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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记者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

台后，菲律宾一家主流媒体披露，三
年多来，菲律宾政府用纳税人的钱，

在南海仲裁案上豪掷 3000 万美元。

曝出这一黑幕的专栏作家里戈
韦托·蒂格劳曾是菲律宾前总统阿罗
约的新闻发言人和办公厅主任。他一
针见血地指出，菲律宾耗费巨资“收
获”的只是一个烫手山芋，应该让借此
干预南海问题的美国给菲律宾“报销”
昂贵的诉讼费和律师费。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是菲律宾南
海仲裁案留给国际法治史的一大污
点。虽然菲律宾和临时仲裁庭都没有
公开这笔账的明细，但是从现有价目
表、过往仲裁费等数据可以推断：为
了最后抛出“一张废纸”，有人真肯下
本，有人也真没少挣。

2013 年 1 月，菲律宾选择按《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成立临时仲
裁庭的方式，向位于德国汉堡的国际
海洋法法庭提请仲裁。

成立临时仲裁庭、仲裁一个跨国
案件需要一整套配套服务，每个服务
环节都要收费。从提起申请、组建仲
裁庭、外包书记服务，直到出台所谓
最终裁决，都需要花钱。尤其是，仲裁
员需要“出场费”，律师需要“钟点费”。

在以分钟计价的营利性诉讼世界，三
年多下来，这可不是一笔小钱。

知情人士披露，菲律宾单方面强
行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中，提供付费书
记处服务的常设仲裁法院总计向争
端当事方收 285 万欧元。其中一部分
是法院充当书记处的费用，剩余的则
要发放给 5 位仲裁员。当然，后者拿
的是“大头”。

如蒂格劳所言，菲律宾花费了总
计 3000 万美元用于南海仲裁案，那
么，刨去向常设仲裁法院支付的 285
万欧元，剩余部分可能都用在了律师
团和证人身上。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菲方律师团
队共 8 人，包括美国国际法知名律师
保罗·雷切尔。他曾代理尼加拉瓜诉
美国支持反政府武装一案，以及多起
涉及国际争端的案件，手法老到。

南海仲裁案中，在涉及临时仲裁庭管辖权和可受理性的
问题上，雷切尔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是南海岛礁“领土主权问
题”，经过律师团队包装，再与临时仲裁庭“妥善接洽”，一场披
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由此出炉。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金钱与法律的交换，是霸权与法律
的交换。

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律专家毕家玮指出，南海仲裁案、仲
裁庭乃至常设仲裁法院与联合国没有任何关系。理论上讲，
只要肯花钱、花大价钱，国家、企业或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些所
谓的仲裁庭打官司。

民事官司、商业纠纷，收点诉讼费、劳务费，本无可指摘。
只是，当官司涉及国际争端，当事方是国家政府，如何摒除国
家实力、财力等一切外界干扰因素，保持司法的中立、公正，
理应是重要考量。例如，归属联合国的国际法院，在审理涉及
国际问题时，法官的酬金、薪水一概由联合国支付，以保证司
法人员客观中立。

而具体到南海仲裁案中，容许一方包办仲裁费的做法极
易影响仲裁判断。法律人士解读，在国际仲裁事务中，这种程
序可能导致仲裁庭的极度偏颇。而且，在很多仲裁案中，仲裁
员是可以与当事方议价的，在只有一方愿意支付的仲裁案
中，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仲裁员的仲裁取向是否会向出资方偏
移。

所谓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有过这样的“钱法”交
易，仲裁庭出台荒唐的裁决结果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拿国际公法做交易，必然会伤及国际法治的权威
和公信力。常设仲裁法院中国仲裁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
法研究所研究员刘楠来指出，这类仲裁属滥用国际法，给国
际法治留下的反面判例。如果在无法取得一方认可的情况
下，所有的国际争端都走向单方面仲裁，那么，国际法的权威
就会受到毁灭性冲击，有悖“定纷止争”的国际法精神。

“拿了大钱，办了脏事，吃相难看，非法无效。”本月中，在
新加坡举行的“南海问题与区域合作发展高端智库学术研讨
会”上，与会嘉宾给临时仲裁庭的所作所为下此结论。准确，形
象。

尽管临时仲裁庭已经散伙，但鉴于其对国际法治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的破坏性后果，这一草台班子有关各方有必要
亮出账单明细，好让世人心里都有杆秤掂量：拿了多少钱，办
了什么事？ 新华社北京 7 月 2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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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美国费城 7 月 28 日电(记者徐剑
梅、周效政、高攀)希拉里·克林顿 28 日晚在
费城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提名
演讲，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并阐述自
己“进步主义”竞选主张。她承诺，一旦当选，
未来政策重心将聚焦经济与安全，强调团结、
治愈分裂。

希拉里说，“美国再次面临确定方向的时
刻”，“信任和尊敬的纽带正在被磨损”。因此，
如能当选，她将把在国内创造更多机会、提供
优质优薪工作、促进中产阶级繁荣确定为首
要任务。

就安全问题，希拉里强调，面对恐袭浪
潮，美国将强化国家安全，加强与盟友合作，
打击恐怖主义，履行伊朗核协议，打击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等。她表示，将与党内预选阶段
竞争对手伯尼·桑德斯合作，秉持进步主义党
纲，努力为美国带来真正的改变。

希拉里承诺，如果当选，将会在执政百日
内促使民主、共和两党共同通过二战后最大
规模的投资计划，在制造业、清洁能源、技术
创新、中小企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创造新的
优薪工作机会。

她承诺，将与桑德斯共同努力，为中产阶
级免除州内公立大学学费和学生债务，为没
有大学文凭者提供工作技能培训；提高华尔
街、大企业和超富人群的纳税额；着手移民政
策改革，加强枪支管控等。

希拉里在演讲中抨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唐纳德·特朗普，指责他将“早晨的美国”描绘
成“午夜的美国”，批评他没有提出任何解决
问题的方案，认为特朗普“不会带来任何真正
的变革，只会提供空洞的承诺”。

而在希拉里发表演讲期间，特朗普则利
用社交媒体不断发送推文，指责希拉里对恐
怖分子软弱，导致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在经
受威胁。他说，如果希拉里当选，世界将“没有
边界、没有工作、没有安全”。

为期四天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当晚落
幕。大会开幕之际，由于民主党高层涉嫌试图
破坏桑德斯竞选活动的邮件被“维基揭秘”曝
光，大批桑德斯支持者涌入费城举行抗议示
威，支持桑德斯的部分党代表还在大会正式
提名时退场抗议。希拉里发表提名演讲时，仍
有一些桑德斯的支持者大喊抗议，但被全场
“希拉里”“希拉里”的欢呼声淹没。

进入 7 月以来，韩国政府不顾邻国的一
再劝告，不顾国内民众的反复抗议，不顾东北
亚可能陷入动荡和冲突的严重后果，强行加
快部署“萨德”系统，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忧虑。

专家指出，“萨德”入韩必将埋下祸根，破坏半
岛和东北亚和平，损害政治互信，重创韩国经济。

安全后果：破坏半岛和平

从安全角度看，美韩在韩国部署“萨德”

将带来两方面严重危害：
其一，严重损害中俄等国战略安全利益，

破坏东北亚地区战略平衡，引发军备竞赛。
“萨德”入韩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构建反

导体系的重要部署。这一系统侦测范围远远超
出半岛防卫需求，深入中国腹地，直接损害中
国战略安全利益。“萨德”部署后，美韩可随时窥
探中国在东部、北部和内陆地区的军事部署与
军事活动，严重威胁中国核心地区军事安全。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谢尔盖·
卢贾宁指出，美韩推动在韩国部署“萨德”是最
近几年来发生在东北亚的最严重军事挑衅。

“韩美部署‘萨德’的举动，将直接导致东
北亚战略力量失衡，从而引发军备竞赛。”复
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郑继永说。

其二，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将给韩国
自身安全带来更大威胁。

过去 60 多年来的历史证明，朝韩对抗越
激烈，半岛就越不安全。韩国部署“萨德”后，
朝鲜明确宣布将采取反制措施，并进行了各
种军事演练。“萨德”入韩势必危及半岛脆弱
的和平与稳定。

“军备竞赛的结果可能会冲破阻挡朝鲜半
岛战争重启的‘门闩’，导致处于‘休眠’状态的战
争重新启动，危及域内所有国家。”郑继永说。

若“萨德”最终在韩国得以部署，韩国将
成为地区军事对抗的最前沿，卷入一场不能
玩也玩不起的游戏。

韩国坐在“亚洲的火药桶”上玩火，到头
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政治后果：损害政治互信

从政治角度看，“萨德”入韩将严重损害相关国
家之间的互信，有可能会在东北亚诱发“新冷战”。

“萨德”入韩意味着韩国被绑上美国战车，
为美国主导的美日韩军事同盟充当“马前卒”，
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棋子。此举势必
损伤韩国同中俄两国的外交关系，严重损害
中韩政治互信，把韩国拖入大国对抗的漩涡。

面对中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善意，面
对中国维护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互利合作
大局的真诚建议，韩国却选择在南海仲裁案所
谓裁决出炉前几天突然宣布部署“萨德”，严重伤
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严重误判了形势。

郑继永指出，韩国错以为中国在南海问
题上会与周边国家出现大的冲突而被迫接受

部署“萨德”带来的后果。这种趁火打劫、浑水
摸鱼的做法当然会严重损害中韩战略互信。

“萨德”入韩将破坏东北亚地区战略平
衡，埋下加剧地区紧张和对抗的祸根，甚至让
冷战的阴云再次出现在东北亚地区。

“如果有关国家一意孤行，让‘新冷战’格局成
形，恐怕将给朝鲜半岛带来难以承受之重，朝鲜
民族的和平、统一之梦会渐行渐远。因此，韩国真
的需要冷静思考一下这样做的后果。”郑继永说。

经济后果：重创韩国经济

中韩建交以来，中韩经贸合作随着中韩
战略互信的不断增强而迅猛发展。“萨德”入
韩严重损害中国战略利益，破坏中韩战略互
信，势必动摇中韩经贸关系发展的基础，破坏
中韩经贸合作大局。正如韩国前总理、同伴成
长研究所理事长郑云灿所说，部署“萨德”将
会阻碍和平共存之路。

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韩国
第一大顺差来源国，2015 年两国贸易总额达
2758 . 2 亿美元。郑云灿强调，如果中国以多

种方式进行经济制裁，那么对中国依存度较
高的韩国经济所面临的情况将不容乐观。更
令人担心的是，韩美日和朝中俄对立的东亚
“新冷战”可能会从根本上封锁韩国经济的前
进之路。他说：“朴槿惠政府因为此次决定将
国家搞得看不到一丝未来。”

郑继永说，“萨德”生产商美国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与多家韩军工企业有合作，而这些
军工企业又大多与主宰韩国经济的韩国大企
业有关。如果有关国家对这些韩国军工企业
及其背后的韩国大企业采取反制措施，必然
导致韩国经济严重震荡。中韩政治关系受损
也必然会影响到两国人文交流，中国游客赴
韩旅游可能会迅速降温。

以损害邻国利益为代价部署的“萨德”，不
会给韩国带来安全保障，不会给朝鲜半岛带
来和平稳定，也不会给韩国民众带来安宁与
繁荣。韩国政府应当倾听国内民众的声音、珍
惜中韩合作大局，从维护韩国自身根本利益
及守护东北亚和平稳定出发，在部署“萨德”问
题上悬崖勒马。 (记者赵卓昀、闫亮、孙萍)

新华社北京 7 月 29 日电

韩国部署“萨德”必将自食恶果
一论反对“萨德”入韩

希拉里：一旦当选将聚焦经济与安全

28 日在费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最后
一晚，希拉里·克林顿发表演讲接受总统候选
人提名。至此，针对 11 月总统选举，民主、共
和两党都已吹响冲锋号。

分析人士指出，民主、共和两党分别出台
“史上最进步”和“史上最保守”的竞选纲领。作
为“扛旗人”，希拉里聚焦经济和安全，特朗普
主打“美国主义”民粹牌，选举策略初见端倪。

希拉里优劣势分明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希拉里的演讲以
促进中产阶级福祉为重点，阐述内政外交主要
竞选主张。她的“拉拉队”由现任总统奥巴马亲
自站台。在美国政商两界广受尊敬的前纽约市
长、亿万富翁布隆伯格作为独立选民，也是力
挺希拉里。

作为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优势和劣势都
非常突出。其优势在于：与特朗普相比，她是一
位更加“靠谱”“可预测”“负责任”的候选人，经
验丰富，务实稳健，精于政治计算，善变通和妥
协，竞选团队专业，基层网络庞大，竞选资金雄

厚，选民基础多元，民主党团结配合。
其劣势，首先是“不诚信”的公众印象。希

拉里纵横政坛多年，“老牌政客”标签如附骨之
蛆，近年来又有班加西事件、“邮件门”等负面
新闻缠身。其次，希拉里一直未能向选民展示
“真正变革”的愿景。如果希拉里当选总统，美
国会有什么改变？从提名演讲来看，她在努力
寻求突破，承诺和她在党内预选阶段的对手
桑德斯合作，落实民主党历史上最进步的党
纲，“给美国带来真正的改变”，但效果存疑。

选举前景变数重重

分析人士认为，从预选和两党大会情况来
看，下一阶段竞选将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为了反对而支持，将是两党选民的
突出心态。在共和党内，“决不要希拉里”以压倒
性优势战胜“决不要特朗普”；在民主党内，“决
不要特朗普”则以压倒多数战胜“我们要伯尼
(伯尼·桑德斯)”。

其次，特朗普和希拉里将重点争取那些
曾是美国制造业中心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各州
的白人蓝领选民。弗吉尼亚、佛罗里达和宾夕
法尼亚等摇摆州也将是两党重点战场。

再次，“消极选战”将进一步加剧，负面竞选
宣传将继续大行其道。预选过程中，特朗普给
希拉里起的绰号“奸诈希拉里”产生很大杀伤
力。预计在竞选决战阶段，希拉里的诚信和人
格仍将是特朗普的攻击焦点。

此外，“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阿桑奇誓言
将继续爆料，以影响美国选举。分析人士普遍
预计，阿桑奇会选择对希拉里和民主党造成
最大杀伤力的时刻出招，这将给美国选举增
添变数。目前来看，克林顿基金会的外国金
主、华尔街收费演讲文稿内容等，都是希拉里
需要面对的“地雷”。

美国政治极化趋势

很大程度上，希拉里和特朗普可谓互为

“镜像”，共同映照出同一个美国。两人在个性、
资历、公众形象、政治理念、竞选政策等方面
大相径庭。在美国选举史上，同台角力的大党
总统候选人如此泾渭分明，乃至各趋一端，似
不多见。

这次选举，被美国许多政商精英定位为
对美国发展方向的选择，而两大政党在预选
阶段都出现建制派和民众脱节、基础选民严
重流失的局面，因此两党都需要重新整合选
民基础和重塑身份认同。

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带动保守党集体
右转，导致共和党通过了其历史上最保守的
党纲。而希拉里为争取桑德斯的支持者，争
取自由派和年轻选民，推动民主党通过其历
史上最进步的党纲。两党一个向右，一个向
左，凸显美国政治思潮的分化。无论特朗普
和希拉里最终谁胜谁负，美国政治极化趋势
都可能加剧。

(记者徐剑梅、朱磊、陆佳飞)
据新华社美国费城 7 月 28 日电

希拉里拿什么对抗特朗普

▲近日，在韩国首尔火车站广场，星州郡民众在集会上手持反对部署“萨德”系统的标语。 新华社记者姚琪琳摄

▲ 7 月 28 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民主党总统候
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右）和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举手致意。 新华社发

●韩美部署“萨德”的举动，

将直接导致东北亚战略力量

失衡，从而引发军备竞赛

●“萨德”入韩意味着韩国被

绑上美国战车，为美国主导的

美日韩军事同盟充当“马前卒”

●韩美日和朝中俄对立的

东亚“新冷战”可能会从根本

上封锁韩国经济的前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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