践冠之以 %多边主义&$ 譬如! 瑞士法学家瓦特尔 "\'%%($# 在 /0 世纪中叶发表著作 -国

际法或自然法的原则.! 影响其后国际法学一百多年$ 他主张各国享有绝对的自由独立权利!

%对于某一主权国家的行为! 各国的基本和共同的权利应限于他们之间已有的社会宗旨&$

# 也就

是说! 平等的主权国家之间关系应恪守国际社会赖以存在的 %必要国际法& "%>(@(,(**')O$'C:+

@'%&:@*#! 即直接源于自然法和 %自愿国际法& "%>(-:$#@%')O$'C:+@'%&:@*#! 即各国为共同善而

酌情认定的法$

$ 瓦特尔秉承格劳秀斯的理论! 被认为是格劳秀斯学派的集大成者! 同样也没有

提及多边主义$

87 世纪初以来! 国际法学说完全倾向实证学派! 但基本观点仍未离开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

国际法$ 譬如! /V/8 年美国学者撰写的国际法论著! 援引了欧美诸多国际法学说! 认为国际法

%是约束国际社会各国相互关系的原则1 规则和惯例之总和&! 即便是 /0VV 年和 /V7W 年两次海牙

和平会议通过的具有 %国际立法& "&@%()@'%&:@'$$(T&*$'%&:@# 特点的一系列战争法公约! 各国也可

自行决定加入或拒绝$

% 可见! 无论是双边! 还是多边! 国际关系的处理方式取决于主权国家的

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修订的 -奥本海国际法. 在谈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时! 用语是 %普

遍性& 而非 %多边性&$

& 美国著名国际法学者亨金 "_:#&*B(@`&@# 教授在冷战后认为! 源自于

君主制占统治地位的早期国际法学说中的 %主权& 用语应予以摒弃! 但又将 %独立& %平等& 和

%自治& 等视为国家地位的本质特征! 并称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形成了 %推动合作的国际法运

动&$

' 显然! 在他看来! 国际法的多边体制是独立1 平等国家间合作的方式$

总之! 从四百年前的格劳秀斯到当代著名国际法学者! 似乎都无意用作为 %主义& 或 %学

说& 的理论来描述国际法多边体制$ 其共同原因也许出于条约法1 习惯国际法等实在国际法的

基础在于国家间明示或默示的共同同意! 由此产生双边或多边的国际法体制$ 在这个意义上! 共

同同意是实质! 多边体制是形式$ 形式取决于实质! 根据所调整的国际关系而定$ 高度理论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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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化的前者蕴涵了后者$ 简言之! 只要基于共同同意! 就可能采取多边体制$ 于是! 传统国际

法理论中似乎不仅没有多边主义学说! 而且也鲜见多边主义用语$

(三) 多边贸易体制及其多边主义

在回溯传统国际法上以条约法体现的多边体制却难循多边主义学说踪迹时! 须留意以世界贸

易组织 "以下简称]=Y# 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的由来! 及其可能对当代国际法上多边主义的

理论影响$ /VV4 年 / 月 / 日生效的]=Y -货物贸易多边协定. 以 /VLW 年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以下简称X3==# 为基础$

!

X3==是美国当时主张 %国际贸易应该为多边而非双边& 的对外贸

易关系原则的产物! 亦即! 美国将 /V.L 年至 /VL4 年期间与其他国家签订的 .8 项双边互惠贸易

协定! 通过 %普遍最惠国待遇& "X3==第 / 条# 多边化! 从而更大范围打开美国产品的世界市

场$ 最早将X3==作为国际贸易条约法体系研究"的约翰'杰克逊 "9:>@ BA9',̀*:@# 教授在 87

世纪 071 V7 年代对此评论* 当时 %美国还是很支持 X3==的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条款所包含的多

边主义和非歧视性原则&$

# 这里所说的 %多边主义& 是相对 %双边主义& 而言! 分别与贸易关

系的多边协定或双边协定休戚相关$ 因此! 这既是国际关系 "尤其国际经贸关系# 中! 也是国

际法上的用语$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 与 /VLW 年X3==同时期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以 -国际货币

基金协定. 为基础的多边金融体制! 由于没有像]=Y货物贸易体制在历史上经过双边协定多边

化的这一条约演进的特点! 因此! 鲜有讨论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 时采用多边主义说法$

$

综上回溯! 可得出初步结论* 近现代以来与多边的国际关系相应的国际法多边体制早已有

之! 却似乎还没有作为国际法学说的多边主义理论$ 在多边的贸易体制中! 将双边协定多边化的

多边主义! 首先是对双边主义而言的一种对外贸易政策! 然后通过条约演进! 体现了国际法上的

多边主义$ 这可否作为传统国际法上的多边主义! 难以定论$

二!国际法上多边主义的当代涵义! 中国特色理论的诠释

如本文开头提及! 多边主义出自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

科! 始自本世纪 87 年代! 大发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尤以美国为甚$&

% 相比之下!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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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以及国家之外法律的基本研究&

! 在格劳秀斯所处的 /W 世纪初期1 甚至在格劳秀斯之

前的贞提利 "3$M()&,:X(@%&$&! 又译真提利斯# 所处时代就已形成$ 贞提利撰写 -论战争法.

%在将国际法世俗化方面大胆创始并推进如此之远&! %可以称他是国际法世俗学派思想的肇始

者&$

" 如上所述! 在近四百年来的国际法理论中! 作为学说的多边主义却鲜为人知$ 也许! 更

深入1 全面的研究会改变本文的初步结论$ 本文无意对有关多边主义的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开

展交互研究! 下文尝试以上述初步结论为前提! 讨论当代国际法上的多边主义以及具有中国特色

理论诠释的当代涵义$

(一) 有关当代多边主义的联合国文件* 国际社会的共识

从一般国际法的角度看! 当代国际法中的多边主义是指以 -宪章. 为基石! 维护联合国在

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权威! 并改进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国际组织体系! 包括联合国下设

的专门机构和诸如]=Y此类与联合国相关的专门性国际组织$

# 讨论 %我们需要怎样的国际多

边体制&! 可能更多隐含着国际法的 %应然& 思考$

联合国已走过了 W4 个年头$ 国际社会如何看待这一当代最重要的多边体制的现实状态以及

应然改革! 是考虑当代国际法上的多边主义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 8787 年 V 月联合国大会为纪

念联合国成立 W4 周年举行高级别会议并通过宣言! 代表世界各国人民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重

申* 作为国际法的基石! -宪章. 宣布所有国家主权平等1 尊重各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1 人民

自决权利等原则$ -宪章. 申明不干涉各国内政1 以和平手段并按照正义和国际法原则解决国际

争端等原则$ -宪章. 确定! 各国不得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 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

其他方法! 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 这些当代国际法最基本的原则具有条约法上

的 %强行法& "F/*>#A(%*# 性质! 即 %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

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

% 联合国在 U7 周年和 W7 周年先后通过的决议

或宣言! 也都以相同或相似的表述确认这些基本原则$

& 鉴于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对于强行法

的识别与适用存在某些不确定性!

'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通过专题研究! 初步确认禁止侵略1 禁

止种族灭绝1 禁止反人类罪1 国际人道法基本规则1 禁止种族歧视与隔离1 禁止奴隶1 自决权这

0 项强行法规则$

( 这些强行法规则与上述国际法基本原则! 总体上是吻合的! 只是在不干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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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原则相关问题上的缺失! 提示着国际社会对何谓 -宪章. 第 8 条第 W 款下 %本质上属于

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尚未达成共识$

! 这折射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法多边体制的

现状$

当代国际法上多边主义应基于上述国际法基本原则$ 联合国虽是国际法上的多边机制! -宪

章. 本身却没有 %多边& 用语! 而是采用 %有效集体办法& "(++(,%&-(,:$$(,%&-("('*#)(*#1 %国

际合作& "&@%()@'%&:@'$,:G:;()'%&:@# 等表述$

" 联合国 47 周年宣言提及 %多边贸易体制&$

# 联

合国 U7 周年决议 -8774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多处用了 %多边&* %重申按照国际法建立一个有

效的多边体系极其重要& "第 U 段#/ %在有关的多边和国际论坛作出努力! 设法解决低收入发展

中国家的发展需求& "第 8. 段+次段#/ %落实千年首脑会议以及联合国其他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

的成果! 以便提出解决问题的多边方法& "第 /U 段#/ %致力于建设一个公开1 公平1 有章可循1

可预测和非歧视的多边贸易和金融体系& "第 .4 段#$ 该决议还在重申依据 -宪章. 和国际法原

则处理各项国际挑战和问题时! %进一步强调对多边主义的承诺&$ 可见! 多边主义是指在联合

国系统! 尤其是多边贸易和金融体系下! 依照国际法解决有关国际问题! 并将基于国际法的多边

主义作为应对挑战的手段$ 联合国 W7 周年宣言未提及 %多边&$ 但是! W4 年周年宣言坦言 %世

界上仍然存在着日益严重的不平等1 贫困1 饥饿1 武装冲突1 恐怖主义1 不安全1 气候变化和大

流行病& "第 L 段#/ %我们面对的挑战是相互关联的! 只能通过重振多边主义加以应对& "第 4

段#/ 该宣言明确* %在我们更好地重建一个更加平等1 更具适应力1 更可持续的世界时! 多边

主义不是一种选项! 而是一种必要$ 联合国必须处于我们各项工作的中心$& "第 4 段# 比较

-8774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强调对多边主义的承诺以应对各项国际挑战! W4 周年宣言更进一

步明确多边主义不是选项! 而是必由之路$

体现国际社会共识的上述联合国文件表明* 基于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多边主义首先必然包含对

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体制的维护和改进完善$ 脱离这一点! 就谈不上什么国际法上的多边主

义$ 其次! 须着眼于应对全球性挑战和解决普遍性国际问题的多边主义路径$ 这不同于对国际关

系中双边性问题的处理$ 以联合国为中心的现行多边体制是 %实然& 的国际法/ 改进和完善之!

是国际法发展的 %应然& 方向$ 下文结合两者进一步探讨国际法上多边主义的当代涵义及其理

论问题! 对于联合国多边体制改革的许多具体问题! 则存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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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诠释国际法上多边主义的中国特色理论

联合国的多边体制需要改革! 与时俱进! 适应当今世界正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朝着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行$ 从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到 -宪章.! 以多边条约为基础的国际

法多边体制早已有之! 但是! 即便如今! 也很难说已有作为一种国际法学说的多边主义理论$ 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含的国际法理论与多边主义密切相关! 尝试对中国特色国际法理论的进一步

阐述! 有助于理解国际法上多边主义的当代涵义$

众所周知!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方略!

! 并已载入 87/0 年修

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序言! 以此向全世界庄严宣示的国策$

" 这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具

有了清晰的多边主义导向$ 新中国成立后至 /VW/ 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长期受困于当时

的历史条件限制! 无法在多边机制中发挥应有作用$ 改革开放后! 随着综合国力逐步提升! 针对

所谓 %中国威胁论&! 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 %和平发展或崛起& 与 %和

谐世界& 等主张$

#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接了这些原则和主张的核心思想! 即 %中国坚定维护

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坚持促进和平1 发展1 合作1 共赢的总目标! 坚持国际规则

制定进程的平等和民主参与! 坚定维护国际法权威性&$

$ 相比较而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新颖点在于更具鲜明的时代特征! 与体现国际社会共识的上述联合国文件精神高度吻合! 并且更

加明确地支持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多边主义$ 这种多边主义具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 处

理当代国际关系的方式1 方法或路径的考量* %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 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

和践行多边主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涵义包括* "/# %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

事要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 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 "8# %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 不

搞唯我独尊$& ".# %坚持协商合作! 不搞冲突对抗$& 总之! 当代多边主义 %要守正出新! 面向

未来! 既要坚持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 也要立足世界格局变化! 着眼应对全球性挑战

需要! 在广泛协商1 凝聚共识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

中国国际法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已有理论研究!

& 为探讨国际法上多边主义的当代涵

义! 提供了中国特色理论的学术基础$ 下文加以扼要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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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当代国际法上的多边主义和平观

-宪章. 开宗明义* %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

祸$& 复数的 %后世& "T(@()'%&:@*# 是 %世世代代& %永远& 的意思! 永久地免受战争之祸害!

就是永久和平$ 这就是当代国际法上以 %联合国人民& 的名义表示的多边主义和平观$ 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内容就是遵循与 -宪章. 宗旨1 目标及基本原则一致的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多边主义和平观以承认各国主权平等独立为前提! 而且这种承认必

须以联合国会员国为条件$ 根据 -宪章. 第 L 条第 8 款! 准许符合条件的国家为会员国! 由联合

国大会 %经安理会之推荐以决议行之&$ 这是对双边承认国家的多边化要求$ 该多边化虽涉及政

治因素! 但毕竟是多边条约下的体制要求$

! 这种条约法上的多边化! 具有类似多边贸易体制中

的多边主义特点$ 在这样的多边体制下! 各国得以拥有主权平等独立的国际人格! 其 %本质上

属于任何国家管辖之事件& 不容外来干涉$

" 只有这样! 各国方可和平共处!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才有现实可能性$ 这是当代国际法上和平共处的多边主义涵义$

当代国际关系中发生的许多破坏国际和平的事件是由违反该多边主义的和平共处原则而导致

的$ 譬如! /V47 年因南北朝鲜内部统一问题引起武装冲突时! 根本就没有联合国多边体制下的

两个国家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

# 美国等以联合国名义的武装干预! 完全是

干涉内政$ 二战后的越南战争和冷战后的科索沃战争等! 也都是外来干涉导致的$

只有真正践行多边主义和平观! 才能达至持久及永久的和平$ 诚然! 对于涉及人权1 人道法

等问题可否例外地采取外来干涉! -8774 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曾表示* %在这方面! 如果和平手

段不足以解决问题! 而且有关国家当局显然无法保护其人民免遭种族灭绝1 战争罪1 族裔清洗和

危害人类罪之害&! 联合国可通过安理会采取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集体行动 "第 /.V 段#$ 之后!

欧美国家利用安理会通过设立 %禁飞区& 决议!

$ 干预利比亚内政$ 为防止此类滥用安理会授

权! 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下! 安理会在军事干预叙利亚内战问题上再也没有通过任何决议$ 然

而! 这些地区因外来直接或间接军事干预造成数以百万计难民! 至今仍影响着地区和国际和平安

宁$ 吸取这些教训! 联合国 W7 周年和 W4 周年宣言都不再提及国际社会干涉一国内政的 %保护责

任&!

% 而重申 %不干涉各国内政&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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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0年! 联合国国际法院 "以下简称 IH9# 在 %联合国会员国的条件 "宪章第 L 条# 咨询意见& ">#%7'2'#% #.

=7C'**'#% #.3 ?232(2#I(C0("*9'-'% 29(G<# 中! 对会员国的条件是否限于第 L条! 作出解释* 第 L条第 /款规定了穷

尽的条件! 但这并不排除安理会考虑推荐与否涉及其他政治因素$ >#%7'2'#% #.=7C'**'#% #.3 ?232(2#I(C0("*9'-'% 29(

G<"3)%&,$(L :+%>(H>')%()#! 3F-&*:)OY;&@&:@! IAHA9AP(;:)%*/VL0! ;;AU. [ULA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行使各自拥

有的否决权时! 难免有其政治考虑$

/V47年! IH9在 %和平条约解释咨询意见& "1%2("-"(232'#% #.+(3,(8"(326# 中! 对 %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管辖之事件&

进行解释* 该咨询意见限于对援引和平条约有关争端解决的 -宪章. 条款进行解释! %为此目的而对条约用语的解释

不能视为本质上属于国家国内管辖的问题&$ 但是! 该意见没有直接回答涉案人权争端问题本身是否属于 %一国内

政&$ 1%2("-"(232'#% #.+(3,(8"(326! 3F-&*:)OY;&@&:@! IAHA9AP(;:)%*/V47! ;AW/A

两国均于 /VV/年 V月 /W日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VL0年 0 月 /4日1 V月 V 日先后成立的是当时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应恢

复主权完全独立的朝鲜下两个政府! 双方武装冲突 %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管辖之事件& 的一国内政问题$ 美国在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军事干预的决议! 由此引起朝鲜战争$ 参见方连庆等主编* -战后国际关

系史 "/VL40/VV4# "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 /VVV年版! 第 /0/页$

参见安理会关于 %利比亚局势000设立禁飞区& 决议! ?KPD?K/VW.! 87// 年 . 月 /W 日$

有关 %保护责任&! 参见 3$(Z9A<($$'"O! D(*-#%*'0'&'262#+"#2(,2* 89(B&#03&5..#"2*2#5%7 I3**=2"#,'2'(*"H'"M)&FT(*

J:$&%OJ)(**! 877V#$



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看! 当代国际法上多边主义和平观的涵义! 至少包含联合国体制下

承认的国家享有平等独立主权/ 各国和平共处! 互不干涉内政/ 禁止未经安理会明确授权的使用

武力$ 这样的多边主义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现持久! 乃至永远和平的必由之路$

8A当代国际法上的多边主义安全观

-宪章. 的核心是赋予安理会 %代表各会员国& %有效& 行使 %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

责任& "第 8L 条第 / 款#$ 这是联合国建立 %有效集体办法& 的首要宗旨 "第 / 条第 / 款#! 而

贯彻了这一 %有效& 办法的关键在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于非程序事项决议的大国一致原则$

-宪章. 仅有两处 %有效& 用语! 均特指安理会的集体安全保障机制$ 就 -宪章. 约文而言! 如

果说联合国多边机制包含 %有效的& 多边主义! 就是指该机制体现的多边主义安全观$ 历史教

训表明* 该机制是否! 或如何 %有效&! 不可孤立地看! 而应以上述多边主义的和平观为前提$

或者说! 只有基于多边主义的和平观及其国际法原则! 集体安全保障机制才能真正 %有效& 运

行$ 当然! 将基于 -宪章. 运行的联合国大会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各机构和国际法院等各

项机制的运行! 都纳入 %有效& 的范畴考察! 也不妨宽泛地说 %有效的& 多边主义$ 这与下文

具体辨析的所谓 %有效的& 多边主义说法! 毫不相干$

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各国和平共处不可分割的是普遍安全$ 如今普遍安全不仅指传

统的国家主权独立1 领土完整等政治安全! 而且涵盖恐怖活动等威胁的国家安全和非传统意义上

粮食安全1 网络安全1 金融安全1 公共卫生安全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边主义安全观! 首先与

联合国多边体制有关$ 如 -8774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第 W8 段重申* %许多威胁相互关联! 发

展1 和平1 安全和人权互相加强! 没有任何国家通过单独行事就能使自己获得最佳保护! 所有国

家都需要一个符合 -宪章. 宗旨和原则的有实效和效率的集体安全体系$& 其次! 多边主义安全

观与双边关系多边化存在不同关联$ 比如! 国家间双边外交关系维系着相互政治安全$ -维也纳

外交关系公约. 序言载明* 基于 -宪章. 宗旨及原则包括 %各国主权平等1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

全1 以及促进国际间友好关系&$

! 虽然联合国会员国间关系不同于双边相互承认的外交关系!

但是! 联合国提供的多边场合为大多数已有双边外交关系的会员国或者一些 %暂时尚未建立外

交关系或关系很差& 的会员国创造了机会$

" 这种不限于相互承认的多边外交有利于共商1 共

建1 共享普遍安全等各种形式国际合作事项$ 国际社会的大事由大家商量着办$ 这正是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边主义路径$

因此! 当代国际法上多边主义的安全观! 不仅涵盖集体安全的 %有效性&! 而且具有普遍

性! 并主张以多边方式共商1 共建1 共享保障传统或非传统的安全$ 这对于改进相对联合国绝大

多数会员国而言! 安理会大国一致 "实质为一票否决# 这种缺乏民主性的保障方式! 是渐进的

最佳之路$

.A当代国际法上的多边主义共赢观

与和平及安全不同! 共赢主要涉及经济方面$ -宪章. 序言明确要 %促进全体人民经济及社

会之进展&! 并规定其宗旨之一* %促进国际合作! 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1 社会1 文化1 及人

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 "第 / 条第 . 款# 共赢应是合作的题中之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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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平等互利& 就是合作共赢$ 国家间如同个人间! 只有互相平等相待! 才能开展互利共赢的

合作! 实现共同繁荣$ 就语义而言! 共赢1 共同繁荣最能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点$ 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最终就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 各国人民分享共赢利益和共同繁荣的未来

福祉$ 因此! -宪章. 宗旨1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一脉相承$

问题在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 如何合作共赢! 分享共同繁荣2 譬如!

X3==的普遍最惠国待遇虽具有将双边互惠贸易协定多边化的多边主义特点! 但实际上最有利于

美国商品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 87 世纪 U7 年代! 顾及大量非殖民化运动诞生的新兴国家作为

%欠发达缔约方&! X3==才增加 %贸易与发展& 部分条款! 明确 %本协定的基本目标包括提高

生活水平和逐步发展所有缔约方的经济! 并考虑到这些目标的实现对欠发达缔约方特别迫切&

"第 .U 条第 /A'款#$ /VWL 年1 /VW4 年! 联合国连续召开两次特别会议! 通过一系列建立新的国

际经济秩序的原则性文件! %决心消除折磨广大人类的不公正和不平等! 并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

! 这些多边框架下基于区别原则! 由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及最不发达国家更多优惠待遇的

国际合作! 虽有进展 "如国际贸易的 %普惠制&#!

" 但总体上至今没有根本改变发达国家或地区

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

合作共赢! 共同繁荣的出路何在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赢观之核心是普惠与平衡$ 普惠就是

本着在走向共同繁荣的路上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出发点! 坚持给予发展中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

更多优惠的区别原则! 并将双边优惠多边化$ 平衡就是在坚持普惠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兼顾各方的

权利与义务! 或利益得失! 并尽可能将这种平衡体制化1 多边化$ 这些核心观念是当代国际法上

的多边主义共赢观的基本涵义$ 中国在消除国内绝对贫苦!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同时! 以各种多

边方式向国际社会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

# 践行普惠与平衡的共赢观$

LA当代国际法上的多边主义包容观

-宪章. 要求的国际合作 %不分种族1 性别1 语言或宗教! 增加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

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 "第 / 条第 . 款 #$ 这体现了多边国际法体制中的 %包容性 &

"&@,$#*&-(@(**#$

$

-8774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强调 %不同文化1 文明和人民之间的包容1 尊

重1 对话与合作& "第 /U 段#$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文明共存原则$ 人类

社会是一个文明多样性的共同体! 因此! 主权国家间除了和平共处! 共享普遍安全! 合作共赢!

还应该文明共存$ 这四个 %共&* 共处1 共享1 共赢和共存!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厦& 的

四根顶梁柱! 缺一不可$ 传统国际法及其多边体制确实是从欧洲逐渐扩展到全球! 且某些体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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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国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而通过的决议* -发展和国际合作.! ..U8 "? [\II#! /VW4年 V月 /U

日$ /VWL 年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 及 -行动纲领.! .87/ "? [\I#! .878 "? [\I#!

/VWL年 4月 /日$

%普惠制& "X(@()'$&d(F ?O*%(":+J)(+()(@,(*! X?J# 是指发达国家成员可以在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原产产品以关税优惠

时! 允许对其他成员不适用普遍最惠国待遇$ ?((J',2'#%3"6#.29(8"37(+#&',68("C*"H'"M)&FT(* H'"M)&FT(E@&-()*&%O

J)(**! L%> (F@! 877.#! ;A/U8A

如 %一带一路& 倡议及其实施! 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开发银行! 等等$ 参见石静霞* - %一带一

路& 倡议与国际法000基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视角的分析.! 载 -中国社会科学. 878/ 年第 /期! 第 /4U页$

参见张乃根* -论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 %包容性& 000基于 3联合国宪章4 的视角.! 载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87/4 年第 V 期! 第 //8页$



今还留有文明标准的痕迹$

! 虽然当代国际法理论已抛弃这种排他性的文明观念!

" 但是! 以某

种文化价值来衡量一切! 以意识形态划分盟友的做法! 依然难以根除$ 这是构建文明共存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无形 %绊脚石&$

当代国际法上的多边主义应该也必须以 -宪章. 宗旨为准绳! 体现文明共存的包容性$ 人

类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 基于不同地区的人们所处自然环境1 生活习俗等! 所创造的文

字1 语言呈现了无比丰富的多样性$ 由于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的演变进程或路径的差异! 因此各

种文明的发展水平有所不同$ 如同大自然的五颜六色! 只有不同! 没有优劣之分! 文明有不同!

但无等级之分$ 对语言1 宗教等文化要素为核心的文明之尊重! 就是对各文明的人类之人权的尊

重! 在这个意义上! 文明共存的包容性是 -宪章. 宗旨的应有涵义$ 这也意味着人权的发展和

保护的包容性! 允许各国各地区在遵循 -宪章. 的宗旨1 目标及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自主选择

人权保障的方式方法$ 这种选择不是 %选择的& 多边主义! 而是在包容性多边主义下的选择$

这是下文的辨析拟进一步展开的问题$

4A当代国际法上的多边主义发展观

人类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 "*#*%'&@'M$(F(-($:;"(@%# 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社会越来越

重视的问题! 其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内容! 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相比的主要新颖之处在于提出坚持可持续发展! 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这与当代国际法的发展是

一致的$ /VV8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 -里约宣言. 在 /VW8 年 -人类环境宣言. 的

基础上! 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这一首要原则! 并贯穿于有

关环境与发展的各项原则$ 从 /VV4 年联合国 47 周年宣言到 8787 年 W4 周年宣言! 体现国际社会

共识的各项基本文件! 无不强调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 -87.7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重申联合国所

有重大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成果! 因为它们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 可持续发展作为指

导观念已载入 87/4 年由 /VW 个国家通过的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 -巴黎协定.

$ 等国际条约$ 通

览相关国际法文件! 不难理解当代国际法上的多边主义发展观* 只有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 通过联合国的协调行动! 保护好我们的地球! 才能推动构建一个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合作

共赢! 文明共存的人类共同生活之美丽家园$

总之! 作为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方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国际法理论具有多边主

义的导向$ 以此为基础而进一步阐发的多边主义和平观1 安全观1 共赢观1 包容观和发展观! 是

对国际法上多边主义的当代涵义之初步诠释$ 这是当代国际法上多边主义的中国特色理论$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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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国际法院可适用法包括 %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 参见 -国际法院规约. "/VL4 年 U 月 8U 日#!

第 .0条第 /款第 ".# 项! 载 -国际条约集 "/VL40/VLW#.! 世界知识出版社 /VU/ 年版! 第 U70W. 页$ 该规约作

为 -联合国宪章. 的 %构成部分& "第 V8 条#! 不是与 -宪章. 同时起草的! 而是几乎照搬 -国际常设法院规约.

"/V87年 /8月 /U日#! 载 -国际条约集 "/V/W0/V8.#.! 世界知识出版社 /VU/ 年版! 第 4LL044/ 页$ 有学者认为

该规约起草人 %将文明标准引入国际法! 在文明民族与未开化民族间画出了清晰且必要的界限&$ 郑斌* -国际法院

与法庭适用的一般法律原则.! 韩秀丽等译! 法律出版社 87/8年版! %前言&! 第 /页$

S'$,:$"2AD-'@*"(FA#! 1%2("%32'#%3&43$"YZ+:)F* YZ+:)F E@&-()*&%OJ)(**! 4%> (F@! 87/L#! ;AV0! 作者认为* %文明

的& ",&-&$&d(F# 这一限定语 %现在应弃用了& "@:C&*:#%:+;$',(#$

-改变我们的世界* 87.7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3KPD?KW7K/! 87/4 年 V 月 84日! 第 //段$

-巴黎协定.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87/4年 /8月 /8日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通过! 87/U 年 //月 L 日生

效#! 序言 %强调气候变化行动1 应对和影响与平等获得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有着内在的关系&! 等等$



三!国际法相关 $有效的% 和 $选择的% 多边主义! 辨析

通过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国际法理论运用于诠释国际法上多边主义的当代涵义! 澄清

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可以展开下文必要的辨析$ 如上所述! -宪章. 没有 %多边& 用语!

仅有两处 %有效& 用语! 均特指安理会的集体安全保障机制$ 如果说联合国多边机制包含 %有

效的& 多边主义! 那么就是指该机制体现的多边主义安全观$ 此外! -宪章. 唯一的 %选择&

",>:&,(# 用语! 即! 各国可自行选择其他和平方法! 解决国家间争端 "第 .. 条第 / 款#! 所谓

%有效的& 和 %选择的& 多边主义说法及其对中国的指责! 与 -宪章. 有关条款下的 %有效&

或 %选择&! 乃至真正的多边主义! 完全是南辕北辙$

(一) &有效的' 多边主义之辨

有人主张所谓 %有效的& 多边主义和国际法优先性!

! 提及与 87/V 年欧盟委员会的一份单

方面文件 -欧盟0中国的战略展望. "以下简称 -展望.#

" 的关联$ 该 -展望. 多处谈到欧盟

视角下有效的多边主义! 尤其第二部分标题 %与中国合作支持有效的多边主义和应对气候变化&

及项下第 80. 段称* 欧盟承诺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之有效的多边主义$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和多边主义的受益者! 中国有责任支持联合国的所有三个支柱* 人权1 和平与安全1

发展$ 欧盟与中国有效地致力于人权的能力是提升双边关系质量的重要措施$ 欧盟承认中国在经

济及社会权利方面取得的进步$

联系本文开头援引有人将所谓中国 %选择的& 多边主义与经济及社会权利优先相提并论!

可见! 在 -展望. 及有些人看来! %有效的& 多边主义虽以联合国多边体制为核心! 但该体制三

大支柱及其顺序为人权1 和平及安全1 发展! 且根据他们理解的人权保护! 中国依据 -宪章.

第 8 条第 W 款下 %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管辖之事件& 对本国内政事务的处理! 均违反人权! 相对

所谓 %有效的& 多边主义而言! 是 %选择的& 多边主义$

欧盟及西方有些国家对中国在新疆的反恐与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所采取的必

要措施! 无端指责! 肆意干涉! 完全与 -宪章. 背道而驰$ 同时! 本文必须辨析的是* -展望.

及有些人所谓 %有效的& 多边主义说法与本文第二部分诠释的国际法上多边主义的当代涵义!

或者说! 当代国际法上多边主义的中国特色理论! 究竟何者符合 -宪章.2

第一! 所谓 %有效的& 多边主义说法所理解的联合国三大支柱及其顺序为人权1 和平及安

全1 发展$ 如上所述! 当代国际法上多边主义的和平观1 安全观1 共赢观和包容观的国际法依据

是* "/# -宪章. 序言第一句话表达国际社会要求永久和平的决心/ "8# 第 / 条第 / 款规定 %采

取有效集体办法& %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 的首要宗旨/ ".# 第 / 条第 . 款规定的其他宗旨 %促

进国际合作! 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1 社会1 文化1 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 "发展# 和

%不分种族1 性别1 语言或宗教! 增加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人权#/

"L# -宪章. 第 / 条第 8 款规定 %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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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 以增强普遍和平&$ 这是 %增加普遍和平的& 各国之间尊重平等权利

和自决原则的友好关系之宗旨! 并包含自决权$

!

按照 -宪章. 第 / 条第 . 款! 联合国的三大宗旨 "多边体制的支柱或主要方面# 循序的是

和平及安全1 发展1 人权! 而不是人权1 和平及安全1 发展$ 根据 -8774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决意创建人权理事会& "第 /4W 段# 的共识! 877U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人权理事会. 决议明

确* %认知到和平与安全1 发展和人权是联合国系统的支柱! 也是集体安全与福祉的基础! 并确

认发展1 和平与安全以及人权是相互联系和相辅相成的$& "序言第 U 段#

" 联合国的安理会1 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1 目前隶属联合国大会的人权理事会! 秉承 -宪章. 宗旨! 分别负责和平及安

全1 发展1 人权事务$ 当代国际法上多边主义的和平观1 安全观1 共赢观和包容观以及在国际合

作的可持续发展观! 尤其是 -宪章. 第 / 条第 . 款的宗旨下包容观! 允许各国各地区在遵循

-宪章. 的宗旨1 目标及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自主选择人权保障的方式方法$ 这是符合 -宪章.

的诠释$ 所谓 %有效的& 多边主义说法曲解 -宪章. 宗旨及其顺序! 连 -人权理事会. 决议的

明确表述也不顾$ 孰是孰非! 除非故意混淆! 否则不难辨别$

所谓 %有效的& 多边主义杜撰的三大支柱及其顺序! 不是简单的排序问题! 而是故意割

裂和平及安全1 发展与人权之间内在关联! 并将人权剥离! 看似置于优先地位! 实质是将违反

人权的大帽子扣在中国头上$ 其目的在于为干涉中国内政! 披上冠冕堂皇的 %国际法优先性&

外衣$

第二! 所谓 %有效的& 多边主义说法认为经济及社会权利优先就是 %选择的& 多边主义!

同理推论! 公民政治权利优先也许就是 %有效的& 多边主义$ 如上所说! -宪章. 唯一的 %选

择& 用语是指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多样化! 不仅上下文不同于所谓 %选择的& 多边主义!

而且与人权问题没有任何关系$ -人权理事会. 决议强调 %所有人权都是普遍1 不可分割1 相互

关联1 相互依存1 相辅相成的& "序言第 . 段#! 确认人权理事会 %在审议人权问题时要确保普

遍性1 客观性和非选择性! 并要消除双重标准和政治化& "序言第 V 段#! 并要求人权理事会

%工作应以普遍性1 公正性1 客观性和非选择性以及建设性国际对话及合作等原则为指导& "决

定第 L 段#$ 至少该决议提及 %非选择性& 是 %普遍性& 的进一步涵义$ -展望. 及有人认为!

中国优先考虑经济及社会权利! 就是 %选择的& 多边主义$ 这是将保护所有人权的 %普遍性&

问题! 与各国决定是否加入! 或何时加入人权公约或条约的自主权问题! 混为一谈! 人为设置所

谓 %有效的& 和 %选择的& 对立$ 各国签署或加入国际人权公约! 有先后之分$

# 暂时没有加入

某一人权公约或条约! 不等于不保护该公约或条约项下人权$ 其原因不能一概而论$ 对各国决定

加入和何时加入包括人权公约或条约在内国际条约的自主权! 不予尊重或否定! 有悖 -宪章.

下各国主权平等独立原则$ 因此! 所谓 %有效的& 多边主义说法缺乏国际法依据$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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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和 -经济1 社会1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载 -国际条约集 "/VUU0/VU0#.! 商务印书馆

/VW0年版! 第 88U08U7页$ 两公约共同第 /条规定 %所有民族均享有自决权&$ 与传统意义上个人的人权相比! 自

决权是 %集体人权&! 参见白桂梅* -国际法上的自决.! 中国华侨出版社 /VVV 年版$

联合国大会决议* -人权理事会.! 3KPD?KU7K84/! 877U 年 . 月 /4日$ 下文援引该决议! 出处略$

譬如! -经济1 社会1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现有缔约国 /W/个! 中国于 /VVW年 /7 月 8W日和 877/ 年 4月 8W 日先后签

署和加入/ 美国于 /VWW年 /7月 4日签署! 尚未批准加入/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现有缔约国 /W. 个! 美国于

/VWW年 /7月 4 日1 /VV8年 U月 0日先后签署和加入/ 中国于 /VV0 年 /7月 4日签署! 尚未批准加入$



(二) &选择的' 多边主义之辨

-展望. 及有些人除了指责中国在人权方面 %选择的& 多边主义! 还论及南海诸群岛的领土

主权及海洋权益争议$ 比如! -展望. 称* %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主张和拒绝接受根据 -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 的仲裁裁决影响国际法秩序! 且导致对于欧盟经济利益极为重要的海上通道之

紧张难以解决$& "第三部分第 L 段# 有些人更进一步认为* 中国 %选择的& 多边主义特点之一

是 %扩张主义& "(Z;'@*&:@&*%#! %中国在南海的扩张更加明显! 不断通过创建人工的军事化岛屿

增加在该地区的存在! 并违反 87/U 年支持其邻国的仲裁裁决$&

!

%在像南海岛屿主权的领土问

题解决上! 中国反对任何多边框架的作用! 坚持与其他争端当事国的直接对话解决$&

" 在此!

所谓 %选择的& 多边主义指的是国际争端解决的方法$ 将中国主张当事国之间谈判解决领土主

权争议! 说成是 %选择的& 多边主义! 似乎中国在这方面反对国际法上多边主义$ 这不仅曲解了

国际法上多边主义的当代涵义! 而且对 -宪章. 明文规定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多样化! 视而

不见$

当代国际法上多边主义和平观认为! 联合国体制下承认的国家享有平等独立主权/ 各国和平

共处! 互不干涉内政/ 禁止未经安理会明确授权的使用武力$ 如有国际争端! 根据 -宪章. 第

.. 条第 / 款规定! 可采取 %谈判1 调查1 调解1 和解1 公断1 司法解决1 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

之利用! 或该国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方法! 求得解决&$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这一规定本身是

-宪章. 框架下的多边主义组成部分! 其核心是主权平等独立的各国应和平解决相互间一切可能

争端! 禁止单边采取武力解决国际争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 著名国际法学者凯尔森

"B'@*̂ ($*(@# 曾提出建立一个各国接受其普遍强制管辖权的国际法院! 所有国家负有义务 %声

明放弃战争和报复作为解决冲突的方法! 将它们所有争端无例外地递交该法院裁决! 并以善意执

行之&$

#

-宪章. 第 8 条第 . 款1 第 L 款分别规定 %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

%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 这实质上起到了国际社会 %声明放弃战争和报复作为

解决冲突的方法& 的作用$ 然而! 建议 %所有争端无例外地递交该法院裁决& 的普遍强制管辖

权! 没有被国际社会所采纳$ 其根本原因在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具体方法应由主权平等独立的

各国决定$ 是否承认国际裁判机构的管辖权! 取决于国家的明示同意$ 国际法院及其他国际裁判

机构均通过 %初步反对意见& ";)($&"&@')O:MQ(,%&:@# 的程序! 先于审理案件的实质问题之前!

确定当事国是否同意管辖$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 -公约.# 下争端解决机制同样遵循国家同意的原则$ 该公

约第 8V0 条规定缔约国可声明排除对特定争端的任何国际裁判管辖$

% 根据中国 877U 年排除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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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2:,%)&@(AB:C%>(DE?>:#$F 2('$C&%> %>(E?GH>&@'H:";(%&%&:@&! ;A4A

2A?AP'Q'@! %H>&@'R*?($(,%&-(3;;):',> %:C')F*S#$%&$'%()'$&*"&! ;A/A

B'@*̂ ($*(@! +(3,(89"#/A9 43$"H>';($B&$$* =>(E@&-()*&%O:+a:)%> H'):$&@'J)(**! /VLL#! ;A/LA

参见 +日, 杉原高岭著* -国际司法裁判制度.! 王志安等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877W 年版! 第 8LL 页/ 另参见陈

安主编* -国际投资争端仲裁.! 复旦大学出版社 877/ 年版! 第 4UV 页$ 此外! /VVW 年 -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 第

VW条规定 %初步反对意见& 程序$ 该规则英文本 P#$(*:+%>(=)&M#@'$"I=_Y?K0#! '*'F:;%(F :@ 80 Y,%:M()/VVW '@F

'"(@F(F :@ /4 S'),> 877/! 8/ ?(;%("M()877/! /W S'),> 877V '@F 84 ?(;%("M()87/0! I=_Y? :++&,&'$C(M*&%(* >%%;** KK

CCCA&%$:*A:)TK(@KM'*&,[%(Z%*['@F [:%>()[F:,#"(@%*K"$'*%-&*&%8L 5(M)#')O878/#$

参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汉英#! 海洋出版社 /VVU年版$



明! 对于 -公约. 第 8V0 条第 / 款 "'# 项1 "M# 项和 ",# 项所述的任何争端! 包括海域划界1

必然涉及领土主权1 军事活动等争端! 中国政府不接受 -公约. 第 /4 部分第 8 节规定的任何国

际司法1 仲裁或调解的程序管辖$

! 其中第 / 款 "'# 项分号后的第二句 %任何争端& 与分号前

的第一句中 %划定海洋边界的争端& 和 %涉及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 互为条约解释的上

下文! 即! 分号前后两句话中的 %争端& 均涉及国家主权或主权权利$ 我国对南海诸岛屿的主

权是在千百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1 确立的$ 这是中国主张 %历史性权利& 的首要含义! 因为没

有对岛屿的领土主权! 就不可能有相关海洋权益$ 这也是中国声明所排除的第 8V0 条第 / 款 "'#

项下 %争端& 的完整含义$ 南海仲裁案裁决罔顾中国声明的完整含义! 执意绕过岛屿的领土主

权争议! 对所谓海洋权益做出所谓划定$ 对此! 中国国际法学界已经做了全面的评析$

"

总之! -宪章. 下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包括谈判等! 任何国际裁判管辖应以当事国的同

意为前提$ 中国在涉及领土主权的南海群岛诸岛屿及其海洋权益争端中主张当事国之间谈判解

决! 与 -宪章. 完全相符! 所谓 %选择的& 多边主义说法缺乏国际法依据! 因而! % (有选择

的) 多边主义不应成为我们的选择&$

#

综上所述! 所谓 %有效的& 和 %选择的& 多边主义说法曲解或无视 -宪章. 的明文规定!

在国际法上根本站不住脚$

结!论

多边主义出自于国际关系理论$ 传统国际法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问世以后! 多边体制形成并

逐步发展! 直至当今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国际法秩序$ 但是! 回溯传统国际法理论! 却难见多

边主义学说$ 多边贸易体制中将双边协定多边化! 可称为多边主义$ 近年来为应对各种国际挑

战! 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成为人们关注焦点$

为了回应所谓 %有效的& 和 %选择的& 多边主义说法! 本文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国

际法理论适用于国际法上多边主义的当代涵义诠释$ 概言之! 这就是在 -宪章. 多边框架下各

国和平共处! 互不干涉内政! 禁止单边使用武力!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以多边方式共商1 共建1

共享保障传统或非传统的普遍安全/ 合作共赢! 共同繁荣! 应坚持给予发展中国家及最不发达国

家更多优惠的区别原则! 并将双边优惠多边化而达到普惠! 最大限度兼顾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和平

衡利益得失! 尽可能将这种平衡体制化1 多边化/ 文明共存! 允许各国各地区在遵循 -宪章.

的宗旨1 目标及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自主选择人权保障的方式方法/ 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 通过联合国的协调行动! 共同保护好我们的地球$ 这是中国坚持的真正多边主义$ 在阐述当

代国际法上多边主义的中国特色理论的基础上! 辨析和驳斥所谓 %有效的& 和 %选择的& 多边

主义说法! 可得出这些曲解 -宪章. 的人为划分缺乏国际法依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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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7U年 0月 84日! 中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的声明是* %关于 -公约. 第 8V0 条第 / 款 "'#1 "M# 和 ",# 项所述

的任何争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接受 -公约. 第 /4部分第 8节规定的任何程序$&

参见中国国际法学会* -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 外文出版社 87/0 年版$

习近平* -让多边主义火炬照亮前行之路.! 载 -人民日报. 878/ 年 /月 8U日! 第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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