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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 毛 里 求 斯 关 于 特 罗 姆 兰 岛 及 其 周 围 海
域共管协议评析
崔裕仁

徐攀亚 ∗

摘

要: 法国与毛里求斯关于特罗姆兰岛的争端由来已久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两国

签订共管协议ꎬ 将相关区域的渔业、 考古、 环境事项纳入共管ꎮ 共管协议在地理
区域、 共管领域、 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了诸多创新ꎬ 设置共管机构作为管理机构ꎬ
创设了联络人制度ꎮ 共管协议也存在不足ꎮ 共管协议在法国国内受到反对ꎬ 批准
程序裹足不前ꎬ 协议对处置两国争议的效果仍待观察ꎮ 法毛共管协议为研究海上
共同开发提供了新案例ꎬ 通过分析其共管协议的创新和困境ꎬ 可以更好地理解共
同开发的优势和不足ꎮ
关键词: 共同管理协议ꎻ 海上共同开发ꎻ 特罗姆兰岛ꎻ 法国ꎻ 毛里求斯
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发展变革为海洋权益斗争提供了平台ꎬ 而海洋权益斗争的焦点是
海洋资源ꎮ 考虑到海洋权益斗争常常与主权问题相伴而生ꎬ 具有高度敏感性ꎬ 共享主权的
某些方面ꎬ 共同开发海洋资源成为和平解决争端的可选方案之一ꎬ 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
重视ꎮ １９５９ 年ꎬ 法国与毛里求斯就特罗姆兰岛主权归属及其相关海洋权益归属发生分歧ꎬ
经过反复较量和多轮协商ꎬ 逐步在“ 搁置争议ꎬ 共同管理” 上达成共识ꎬ 于 ２０１０ 年签署了
«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和毛里求斯共和国政府关于特罗姆兰岛①及其周围海域②的经济、 科学
∗ 崔裕仁ꎬ 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ꎻ 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ꎮ 徐攀亚ꎬ 单位: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
博士研究生ꎻ 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ꎮ

① 又译托姆兰岛( ｌîｌｅ ｄｅ Ｔｒｏｍｅｌｉｎ) ꎬ 是位于南印度洋的一座荒芜小岛ꎬ 该岛长 １ ５ 公里ꎬ 宽 ０ ７ 公里ꎬ 面积仅 １ 平方公

里ꎬ 最高海拔 ７ 米ꎮ 该 岛 没 有 大 陆 架ꎮ Ｖｏｉｒ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Ｎ° ８３０ꎬ 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ꎬ ｌｅ ２０ ｍａｒｓ ２０１３ꎬ ｃｏｎｓｕｌｔé ｌｅ ２６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ｐ ７ꎻ Ｖｏｉｒ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Ｎ° １４３ꎬ ｓéｎａｔꎬ ｐｕｂｌｉé ｌｅ ２１ ｎｏｖｅｍｂｒｅ ２０１２ꎬ ｐ ６ꎬ ｃｏｎｓｕｌｔé ｌｅ ２６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２０１７ꎻ Ｖｏｉｒ

Ｗｅｃｋｅｌ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ꎬ « Ｌａｃｃｏｒｄ ｄｅ ｃｏｇｅｓｔｉｏｎ ｅｎｔｒｅ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ｔ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ｆ à Ｔｒｏｍｅｌｉｎ ｄｏｉｔ￣ｉｌ êｔ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éｒé ｃｏｍｍｅ ｕｎ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ｄｅ 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ｅｔé ?» ꎬ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ｌ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ｎ° ３４４ꎬ ｌｅ １４ ａｖｒｉｌ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ｌｅ￣ｄｒｏｉ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ｓ /
ａ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３０４１４＿ｂｕｌｌ＿３４４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ｌｅ＿ ３４４ ｐｈｐ＃４９４ꎬ ｃｏｎｓｕｌｔéｌｅ ２６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２０１７.

② 该“ 特罗姆兰岛周围海域” 系协议中术语ꎬ 指特罗姆兰岛领海及专属经济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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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事务共同管理框架协议» ( 同时包括两份附件和三份适用专约) ( 下文简称« 共管协
议» ) ꎮ 我国学界对海上共同开发的研究较为丰富ꎬ 但由于法语国家之间的协议文本多以
法语呈现ꎬ 相关类型的案例未能受到充分关注ꎬ 对法毛共管协议的探讨颇为有限ꎮ 本文冀
通过对该案例的介绍和评析ꎬ 突出展现协议内容中的创新之处ꎬ 进一步丰富我们对海上共
同开发的认识ꎮ 本文第一部分从共管协议的背景出发ꎬ 介绍和分析法毛两国争端的产生和
协商解决的历程ꎬ 第二部分对协议内容和特点进行展现ꎬ 阐释协议的体制机制创新ꎬ 第三
部分对协议的问题与影响进行分析ꎬ 揭示共管协议的局限性ꎮ

一、 特罗姆兰岛争端及共管协议的产生
( 一) 特罗姆兰岛争端的由来与实质
１７２２ 年ꎬ 法国印度公司水手首次“ 发现” 了这一印度洋上的小岛ꎮ １７７６ 年法国人托姆

兰登上该岛并以其姓名命名ꎮ 这成为法国主张先占原则的根据ꎬ 法方认为本国首先并持续
性的宣示了该国于 １７２２ 年对该无主地的地理发现ꎮ 不过ꎬ 没有资料显示法国政府宣示对
该岛的占领ꎬ 亦未向其他国家发出任何通告ꎮ①

英法两国于 １８１４ 年签订« 巴黎和约» 中的模糊规定ꎬ 进一步为该岛主权归属争议埋下

伏笔ꎮ 英国和法国于 １８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签订的« 巴黎和约» 第 ８ 条规定ꎬ “ 英国向法国归还

前者于 １８１０ 年占领的印度洋岛屿ꎬ 但毛里求斯及其附属岛屿除外ꎬ 特别是罗德里格斯岛、
塞舌尔岛” ꎮ 英国认为ꎬ 该规定实际上是法国承认英国占领一些法属海外岛屿的既成事
实ꎮ 该条约文本中并没有明确提到特罗姆兰岛ꎬ 更没有将该岛让予英国的条款ꎬ 因此ꎬ 对
“ 特别是” 一词的解释成为关键问题ꎮ 然而ꎬ 这一用词存在较大解释空间ꎮ 一种解释认为ꎬ
英文版« 巴黎和约» ②使用了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一词表“ 特别是” ꎬ 其外延是一般性的ꎬ 有“ 包括但不
限于” 之意ꎮ 照此理解ꎬ 毛里求斯及其全部附属岛屿不在英国向法国归还岛屿之列ꎮ 特罗
姆兰岛系毛里求斯附属岛屿ꎬ 因此属于英国保留的岛屿之列ꎮ 这一岛屿主权又随着毛里求
斯从宗主国英国取得独立而归于毛里求斯ꎮ 另一种解释则认为ꎬ 法文« 巴黎和约» ③使用了
ｎｏｍｍéｍｅｎｔ 一词表“ 特别是” ꎬ 该词外延是特殊的ꎬ 即穷尽了列举对象ꎮ 故特罗姆兰岛属
于英国归还法国的岛屿之列ꎬ １８１４ 年后即处于法国主权管辖之下ꎮ 和约签字时英法双方
没有就任何有关特罗姆兰岛问题发生争议ꎮ 在法毛争议发生后ꎬ 法国方面认为法文的« 巴
黎和约» 是作准文本ꎬ 认为“ 特别是” 一词应按法文理解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叶ꎬ 特罗姆兰岛的主权归属争议正式浮出水面ꎮ １９５４ 年ꎬ 法国受世
① Ｊｏｈｎ Ｂ Ａｌｌｃｏｃｋꎬ Ｇｕｙ Ａｒｎｏｌｄ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Ｊ Ｄａｙꎬ ｅｔｃ :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 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ꎬ Ｅｄ Ｗｅｓｔｇａｔｅ Ｈｏｕｓｅꎬ

Ｅｓｓｅｘꎬ １９９２ꎬ ｐ ２５５

②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ａｔｅ Ｐａｐｅｒｓꎬ ｖｏｌ １ Ｌｏｎｄｏｎ: Ｊａｍｅｓ Ｒｉｄｇｗａｙ ａｎｄ Ｓｏｎｓꎬ １８１２￣１８１４

③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ｄｅｓ Ｌｏｉｓ ｄｕ Ｒｏｙａｕｍｅ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ꎬ 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 Ｒｏｙａｌｅꎬ １８１４ꎬ Ｔｏｍｅ １ｅｒꎬ ２ｅ ｔｒｉｍｅｓｔｒｅꎬ ｎ° １６ꎬ ｐ 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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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气象组织之邀在该岛建立气象观测站ꎬ 对该岛建立起实际控制ꎬ 除该岛突出的气象科学
价值以外ꎬ 对特罗姆兰岛进行有效统治似也在考量因素之中ꎮ １９５８ 年ꎬ 联合国第一次海
洋法会议通过了日内瓦海洋法四公约ꎬ 国际海洋法律秩序有新发展ꎬ 特别« 领海及毗连区
公约» 、 « 捕鱼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 的相继问世ꎬ 海上地物所带来的海洋权益的重要
性不断增加ꎮ 特罗姆兰岛地理上临近毛里求斯ꎬ 法国和毛里求斯在领海与公海关系、 捕鱼
方面形成零和关系的趋势日益明显ꎮ １９５９ 年ꎬ 毛里求斯代表正式抗议法国在该岛设置气
象站台ꎬ 主张特罗姆兰岛是毛里求斯领土的组成部分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许多沿海国建
立本国渔区和经济区ꎬ 拓展海域管辖权ꎮ １９７６ 年 ４ 月 ２ 日ꎬ 毛里求斯政府正式宣告对
特罗姆兰岛拥有主权ꎮ 法国和毛里求斯对特罗姆兰岛主权的争议状态正式形成ꎬ 并延续
至今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国际海洋法律秩序又有进一步发展ꎮ １９８２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下文称“ 公约” ) 正式确立了 ２００ 海里专属经济区①ꎮ 特罗姆兰岛位于马达加斯加岛以东约

４５０ 公里ꎬ 法属留尼汪岛以北 ５６０ 公里、 与毛里求斯相距约 ５５０ 公里ꎮ② 以特罗姆兰岛领
海基线起算 ２００ 海里ꎬ 与印度洋邻国专属经济区形成重叠、 挤压态势ꎬ 法国和毛里求斯在
相关海洋利益上的零和博弈进一步激化ꎮ

当前ꎬ 法国和毛里求斯对特罗姆兰岛主张各有合法性ꎬ 且对抗性明显ꎮ 法国和毛里求
斯对« 巴黎和约» 中“ 特别是” 一词的解释上存在较大差距ꎮ 法国提出了先占原则、 有效统
治原则ꎬ 主张本国行使特罗姆兰岛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合法性ꎮ 毛里求斯针锋相对地提出本
国的“ 有效统治” 主张ꎬ 认为当时的宗主国英国驻毛里求斯统治当局在特罗姆兰岛存在行
政管理行为ꎮ 毛里求斯继而提出国家继承原则ꎬ 鉴于毛里求斯 １９６８ 年从英国取得独立ꎬ
其继承的领土范围涵盖特罗姆兰岛ꎮ 民族自决和非殖民化原则也是毛里求斯潜在的论据ꎮ
双方的对抗性主张恰恰为共管方案提供了生长空间ꎮ
法毛争端的实质ꎬ 在于特罗姆兰岛的领土主权及其海洋权益ꎮ 基于对特罗姆兰岛的主
权ꎬ 一国得以从该岛周围海域取得面积为 ２８ 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ꎬ 区域内拥有一定
渔业资源ꎮ 特罗姆兰岛周围海域油气矿产资源前景较好ꎬ 存在潜在重大经济利益ꎬ 但尚未
进行勘探活动ꎮ③ 特罗姆兰岛本身具有一定的环境价值和考古价值ꎮ 岛上和周围海域孕育

①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ꎬ ｏｐｅｎ ｆｏｒ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Ｄｅｃ １０ꎬ １９８２ꎬ １８３３ ＵＮＴＳ ３９７ 法国和毛里求斯是

« 公约» 的缔约国ꎬ 批准时间为别为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和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 ４ 日ꎮ

② Ｖｏｉｒ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Ｎ° ８３０ꎬ 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ꎬ ｌｅ ２０ ｍａｒｓ ２０１３ꎬ ｃｏｎｓｕｌｔé ｌｅ ２６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ｐ ７ꎻ Ｖｏｉｒ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Ｎ° １４３ꎬ

ｓéｎａｔꎬ ｌｅ ２１ ｎｏｖｅｍｂｒｅ ２０１２ꎬ ｃｏｎｓｕｌｔé ｌｅ ２６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ｐ ６

③ ＯＲＡＩＳＯＮꎬ Ａ « Ｒéｆｌｅｘｉｏｎ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 ｓｕｒ ｌａｃｃｏｒｄ￣ｃａｄｒｅ ｆｒａｎｃｏ￣ｍａｕｒｉｃｉｅｎ ｄｕ ７ ｊｕｉｎ ２０１０ ｒｅｌａｔｉｆ à ｌａ ｃｏｇｅｓｔｉｏｎ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ꎬ ｓｃｉ￣

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 ｅ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ｎｅｍｅｎｔａｌｅ ｄｕ ｒéｃｉｆ ｄｅ Ｔｒｏｍｅｌｉｎ ｅｔ ｄｅ ｓｅｓ ｅｓｐａｃｅ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ｎａｎｔｓ »  ＲＥＶＵＥ ＪＵＲＩＤ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ＯＣÉＡＮ ＩＮＤＩＥＮꎬ ２０１５ꎬ ｎ° ２０ ｐ １４６

 ６６

边界与海洋研究

第３卷

第４期

了丰富的陆生和海洋生物ꎬ 是热带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ꎮ① 历史上ꎬ 特罗姆兰岛见证了数
量众多的海难事故ꎬ 其中最有名的是 １７６１ 年发生的吕迪勒号( ｌＵｔｉｌｅ) 事件ꎬ 使得特罗姆
兰岛具有一定的海洋考古价值ꎬ 一系列考古工程正在进行中ꎮ②
( 二) 协商历程
争议发生初期ꎬ 由于利益事关重大ꎬ 法国和毛里求斯互不让步ꎬ 双方陷入僵局ꎬ 并逐
渐影响到了双边总体上的友好关系ꎮ 随着情势的变化ꎬ 法国方面改变原有立场ꎬ 采取主动
行动ꎬ 提议采取共管方案以搁置争议ꎬ 实现共同管理ꎬ 带双方走出了谈判困境ꎬ 并围绕共
管方案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ꎮ 从共管方案协商阶段划分ꎬ 谈判可分为四个时期ꎮ
１ 铺垫时期ꎬ 双方为共管方案的提出营造政治环境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ꎬ 美苏冷战已

经接近尾声ꎬ 国际政治局势总体呈现缓和态势ꎬ 诸多区域内长期存在的矛盾也呈现降温趋
势ꎬ 拉拢域外大国武力解决的可能性越来越小ꎮ 在此背景下ꎬ 印度洋海洋争端出现和平解
决的时间窗口ꎬ 法国抓住时机选择使用首脑外交打开特罗姆兰岛问题的外交僵局ꎬ 定下和
平解决争端的基调ꎮ 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在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对毛里求斯进行了国事访问ꎬ 两
国就以双边对话形式妥善解决特罗姆兰岛问题之必要性达成共识ꎻ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ꎬ 时任法
国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和时任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对话ꎬ 确认了通过双边途径解决争
端的意向ꎮ③ 法国在多边舞台推动合作框架的建立ꎬ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ꎬ 第二次印度洋委员会④
首脑峰会发表的最终声明为共管方案提供了铺垫ꎮ⑤ 这一阶段ꎬ 共管方案并没有出现在法
毛双边谈判内容之中ꎬ 仅定下和平解决争端的基调ꎮ
２ 明确提出共管方案的方向ꎬ 并达成原则性共识ꎮ 英法两国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４ 日于圣

艾里耶( Ｓａｉｎｔ￣Ｈéｌｉｅｒ) 签订一份渔业协定ꎬ 划定了两国共同渔区ꎬ 共享格兰维尔湾( Ｇｒａｎｄ￣

ｖｉｌｌｅ) 的渔业资源ꎬ 这一协定对法国有所启发ꎬ 同时ꎬ 在印度洋委员会首脑峰会最终声明

发表后ꎬ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ꎬ 法方再次采取主动政策ꎬ 试探毛里求斯方面对共管方案的态度ꎬ
借第十八次印度洋委员会部长级会议之机向毛里求斯提出共管的建议ꎮ 毛里求斯时任外长
传达了毛里求斯政府之立场ꎬ 同意共管方案的基本取向ꎬ 希望在进行科学研究方面共管的
同时能够确定一个明确的分红制度ꎬ 使得毛方取得一定红利ꎬ 比如渔业领域ꎮ⑥ 在此之后
① Ｖｏｉｒ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ｒｅ ｌｅ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 ｄｅ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ｅｔ ｌｅ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 ｄｅ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ｄｅ Ｍａｕ￣

ｒｉｃｅ 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ｕｒ ｌａ ｃｏｇｅｓｔｉｏｎ ｅｎ ｍａｔｉèｒ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ｎｅｍｅｎｔａｌ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à îｌｅ ｄｅ Ｔｒｏｍｅｌｉｎ ｅｔ à ｓｅｓ ｅｓｐａｃｅ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ｎａｎｔｓꎬ
ｐｒéａｍｂｌｅ

② Ｖｏｉｒ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Ｎ°８３０ꎬ 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ꎬ ｌｅ ２０ ｍａｒｓ ２０１３ꎬ ｃｏｎｓｕｌｔé ｌｅ ２６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１３￣１４
③ Ｖｏｉｒ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Ｎ°８３０ꎬ 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ꎬ ｌｅ ２０ ｍａｒｓ ２０１３ꎬ ｃｏｎｓｕｌｔé ｌｅ ２６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ｐ １３

④ 印度洋委员会成立于 １９８４ 年ꎬ 总部位于毛里求斯ꎬ 成员国为法国、 毛里求斯、 马达加斯加、 塞舌尔和科摩罗ꎮ

⑤ 声明相关内容为: 有关印度洋上某些岛屿的主权归属、 海洋划界和专属经济区监管问题ꎬ 如成员国之间未能达成一

致ꎬ 在确定最终解决方案之前ꎬ 争议当事国得对争议区域共同管理ꎬ 共管规章制度由当事国从速订立ꎮ Ｖｏｉｒ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Ｎ° ８３０ꎬ 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ꎬ ｌｅ ２０ ｍａｒｓ ２０１３ꎬ ｃｏｎｓｕｌｔé ｌｅ ２６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ｐ １５

⑥ Ｅｔｕｄｅ ｄｉｍｐａｃｔꎬ Ｍｉｎｉｓｔèｒｅ ｄｅｓ ａｆｆａｉｒｅｓ éｔｒａｎｇèｒｅｓ ｅｔ ｅｕｒｏｐéｅｎｎｅｓꎬ Ｐｒｏｊｅｔ ｄｅ Ｌｏｉꎬ ＮＯＲ: ＭＡＥＪ１１１４３２１Ｌ / Ｂｌｅｕｅ￣１ꎬ 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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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再度陷入停滞ꎮ
３ 具体落实并缔结共管方案ꎮ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爆发前ꎬ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走高ꎬ

外界普遍认为特罗姆兰岛所在的离散小岛海域石油资源丰富ꎬ① 法国对开采该地区石油具
有迫切愿望ꎮ 两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晤ꎬ 确定采用共管方案的原则性共识ꎮ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ꎬ 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和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达成一致ꎬ 决定尽快缔结协议ꎬ 双方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和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共举行三次工作会议ꎬ 撰写协议文本ꎬ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ꎬ 法毛双方就文本取得一致ꎮ②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７ 日ꎬ 法国合作事务国务秘书阿兰若扬
岱与毛里求斯外交部长艾尔万博来乐在路易港正式签署共管协议ꎮ

４ 共管协议进入两国各自的批准程序ꎮ « 框架协议» 及其适用专约完成签字程序后ꎬ

由于依毛方国内法不需要经过立法批准程序ꎬ 仅需要部长会议批准即可ꎬ 毛里求斯部长会
议很快批准了« 框架协议» 及其适用专约ꎮ③ 然而ꎬ 法国一方的批准程序出现滞后ꎬ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参议院批准协议文本后ꎬ 协议在众议院陷入困局ꎮ④ ２０１３ 年ꎬ 在该协议进入
法国国民议会一读程序时ꎬ 议会内部形成跨党派联盟阻止该协议的批准ꎬ 反对者众ꎬ 甚至
时任法国海外省管理部长也公开强烈反对ꎮ⑤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ꎬ 法国国民议会拟将该« 框
架协议» 及其适用专约再次纳入一读程序ꎬ 但在部分议员的鼓动下ꎬ 议会决定从日程中删
去该事项ꎬ 协议批准再次流产ꎮ⑥ 这一情况似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 原油价格下降相联
系ꎬ 亦和法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有关ꎮ
( 三) 两国倾向共管的原因
法国与毛里求斯双边经贸关系紧密ꎬ 放任领土争端制约双边关系发展得不偿失ꎮ 法国
是毛里求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ꎬ 每年都有大量法国游客前往毛里求斯ꎬ 占后者接待总量的
４０％以上ꎮ 法国在毛里求斯累计投资约 ６ 亿欧元ꎬ 大约 １６０ 家法国企业在毛里求斯有商务
往来ꎮ 法国也是毛里求斯的首选投资目的地ꎬ 累计投资额约 １ ４ 亿欧元ꎮ 相反ꎬ 特罗姆兰

① Ｖｏｉｒ ＯＲＡＩＳＯＮꎬ Ａ ꎬ « Ｒａｄｉｏｓｃｏｐｉ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ａ ｑｕｅｒｅｌｌｅ ｆｒａｎｃｏ￣ｍａｕｒｉｃｉｅｎｎｅ ｓｕｒ ｌｅ ｒéｃｉｆ ｄｅ Ｔｒｏｍｅｌｉｎ ( Ｌ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ｄÉｔａｔｓ

ｓｕｒ ｌａｎｃｉｅｎｎｅ Ｉｓｌｅ ｄｅ Ｓａｂｌｅ) » ꎬ ＲＥＶＵＥ ＪＵＲＩＤ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ＯＣÉＡＮ ＩＮＤＩＥＮꎬ ｎ°１４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８

②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Ｎ° ８３０ꎬ 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ꎬ ｌｅ ２０ ｍａｒｓ ２０１３ꎬ ｃｏｎｓｕｌｔé ｌｅ ２６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ｐ １３

③ ｌｅｘｐｒｅｓｓ ｒéｄａｃｔｉｏｎ: « Ｔｒｏｍｅｌｉｎꎬ Ｍａｕｒｉｃｅ à ｌａ Ｃｏｕ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 ꎬ ｌｅｘｐｒｅｓｓꎬ ｌｅ １９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ｅｘｐｒｅｓｓ ｍ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９８０５８ / ｔｒｏｍｅｌｉｎ￣ｍａｕｒｉｃｅ￣ｃｏｕ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ｊｕｓｔｉｃｅꎬ ｃｏｎｓｕｌｔé ｌｅ １９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２０１７

④ Ｖｏｉｒ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ＩＬＢＥＲＴꎬ « ＣＯＧＥＳＴＩＯＮ ＭＡＵＲＩＣＥ￣ＦＲＡＮＣＥ ＤＥ ＴＲＯＭＥＬＩＮ :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Ｅ ＰＥＮ ＰＲＥ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Ｎ￣

ＴＲＥ ＬＥ ＰＲＯＪＥＴ ＤＥ ＬＯＩ» ꎬ ｄｅｆｉｍｅｄｉａꎬ ｌｅ １２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ｅｆｉｍｅｄｉａ ｉｎｆｏ / ｃｏｇｅｓｔｉｏｎ￣ｍａｕｒｉｃｅ￣ｆｒａｎｃｅ￣ｄｅ￣ｔｒｏｍｅ￣
ｌｉｎ￣ｍａｒｉｎｅ￣ｌｅ￣ｐｅｎ￣ｐｒｅ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ｅ￣ｌｅ￣ｐｒｏｊｅｔ￣ｄｅ￣ｌｏｉꎬ ｃｏｎｓｕｌｔé ｌｅ ２３ ｍａｒｓ ２０１７

⑤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Ｆｏｌｌｉｏｔꎬ Ｉｒèｎｅ Ｆｒａｉｎꎬ « Îｌｅ ｄｅ Ｔｒｏｍｅｌｉｎ :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ｎｅ ｐｅｕｔ ｐａｓ ｂｒａｄｅｒ ａｉｎｓｉ ｓａ 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ｅｔé !» ꎬ ｌｅ Ｆｉｇａｒｏꎬ ｌｅ ９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ｅｆｉｇａｒｏ ｆｒ / ｖｏｘ / ｍｏｎｄｅ /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０９ / ３１００２￣２０１７０１０９ＡＲＴＦＩＧ００２６３￣ｌｅ￣ｄｅ￣ｔｒｏｍｅｌｉｎ￣ｌａ￣ｒｅ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ｎｅ￣ｐｅｕｔ￣ｐａｓ￣ｂｒａｄｅｒ￣ａｉｎｓｉ￣ｓａ￣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ｅｔｅ ｐｈｐꎬ ｃｏｎｓｕｌｔé ｌｅ ２３ ｍａｒｓ ２０１７

⑥ Ｔｒｏｍｅｌｉｎ: ｌａｃｃｏｒｄ ｄｅ ｃｏｇｅｓｔｉｏｎ ｄｅ ｌîｌｏｔ ｒｅｔｉｒé ｄｅ ｌｏｒｄｒｅ ｄｕ ｊｏｕｒ ｄｅ 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ꎬ ＡＦＰꎬ ｌｅ １７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ｅｐａｒｉｓｉｅｎ ｆｒ / ｆｌａｓｈ￣ａｃｔｕａｌｉｔ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 ｔｒｏｍｅｌｉｎ￣ｌｅ￣ｐｒｏｊｅｔ￣ｄｅ￣ｌｏｉ￣ｓｕｒ￣ｌ￣ａｃｃｏｒｄ￣ｄｅ￣ｃｏｇｅｓ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ｕｓｓｅ￣１７￣０１￣２０１７￣６５７９６７８ ｐｈｐꎬ
ｃｏｎｓｕｌｔé ｌｅ ２３ ｍａｒｓ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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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周围海域经济开发的收益目前来说极为有限ꎬ 放任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影响本地区经济
活动的展开ꎬ 对双方来说都是弊大于利ꎮ
法国与毛里求斯双边沟通制度渠道较广ꎮ 共同开发作为一项政治色彩浓厚的国际合作
行动ꎬ 无论是在之前的谈判还是在共同开发协定的实施及后续行动等各个环节ꎬ 都受到双
方政治意愿强弱的影响ꎮ① 法毛两国高层互访较频繁ꎬ 表现出了和平解决争端的政治意
愿ꎮ② ２０１０ 年ꎬ 毛里求斯政府总理那凡山德哈汗古姆( Ｎａｖｉｎ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Ｒａｍｇｏｏｌａｍ) 获得
连任不久即访问巴黎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汗古姆再次与奥朗德会面ꎮ③ 法国官员对毛里求斯不乏赞
赏之词ꎬ 多有提及毛里求斯的“ 民主体制” 和“ 经济活力” ꎬ 这一政治上的互信感构成了重
要心理因素ꎬ 双方对棘手问题能进行某种程度的友好协商ꎮ

法国与毛里求斯间存在文化认同ꎮ 两国历史文化纽带深厚ꎬ 历史上法国是毛里求斯宗
主国ꎬ 对毛里求斯文化影响深远ꎬ 毛里求斯公民至今仍使用法语ꎮ 此外ꎬ 毛里求斯还是法
语国家组织成员国ꎬ 文化语言上具有亲近感和认同感ꎬ 双方« 共管协议» 及其适用专约皆
以法文书写ꎮ
从国际环境看ꎬ 争端当事国仅有法毛两国ꎬ 没有域外大国的政治干涉ꎬ 和平稳定与经
济发展是印度洋区域的主流诉求ꎮ 马达加斯加共和国于 １９６０ 年宣告独立时曾宣布对特罗
姆兰岛拥有主权ꎬ 不过ꎬ １９７６ 年ꎬ 马达加斯加出于声援毛里求斯的考虑ꎬ 主动放弃了对
该岛的主权要求ꎮ④ １９７３ 年 ４ 月 ２ 日ꎬ 英国政府发表声明ꎬ “ 英法两国从未对特罗姆兰岛
的归属发生过争议” ꎮ 马达加斯加、 英国不被视为争端当事国ꎬ 特罗姆兰岛主权争议并非
是四国对垒ꎮ 这极大减少了谈判难度ꎮ 不同于查戈斯群岛ꎬ 没有域外超级大国在该岛建有
军事基地ꎬ 亦没有任何明显外部政治干预ꎮ
国内因素发挥了推动作用ꎮ 法国需要维持在印度洋地区战略性存在的既得利益ꎬ 毛里
求斯需要获得新的经济利益ꎬ 协议满足了双方基本要求⑤ꎮ 具体来说ꎬ 毛里求斯一方没有

达到取得完全主权的目标ꎬ 但是在利益上和法理上并无明显倒退ꎬ 且可以获得新的利益ꎬ
共管协议虽然未能完全满足毛里求斯国内较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要求ꎬ 但无疑是顺应
这一普遍情绪的ꎮ 这一协议中法国保存了战略利益ꎬ 此外ꎬ 法国希望通过这一共管协议的
实现ꎬ 为解决本国面临的其他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提供机遇ꎬ 特别是法国与马达加斯加就
离散小岛及其周围海域的争议问题ꎬ 该地区石油资源非常丰富ꎬ 法国在此存在重大经济利
① 杨泽伟: « 国际法析论» 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５７７ 页ꎮ

② Ｖｏｉｒ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Ｎ° ８３０ꎬ 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ꎬ ｌｅ ２０ ｍａｒｓ ２０１３ꎬ ｃｏｎｓｕｌｔé ｌｅ ２６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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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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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ꎬ 法国选择先易后难路径ꎬ 是“ 醉翁之意不在酒” ꎬ 实际是希望以此探索在离散小岛实

现共管的可能性ꎮ① 总的来看ꎬ 协议满足了双方基本诉求ꎬ 双方所追求的利益互补性强ꎬ
但权利义务关系不够平衡ꎬ 为争议埋下隐患ꎮ
得到了相关先例的启发ꎮ 随着国际海洋法实践的发展ꎬ 海上共同开发案例不断增多ꎮ
在此之前的英法渔业共管案对共管协议有所启发ꎬ 英法两国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４ 日于圣艾里
耶签订一份渔业协定ꎬ 该协定旨在划定共同渔区ꎬ 共享格兰维尔湾湾的渔业资源ꎬ 共同渔
区横跨了英法领海边界线ꎬ 英法各自向本国船只颁发渔业经营许可ꎬ 把渔权和主权问题分
离ꎬ 并创建了格兰维尔湾联合咨询委员会ꎮ 法国外交部认为法国与毛里求斯所签订的条约
同样不会对主权产生影响ꎮ

二、 共管协议的内容与特点
( 一) 共管协议主要内容
法国与毛里求斯间达成的共管协议ꎬ 由一份框架协议、 三份适用专约和两份附件组
成ꎮ 作为法律基础的« 框架协议» 包括: 序言、 缔约宗旨与目的( 第 １ 条) 、 不损害条款( 第

２、 １１ 条) 、 共管领域( 第 ３ 条) 、 环保事项( 第 ４ 条) 、 渔业问题( 第 ５、 ６、 ９ 条) 、 知识产
权( 第 ７ 条) 、 共同管理委员会( 第 ８ 条) 、 协议执行( 第 １０ 条) 、 生效方式( 第 １２ 条) 、 有
效期( 第 １３ 条) 、 修改方式( 第 １４ 条) 、 争端解决机制( 第 １５ 条) ꎮ 随附三份适用专约ꎬ 对
共同管理的三 个 特 定 领 域 做 出 详 细 规 定ꎬ 分 别 是 « 环 境 专 约» ② « 考 古 专 约» ③ « 渔 业 专
约» ④ꎮ 附件一为特罗姆兰岛及周围海域地图ꎬ 附件二为区域外部界限ꎮ⑤

法毛海上共同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ꎬ 涉及两国共管的实现形式、 范围和合作领域ꎮ 具

体包括指定领域共同渔业政策、 生态保护事项、 行政管理和决策体制、 收入来源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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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ꎮ 共管协议为特罗姆兰岛资源开发、 环境保护和考古科研的共同管理提供了法律框架ꎮ
其中ꎬ « 框架协议» 及其适用专约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ꎮ

设立共同管理委员会作为管理机构ꎮ 主权争议地区的国际合作协定须设立国际组织ꎬ

并明定其权力、 执掌和自治程度ꎮ① 渔业、 考古和环境相关事项的行政管理权由共管委员
会行使ꎬ 委员会内部法方代表团和毛里求斯代表团员额相同ꎬ 地位平等ꎬ 共管委员会之决
定须征得双方一致同意始得实施ꎮ② 作为核心的共管委员会得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的数月内
投入运行ꎬ 法国和毛里求斯将在协议框架下协调政策ꎬ 职权广泛ꎮ 所有可能对环境产生影
响的活动都受到共管委员会的关注( « 框架协议» 第 ８ 条) ꎬ 三份专约对共管委员会职能做
了具体规定ꎮ 可见ꎬ 共管委员会职能广泛ꎬ 具有相当的决策权ꎬ 但又从人员组成上受到各
自国家政府控制ꎮ
专家组制度为共管提供智力支持ꎮ 专家组可被视为共同开发机构的组成部分ꎬ 为共同
开发机构提供咨询服务ꎬ 并间接影响决策ꎮ 法毛两方分别指定人数相同的专家代表团组成
专家组ꎬ 两国共同主持工作ꎮ 专家组负责环境合作的指定事宜( « 环境专约» 第 １ 条、 第 ４

条) ꎬ 渔业共管的事宜( « 渔业专约» 第 １ 条、 第 ４ 条) 以及考古合作的指定事宜( « 考古专

约» 第 １ 条、 第 ３ 条) ꎮ 专家组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会议ꎬ 向共管委员会汇报年度工作进度ꎮ
这一制度被双边协议明文确定ꎬ 是该协议的突出特点ꎮ

共管协议设立了联络人制度ꎮ 联络人应当参加专家组会议ꎬ 负责各国内部相关机构和
组织的信息沟通ꎬ 同时为另一方缔约国的联络人提供工作便利ꎬ 协助其联系本国相关机
构ꎬ 按职能领域不同分为渔业事务联络人、 考古事务联络人和环境事务联络人( « 渔业专
约» 第 ６ 条、 « 考古专约» 第 ４ 条、 « 环境专约» 第 ５ 条) ꎮ

设立争端解决条款ꎮ 国际社会用来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方法包括传统的非司法、 准司

法和司法的方法ꎮ③ « 框架协议» 第 １５ 条规定ꎬ 关于« 框架协议» 及其适用专约的执行和解
释中发生的争议应当尽快通过协商解决ꎬ 如协商不成则依照国际法ꎬ 对解决手段的选择达
成一致后以和平方式解决ꎬ 三份适用专约的最后一条都做了相同表述ꎮ « 框架协议» 第 １５

条并没有明确排除任何争端解决方法的适用ꎬ 但以对“ 解决手段的选择达成一致” 为前提
对争端解决方法加以限制ꎬ 考虑到双方的立场ꎬ 该争端解决条款使得毛里求斯将争端提交
强制仲裁的法律基础削弱ꎬ 下文将做详细分析ꎮ
« 渔业专约» 主要对渔业共管和收入分配的事项进行了详细规定ꎮ 当事国从速在渔业

资源储量评估、 渔业活动管理措施拟定、 渔业经营许可审核办法方面制定共同政策( « 渔
① 参见杨泽伟主编: « 海上共同开发国际法问题研究» 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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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专约» 第 １ 条) ꎬ 但政策执行由各自负责ꎮ 两国共同制定渔业许可授予制度ꎮ 法国、 毛
里求斯分别有权向本国船旗渔船授予渔业许可ꎬ 第三国船籍船只必须持有两国授予的渔业
许可始得进行渔业活动( « 渔业专约» 第 ８ 条) ꎮ 这一条款使得法国所享有的渔业许可权得

到保留ꎬ 法籍渔船仍然可以免费申请许可ꎬ 进行渔业活动ꎻ 同时通过建设性的务实手段ꎬ
毛里求斯得以超脱主权争议框架ꎬ 获得了授予渔业许可的平等权利ꎬ 毛方获得实际经济利
益ꎮ 船旗国为第三国的船只应当持有法毛两国颁发的渔业经营许可ꎬ 两国对持有另一国所
颁发渔业许可的第三国船只行使登临权的法律基础将更加坚实ꎬ 法毛之间不再可能因此发
生矛盾ꎮ
对收入来源及分配予以规定ꎮ 以无分界线的地区而言ꎬ 由于当事国同样主张对该地区
享有主权ꎬ 故其费用及受益均以平均分担和分享为原则ꎮ① 目前特罗姆兰岛的主要收入来
自渔业活动ꎬ 共管委员会有权决定对渔业许可审批项目的收费数额及收费办法ꎬ 并负责该
项收入在法毛之间按衡平原则进行分配② ( « 框架协议» 第 ８ 条ꎬ « 渔业专约» 第 ３ 条) ꎮ 共
管协议未对具体划分标准作出规定ꎬ 而是授权共管委员会以平衡原则决定ꎬ 最终分配结果
可能与双方谈判能力和地位相关ꎮ
«考古专约» 对考古合作事宜做出了详细规定ꎬ 类似于一个国际合作协议ꎬ 基本不涉

及主权问题ꎬ 所涉及的考古项目较为零散ꎬ 持续时间有限ꎬ 局限于 ２０１０ 年的考古发掘工
作和成果应用ꎬ 执行方是科研教育机构ꎮ

« 环境专约» 对养护、 保全特罗姆兰岛及其周围海域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做了详细

规定ꎬ 设定了两点具体目标ꎬ 即区域环境普查和环保指导方针的制定ꎬ 并决心在必要时创
设自然保护区ꎬ 属于政府间合作ꎬ 属于主权问题中较不敏感的部分ꎮ
( 二) 共管协议的特点
从共管协议当事国和国际环境来看ꎬ 特罗姆兰岛案中大国与小国的鲜明对比始终存
在ꎮ 法国是发达国家ꎬ 而毛里求斯是发展中国家ꎬ 无论是在国土面积、 政经实力、 军事力
量及科研实力上ꎬ 法国与毛里求斯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客观差异ꎮ 双方从各自的情况出发ꎬ
制订了相应的斗争策略ꎮ 毛里求斯在多边舞台上利用自身的弱者身份ꎬ 借客观存在的“ 南
北矛盾” ꎬ 在多边场合③积极宣扬法国不负责任形象ꎬ 博取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之
同情ꎮ 法国推动双方在共管协议中设立了一些具有“ 形式平等” 的条款ꎬ 但在协议的实际
执行中法国收获更多ꎮ 例如ꎬ 在环境保护方面ꎬ 法国此前已经进行了较大投入ꎬ 相关环保

① 参见杨泽伟主编: « 海上共同开发国际法问题研究» ꎬ 第 ６ 页ꎮ

② 法文 Ｌａ ｒé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éｑｕｉｔａｂｌｅ ｄｕ ｐｒｏｄｕｉｔ ｄｅ ｌ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ｐêｃｈｅ

③ 毛里求斯一度此项争议诉至联合国ꎮ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 日ꎬ 毛里求斯于向联合国秘书长交送一份名为« 托姆兰岛: 基

点» ( Ｔｒｏｍｅｌｉｎ : Ｐｏｉｎｔｓ ｄｅ ｂａｓｅ) 的地图ꎬ 提供了托姆兰岛地图和地理坐标点清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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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极为成功①ꎬ 将环境纳入共管ꎬ 主要在于使毛里求斯平等承担财政责任ꎮ

从双方主张的争议解决路径上看ꎬ 双方就共管路径达成的共识存在脆弱性ꎮ 法国坚决

主张通过双边谈判途径和平解决争端ꎬ 明确拒绝一切第三方途径ꎬ 不参与任何仲裁和司法
解决ꎬ 主张搁置争议、 共同管理ꎬ 并积极推动双方达成共管协议ꎻ 毛里求斯并不拒绝共管
方案ꎬ 但是同样不会放弃对特罗姆兰岛的主权要求ꎬ 努力将问题国际化ꎬ 并暗示今后仍可
能将特罗姆兰岛争端诉诸第三方法律程序②ꎮ

法毛双方选择共同管理的地理范围ꎬ 包括了争议岛屿本身及其产生的领海和专属经济

区ꎬ 不设置分区域( « 框架协议» 第 １ 条) ꎮ 这一做法特点突出ꎮ 划定共同开发区ꎬ 不仅是
推进海上共同开发的前提ꎬ 也是双方在联合协定中必须事先解决的问题ꎮ③ 关于共同开发
区块和领海的关系ꎬ 就当今海上共同开发的实践而言ꎬ 各国的做法不完全一致ꎮ 法毛双方
选择共同管理的地理范围包括了争议岛屿本身ꎬ 这在海上共同开发的国际法实践中较为
鲜见ꎮ
联络人制度也是机制创新之处ꎬ 该制度试图将两国间沟通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ꎮ 法毛
的共管协议确立的共管领域较广ꎬ 专业性事务较多ꎬ 参与部门、 人员繁杂ꎬ 专家组、 共管
委员会、 双方国内相关机构的沟通与协调任务较重ꎬ 联络人制度旨在解决这一问题ꎮ
共管协议将保护提升到与开发同等重要的地位ꎮ 国际层面有关实践中ꎬ 多着眼于共同
开发为主ꎬ 主要关注经济利益ꎬ 共同开发的标的以生物资源、 非生物资源和生产能为
主ꎮ④ 法毛共管协议中ꎬ 把共同保护和共同开发置于同等地位ꎬ 引入了一些对生物资源养
护的篇幅ꎮ 在考古和环境领域ꎬ 共管协议更是大篇幅地引入有关保护事项的规定ꎮ

三、 法毛共管方案的问题与影响
( 一) 共管协议处置争议的效果
至于共管方案的效果ꎬ 学界存在争议ꎮ 一些学者乐见其成ꎬ 认为共管方案不仅是实用
主义取舍ꎬ 也反映了法国在该区域内的积极视角及处理南北关系中的时代精神ꎬ 即在处理
整个离散小岛主权争议中体现了政策连续性ꎬ 强调共同利益ꎬ 但又不牺牲本国利益的政策

① ＯＲＡＩＳＯＮꎬ Ａ ꎬ « Ｒéｆｌｅｘｉｏｎ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 ｓｕｒ ｌａｃｃｏｒｄ￣ｃａｄｒｅ ｆｒａｎｃｏ￣ｍａｕｒｉｃｉｅｎ ｄｕ ７ ｊｕｉｎ ２０１０ ｒｅｌａｔｉｆ à ｌａ ｃｏｇｅｓｔｉｏｎ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ꎬ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 ｅ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ｎｅｍｅｎｔａｌｅ ｄｕ ｒéｃｉｆ ｄｅ Ｔｒｏｍｅｌｉｎ ｅｔ ｄｅ ｓｅｓ ｅｓｐａｃｅ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ｎａｎｔｓ» ꎬ ＲＥＶＵＥ ＪＵＲＩＤ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ＯＣÉＡＮ ＩＮＤＩＥＮꎬ ２０１５ꎬ ｎ° ２０ꎬ ｐ １５７

② Ｌｅｘｐｒｅｓｓ ｒｅｄａｃｔｉｏｎꎬ « Ｔｒｏｍｅｌｉｎ: Ｍａｕｒｉｃｅ à ｌａ Ｃｏｕ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 ꎬ ｌＥｘｐｒｅｓｓ ｌｅ １９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ｅｘｐｒｅｓｓ ｍ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９８０５８ / ｔｒｏｍｅｌｉｎ￣ｍａｕｒｉｃｅ￣ｃｏｕ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ｊｕｓｔｉｃｅꎬ ｃｏｎｓｕｌｔé ｌｅ １９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２０１７

③ 匡增军ꎬ 欧开飞: « 俄罗斯与挪威的海上共同开发案评析» ꎬ « 边界与海洋研究»２０１６ 年 ５ 月第 １ 卷第 １ 期ꎬ 第 ９３ 页ꎮ
④ 参见杨泽伟主编: « 海上共同开发国际法问题研究» ꎬ 第 １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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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ꎮ①
亦有学者认为ꎬ 总体上讲ꎬ 共同开发在过往的实践中效果并不理想ꎮ② 共管方案为法
国逐渐放弃特罗姆兰岛主权大开方便之门ꎮ③ 共管方案对缓和双方紧张局势表现出了局限
性ꎮ 此外ꎬ 还存在权利义务不平衡的问题ꎬ 可能带来错误示范效应ꎮ 从共管协议来看ꎬ 毛
里求斯对法国承担的义务较少ꎬ 法国出让权利部分过多ꎮ 对此ꎬ 法国国内不乏反对之声ꎬ
因为部分法属海外领土的主权存在争议ꎬ 而这一« 框架协议» 可能对这些争议产生连带影
响ꎮ 如« 框架协议» 及其适用专约获得批准而生效ꎬ 法属南半球和南极洲领地下辖的“ 离散
小岛” 的其他小岛和克利珀顿岛临近的一些国家可能要求法国依同等标准签订共管协议ꎮ
具体来说ꎬ 目前马达加斯加与法国就离散小岛主权问题存在争议ꎮ 据公开资料ꎬ 莫桑比克
海峡一带海域油气资源丰富ꎬ 尤其是法国下辖的离散小岛之一的新胡安岛( Îｌｅ Ｊｕａｎ ｄｅ

Ｎｏｖａ) 周围海域ꎬ 其储量可与北海相提并论ꎬ 在该岛的归属问题上ꎬ 法国与马达加斯加一
直存在尖锐矛盾ꎮ 墨西哥与法国就克利珀顿岛的主权归属也存在争议ꎮ 克利珀顿岛是一个
位于东太平洋墨西哥ꎬ 渔业资源较为丰富ꎬ 被法国视为海外领土之一ꎮ 如果批准« 框架协
议» 及其适用专约ꎬ 可能对其他声索国产生示范效应ꎮ 尽管法国在特罗姆兰岛问题上经济
利益不大ꎬ 但可能由此产生连带法律影响④ꎬ 构成了法国国内反对声浪的重要因素ꎮ

“ 搁置争议ꎬ 共同管理” 方案因其法律框架主动避开主权问题ꎬ 已成为解决主权争议

的可能性方案之一ꎬ 其实际效果应从具体实践判定ꎮ 从静态来讲ꎬ 法国相对毛里求斯在协
议中占有有利地位ꎬ 然而从动态来讲ꎬ 法国在该协议中获得的新利益并不多ꎬ 而是向毛里
求斯转移了部分既有利益ꎬ 双方对此种安排的满意程度决定了共管方案的实际效果ꎬ 应当
做进一步跟踪观察ꎮ
( 二) 共管协议的批准困境
« 框架协议» 及其适用专约完成签字程序后ꎬ 由于依毛方国内法不需要经过立法批准

程序ꎬ 仅需要部长会议批准即可ꎬ 毛里求斯部长会议很快批准了« 框架协议» 及其适用专

① Ｗｅｃｋｅｌ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ꎬ « Ｌａｃｃｏｒｄ ｄｅ ｃｏｇｅｓｔｉｏｎ ｅｎｔｒｅ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ｔ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ｆ à Ｔｒｏｍｅｌｉｎ ｄｏｉｔ￣ｉｌ êｔ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éｒé ｃｏｍｍｅ ｕｎ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ｄｅ 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ｅｔé ?» ꎬ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ｌ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ｎ° ３４４ꎬ ｌｅ １４ ａｖｒｉｌ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ｌｅ￣ｄｒｏｉ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ｓ /
ａ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３０４１４＿ｂｕｌｌ＿３４４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ｌｅ＿３４４ ｐｈｐ＃４９４ꎬ ｃｏｎｓｕｔéｌｅ １９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２０１７.

② 罗国强: « “ 共同开发” 政策在海洋争端解决中的实际效果: 分析与展望» ꎬ « 法学杂志»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４—１７ 页ꎮ

③ ＯＲＡＩＳＯＮꎬ Ａ ꎬ « Ｒéｆｌｅｘｉｏｎ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 ｓｕｒ ｌ  ａｃｃｏｒｄ￣ｃａｄｒｅ ｆｒａｎｃｏ￣ｍａｕｒｉｃｉｅｎ ｄｕ ７ ｊｕｉｎ ２０１０ ｒｅｌａｔｉｆ à ｌａ ｃｏｇｅｓｔｉｏｎ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ꎬ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 ｅ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ｎｅｍｅｎｔａｌｅ ｄｕ ｒéｃｉｆ ｄｅ Ｔｒｏｍｅｌｉｎ ｅｔ ｄｅ ｓｅｓ ｅｓｐａｃｅ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ｎａｎｔｓ» ꎬ ＲＥＶＵＥ ＪＵＲＩＤ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ＯＣÉＡＮ ＩＮＤＩＥＮꎬ ２０１５ꎬ ｎ° ２０ꎬ ｐ １４４ ｅｔ ｌ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ｄｅ 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 Ｃｏｔꎬ Ｌｅ Ｑｕｏｔｉｄｉｅｎ ｄｅ Ｌａ Ｒéｕｎｉｏｎꎬ ｖｅｎｄｒｅｄｉ ２７ ａｏûｔ

１９８２ꎬ ｐ ３３

④ Ｖｏｉｒ Ｃｏｕｌéｅ Ｆｒéｄéｒｉｑｕｅꎬ Ｐｒａｔｉｑｕ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ｄｕ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Ａｎｎｕａｉｒ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 ｄｅ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５６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９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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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ꎮ① 然而ꎬ 共管协议的批准在法国一方遭遇困境ꎮ ２０１２ 年共管协议文本在法国参议院获
得批准后ꎬ 在国民议会受阻ꎮ 法国政府受到了法国国内的巨大压力ꎬ 主要来自政界、 地方
和国内舆论及知识界ꎮ 法国主要政党出于党派利益对共管协议提出了广泛批评ꎬ 甚至当时
签署共管协议的执政党在成为在野党后也调转矛头开始攻击共管协议ꎬ 而法国国民阵线对
此批评则一以贯之ꎬ 尤为激烈ꎬ 反对者也包括众多议员ꎬ 甚至是时任法国海外省管理部长
也公开强烈反对ꎮ②
法国地方层面也出现了反对声音ꎬ 主要为与特罗姆兰岛地理关系临近、 存在经济联系
的地方行政区ꎮ 根据法国国内法ꎬ 特罗姆兰岛曾划归法属留尼旺行政管辖ꎬ 然而在« 框架
协议» 及其适用专约的磋商过程中ꎬ 并没有咨询法属留尼旺地方的意见ꎮ③
一些知识分子在公共媒体上发声ꎬ 认为共管协议是“ 贱卖国家主权” ꎬ 还有一些舆论

认为此举显示了法国外交官的轻率以及一些政客的胆怯、 短视ꎬ 指责该协议“ 令人气愤” 、
“ 威胁” 、 “ 单边” 以及“ 不平等” ꎬ 强调法国是一个“ 世界性的海洋大国” ꎮ④ 共管协议引发
法国社会关注ꎬ 舆论对政府批评之声不断ꎬ 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ꎮ

同时ꎬ 随着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ꎬ 国际原油价格一落千丈ꎬ 法国政府开发离

散小岛海域石油资源的迫切性下降ꎬ 加之印度洋距离法国本土遥远ꎬ 在保障法国能源安全
上的意义不大ꎬ 法国推动共管方案的动力下降ꎮ 总之ꎬ 共管方案的实现有赖于国际政治、
经济形势出现再次转折ꎮ 不过ꎬ 海上共同开发谈判通常都旷日持久ꎬ 马来西亚与泰国的共
同开发案中ꎬ 两国从 １９７９ 年签订关于共同开发的谅解备忘录到 １９９４ 年共同开发的正式实
施ꎬ 用了近 １５ 年的时间ꎮ 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的共同开发案中ꎬ 从联合开发原则的议
定到投产花了将近 ２０ 年时间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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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裕仁

徐攀亚: 法国和毛里求斯关于特罗姆兰岛及其周围海域共管协议评析

 ７５

济形势等环境因素的影响ꎬ 一系列因素共同将双方导向海上共同开发的选项ꎮ 共管协议在
内容上具有鲜明特点ꎬ 在地理区域、 领域、 体制机制安排进行了诸多创新ꎬ 特别是共管机
构设置的“ 弱超国家” 方案ꎬ 服务于两国多方协调的联络人制度ꎮ 共管协议也存在不足ꎬ
法毛两国在共同开发上存在共识ꎬ 但这一共识的基础仍有脆弱性ꎬ 两国进入强制程序的可
能性仍然存在ꎬ 共管协议对处置争议的效果仍待观察ꎬ 法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可能迟滞协
议的批准ꎮ 作为海上共同开发的案例之一ꎬ 法毛共管协议可深化我们对海上共同开发的认
识ꎬ 更好地理解海上共同开发的优点与不足ꎮ 特罗姆兰岛问题的未来走向有待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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