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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 对外关系
南沙群岛
西沙群岛
东沙群岛 中沙群岛
1950-03-08 英国对日讲 1950-05-17 菲律宾总统 1950-04 法国，派军事 南沙群岛在线
和原则，言及对斯普拉 基里洛（Elpidio
人员 600 名占领永乐群 www.nansha.org.cn
特里（Spratly Islands） Quirino）发表对 Spratly 岛
放弃
群岛占领情况的检讨
1950-5-15 中国人民解
1950-05-19 中国，抗议 季里诺在记者招待会上 放军，进驻永兴岛
菲律宾总统 05-17 发
称：“如果国民党军队
言，发表声明：菲律宾 真的占领着团沙群岛
挑衅者及其美国支持者 （即今南沙群岛），则
必须放弃他们的冒险计 菲律宾就无须要求占领
划，否则必然引起严重 该地。如果在敌人手
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 里，即威胁我们国家的
国绝对不容许南沙群岛 安全。”“根据国际公
及南海中其他任何属于 法，该群岛应该辖属于
中国的岛屿被外国所侵 最邻近的国家，而距离
犯
团沙群岛最近的国家就
是菲律宾。”
1950-08-15 中国，确认
南海诸岛编入广东省
1951-05-17 菲律宾总统 南沙群岛在线
南沙群岛在线
南沙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www.nansha.org.cn
基里洛发出对 Spratly 群 www.nansha.org.cn
岛的主权主张，根据是
距离菲律宾较近
1951-08-15 中国总理周
恩来发表南海诸岛主权
主张
1951-09-05 苏联代表团
团长葛罗米柯(Andri
Gromyko)在旧金山(San
Francisco)会议上发言支
持归还南沙、中沙、西
沙群岛和其他相关岛屿
给中国
1951-09-07 菲律宾代表
在旧金山会议上发言言
及 Spratly 群岛问题
1951-09-07 越南代表在
旧金山会议中提出越南
对南沙、西沙拥有主权
1951-09-08 《旧金山和
约》日本放弃新南群
岛、西沙群岛
1951-09-11 苏联外相指
出西沙群岛为中国领土
1952-04-28 《日华和 南沙群岛在线
南沙群岛在线
南沙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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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规定日本放弃新南 www.nansha.org.cn
群岛、西沙群岛 台湾国

民党当局与日本签订双
边和约，其中第二条写
道：“兹承认依照公历
1951 年 9 月 8 日在美利
坚合众国金山市签订之
对日和平条约第二条，
日本国业已放弃对于台
湾及澎湖群岛以及南沙
群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
权利、权利根据和要
求。”
1953 海南行政区水产公 南沙群岛在线
司在西沙群岛开采鸟粪 www.nansha.org.cn

1953-06-30 法舰五艘、 南沙群岛在线
运输船一艘，载运百名 www.nansha.org.cn
海军人员及工人分别在
琛航岛、晋卿岛、甘泉
岛、羚羊礁登陆，非法
设置航标
1954-10-21 菲律宾船只 南沙群岛在线
南沙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窜入我国南沙群岛太平 www.nansha.org.cn
岛活动
1955-05 ~1955-06 海南 1955-05-27 菲律宾船只 1955-01-25 法国炮舰 南沙群岛在线
行政区组织西沙群岛调 窜入南沙群岛太平岛活 775 号载运 20 余人在永 www.nansha.org.cn
查勘探队，勘探队由海 动
兴岛登陆，建造坟墓一
南供销社、水利部、卫 1955-06 ～07 驻菲律宾 座
生处、建筑工程公司以 退役美国军人登上
1955-02-22 美国，群岛
及广东省农业厅、供销 Spratly 群岛，“人道王 上空侦察
社等单位组成
国”宣言
1955-03 ～ 1955-04 有
1955-06 台湾，南沙群 1955-06 ～07 菲律宾空 五艘日本船只分别到西
岛主权主张
军派一架两栖巡逻轰炸 沙群岛进行非法活动
1955-08-13 法国，搜查 机到南沙群岛上空侦察 1955-06 法国，琛航
永兴岛的中国海南水产 南沙群岛在线
岛、南岛、北岛建立石
会社，威吓中国渔民。 www.nansha.org.cn
碑。06-11 法国登陆艇
法登陆舰 9019 号，以小
一艘，以水陆坦克两
型机艇载法军 20 人在永
辆、舢舨一只，载运 16
兴岛登陆，并至我海南
人在永兴岛登陆，于岛
水产公司 301 号轮船员
上建立高约 1 米，宽约
宿地附近进行搜查，企
0.5 米的水泥碑，碑上写
图胁迫我船员返回海南
“ORNE 1955”。同日
1955-08-22 法国，命令
在北岛业建了类似水泥
永兴岛中国渔民退去，
碑，此后琛航、南岛也
破坏中国纪念碑。法舰
相继发现此种水泥碑
L9006 号驶抵永兴岛抛
锚，23 日以机艇两艘载
武装人员 37 人，分三队
登陆搜查，宣称此岛为
法国领土，强令我驻岛
渔工返回海南，离岛前
将岛上纪念碑捣毁
1955-10-27 ～11-25 国

际民航机关 太平洋北部
南部飞行会议 邀请台湾
在南沙群岛进行高空气
象观测，在马尼拉召开
第一届国际民航组织太
平洋地区航空会议，通
过的第 24 条议案中，要
求台湾当局应补充提供
南沙群岛每日四次的高
空天气观测资料
1956-04 广东省水产厅 1956-03-01 菲律宾马尼 1956-03 南越代法国军 南沙群岛在线
组织西沙群岛、南沙群 拉航海学校校长托马斯 队占领西沙（黄沙）群 www.nansha.org.cn
岛水产资源调查队，在 克罗马（Tomas
岛
永兴岛设立中心站，驻 Cloma）南沙群岛“探 1956-04 南越，琛航岛
岛 200 多人并在岛上设 险”。登陆北子礁、南 登陆
立供销社、卫生所、俱 子礁、中业岛、南钥
1956-07-08 南越，占领
乐部和发电站
岛、西月岛、太平岛、 甘泉岛
1956-04-01 越南共和国 敦谦沙洲、鸿庥岛、南 1956-07-09 南越舰船七
（南越）派一个 40 余人 威岛等 9 个主要岛屿， 艘侵占甘泉岛，鸣炮示
的保安排，接替侵占珊 声称“发现”并“占
威，并留下驻军
瑚岛的法军，占领珊瑚 领”了这些岛屿
－南越，测量珊瑚岛、
岛，实施水利学调查
1956-03-17 托马斯克罗 金银岛、晋卿岛
1956-05-21 美国，对台 马命名“卡拉延群岛” －南越，认可商人在珊
湾和菲律宾关于卡拉延 （Freedom Land，自由 瑚岛、金银岛、晋卿岛
（Kalayaan）争议不干 地）
采取磷酸盐南沙群岛在
涉的宣言
1956-04-29 托马斯克罗 线 www.nansha.org.cn
1956-05-29 中国，南海 马登上太平岛、西月岛
诸岛主权重申
设置看板
1956-06-01 南越，长沙 1956-05 法舰侵犯南钥
（南沙群岛）主权主张 岛
1956-06-01 台湾，反驳 1956-05-11 托马斯克罗
越南南沙群岛的主权主 马“自有地”各岛升国
张
旗，正式宣布占有
1956-06-09 托马斯克罗 1956-05-15 克罗马发表
马（Tomas Cloma）上 所谓的《告世界宣
书，表示对中华民国的 言》，声称“发现和占
尊重，指出未探查南威 领”南沙群岛的 33 个岛
岛（Spratly Island）
礁、沙洲、沙滩、珊瑚
1956-06-09 法国向菲律 礁和渔区，命名为“自
宾指出法国自 1933 年已 由地”
经占领 Spratly 群岛
1956-05-19 菲律宾外相
1956-06-15 北越，指出 宣布卡拉延先占主权声
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为 明
中国领土。越南副外长 1956-05-21 托马斯克罗
雍文谦接见中国驻越南 马，强调民间人士先
使馆临时代办李志民
占，要求菲政府提供保
时，郑重地表示：“根 障
据越南方面的资料，从 1956-05-25 法国，登陆
历史上看，西沙群岛和 南威岛

南沙群岛应当属于中国
领土。”
1956-06-16 南越，抗议
法国
1956-06-27 托马斯克罗
马登上太平岛，撤去台
湾在岛上设置的国旗
1956-07-07 菲律宾，托
马斯克罗马将国旗交与
中华民国大使馆
1956-07-10 菲律宾，确
认克罗马行动应该由其
个人负责
1956-12 菲律宾，表明
立场：克罗马行动与政
府无关，支持民间人士
的开发、居住

1956-05 法国，登陆南
钥岛
1956-05-29 据外国通讯
社报道，菲律宾外交部
长加西亚在一次记者招
待会上说，南中国海包
括太平岛和南威岛在内
的一群岛屿，“理应”
属于菲律宾，理由是它
们距离菲律宾最近。我
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
明，南中国海上述的太
平岛和南威岛，以及它
们附近的一些小岛，统
称南沙群岛。这些岛屿
向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
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这些岛屿具有无可争辩
的合法主权。菲律宾政
府为了侵占中国的领土
南沙群岛而提出的借
口，是根本站不住。
1956-05-29 美国水上飞
机数次侵入我国太平岛
等地作低空侦察
1956-06-02 ～14 台湾
立威部队（主权碑设置
部队）被派遣到南沙群
岛，在各岛登陆，升旗
立碑，测量 设立南沙守
备区，恢复在太平岛的
驻军
1956-06-07 美国第七舰
队司令英格索尔公然叫
嚷，美国要阻挠中国行
使对南沙群岛南威岛的
主权
1956-06-08 菲律宾，在
南沙群岛活动
1956-06-21 台湾军机，
侦察太平岛
1956-06-29 台湾，组织
威远部队（驻留部队）
巡弋南沙群岛
1956-07-06 克罗马，宣
布“自由地”政府成
立，首都设于中业岛
（Thitu Island）
1956-07 克罗马公然声

1957 海南行政区鸟肥公
司在永兴岛开采磷矿。
1957-01 我国渔船“万
发兴”号上的渔民登甘
泉岛取淡水，遭南越军
射击，伤我渔民一人
1957-02-15 菲律宾，公
布克罗马 1956-12 的书
简
1957-02-16 台湾，南沙
群岛主权声明
1957-02-18 南越，黄沙
长沙主权确认
1957-02-18 台湾，南沙

称设立所谓的“自有邦
政府”，并派“国务
卿”请菲律宾政府收这
一地区为“保护邦”
1956-07-14 ～22 台湾
威远部队，中业岛、敦
谦沙洲、西月岛、宏庥
岛、南威岛、南钥岛、
南子岛（礁）驻留
1956-08-22 南越海军再
次侵占南沙群岛，并在
那里非法升起南越旗子
1956-08-30 南越，长沙
岛（南威岛）升旗
1956-09-24？28 台湾宁
远部队，太平岛、宏庥
岛、敦谦沙洲、南钥
岛、中业岛登陆
1956-10-01？02 台湾宁
远部队，截获并检查
Filemon Cloma(托马斯
克罗马之弟)的船只，飞
而蒙克罗马在审讯过程
中供称他们的船只进入
我国南沙群岛海域是属
“个人行为 ”，到太平
岛是“个人拜访”
1956-10-22 南越，长沙
群岛（南沙群岛）编入
Phuoc Tuy 省（原巴地
省）
1956-12 菲律宾，表明
立场：克罗马行动与政
府无关，支持民间人士
的开发、居住
1957-05 美国，占领南
沙群岛 3 座岛屿，并建
立雷达站。台湾同意设
置 航海灯塔
1957-05-13 克罗马登陆
南子岛，企图移居于此
1957-05-24 美国公开扬
言，要在我国南沙群岛
上建气象站
1957-06-06 日本东洋会
社，小竹芳雄的调查
团，擅自窜入我国南沙
群岛勘察南沙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1957-01-25 南越向甘泉 南沙群岛在线
岛的中国渔民开炮，1 www.nansha.org.cn
名渔民负伤
1957-05-08 西贡海军从
芽庄运来海军陆战队一
个连，侵入永乐群岛换
防南沙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群岛为中华民国领土声
明
1957-02-19 南越，黄沙
长沙群岛主权保留言及
1957-02-20 菲律宾下院
议员提出南沙群岛距离
菲较近，提出主权主张
1957-02-24 菲律宾，提
出未被占领的 Spratly 群
岛谁都可以开发
1957-04-05 中国，反对
任何国家对西沙群岛主
权侵犯的声明
1957-04-28 台湾，西沙
群岛主权确认
1957-05-21 台湾，要求
菲律宾阻止克罗马的计
划
1957-05-23 人民日报，
指责美国占领南沙群岛
1957-05-24 美军，南沙
群岛气象台建设表示
1957-10-13 中国，公布
在西沙群岛发现中国石
碑
1957-12-13 印度尼西
亚，12 海里领海宣言
1958 海南岛琼海县政府 1958-03-20 南越，再次 南沙群岛在线
成立开发西沙、南沙公 确认长沙群岛（南沙群 www.nansha.org.cn
司
岛）编入 Phuoc Tuy 省
1958-04-21 南越，台湾 （原巴地省）管辖南沙
农村复兴，经济开发， 群岛在线
文化教育事业援助，西 www.nansha.org.cn
沙群岛，南沙群岛问题
和大陆架合作意见
1958-09-04 中国，12 海
里领海宣言，东沙群
岛，西沙群岛，中沙群
岛，南沙群岛为中国领
土
1958-09-14 北越，尊重
中国 12 海里宣言的通
告。越南政府总理范文
同照会中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郑重表示：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
承认和赞同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一九五八年九
月四日关于领海决定的

南沙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声明”，“越南民主共
和国政府尊重这项决
定”
1959-02-25 南越，向台 1959-01-27 南越，再次
湾发出黄沙（西沙）群 确认长沙群岛（南沙群
岛主权主张通告
岛）编入 Phuoc Tuy 省
1959-02-26 台湾，西沙 （原巴地省）管辖
群岛及其附近各群岛主 1959-03 中国，在永兴
权主张
岛设立西、南、中沙群
1959-03-03 南越，向中 岛办事处
国上书黄沙群岛为越南 1959-04 台湾，蒋经国
领土的主张
视察南沙群岛
1959-03-09 台湾，通告 1959-04-05 台湾，南沙
南越西沙群岛主权主张 群岛海域防卫演习
1959-03-15 南越，黄沙 －台湾，太平岛观音堂
群岛主权确认声明
设立南沙群岛在线
1959-04-05 中国，谴责 www.nansha.org.cn
南越侵犯中国西沙群岛
主权，劫掠和虐待我国
渔民的非法行为
1959-04-08 南越，黄沙
群岛主权主张
1959-04-08 朝鲜（民主
朝鲜），指责南越侵略
中国西沙群岛
1959-04-15 南越，黄沙
群岛主权主张
1959-04-28 台湾，西沙
群岛主权主张
1959-06-23 ～1971-1205？25 中国，抗议美
军、美舰侵犯西沙群岛
领空领海 200 多次，我
外交部提出 200 多次严
重警告
1959 冬 ~ 1960-04 海南
行政区水产局成立海南
区西沙渔业生产指挥
部，组织东部沿海各县
渔船到南海诸岛海域进
行生产

1959-01-06 南越，与一
家在新加坡的外国公司
签订合同开发西沙群岛
鸟粪
1959-02-20 南越，炮舰
HQ225 号窜至北岛周边
侦察
1959-02-21 南越炮舰抓
捕西沙洲中国渔船，询
问后释放
1959-02-22 南越炮舰，
琛航岛发现五星红旗，
船舶 5 只，中国人 51
名,，派出 10 余名武装
人员先登上我国渔船，
后又在琛航岛登陆，公
然撕毁船上和岛上的中
国国旗，并且劫走我渔
民 82 人，掠走我渔船 5
只和其他财物
1959-02-22 南越，西沙
群岛上空侦察，02-27
再次侦察
1959-02-22～ 美国，西
沙群岛上空侦察
1959-02-27 中国外交部
就南越当局侵犯我国领
土主权、劫走我国渔民
发表声明：南越当局必
须立即全部释放被劫走
的中国渔民，交还被掠
走的所有渔船和其他财
物，赔偿被劫走渔民的
损失，并且保证今后不
再发生类似的非法事
件。否则，南越当局必
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
切后果。
1959-02-27 南越，增派
海军船只到永乐群岛附
近海面，再次扣留中国
渔船 2 只，劫走中国人
81 名，03-09 释放
1959-03-02 南越，成立
“康士太沙”公司，与
新加坡的袁豪特公司合

1959-03 中国，在永兴
岛设立西、南、中沙群
岛办事处南沙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1960-02-18 印度尼西
亚，群岛国家宣言

作，计划采掘西沙群岛
磷矿
1959-03-12 日本渔船
FK5502 号捣毁北岛我国
渔民的房屋，劫走我国
渔民的财产
1959-03-26 南越，抓捕
中国渔船 3 只，登陆琛
航岛，向中国渔民开炮
1959-03 中国，在永兴
岛设立西、南、中沙群
岛办事处
1959-04-06 南越，又派
护卫舰“同石”号载运
一个 32 人的陆战排，入
侵晋卿岛和琛航岛。自
此，南越共侵占四个
岛，驻有保安排、陆战
排各一个，共 70 余人
1960-04-24 西贡伪政权 1960. －东沙群岛气象
把西沙群岛划入广南
台设备，人员扩充南沙
省，并在该群岛设置和 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旺县定海乡
1960-12-14 南越，派 1
名文官驻珊瑚岛
～1963 南越磷酸盐会
社，开采珊瑚岛磷酸盐
南沙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1960-09-09 台湾邮政管
理局在南沙群岛设立邮
政代办所，起初隶属高
雄邮政局，后改隶属台
北邮局
1960-10-31 台湾，太平
岛气象台建设
1960-12-09 台湾，日本
昭荣物产关于南沙群岛
磷矿买卖契约签署
－台湾，南沙群岛气象
台设备，人员扩充
1960～1967-10 南越，
多次入侵安波沙洲、太
平岛、南钥岛、中业
岛、双子礁等 15 个南沙
岛礁，进行测量，摄
影，地图制作，捣毁岛
上中国石碑和建筑物，
篡改岛名，建立主权
碑，并在建筑物上刻写
越文和漆涂南越国旗，
甚至在树干上刻画“越
南海军到岛”等字样，
妄图为其侵占南沙群岛
制造“领属标志”
1961-07-26 台湾，西沙 1961－ 台湾，南子礁雷 1961-04 南越，金银岛 南沙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群岛主权声明
达反射铁塔 1 基建设
中国渔船 1 只
1961-07-29 台湾，拒绝 －～1963 南越，在南威 1961-07-13 南越，置黄
南越将西沙群岛编入
岛、安波沙洲、南子
沙群岛属广南省，在该

1961-08-03 南越，非难 岛、北子岛、中业岛、 群岛设立定海乡直属和
台湾的主权主张和根据 南钥岛设立主权碑
旺郡，派定一个“行政
南沙群岛在线
代表”负责“管辖”西
www.nansha.org.cn
沙群岛的“行政”
－南越，行政从珊瑚岛
移至琛航岛
1962 南越，向南威岛、 南沙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南钥岛派遣船只
1963-05-19 ~24 南越， 1963— 南越，黄沙群岛
在 6 座岛屿建立主权碑 行政官，军人交代
1963-07-26 台湾，南沙 南沙群岛在线
群岛邮政代办处从高雄 www.nansha.org.cn
邮政局移至台北邮政局
1963-10-06~27 台湾，
巡视 10 座岛屿，慰问驻
军
－台湾，太平岛南海开
发小组设立，铁屑收
集，磷矿采掘
1965-05-09 北越，谴责 1965 － 台湾，再建中 1965-04-24 美国总统约
美军作战地域侵犯中国 业岛、南钥岛国家主权 翰逊发表声明，宣布越
西沙群岛主权。越南民 碑
南战争美国武装力量作
主共和国政府发表声
战区域为越南全土及海
明，指出：“美国总统
岸 100 英里之内
约翰逊把整个越南和越
南海岸以外宽约 100 海
里的附近海域，以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西沙群岛
的一部分领海规定为美
国武装力量的作战区
域”，“这是对越南民
主共和国及其邻国安全
的直接威胁”。越南政
府在这里再次明确确认
西沙群岛是中国领土
1966-07-28 马来西亚大 1966-08 南越因兵力不 1966-08 南越，撤出珊
陆架宣言
足，除了继续占领我珊 瑚岛
1966 年以来 印度尼西亚 瑚岛外，其余各岛驻军 南沙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在海上划分“协议开发 均撤退
区”，让外资勘探和开 － Spratly 群岛南部近海
发。其“协议开发区” 协议开发地域设定
已侵入我国南海传统疆 － 台湾，南子岛、北子
域线 5 万多平方公里， 岛、中业岛、南钥岛国
并在其内勘探和钻井
家石碑建立
1967 夏 蒋经国（国防部
长）巡视东沙群岛，建
立纪念碑
1968 － 马来西亚，沙 1968 － 菲律宾占领南
捞越（Sarawak）冲合 钥岛、中业岛、北子岛

矿区设定。马来西亚政
府将我国南海传统疆域
线以内的 8 万多平方公
里的海区划为“矿
区”，我国南康暗沙、
海宁礁、北康暗沙和曾
母暗沙等竟北包括在
“矿区” 内。马来西亚
海将此“矿区”出租给
美国壳牌公司子公司沙
捞越壳牌公司以钻探石
油
1969-02-17 印度尼西 1969-03 中国，位于永 1969-03 中国，位于永
亚，大陆架宣言
兴岛的西、南、中沙群 兴岛的西、南、中沙群
1969-10-27 马来西亚－ 岛办事处改称革命委员 岛办事处改称革命委员
印度尼西亚大陆架划定 会，在西沙群岛设立人 会
协定签署。印度尼西亚 民武装部、公安派出所 1969-10-21 南越，置黄
大陆架东线（东经 105 等机构
沙群岛属广南省，在该
度 59 分、北纬 5 度 31 1969－ ～1970 美国船 群岛设立定海乡直属和
分 2 秒和东经 109 度 38 只调查越南东部、南部 旺郡，把定海村与和隆
分 6 秒、北纬 6 度 18 分 冲合区资源
村合并
2 秒等）都在我国南海
传统疆域线内。
1970 马来西亚两艘钻探 南沙群岛在线
船擅自在我国南沙群岛 www.nansha.org.cn
南康暗沙和北康暗沙分
别进行钻探
1970 印度尼西亚海洋研
究所对南沙群岛近海的
纳吐纳诸岛冲合区测量
1970 菲律宾完成对巴拉
望地区的地震和飞行磁
性探测
1970-08-23 菲律宾海军
悍然占领马欢岛，易名
为 Lawak
1971 年 菲律宾政府正式 1971 ~1973 印度尼西亚 1971-05 南越，中建岛
对南沙群岛的 60 个岛 对南沙群岛近海的纳吐 测量
屿、岛礁和沙洲提出主 纳诸岛冲合区测量
1971-07-07 美国侦察
权要求，并将它们命名 1971-03 马来西亚，海 机，西沙群岛中国建筑
为“卡拉延群岛”
宁礁、潭门礁资源调查 材料运输船确认
（Kalayaan Island
和非法钻探
1971-10 南越，逮捕西
Group）(意为自由地， 1971-03 菲律宾开始在 沙群岛台湾渔民
大家乐)
巴拉望以西、南沙群岛 南沙群岛在线
1971 年 万安滩地区首次 东 160 公里处钻探石油 www.nansha.org.cn
被南越伪政权划分为区 1971-04-14 菲律宾，侵
块 ，以进行石油开发招 占南钥岛并驻军，易名
标
为 Kota
1971-04-20 越南，南沙 1971-04-18 菲律宾，侵

1969-03 中国，位于永
兴岛的西、南、中沙群
岛办事处改称革命委员
会
南沙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1971 －台湾，东沙岛气
象监视雷达 1 基增设
南沙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群岛领有权主张
占中业岛，易名为 Pag1971-07-02 菲律宾，指 asa，驻军 30 多人
责台湾驻太平岛部队开 1971-05 南越海军侵入
炮，要求台湾撤军
中建岛，进行非法测量
1971-07-10 台湾，全面 1971-06-09 南越，湄公
否定菲律宾指责的南沙 河冲合区入扎告示－》
群岛开炮事件
中止
1971-07-11 菲律宾，指 1971-07-02 菲律宾，南
南沙群岛为无主地，提 沙群岛领土编入
出先占主张。菲律宾总 1971-07-07 菲律宾一议
统马科斯宣布已占领南 员窜入我国南沙群岛进
沙群岛中的三个岛，即 行非法活动。菲律宾外
中业岛、马欢岛和费信 交部“照会”台湾当
岛、他在记者招待会上 局，抗议国民党军队驻
公然声称，对这些岛屿 扎在太平岛“威胁菲律
的“占领是决定性的因 宾的安全”
素，占领就是控制”。 1971-07-10 菲律宾总统
马科斯首次透露，菲律 马科斯（Marcos）就南
宾已经授予一项在南沙 沙群岛事件，召集国家
群岛开采石油的权力， 安全保障会议，
同时收到了若干申请。 要求台湾当局撤走南沙
1971-07-11 台湾，重申 群岛中太平岛的驻军
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主
1971-07-30 菲律宾，占
权，指出自 1946 年以来 领西月岛、北子岛
早已先占
1971-10 菲律宾，派遣
1971-07-12 台湾，菲律 军队驻留 6 座南沙岛屿
宾外相同意通过外交解 －台湾，认可美国 Shell
决
石油在南沙群岛海域地
1971-07-13 南越，在太 质调查认可，强化太平
平洋协议会上提黄沙 长 岛建设
沙群岛主权
南沙群岛在线
1971-07-16 中国，南沙 www.nansha.org.cn
群岛 西沙群岛领有权主
张，要求菲律宾军队撤
退
1971-07-16 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参谋长在朝鲜驻
华大使玄峻举行的宴会
上指出，南沙群岛和西
沙群岛向来是中国领
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这些岛屿具有无可争辩
的合法主权，绝不允许
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和
采取任何方式加以侵
犯。菲律宾政府必须立
即停止对中国领土的侵
犯，从南沙群岛撤走它
的一切人员。

1971-07-17 菲律宾，驻
留南沙群岛，“自由
地”主张。菲律宾总统
妄称菲律宾没有对南沙
群岛提出领土要求，并
否认菲律宾军队占领了
南沙群岛的任何一部分
1971-07 新加坡，言及
南威岛（Spratly
Island）归属于广东省
1971-07 菲律宾民间人
士克罗马，策略将来的
美军基地转换以美国石
油公司契约为前提，美
国石油公司不支持争议
地区石油探测活动
1971-10-08 台湾，抗议
南越逮捕台湾渔民
1972-03 菲律宾，国家
海床委员会“自由地”
领土主张
1972-05-09 台湾，要求
菲律宾渔船停止在南沙
群岛活动，菲政府收到
文书
1972-07-28 菲律宾，提
“自由地”（Freedom
Land）先占主权主张
1972-09-14 台湾，拒绝
菲律宾主张
1972-09-26 台湾，太平
岛拿捕日本渔船，即时
释放
1972-09-29 中日两国政
府发表联合声明，在第
三条指出：“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
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
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
第八条的立场。”
1973-01-25 台湾，南沙
群岛、西沙群岛领有权
主张
1973-08-09 台湾，南沙
群岛、西沙群岛领有权
主张

1972-04 菲律宾，卡拉
延编入巴拉望省
1972-09-26 台湾，太平
岛拿捕日本渔船
1972－马来西亚，康西
暗沙资源调查和非法钻
探
南沙群岛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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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05-07 和 05-23
日，南越伪政府派驱逐
舰四艘对南沙群岛进行
入侵活动，并派人登上
正被菲律宾占着的中业
岛、南钥岛和北子岛进

1972 －台湾，东沙岛气
象观测所正式开局
南沙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1973-01-29 南越，琛航
岛、中建岛测量
1973-03-26 南越，在西
沙群岛抓捕 3 只中国渔
船，登陆琛航岛，向中
国渔民开炮

1973-01-01 台湾，参谋
总长赖名汤，东沙岛现
场巡视，石碑建立
南沙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1973-08-27 台湾，南沙
群岛、西沙群岛领有权
主张
1973-10-26 台湾，南沙
群岛、西沙群岛领有权
主张

行侦察
1973-08-08 南越，琛航
1973-06-07~14 菲律宾 岛、中建岛测量
某渔业公司“调查
1973-08-14 南越，琛航
组”，在菲军预备队人 岛、中建岛测量
员的护送下，乘“研究 1973-08 南越，越南肥
者”号船到南沙北子
料公司与日本丸红共同
岛、南子岛、南钥岛、 磷肥调查
中业岛等附近水域进行 1973-09 南越出版新地
探水测量、透明度测
图，竟然将我国西沙群
定、浮游生物调查和拖 岛划入其版图
网捕鱼试验等活动
1973-09-06 南越伪政权
1973-07-02 南越，湄公 把我国西沙群岛划入福
河冲合区第 1 次入扎
绥省红土郡福海乡
1973-07-12 南越，连续 1973-12-26 北越因准备
派 12 艘舰驶抵南沙群岛 把第一批勘探区批准给
宏庥岛附近海域，并派 意大利石油公司，建议
工兵分队入侵鸿庥岛施 中国举行北部湾海域的
工，企图长期占领该岛 划界谈判
1973-08 南越，宏庥岛
驻军，设置司令部
1973-09-06 南越，将长
沙群岛划入福绥省红土
郡福海乡
1973-12 南越，登陆南
威岛，宏庥岛等 5 个岛
礁
－ 马来西亚，盟谊暗沙
资源探查和非法钻探
1974-01-11 中国，谴责 1974-01-30 南越驱逐舰 1974-01-12 南越，妨害
南越移辖南沙群岛，重 “陈兴道”号、两艘其 西沙群岛中国渔民，炮
申南沙群岛领土主张
他军舰和 200 名民团， 击甘泉岛
1974-01-12 南越，西沙 企图在南沙群岛的 5 个 1974-01-17~20 中国、
主权主张，防卫宣言
岛登陆。
南越西沙海域交战，中
1974-01-15 下午 1 时 1974-01-30 南越，向宏 国压制住南越
许，南越当局派军舰对 庥岛等 3 岛屿派遣军队 1974-01-21 美国，西沙
我国在甘泉岛附近生产 1974-01-31 据南越政府 群岛上空侦察
的 402 号渔轮进行骚扰 军人士透露，南越政府 1974-01-28 南越，向西
破坏，并向竖有中华人 军 30 日向南沙群岛的南 沙群岛海域派遣舰艇，
民共和国国旗的该岛炮 威岛派遣一个步兵连， 再起纷争
击，无理地要求我渔轮 加强这个岛的守备
1974-02-01 南越，指示
离开我海域
1974-02-01 南越，在南 驻伦敦和巴黎使馆收集
1974-01-16 南越，抗议 沙群岛 2 岛屿登陆，军 黄沙群岛主权证据和文
中国在南沙群岛主权侵 事驻留南子岛，在岛上 献
犯活动
非法设立所谓的“主权 1974-03～05 中国，第
1974-01-17 ～20 中国、 碑”
1 次西沙群岛文物调查
南越西沙海域交战，中 1974-02-02 南越部队涉 1974-04-06 中国，向西
国压制住南越
水登上南沙群岛中的四 沙群岛海域派遣驱逐
1974-01-17 上午 8 时 个岛，竖立“界桩”， 舰、潜水艇等舰队
许，南越军队侵占金银 妄图以此手段证明这些 1974-08-15 中越开始北

岛；下午 3 时又侵占甘 岛屿属南越领土
部湾海域划界谈判，越
泉岛，公然取下我国国 1974-02-03 南越 侵占我 方忽然宣称，1887 年 6
旗。
南沙群岛敦谦沙洲，改 月 26 日中法界约已解决
1917-01-18 下午，南越 名“山歌” 岛，驻军一 了全部陆地边界和北部
的舰艇两艘蛮横无理地 排
湾的边界问题，北部湾
冲撞我国 402 号和 407 1974-02-04 中国外交部 的边界是东经 108 度 03
号渔轮，在羚羊礁北
发言人声明，中国政府 分 13 秒线。中国方面当
侧，将我国 407 号渔轮 和中国人民对西贡当局 即指出，1887 年中法界
的驾驶台撞毁。
的军事挑衅表示强烈的 约只涉及到陆地边界问
南越外长致联合国照
谴责和抗议。
题，108 度 03 度 13 分
会，声称西沙 、南沙群 南越声称今后几天还将 线只是岛屿归属线，在
岛是越南领土。
再占领 3 个岛，有四艘 北部湾从未有过两国的
1974-01-18 台湾，发表 南越驱逐舰正在南沙群 边界线，双方应协商划
声明强调西沙和南沙群 岛附近游弋。
定湾内的边界线。
岛为“中国固有之领
台湾当局向南越提出抗 1974-11-09 南越，向黄
土，其主权不容置
议，重申对南沙的主
沙群岛海域派遣实战舰
疑”。
权，并派出四艘军舰进 队
1974-01-18 中国方面答 入南沙水域，加强防守 南沙群岛在线
复北越，举行北部湾海 和巡逻，准备对付南越 www.nansha.org.cn
域的划界谈判，但要求 海军
双方均不得在北部湾中 1974-02-05 南越，占领
心东经 107－108 度， 景宏岛，改名为“生
北纬 18－20 度的一个长 存”岛，驻军一排。
方形区域内进行勘探活 又有一些南越部队在南
动，亦不准许任何第三 沙群岛登陆，至少有七
国在湾内勘探。
艘南越舰艇在这一地区
1974-01-19 中国，重申 活动
南海诸岛重来就是中国 克罗马宣布他将放弃南
领土，西沙群岛交战为 沙群岛的索求，但他将
自卫反击
保持其对“自由邦”及
1974-01-19 南越，警告 其余岛屿的主权
采取措施对付中国主权 菲律宾政府给台湾当局
侵害
的“照会”说菲律宾所
1974-01-19 南越，黄沙 占领的 5 个岛屿“不属
群岛合法主权主张
于南沙群岛”，它们位
1974-01-19 上午 7 时 于南沙群岛东北约 200
许，南越军队又企图强 海里，它们是“无主”
占我国的琛航岛，并开 的，不属于任何国家，
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 因此可以通过占领而获
我国渔民多名。10 时 20 得对这些岛屿的主权
分，南越的舰艇向琛航 1974-02-06 越南半官方
岛开炮。10 时 30 分， 报纸《民主板》说，南
南越的飞机四驾轰炸、 越部队已经登上南沙群
扫射琛航岛。与此同
岛的 6 个主要岛屿
时，南越的舰艇也向我 克罗马说，他有 50 个渔
巡逻舰炮击，我舰艇被 民住在“自由地”，他
迫进行自卫还击。
将不会放弃他对他的
1974-01-19/20 南越， “自由地”的较大部分
要求美国第 9 舰队支援 的领土要求

1974-01-19 美国，表明
关注西沙群岛主权要求
1974-01-20 中国，重申
南海诸岛重来就是中国
领土，西沙群岛交战为
自卫反击
1974-01-20 南越，抗议
中国占领黄沙群岛，要
求联合国紧急安理会开
会
1974-01-20 朝鲜《劳动
新闻》发表评论，谴责
西贡当局妄图侵占中国
南沙群岛十几个岛屿
1974-01-21 一些美国飞
机应南越伪政府的要
求，到西沙群岛的上空
进行侦察。
1974-01-21 南越，邀请
各国驻西贡大使进行黄
沙群岛问题说明会（菲
律宾出席，台湾缺席）
1974-01-21 英国，暗默
支持中国西沙群岛主权
主张
1974-01-21 南越共和临
时革命政府，主张国境
问题应由相关国家以和
平、平等、相互尊重，
善邻精神解决
1974-01-21 北越，主张
纷争通过交涉来解决
1974-01-22 联合国安全
保障理事会议长 南越西
沙群岛问题取上ば中止
を助言
1974-01-22 菲律宾，希
望西沙群岛问题和平解
决
1974-01-22 印度尼西亚
确认西沙群岛为中国领
土
1974-01-22 美国，表明
不干涉西沙群岛问题
1974-01-23 朝鲜，支持
中国 01-11 和 01-20 的
声明
1974-01-24 南越，联合
国安保理事会提出注意

1974-02-07 菲律宾国防
部长妄称，菲律宾提出
主权要求的这些岛屿
“肯定不属西沙群岛之
列，我们认为也在南沙
群岛之外”。
1974-02-08 南越，南沙
群岛巡视艇派遣
1974-02-11 菲律宾官方
透露，菲律宾已要求联
合国秘书长注意菲律宾
所谓的南越和台湾在南
沙群岛“炫耀武力”一
事
1974-02-12 南越，南沙
群岛设置简易海上飞机
场建设。该停机坪是由
数艘登陆舰连接而成。
此后，每 15 天一次派出
直升机运送供需品接济
南沙群岛的驻军。这一
停机坪建成后，使原来
两天的海上路程缩短为
5 小时
1974-02-13 台湾，太平
岛登陆
1974-02-13 菲律宾新闻
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对南沙群岛没有主
权要求，应把菲律宾占
领的岛屿和南沙群岛区
分开来
1974-02-17 南越，占领
南威岛，改称长沙岛
1974-02-18 南越军队占
领了南沙群岛中的第个
岛屿
1974-02-20 南越，占领
安波沙洲，改称安邦岛
An Bang，在岛上竖碑
插旗
1974-02-20 南越，湄公
河冲合区第 2 次入扎决
定
1974-03-05 菲律宾外长
罗慕洛声称，对南海
“自由地”提出主权要
求使考虑到国家要求

西沙群岛问题
1974-01-24 南越，言及
将黄沙群岛问题提交国
际司法裁判所
1974-01-25 南越，要求
联合国安保理事会开会
1974-01-26 【ィズベス
チャ】指责中国在帕拉
塞尔群岛问题中行使武
力
1974-01-27 泰国，声明
不干涉西沙群岛问题
1974-01-29 新华社受权
公布，中国政府决定分
批遣返被俘的南越军人
南越司令部公布伤亡数
字是：在两天的战斗
中，一艘舰艇被击沉，
三艘被击毁
1974-01-31 ～02-18 中
国，遣返西沙群岛交战
中的越南俘虏。
1974-01-31 中国红十字
会在广东省深圳遣返在
我国西沙群岛自卫战中
俘获的南越伤病俘 5
名，美国病俘 1 名。
1974-02-01【ノ－ポエ
● プレ－ミャ】指责中
国行使武力
1974-02-02 南越
1974-02-04 印度尼西
亚，发表声明西沙、南
沙群岛为中国领土
1974-02-04 中国，抗议
越南军队驻留南沙群
岛，重申对南海诸岛和
附近海域的主权主张
1974-02-05 《人民日
报》外交部申明
1974-02-05 南越，否认
中国主权主张
1974-02-05 菲律宾抗议
南越、台湾在南沙群岛
军事示威行动，重提先
占占有权主张
1974-02-05 克罗马，
“自由地”所有权主张
1974-02-07 台湾，南沙

1974-03-09 南越，向占
领的 5 个岛屿运输潜水
兵、技术员、建筑资料
1974-03-11 菲律宾，北
子岛灯台设置
1974-03-11 南越海军用
船只把蛙人和工兵以及
建筑材料和装备运进所
占的 5 个岛上
1974-04-08 南越，确认
向南沙群岛派驻部队
200 名
1974-05-26 南越，湄公
河冲合区第 2 次入扎
1974-06-23 南越共和临
时革命政府，指责越南
共和国湄公河矿区契约
无效
1974-06-24 越南共和
国，指责南越共和临时
革命政府声明无效，
1974-08-17/09-02
1974-08-28 南越，深度
1500 米浅海油层发现
1974-09-07 南越共和临
时革命政府，指责越南
共和国湄公河矿区契约
无效
1974-10-26
1974-10 ~1975-10 马来
西亚在我国南沙海域非
法钻井 11 口，在曾母暗
沙发现 3 个天然气田，
其中在曾母暗沙以北海
区的一个最大的天然气
田竟被命名“民都鲁气
田”，储量达 5000 亿立
方米，年产可达 100 亿
立方米
1974-11 菲律宾政府，
逮捕克罗马
－ 马来西亚占领南沙群
岛弹丸礁
1974-11-11 南越当局拉
拢美国壳牌公司在我国
南海传统疆域线内（东
经 108 度 54 分 36 秒，
北纬 8 度 38 分 10 秒）
钻探石油
南沙群岛在线

群岛主权主张，严重抗 www.nansha.org.cn
议南越
1974-02-07 菲律宾，占
领斯普拉特里岛屿确认
1974-02-08 南越对菲律
宾抗议表明以友好精神
解决的意见
1974-02-09 美国，希望
西沙群岛问题和平解决
1974-02-09 美国，供应
南越 4 艘对潜攻击用护
卫舰
1974-02-11 南越，指菲
律宾新占南沙群岛 5 座
岛礁，菲律宾否认
1974-02-12 台湾，就南
沙群岛主权向菲律宾提
出通告
1974-02-13 南越，黄
沙、长沙群岛主权主
张，拒绝台湾主权主张
1974-02-13 菲律宾，表
达希望南沙群岛纷争各
方直接交涉
1974-02-14 南越，抛出
一份白皮书，提出武力
夺回黄沙群岛
1974-02-14 台湾，提出
南沙群岛是中华民国的
领土 20 年来实际控制
1974-02-14 菲律宾，
“自由地”（Freedom
Land）主权主张
1974-02-15 菲律宾，提
案南沙群岛争端各方率
直提议解决
1974-02-16 南越，原则
上同意菲律宾提案
1974-02-17 中国红十字
会在广东深圳遣返在西
沙群岛自卫反击战中俘
获的南越官兵 43 名。
1974-02-19 南越，指中
国（大陆和台湾）与两
个越南政府（南越、北
越）不可能通过交涉解
决南沙和西沙问题
1974-02-21 菲律宾，提
案由联合国和平解决南

沙群岛问题
1974-03-01 台湾，南沙
群岛主权主张
1974-03-05 菲律宾，指
驻留南沙群岛是为国家
安全
1974-03-05 台湾，西沙
群岛、南沙群岛主权主
张
1974-03-15 东南亚条约
机构（SEATO）拒绝南
越在长沙群岛问题的要
求
1974-03-22 南越，向联
合国秘书长确认长沙群
岛主权
1974-03-23 南越，主张
黄沙群岛为越南领土一
部分
1974-03-30 南越，第
30 回联合国 Asia 极东
经济委员会上提出对西
沙群岛、南沙群岛主权
主张
1974-03-30 中国代表团
代表季龙在联合国亚洲
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第 30
届会议的全体会议上发
表声明，重申中华人民
共和国对南海的西沙群
岛和南沙群岛及其附近
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
权的严正立场，并严厉
驳斥了西贡当局代表的
无耻谰言
1974-03-31 中国，反对
联合国 Asia 极东经济委
员会对西沙群岛、南沙
群岛及西贡外岛的会议
文书，重申中国主权主
张
1974-05-06 中国，在第
56 届联合国经济社会理
事会经济委员会上发表
南海诸岛主权声明
1974-05-11 台湾，表明
如果继续受到侵犯将使
用武力
1974-05-21 南越，领海

法公布：12 海里领海
1974-06-25 南越，大陆
架宣言，遭共和临时革
命政府反驳
1974-06-28 南越，在第
3 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上提黄沙、长沙群岛领
有权主张
1974-07-02 中国，在第
3 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上否认越南 06-28 的主
权主张完全是颠倒黑白
的无耻谰言。中国政府
和人民绝不容许西贡当
局以任何借口侵犯中国
的领土主权。
1974-09-11 南越、印尼
大陆架划定交涉
1974-10-26 南海诸岛之
一——西沙群岛摄影展
览作品选 美丽西沙的赞
歌 英雄儿女的画谱
1974-10-27 南海诸岛之
一——西沙群岛摄影展
览作品选（图片）
1974-11-29 西沙群岛摄
影展览作品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