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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6_94_BF_E5_c36_329209.htm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

五日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今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陆领海的部分基线和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发表声明。声明全

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基线

的声明 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１９

９２年２月２５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宣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领海的部分基线和西沙群岛的领海基

线。 一、大陆领海的部分基线为下列各相邻基点之间的直线

连线： １．山东高角（１） 北纬３７°２４．０’ 东经１２

２°４２．３’ ２．山东高角（１） 北纬３７°２３．７’ 

东经１２２°４２．３’ ３．镆耶岛（１） 北纬３６°５７

．８’ 东经１２２°３４．２’ ４．镆耶岛（２） 北纬３６

°５５．１’ 东经１２２°３２．７’ ５．镆耶岛（３） 北

纬３６°５３．７’ 东经１２２°３１．１’ ６．苏山岛 北

纬３６°４４．８’ 东经１２２°１５．８’ ７．朝连岛 北

纬３５°５３．６’ 东经１２０°５３．１’ ８．达山岛 北

纬３５°００．２’ 东经１１９°５４．２’ ９．麻菜珩 北

纬３３°２１．８’ 东经１２１°２０．８’ １０．外磕脚 

北纬３３°００．９’ 东经１２１°３８．４’ １１．佘山

岛 北纬３１°２５．３’ 东经１２２°１４．６’ １２．海

礁 北纬３０°４４．１’ 东经１２３°０９．４’ １３．东

南礁 北纬３０°４３．５’ 东经１２３°０９．７’ １４．

两兄弟屿 北纬３０°１０．１’ 东经１２２°５６．７’ １



５．渔山列岛 北纬２８°５３．３’ 东经１２２°１６．５

’ １６．台州列岛（１） 北纬２８°２３．９’ 东经１２１

°５５．０’ １７．台州列岛（２） 北纬２８°２３．５’ 

东经１２１°５４．７’ １８．稻挑山 北纬２７°２７．９

’ 东经１２１°０７．８’ １９．东引岛 北纬２６°２２．

６’ 东经１２０°３０．４’ ２０．东沙岛 北纬２６°０９

．４’ 东经１２０°２４．３’ ２１．牛山岛 北纬２５°２

５．８’ 东经１１９°５６．３’ ２２．乌丘屿 北纬２４°

５８．６’ 东经１１９°２８．７’ ２３．东碇岛 北纬２４

°０９．７’ 东经１１８°１４．２’ ２４．大柑山 北纬２

３°３１．９’ 东经１１７°４１．３’ ２５．南澎列岛（

１） 北纬２３°１２．９’ 东经１１７°１４．９’ ２６．

南澎列岛（２） 北纬２３°１２．３’ 东经１１７°１３．

９’ ２７．石碑山角 北纬２２°５６．１’ 东经１１６°２

９．７’ ２８．针头岩 北纬２２°１８．９’ 东经１１５°

０７．５’ ２９．佳蓬列岛 北纬２１°４８．５’ 东经１１

３°５８．０’ ３０．围夹岛 北纬２１°３４．１’ 东经１

１２°４７．９’ ３１．大帆石 北纬２１°２７．７’ 东经

１１２°２１．５’ ３２．七洲列岛 北纬１９°５８．５’ 

东经１１１°１６．４’ ３３．观帆 北纬１９°５３．０’ 

东经１１１°１２．８’ ３４．大洲岛（１） 北纬１８°３

９．７’ 东经１１０°２９．６’ ３５．大洲岛（２） 北纬

１８°３９．４’ 东经１１０°２９．１’ ３６．双帆石 北

纬１８°２６．１’ 东经１１０°０８．４’ ３７．陵水角 

北纬１８°２３．０’ 东经１１０°０３．０’ ３８．东洲

（１） 北纬１８°１１．０’ 东经１０９°４２．１’ ３９



．东洲（２） 北纬１８°１１．０’ 东经１０９°４１．８

’ ４０．锦母角 北纬１８°０９．５’ 东经１０９°３４．

４’ ４１．深石礁 北纬１８°１４．６’ 东经１０９°０７

．６’ ４２．西鼓岛 北纬１８°１９．３’ 东经１０８°５

７．１’ ４３．莺歌嘴（１） 北纬１８°３０．２’ 东经１

０８°４１．３’ ４４．莺歌嘴（２） 北纬１８°３０．４

’ 东经１０８°４１．１’ ４５．莺歌嘴（３） 北纬１８°

３１．０’ 东经１０８°４０．６’ ４６．莺歌嘴（４） 北

纬１８°３１．１’ 东经１０８°４０．５’ ４７．感恩角 

北纬１８°５０．５’ 东经１０８°３７．３’ ４８．四更

沙角 北纬１９°１１．６’ 东经１０８°３６．０’ ４９．

峻壁角 北纬１９°２１．１’ 东经１０８°３８．６’ 二、

西沙群岛领海基线为下列各相邻基点之间的直线连线： １．

东岛（１） 北纬１６°４０．５’ 东经１１２°４４．２’ 

２．东岛（２） 北纬１６°４０．１’ 东经１１２°４４．

５’ ３．东岛（３） 北纬１６°３９．８’ 东经１１２°４

４．７’ ４．浪花礁（１） 北纬１６°０４．４’ 东经１１

２°３５．８’ ５．浪花礁（２） 北纬１６°０１．９’ 东

经１１２°３２．７’ ６．浪花礁（３） 北纬１６。０１．

５’ 东经１１２°３１．８’ ７．浪花礁（４） 北纬１６°

０１．０’ 东经１１２°２９．８’ ８．中建岛（１） 北纬

１５°４６．５’ 东经１１１°１２．６’ ９．中建岛（２

） 北纬１５°４６．４’ 东经１１１°１２．１’ １０．中

建岛（３） 北纬１５°４６．４’ 东经１１１°１１．８’ 

１１．中建岛（４） 北纬１５°４６．５’ 东经１１１°１

１．６’ １２．中建岛（５） 北纬１５°４６．７’ 东经１



１１°１１．４’ １３．中建岛（６） 北纬１５°４６．９

’ 东经１１１°１１．３’ １４．中建岛（７） 北纬１５°

４７．２’ 东经１１１°１１．４’ １５．北礁（１） 北纬

１７°０４．９’ 东经１１１°２６．９’ １６．北礁（２

） 北纬１７°０５．４’ 东经１１１°２６．９’ １７．北

礁（３） 北纬１７°０５．７’ 东经１１１°２７．２’ １

８．北礁（４） 北纬１７°０６．０’ 东经１１１°２７．

８’ １９．北礁（５） 北纬１７°０６．５’ 东经１１１°

２９．２’ ２０．北礁（６） 北纬１７°０７．０’ 东经１

１１°３１．０’ ２１．北礁（７） 北纬１７°０７．１’ 

东经１１１°３１．６’２２．北礁（８） 北纬１７°０６

．９’ 东经１１１°３２．０’ ２３．赵述岛（１） 北纬１

６°５９．９’ 东经１１２°１４．７’ ２４．赵述岛（３

） 北纬１６°５９．７’ 东经１１２°１５．６’ ２５．赵

述岛（３） 北纬１６°５９．４’ 东经１１２°１６．６’ 

２６．北岛 北纬１６°５８．４’ 东经１１２°１８．３’ 

２７．中岛 北纬１６°５７．６’ 东经１１２°１９．６’ 

２８．南岛 北纬１６°５６．９’ 东经１１２°２０．５’ 

１．东岛（１）北纬１６°４０．５’ 东经１１２°４４．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再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余领

海基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