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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 对外关系
1913-10-06 中华民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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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群岛

西沙群岛
东沙群岛 中沙群岛
1915-10 中国 开垦西沙 1913 中国东沙岛经营失
群岛，开掘磷矿获许可 败

1917-02 ~08 日本人池
田舍造、小松重利，池
田金造 南沙群岛探险，
窜入太平岛，试图确认
磷矿开发可行性
南沙群岛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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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02 ~08 日本人小
松重利，池田金造 西沙
群岛探险 试图确认磷矿
开发可行性
1917-06 日本人平田末
治 乘“南兴丸”轮到西
沙群岛永兴岛等 12 个
岛，擅自探测和调查，
发现磷矿
—中国海利公司何承恩
在西沙群岛测量和探
险，中国不许可磷矿和
海产物的开采
1918-03 平田末治调查
1918 冬 日本人神山闰 西沙群岛
次，桥本圭三郎及农务 1918 冬 日本人神山闰
省技师调查南沙群岛
次，桥本圭三郎及农务
1918-12-30 ~1919-03 省技师调查西沙群岛
日本拉沙（Rasa 岛即冲 1919-01 平田末治 调查
之鸟岛？）磷矿株式会 西沙群岛
社第 1 次调查南沙群岛 1919-03-05 平田末治
1918-07 日本议员桥本 将西沙群岛登记、命名
竟向日本外相呈请将中 和开发
国南沙群岛划入日本版 平田末治等成立“南兴
图
实业公司”，偷采我国
西沙群岛磷矿
—中国，不批准邓壮瀛
申请开垦西沙群岛玲洲
1920-09-20 日本三井物 1920-04 日本人斋藤英 1920-03 日本 1907
产会社，印支海军长官 吉、野泽专藏、山崎彪 （1909）年判明清国对
西沙群岛归属照会南沙 等发现南沙群岛的磷矿 西沙群岛合并纪录后一
群岛在线
丰富的无人岛
时中断对西沙群岛开发
www.nansha.org.cn
1920-11 ~1921-03
1920-03 法国取缔在西
Rasa 岛磷矿株式会社第 沙群岛的武器、弹药、
2 次南沙群岛调查，擅 鸦片的秘密运输，并巡
自命名“新南群岛”并 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在
埋下所有权木标
线 www.nansha.org.cn
1920-09-20 日本南兴实
业公司向西贡海军司令
部函询西沙群岛是否是
法国属地，西贡海军司
令函复称：“海军档案
中，并无关于西沙群岛

1916 中国 商人请求到
东沙岛开发南沙群岛在
线 www.nansha.org.cn

1917 日本人 石丸庄助
在东沙岛沿岸捕鱼南沙
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南沙群岛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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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材料，唯就个人所
知，虽无案卷可稽，可
敢负责担保，西沙群岛
并不属于法国”
1921-04 斋藤英吉 再次
调查南沙群岛
1921-04 Rasa 岛磷矿
株式会社 企图以“殖民
地占领”“新南群岛”
并挖掘磷矿向东京地方
裁判所登记
1921-06 Rasa 岛磷矿
株式会社 在长岛（即今
太平岛）设置“新南群
岛”出张所
1921-12 Rasa 岛磷矿
株式会社 经营南双子岛
南沙群岛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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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03 平田末治与梁 南沙群岛在线
国之 密约以梁国之名义 www.nansha.org.cn
开发西沙群岛
1921-03-11 中国广东督
军 将西沙群岛行政附属
于海南岛的决定（03-30
发表，04-02 告示）
1921-03 中国 许可中国
人何瑞年（奸商）开发
西沙群岛 日本“台湾专
卖局长”池田氏等，利
用奸商何瑞年，以西沙
群岛实业公司名义，欺
骗政府，承办西沙群岛
垦殖、采矿、渔业各
项，由崖县发给承垦证
书。其实际经营者为日
本人组织的南兴实业公
司，因遭各方反对，至
1928 年春，始行撤销原
案。
1921-04 中国 不许可中
国人梁国之开发西沙群
岛的申请
1921-08 何瑞年 组织无
限公司
1921-09 中国 不许可中
国人刘惠农的西沙群岛
开发申请
1921-11 中国 不许可中
国人谭安的西沙群岛开
发申请
1921-11-24 梁国之、何
瑞年 共同经营西沙群岛
宝业无限公司，事实上
平田末治掌握经营权
1921 中国政府派员到
西沙群岛视察，在永兴
岛立有石碑，长 92 厘
米、宽 19 厘米、厚 8 厘
米，上有“视察纪念”
四个大字
1922-02-04 西沙群岛宝
业无限公司 西沙群岛调
查团派遣

1922-03 日本人小野勇
五郎、高桥春吉等非法
到西沙群岛进行调查
1922-06-05 平田末治
西沙群岛鸟粪采取
1923 年 拉沙磷矿株式会 1923-01-24 孙文 失
1923 中国 海岸巡防处
社把开采磷矿的范围扩 权，西沙群岛宝业无限 长许继承，其弟许庆文
展到南子岛
公司经营权丧失
向东沙岛派遣气象台建
1923-02-22 日本，不许 1923-03 奸商何瑞年先 设技师
可斋藤英吉的南沙群岛 后勾结日商平田、斋
起业许可
藤、安原美佐雄等，出 香港殖民政府经由驻京
英使，再度向中国外交
1923-07 ~1923-09
卖西沙群岛的资源
Rasa 岛株式会社第 3 次 1923-04-11 何瑞年，孙 部请求准许在东沙岛建
调查南沙群岛 因台风而 文复权，西沙群岛开发 立气象台。当时的中国
失败南沙群岛在线
政府认为，允许英人建
的再度许可
www.nansha.org.cn
造有碍主权，遂交海军
南沙群岛在线
部筹设，于 1925 年 7 月
www.nansha.org.cn
开始兴建，至 1926 年 3
月 19 日建成气象台、无
线电台和灯塔各一座。

1925-05-27 中国 就石 南沙群岛在线
丸庄助在东沙岛沿岸捕 www.nansha.org.cn
鱼向日本提出抗议
1925-06 日本人松下嘉
一郎 在东沙岛沿岸秘密
捕鱼被中国逮捕，支付
500 元后释放
1925-08-26 石丸庄助
提出始末书
— 越南，黄沙群岛领土
确认

1925-04-03 横哲 平田
末治的权利由窄腾腾四
郎继承，与西沙群岛实
业公司缔结壳矿契约，
以南兴实业公司名义经
营
1925 — 法国 第一次西
沙群岛科学调查
1925-04 法国殖民当局
派平和芽庄海洋研究所
所长克洪氏，率舰“得
烂逊”号到西沙群岛进
行非法探测活动
1925-06-17 法国军舰一
艘停泊于伏波岛，逾日
始行。
1925-06-20 法国军舰一
艘从金银岛驶来停泊于
伏波岛，旋返金银岛。
1925-07-24 法国军舰一
艘窜入永兴岛，三日后

1924-10-13 中国政府就
日本渔船在东沙岛打捞
海产一事，照会日本公
使，要求转令日本渔人
等速即退出该岛，并严
令日本沿海渔民，勿得
再行越界捕鱼
1925-09 石丸庄助 在上
海与许继承交涉 缴纳金
渔业证可取得 后石丸庄
助 被以密猎者 逮捕 拘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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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08-30 中华民国， 南沙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西沙群岛气象台的建
设，禁止在西沙群岛茂
林岛的日本人活动
南沙群岛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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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09 日本、法国西
沙群岛占有权的对立，
日本对法国占有权的否
定，法国对中国占有权
的否定，对印支占有权
的保留

1927 法国，南沙群岛探
险，法舰“拉内桑尔”
（De Lanesan）号非法
考察我国南沙群岛
1929-04 Rasa 岛磷矿株
式会社，中止不景气事
业
1929-04 因太平岛上蕴
藏的磷矿已开采殆尽，
加之受到世界经济危机
的影响，拉沙磷矿株式
会社宣告停办，全部人
员撤返日本。

离去。
1926-02 中国人李德光 1926-02-02 ~1927 夏
请愿开垦西沙群岛
松下嘉一郎以冯德安名
1926 春 日本人齐腾腾 义经营东沙岛沿岸的业
四郎，以开兴宝业公司 务
名义经营，西沙岛栈
1926-03 盗采东沙岛海
桥、事务所、仓库、铁 产多年的日商石丸庄
道完成
助，又以奸商名义，雇
1926-07 英船一艘到永 佣 60 人，乘“友德丸”
兴岛作非法调查
轮到东沙岛盗取海产。
1926-07-03 法国军舰窜 日商松下嘉一郎又雇佣
到永兴岛作非法调查
100 多人乘“第三竹
1926-11 中国广东实业 丸”轮到东沙岛盗取海
厅 取消何瑞年的经营权 产。
公开招募新经营者
1927-06 中国，中国人
冯英彪[德安]西沙群岛鸟
粪经营的愿望不被认可
1927-10-23 中国，占领
西沙群岛
1927-11-24 中国人沈起
凤，开发西沙群岛
1928 广东省政府组织由 1929-04 中国，调查东
广州政治分会、第八路 沙群岛
总指挥部、建设厅、中
山大学、实业厅、地质
研究所、海军舰队司令
部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调
查委员会，乘海瑞舰前
往西沙群岛进行调查。
1928-06 日本大阪人西
宇兵卫与小（火田）政
一，非法进入西沙群岛
盗取磷矿 3700 多吨，运
回大阪出售
1928-10 法船“弗拉纳
昂”（Phranamg）号窜
入中建岛搁浅
1929-01 安南高级留驻
官富尔受印度支那殖民
总督之托，就安南王朝
档案，觅取关于西沙群
岛之记载，其报告中有
云：“西沙群岛为零星
散布之珊瑚小岛，附近
又多沙礁，荒凉而贫
瘠，故在十九世纪初年

以前，殆为瓯脱之
地。”
1930-04 远东气象会议 1930 法国，占领南威岛 1930-04 香港召开远东 1930 日商仲间武男纠集
（香港），中国在西沙 （当时称为西鸟岛，鸟 气象台长会议，安南气 百余人，乘船数艘到我
群岛气象台建设邀请
子峙, Spratly Island）， 象台长法国人勃鲁逊（E 国东沙群岛掠夺海产
1930-04-09 中国，中国 法国炮舰“麦里休士” Bruzon）、上海徐家汇 1930-08-09 中国，中沙
人请愿阻止日本人在东 （Maliciense）号擅自到 气象台主任英国人劳积 群岛气象台建设指令下
沙岛的海草采取
南威岛进行测量，他们 勋（L Froe）与会，共 达
无视岛上已有中国居民 同向中国代表建议在西 1930-04-14 中国政府海
居住，秘密插上法国国 沙群岛建设气象台
军部接所属海防巡防处
旗而去
1930-08-09 中国，西沙 报告，发现日本渔船一
群岛气象台建设指令下 艘在距东沙岛西二海里
达
处捕鱼。中国政府立即
批转海军部和广东省政
府注意防止，以保渔
利，而重海权。
1931-04-22 中国宪官
1931 西贡《舆论报》曾 1931-10-17 日本驻广州
逮捕在东沙岛采取海草
由海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代理总领事须磨弥吉致
的日本渔民
上议院议员裴雄氏署
广东省建设厅，已命令
1931-12-04 法国 对中国
名，两次发表社论，要 日本渔民离开东沙岛回
西沙群岛提出权益主张
求占领西沙群岛，归并 国
于越南联邦
1931-03 法国小舰“不
永久”（Inconstant）号
窜入西沙群岛考察
1932-04-29 法国，向中 1932 中国驻法公使馆就 南沙群岛在线
1932-11 日商在我国东
国提出西沙群岛领有权 西沙群岛主权反驳回复 www.nansha.org.cn
沙岛偷采海产，毁我渔
→中国反对
法国外交部，重申七洲
船一艘，打死我船员多
1932-06-16 法国，向日 岛即西沙群岛确属中国
人
本提出西沙群岛历史占 管辖
有权主张→日本反对
广东省建设厅工业试验
所规划开采西沙群岛鸟
粪
1932-04-29 法国致中国
外交部公函，对广东省
议会拟对西沙群岛的鸟
粪开采权进行投标表示
关注，声称西沙群岛的
主权属于安南
1932-06-15 印度支那总
督签署颁布 SC-152 号
议定书，决定 将帕拉塞
尔群岛（西沙群岛）置
于承天省管辖，设立留
驻官代理
1933-06-07 中国政府成 1933 日舰“胜力”号窜 1933-12 法国人石克斯 南沙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立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 入我南沙群岛进行活动 在《地理杂志》上撰
1933-07-24 法国，占领 1933 广东省建设厅筹设 文，陈述便利航行、气
南沙群岛向日本发出主 西沙群岛鸟粪肥料制造 象、经济和军事原因而

权通告
场
合并我国西沙群岛，说
1933-08-04 日本大使就 1933-04-07 法国，占领 什么为今之计，甚盼政
南沙群岛问题与法国外 南沙群岛 7 岛屿
府于最短期间决心占领
务次官会谈
1933-04 法国炮舰“阿 西沙群岛，说西沙群岛
1933-08-12 中国李济深 美罗德”（Alerte）号和 应为法国所有
就法国占领南沙群岛邀 测量船“阿斯德罗拉
请日本海军出动（日本 勃”（Astrolabe）号由
不承诺）
西贡海洋研究所所长薛
1933-08-15 日本阁议 弗氏（Chevey）率领，
决定不承认法国的先占 窜入西沙群岛，详加
1933-08-19 日本第 1 次 “考察”，以示“占
不承认法国先占
领”
1933-09-02 法国、日本 1933-04-07 法舰侵占安
就南沙群岛问题交涉
波沙洲
1933-11-17 法国、日本 1933-04-10 法舰侵占双
就南沙群岛问题交涉
子礁（北子岛和南子
1933-12-09 法国、日本 岛）和太平岛，要求岛
就南沙群岛问题交涉
上的我国渔民为其看护
1933-12-11 法国、日本 国旗，遭到我国渔民反
就南沙群岛问题交涉
抗
1933-12-21 法国、日本 1933-04-11 法舰侵占南
就南沙群岛问题交涉
钥岛
1933-04-12 法舰侵占中
业岛，在岛上挂国旗，
埋标志
1933-07-13 法国通讯社
宣布占领南沙群岛九小
岛
1933-07-19 法国外交部
公然发布南沙群岛“占
领”告示
1933-07-25 法国政府公
告忽然登一通告，谓在
法属印度支那与菲律宾
西北方中国海内之九小
岛，现属法国主权之
下，各该小岛系于本年
四月上半月，先后由法
国军舰竖立法国国旗作
为占领
1933-07-26 中国政府外
交部发言人重申南沙群
岛谓中国领土。外交部
除电令驻法使馆探询法
占九小岛真相外，还由
外交、海军两部积极筹
谋应付办法，对法国的
侵略行为提出严重抗议
1933-07-28 西南政治分

会请政府据理向法国提
出严重抗议，务必保领
土完整
1933-08 日商平田末治
创办的开洋兴业公司，
派三好、松尾乘“第三
爱媛丸”轮擅自到我国
南沙群岛调查
1933-08-02 外交部电令
中国驻菲律宾领事馆，
查明法占九小岛的方
位、历史，驻菲律宾领
事馆绘具详图，寄呈外
交部
1933-08-02 广东省政府
奉命向法当局提出抗
议。
1933-08-03 南京市工界
抗日会召开常委会，严
重抗议法占九小岛，并
通电全国一致抗争
1933-08-16 浙江宁海县
农会致电政府，对法占
九小岛提出抗议
1933-08-18 上海市总工
会电请政府向法提出严
重交涉，以杜觊觎而保
领土
1933-08-22 浙江绍兴县
商会请政府向法提出严
重交涉，誓保领土，以
恐海疆
1933-08-23 浙江鄞（读
作 yin）县民船船员工会
对法占九小岛提出严重
抗议
1933-08-26 上海第三、
四、六区缫丝产业公会
电请政府立即向法国政
府严重交涉，并令粤省
府就近派舰驶往九岛，
武装维护，以保领土
1933-10-23
1933-12-21 交趾支那
（Cochinchina）总督，
强行将南沙群岛编入巴
地（Ba Ria）省
1934-03-28 法国、日本 1934-03-01 法国殖民者
就南沙群岛问题交涉
在我国西沙群岛的永兴

1933-08 英轮“剑桥”
号窜入我国东沙岛触礁

1934-12-21 水陆地图审 岛上建立黄沙寺一座。
查委员会第 25 次会议决
定，审定中国南海各岛
屿的中英岛名。
1935-01 水陆地图审查 1935 春 日本人平田末
委员会公布我国南海诸 治 勾结海军省和台湾总
岛各岛屿中英地名对照 督府设立开发长岛（今
表，比较详细地罗列了 太平岛）的开洋兴行株
南海诸岛共 132 个岛礁 式会社
沙滩名称。
1935-04 法国以军舰派
1935-04 水陆地图审查 遣 30 安南人入住长岛
委员会出版《中国南海 （Itu Aba Island）
岛屿图》，确定我国南
海最南的疆域线至北纬
4 度，把曾母暗沙标在
我国疆域线内。

1936 中国政府拨款 20 1936-11 日本渔民窜入
万元，在西沙群岛上设 太平岛窃取海产
立观测台、无线电台、 1936-12 日本人平田末
灯塔等，无线电台经常 治开办的开洋兴业公司
与新加坡、海防、厦门 非法派员到我太平岛探
等电台相联络，指引海 查磷矿
上航行船舶。灯塔设立
在东南最高的岛上，灯
光远及 12－18 海里，后
因损坏失修，射程减至
6－7 海里。
1937 广东省政府派员到
西沙群岛的永兴岛、石
岛等岛，调查日本人非
法强占西沙群岛等问题
1937 日商再度在西沙群
岛盗取磷矿，日本渔船
亦来西沙群岛放鱼炮捕
鱼，并抢夺我渔民财物
1937-12-09 法国就新南
群岛问题向日本提出外
交书
1938-01-11 （1-12 通 1938-07 日本“南洋兴

1935-04-12 广东省政府
批准广东省建设厅农林
局设立东沙岛管理处
1935-06-14 广东农业局
报告，日人高雄市海人
草采取组合常务理事井
上龟大郎等，率领“大
福丸 ”等十三艘船，工
人数百名，在东沙岛搭
幕 12 处，居住晒草，或
来或往，轮流盗采。在
本年 5 月 21 日起至 6 月
9 日止，计 20 天约盗去
海人草 1000 担，每担现
值广东毫银 30 元，仍留
九艘在岛继续盗采。
1935-06-22 广东广西外
交特派员就日人在东沙
岛盗采海人草一案，再
函日本驻广州总领事交
涉制止，并呈报外交部
查核办理

1937-09-03 日本海军占
领东沙岛，中国官兵 28
人被捕奴

1938-03-30 法国殖民政

告）日本第 1 次回答法 发股份有限公司”在我 府保大颁布十号旨令，
国 1937-12-09 的外交书 国南沙群岛盗取鸟粪
竟把我国西沙群岛划入
1938-01-24 法国第 2 次 1938-08-09 日本向长岛 越南承天省范围。
就新南群岛向日本提出 派遣军舰，建立石碑记 1938-07-03 法军侵占西
外交书
载日本人开发经过
沙群岛，擅自建立气象
1938-07-07 日本对法国 1938-10-30 日本向长岛 站
07-04 日的通告提出政 派遣军舰 士兵和台湾苦 1938-07-18 中国大使馆
府公告
力登陆 12-07 更多人登 再度通知法国外交部，
1938-07-12 法国回应日 陆
重申中国在西沙群岛的
本的 07-07 日的通告
1938-12-23 日本阁议决 主权
1938-07-12 日本回应 定新南群岛领土编入 12- 1938-11-03 日本在西沙
07-12 的法国通告
28 认可
群岛非法竖立石碑，正
1938-07-25 法国就新南
面上端刻有太阳旗，下
群岛问题第 3 次向日本
端书“大日本帝国”，
提出外交书
背面记载日本侵犯西沙
1938-08-19 法国就新南
群岛的经过
群岛问题第 4 次向日本
1938-12-27 日本阁议决
提出外交书
定西沙群岛领土编入，
1938-08-22 日本对法国
12-28 日认可
07-25 和 12-09 日外交
南沙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书的回应
1939-01-07 （01-09 递 1939-03-30 日本将新南 1939 日军进据西沙，顺
交）法国就新南群岛问 群岛编入台湾总督府
势兼并南沙，驱逐法国 南沙群岛在线
题第 5 次向日本提出外 （03-31 发表）
人，于该年 4 月 9 日正 www.nansha.org.cn
交书
1939-04-17 日本外务 式宣布占领，改名为
1939-02-10 日军登陆海 省，公布新南群岛的状 “新南群岛”，并东
南岛
况和位置（04-18 官
沙、西沙皆划归“台湾
1939-02-12 日本 对 01- 报）
总督”管辖，隶属高雄
07 日法国的第 4 次回答 1939-05-05 法属印度支 县下
1939-02-17 法国就新南 那总督将帕拉塞尔行政 1939-03-01 日本占领西
群岛问题第 6 次向日本 上分为两组不同的行政 沙群岛
提出外交书
单位，即“宣德及其附
1939-03-29 日本 对 02- 属岛屿”和“新月即附
17 日法国的第 5 次回答 属岛屿”
1939-03-31 日本就新南 1939-05-23 ~1939-06
日本 新南群岛行政调查
群岛编入通告美国
1939-04-04 法国就新南 1939-06-23 日本 新南
群岛问题第 7 次向日本 群岛巡查派遣
1939-09-11 法国派遣船
提出外交书
只到长岛
1939-04-07 日本 对 0404 日法国的第 6 次回答 1939-09-12 法国，船舰
1939-04-10 英国就新南 海底测量
群岛向日本提交外交书 1939-12-21 日本，对进
1939-04-13 日本拒绝回 入新南群岛的外国船只
答 04-10 日英国的外交 的处置决定
南沙群岛在线
书
1939-04-17 日本第 2 次 www.nansha.org.cn
回答 04-10 日英国的外
交书

1939-09-28 日本抗议法
国向新南群岛派遣军舰
1940-02-14 法国拒绝
1939-09-28 的日本抗议
1940-03-06 日本对 11
月和 1940-03-01 日的船
只的行动
1940-03-08 法国驻日大
使与日本外务次官会谈
1940-07-09
1940-10-10
1940-11-08
1941-11-01
1943 中美英《开罗宣
1942-12-05 大暴风雪破
言》规定：三国之宗旨 坏南沙群岛
在剥夺日本自 1914 年第
一次世界大站开始以后
在太平洋取得的或占领
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
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
如满洲、台湾、澎湖群
岛等，归还中国
1945-07-26 中美英三国 南沙群岛在线
1945-12-12 中国 接收林 1945-09-12 中国，东沙
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 www.nansha.org.cn
岛
群岛接收
坦公告》规定：开罗宣
1945-12 台湾省气象局
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
派员乘机帆船“成田”
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
号到西沙群岛永兴岛等
州、北海道、九州、四
岛进行调查，他们竖立
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
国旗，拍摄照片，并植
岛之内
一木牌，正面写“台湾
省行政长官气象局接收
完了”，背面写“民国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
日”
1946-07-23 菲律宾外长 1946-05 法国，占领西 南沙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季里诺声称，中国已因 沙群岛
南沙群岛主权与菲律宾 1946-07 中国，将西沙
发生争议，该群岛在巴 群岛编入广东省管辖
拉望岛以西 200 海里， 1946-09 法国，撤出西
菲律宾拟将其编入国防 沙群岛
范围之内
1946-09-13 中国，西沙
1946-09-13 中国，南沙 群岛接收
群岛、西沙群岛接收
1946-11-29 中国，登陆
1946-10-05 法国
林岛
Chevreud 号侵入并登陆 1946-12-04 中国，巡视
南沙群岛南威岛
甘泉岛、珊瑚岛
（Spratly Island）和长
岛（Itu Aba Island），
在长岛建立石碑，当时
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

与法方决定于是月及翌
年 1 月 4 日进行谈判，
但因越南战争紧张，法
国自动放弃谈判
1946-11-24 当时中国政
府派出太平、永兴、中
建、中业等舰，由指挥
官林遵、姚汝钰率领南
下，并着内政及陆海空
各部代表随往视察，令
粤省府委员萧次尹、顾
问麦蕴瑜，分任西沙、
南沙接收专员，会同海
军在广州出发，前往西
沙、南沙进驻接收。他
们在西沙群岛永兴岛竖
立水泥碑，高 1.49 米、
宽 0.92 米，一面文字是
“南海屏障”，令一面
是“海军收复西沙群岛
纪念碑”
1946-12-12 中国，接收
南沙群岛的“太平”、
“中业”两舰由林遵率
领，抵达南沙群岛主岛
长岛。为了纪念“太
平”舰接收该岛，即以
“太平”为该岛命名。
在岛西南方的防波堤末
端竖立起“太平岛”石
碑，并在岛之东端，令
立“南沙群岛太平岛”
石碑。立碑完毕，乃于
碑旁举行接收和升旗典
礼。随后接收人员又到
中业岛、西月岛、南威
岛竖立石碑。在太平岛
设立南沙群岛管理处，
隶属于广东省政府管辖
1946-12-15 中国，巡视
南钥岛、中业岛、双子
岛、南极岛
1947-01-09 法国，声明 1947-01-16 中国，海南 1947-01-16 中国，海南 1947-09-04 中国，东沙
西沙群岛为越南领土
特别行政区设置和南沙 特别行政区设置和南沙 群岛、中沙群岛便如广
1947-01-13 法国，就中 群岛的编入的决定
群岛、西沙群岛的编入 东省
国军队继续驻留西沙群 1947-02-04 中国，南沙 的决定公布
1947-12-01 中国，《南
岛提出抗议
群岛接收完毕
1947-01-16 法国，西沙 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
1947-01-16 法舰 F43 号 1947-03-15 中国，海南 群岛上空侦察
表》公布
驶抵永兴岛抛锚，企图 特别行政区设立，管理 1947-01-17 法国兵、越 南沙群岛在线

登陆并强制我驻岛人员 南沙群岛、西沙群岛， 南兵登上林岛，被中国 www.nansha.org.cn
离岛。我驻岛人员表示 暂由海军代管
军队击退
该岛系我国领土，未奉 1947-04-01 中国，海南 1947-01-18 法国，占领
命不能擅离，如法方强 特别行政区设立，南沙 珊瑚岛，以其为根据地
行登陆，我方必将抵
群岛、西沙群岛编入
设置无线电通信所
抗。法舰于 19 日上午驶 1947-04-12 中国，长岛 1947-03-15 中国，海南
退。
（Itu Aba Island）改称 特别行政区设立，管理
1947-01-18 法舰窜入西 太平岛
南沙群岛、西沙群岛，
沙群岛并在珊瑚岛登
1947-04-14 中国，对南 暂由海军代管
陆，擅自架设无线电台 沙群岛各个岛礁沙洲直 1947-04-01 中国，海南
1947-01-19 法国，抗议 至南端的曾母暗沙新命 特别行政区设立，南沙
中国遣军占领西沙群岛 名
群岛、西沙群岛编入施
1947-01-19 中国，向法 1947-09-04 中国，南沙 行
国发出关于西沙群岛主 群岛编入广东省
1947-04-12 西沙群岛之
权的通告，中国驻法使 1947-12-01 中国，《南 武德岛（Woody Island）
馆重申西沙群岛自古以 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
改名为永兴岛
来即属中国主权所有， 表》公布
1947-04-14 西沙群岛各
一向在广东省政府管辖 南沙群岛在线
岛礁沙洲重新命名
之下。公告中指出，自 www.nansha.org.cn
1947-04-14 中国，西沙
1932 年至 1938 年，中
群岛学术调查
法两国外交部曾为西沙
1947-09-04 中国，西沙
群岛之地位交换过无数
群岛编入广东省
照会，我政府在所有照
1947-12-01 中国，《南
会中，均坚持对上述群
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
岛有绝对主权。中国政
表》，由内政部通过中
府从未承认法国以安南
央社公布
国君之名义，在该群岛
上造成之事实上的占领
1947-01-21 中国，对法
国舰艇登陆西沙群岛珊
瑚岛并派兵驻留一事，
向法国大使馆提出严重
抗议，并请迅予转请法
国政府，即饬登陆珊瑚
岛之法军速行撤退，否
则可能招致之一切后
果，应由法国政府单独
负其责任
1947-01-22 中国国防部
再次声明：“西沙群岛
主权属于中国，不仅历
史地理上有所依据，而
且教科书上亦早载
明。”
1947-01-26 中国，反驳
法国对西沙群岛提出的
主权要求，外交部情报
司司长何凤山发表谈
话，驳斥法国对西沙群

岛的主权要求，重申中
国的主权要求有地理与
历史为根据
1947-01-28 中国，抗议
法国登陆西沙群岛
1947-01-29 中国，西沙
群岛主权声明，中国外
交部次长在记者招待会
上，郑重否认法外交部
所谓中国于 1938 年同意
法国占领西沙群岛的声
明，并重申中国对西沙
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
权
1947-03 广东省政府
西、南沙群岛志编纂委
员会提出西沙群岛问题
研究报告
1947-04 中国政府为纪
念接收西沙、南沙群
岛，以所派接收军舰名
为岛名，改西沙群岛中
的武德岛（Woody
Island）为永兴岛，南沙
群岛中的长岛（Itu Aba
Island）为太平岛
当时中国政府派员乘中
基号登陆舰到西沙群岛
调查，一行除海军司令
部进驻指挥官、参谋、
海军部电工处长及其他
工作人员外，还有中央
实验所、经济部地质调
查所、资源委员会矿测
处、中央研究院植物研
究所、地磁台等所派专
家八人，另有中山大学
地理、生物系教授四人
1947-04-14 当时中国政
府内政部确定南海领土
范围最南应至曾母滩，
前往西沙、南沙群岛的
渔民由海军总司令部及
广东省政府予以保护并
提供运输、通讯等便利
1947-05 国防部召集有
关机关开会决议，西
沙、南沙群岛暂由海军
管理，待海南岛行政特

别区奉准成立，即归该
区统辖
内政部方舆司印制《南
海诸岛位置图》，该图
在南海海域中标有东沙
群岛、西沙群岛、中沙
群岛和南沙群岛，并在
四周画有国界线，以示
属于中国领土，国界线
的最南端标在北纬 4 度
左右
1949-05-01 中业舰及台
湾大学等单位前往南沙
群岛，从事地质、海洋
及一般情况的调查
1949-06 广州举行西沙
群岛、南沙群岛物产展
览会
1949-10 当时中国政府
内政部为编辑中华民国
统计年鉴，核定我国四
至地点及其经纬度，其
中极南地点南沙群岛曾
母暗沙，北纬 4 度
1948-03-27 海军部载重
4000 吨的“中海”号登
陆运输舰，载运海军部
官兵赴东沙、西沙和南
沙群岛换防

1948 菲律宾海洋研究 1948 占领珊瑚岛的法
所所长（马尼拉航海学 军，在珊瑚岛建屋居
校校长）托马斯克罗马 住、建给水设施，不准
（Tomas Cloma）窜入 我国渔民前往该处捕鱼
太平岛“探险”，进行 南沙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非法活动
1949-04-13 菲律宾政府 1949-04 菲律宾，计划 1949-04 法舰炮击甘泉
内阁会议决议，派遣海 向南沙群岛移民 菲律宾 岛，驱走我国渔民，并
军副少将 Jose V.
外交部次长 Felino Neri 派武装人员侵占晋卿、
Andrada 前往南沙群岛 获悉巴拉望岛上的菲律 琛航、金银、甘泉等四
的太平岛“视察”。我 宾渔民经常到南沙群岛 岛，建立所谓的“主权
国驻菲律宾公使陈质平 捕鱼时，即向菲总统季 碑”
获悉后，即致函菲外交 里诺建议，鼓励菲律宾
部，要求澄清事实，并 渔民移居南沙群岛，以 1949-06-06 中国，西沙
反复声明太平岛为中国 便在“菲律宾国防安全 群岛编入海南特别行政
领土中国，通告菲律宾 需要时”，把南沙群岛 区
1949-09 中国永兴岛驻
南沙群岛为中国领土
吞并入菲律宾版图
军，台湾撤退
1949-05-07 菲律宾，南 1949-04-12 菲律宾，海
沙群岛与中国关系资料 军将校决议向太平岛派 南沙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提示要求， 菲律宾外交 遣
次长 Felino Neri 复函
1949-06-06 中国，南沙
称，内阁仅讨论对在太 群岛编入海南特别行政
平岛附近水面捕鱼的菲 区
律宾渔民必须予以较多 南沙群岛在线
的保护。对陈质平大使 www.nansha.org.cn

南沙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1949-06-06 中国，东沙
群岛、中沙群岛编入海
南特别行政区
南沙群岛在线
www.nansha.org.cn

重申太平岛为中国领
土，表示已经存录备考
1949-10-14 法国，西沙
群岛、南沙群岛主权转
让给越南 （10-15 发
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