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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加坡调解公约》看我国商事调解的改革
蔡伟

摘 要：《新加坡调解公约》是审视和改革我国商事调解的重要参照物。该公约与我国的调
解体制有不少的冲突，如果我国批准该公约，则相关制度必须与之相衔接。我国的商事调解
可以从研究我国相关制度与公约的冲突，理顺调解的监管体系，走市场化、专业化的道路，
严格防范虚假调解，尝试制定行业规范的软法等路径进行改革，使得该行业的发展与国际实
践更加一致。同时，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商事调解实践可以提供借鉴。
关键词：和解协议；新加坡调解公约；多样性；粤港澳大湾区

一、
《调解公约》的制定和意义
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纠纷及其解决便是人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出现前，人
们完全依靠的是私力救济；拥有暴力机器的国家产生以后，私力救济仍是纠纷解决的主要方
1
式，同时国家的公力救济也夹杂着大量的私力救济。 即便是在司法文明有了长足发展的现
代社会，纠纷解决的私力救济（广义上的理解）无论从数量、类型和范围都远超过公力救济
的方式。国家纠纷解决公共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公力救济通常所具有的公开性、对抗性等特征，
使得纠纷的私人解决始终有着强大的市场。对于国际商事纠纷，一方通常会对对方国家法院
提供的公力救济的中立性存在疑虑。因此，国际商界更青睐仲裁这一带着浓厚私力救济色彩
的方式，目前绝大部分无法自主协商解决的国际商事纠纷都是通过仲裁加以解决，同时其结
果也能得到其他国家的公权力机关依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下文简称《纽约
公约》）的承认和执行。
然而，当代国际商事仲裁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成本高、时间久、透明度低等不足，也存
在仲裁员的专业能力和道德风险、资助仲裁和仲裁常客等方面的争议。而与仲裁相比，调解
更加灵活，各方可以根据当事方的需要和关切量身定制，创建自己的程序，讨论和解决法律
和非法律问题，并找到最方便的解决争端的方法。因此，调解是一种比仲裁更具自主性、更
能够提高争议解决效率和更能展示市民社会私力解决纠纷的模式，它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
愈发绽放其生命力。然而，即便调解达成和解协议也不意味着纠纷的有效解决，因为当事人
态度的变化、甚至是不诚信等因素都可能使得和解协议没法得到自主履行而沦为一纸空文。
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业界普遍认为阻碍其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缺乏国际公约提供有效和统一
的跨境执行和解协议的法律框架。因此，国际商界呼吁建立一种类似《纽约公约》那样能为
当事人提供和解协议跨国承认和执行的机制，在一定条件下赋予调解结果法律的强制执行力。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下文简称《调解公约》或公约）正是
响应这一需要的产物。该公约已于 2020 年 9 月 12 日生效。我国已经签署，但未批准该公约。
我国各界对《调解公约》普遍持积极和乐观的态度，认为该公约能够促进国际商事争议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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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解决，并能提高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 如果我国加入了该公约，那么除了
我国保留的条款之外，我国的调解体系和制度必须和该公约相衔接，以履行我国对公约之国
际义务。即便是我国加入该公约的条件尚不成熟，它对审视和改革我国的商事调解制度也非
常具有参考价值。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调解公约》来对比我国的相应制度，从而为我国
的调解制度和体系的改革提供参考。实际上，我国的相关制度与公约的匹配程度以及改革的
难易程度也是决定我国是否加入公约的重要因素。

二、
《调解公约》的核心制度及其与我国制度的匹配
《调解公约》的内容比较简明，除了序言外，共有 16 条，本文对其中直接涉及和解协
议的承认和执行以及相应的缔约方义务加以分析，并对照审视我国相关制度的匹配性，从而
为我国的商事调解制度的改革提供基础。
《调解公约》使用的是 Party/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或 State/States，而非 Contracting State(s)，出于方便行文以及将此和公约中出现的和解的当
事人(party)区分开来，本文采用缔约方一词。如果同一个国家之内的不同法域（比如我国的
内地和港澳台的关系）同样加入了《调解公约》，那么也是该公约的规范范围之内。
（一）《调解公约》对调解的界定
“调解”的界定是理解《调解公约》及其适用的关键因素。对此，《调解公约》第 2（3）
条规定“调解”不论使用何种称谓或者进行过程以何为依据，指由一名或者几名第三人（“调
解员”）协助，在其无权对争议当事人强加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当事人设法友好解决其争议
的过程。
“调解”作为一种纠纷处理的方式，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称呼、做法和流程。《调解
公约》对“调解”采用了非常宽松的界定，这在起草过程中实际上是有争议的。在起草过程
中，有与会者建议将“调解”定义为一种“结构化”（structured）或“组织化”（organized）
过程。该观点强调调解需要可靠和可信，排除纯粹在非正式场合或仅仅是谈判中签订的协议，
并强调该过程必须有为和解协议的达成提供协助的第三人。他们进一步解释说，该建议的目
的不是规定具体的调解技术，也不是要引入强制性的规定，而是要求调解必须符合某些法定
的条件，这样才可以给负责执行程序的当局带来更多的信心和确定性。虽然这一观点得到了
一些支持，但起草小组最终对此不予认可，因为调解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不同国家对“结构
3
化”一词通常有不同的理解。 因此，按照《调解公约》对“调解”的界定，即便是在酒吧
中进行的调解，除非当事人能够证明其因饮酒而导致判断受到损害，缺乏决策能力，否则即
4
便是在这一看起来非常不正式的环境中进行的调解也能被《调解公约》所认可。
《调解公约》以总括性、描述性的方式界定调解，只要本质上符合调解的性质，无论双
方用什么术语来描述这一过程，也无论发起调解的原因是什么（比如可能是双方的合同约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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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临时合意，也可能是法律义务、法院命令），只要实施的过程是符合《调解公约》要求的，
5
都可以成为《调解公约》规范的对象。 可以说全球的调解多种多样，规定一个结构化的程
序会过分限制调解的灵活性，因此这一规定能包含不同的区域和国家各种不同的调解做法。
《调解公约》明确将某些内容的和解协议排除在其覆盖范围之外，从而排除公约的适用，
即第 1（2）条所规定的公约不适用于以下和解协议：(a)为解决其中一方当事人（消费者）
为个人、家庭或者家居目的进行交易所产生的争议而订立的协议；(b)与家庭法、继承法或
者就业法有关的协议。
我国大力鼓励通过调解解决民商事纠纷，可以说绝大部分平等主体之间因财产和人身关
系发生的纠纷都可以通过调解解决，这与人民调解的本质在于“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
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而这
一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本身通常并不具有最终定纷止争的确定的法律执行力，因为当事人还
可以有其他的途径解决其纠纷。《人民调解法》第 3 条第三项就明确规定“不得因调解而阻
止当事人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调解公约》却赋予了
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确定的法律执行力，那么如果我国批准该公约，我国的规定也必须与之衔
接，解决法律执行力的冲突。具体而言，对于（a）项消费者的纠纷，当事人无疑可以请求
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进行调解，但是这些调解结果无法获得《调解公
约》项下的执行力。对于（b）项的“家庭法、继承法”的规定，我国可以参考《仲裁法》
将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列为不可仲裁事项的做法，将此类具有浓厚人身关系
以及同家庭伦理、社会传统息息相关的领域列为不可调解的范围。“就业法有关的协议”所
指向的劳动争议的协议在我国是可以、并且鼓励调解的（见《劳动合同法》第十章 劳动争
议），劳动争议也是我国调解制度的重要内容；但是如果加入公约，我国必须明确规定对于
劳动纠纷的调解协议不能具有公约意义上的执行力。
根据第 1（3）条，《调解公约》也不适用于经由法院批准或者系在法院相关程序过程
中订立的协议、可在该法院所在国作为判决执行的协议或已记录在案并可作为仲裁裁决执行
的协议。一方面，在国际的层面上，这些解决纠纷的协议有《纽约公约》，《承认与执行外
国民商事判决公约》、《海牙选择法院公约》等加以规范；另一方面，与《调解公约》强调
第三方的功能只是提供“协助”，而无权决定纠纷的调解结果的规定相一致，调解的作出过
程和模式同仲裁和诉讼有很大的不同（比如程序的要求，调解员与仲裁员/法官不同的角色
和职权，法官或仲裁员对纠纷的结果具有最终决定权等），其法律规范的模式也随着不同。
在我国的诉讼和仲裁过程中的和解协议，也具有确定的执行力，因为诉讼和仲裁的专业
性，其调解结果的合法性有保障。对于诉讼过程中的调解书或者调解协议，根据《民事诉讼
法》（2017）第 97、98 和 236 条，它们都具有法律效力，如果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不履行
其义务，对方可以直接申请强制执行，无需经过第 194 和 195 条规定的由人民法院确认调解
是否合法的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的程序。对于仲裁过程中的调解，根据《仲裁法》第 51 条，
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或者根据协议的结果制作裁决书。调解书与裁决书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对于申请执行仲裁调解书，《民事诉讼法》（2017）第 237 和 274 条规
定人民法院只在很有限的几种情形之内进行司法审查，而不会根据第 194 和 195 条的规定进
行全面的司法审查；而对于其它类型的调解所作出的和解协议，法院在执行之前会对其合法
性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下文详述）。这与《调解公约》不对和解协议进行实质性审查，而是
直接执行有很大的不同，同时也导致和解协议潜伏着更大的合法性和真实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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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我国对申请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的形式也有特别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463 条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
律文书应当具备明确的权利义务主体和给付内容这些前提条件。而全球商事调解机构和调解
员数量庞大，其作出的调解书的形式也五花八门，内容可能非常灵活，包括可能对给付内容
附加了各种条件或者期限等，导致它并无法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体系里面的申请执行的要
求。我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了《调解公约》而放宽这种规定，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二）《调解公约》的一般原则
《调解公约》的第 3 条是一般原则的条款。相对于公约的其它条款，它的条文虽然比较
简单，但却是核心条款，即：1.本公约每一缔约方应按照本国程序规则并根据本公约规定的
条件执行和解协议。2.如果就发生争议的事项，一方当事人声称已由和解协议解决了，那么
公约的缔约方应允许该当事人按照本国程序规则并根据本公约规定的条件援用和解协议，以
证明该事项已得到解决。
这一条给缔约方施加了两项基本的义务：一是在当事人向该国有权机关申请执行一个国
际和解协议时，该机关应根据《调解公约》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予以执行；二是在当事人在相
关程序中（包括诉讼）的请求涉及一项已经通过调解达成了和解协议的争议时，有权机关应
当准许另一方当事人根据《调解公约》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援引该和解协议进行抗辩，以证明
相关争议已经得到解决。这两种方式都可以通过援引《调解公约》使用和解协议的方式，在
公约中统称为“reliance on settlement agreements”。
之所以说第 3 条是《调解公约》的核心条款，是因为只有该条本身对加入《调解公约》
的缔约方规定了肯定的实质性义务，而所有其它条款都只是起到辅助作用，用以确定第 3
条的义务是否可以适用以及如何适用，比如它们为《调解公约》规定适用范围，程序规则、
运作支持机制等等。概言之，虽然这一条款并无可以直接适用的具体内容，但它是所有其它
6
法律义务的基础。
上述的第一种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形比较普遍，在下文有进一步论述。对于第二种情形（当
事人援用的和解协议证明该事项已得到解决），它虽然比较少见，但也应该引起重视。在我
国的民事诉讼程序中提交和解协议，这只是一个证据证明纠纷已经得到解决了，还是必须按
照《民事诉讼法》第 150 条的规定的程序，中止诉讼。同时，这一过程中如何去查证在其它
法域作出的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如何保证其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都符合我国的要求。这些问
题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三）《调解公约》的适用范围
根据《调解公约》的第 1 条，该公约适用于调解所产生的、当事人为了解决商事争议而
订立的书面协议（“和解协议”），同时该协议在订立时具有以下的因素而成为公约所认可
的国际协议：和解协议中至少有两方当事人在不同的缔约方具有营业地；或和解协议各方当
事人设有营业地的国家不同于：
（i）和解协议规定的一部分的实质性义务(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obligations)的履行地所
在国，或
（ii）同和解协议所涉及事项具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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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营业地的概念上，公约起草时的讨论中，与会者都就认为不可能提供一个为不同法域
所普遍接受的简单、明了的定义，因为不同国家的商业实践不一样，并且公司的结构可能非
7
常的复杂。 同时，根据 2（1）条，如果一方当事人有不止一个营业地的，相关营业地是与
和解协议所解决的争议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同时考虑到订立和解协议时已为各方当事人知
道或者预期的情形；如果一方当事人无营业地的，以其惯常居住地为准。
在“国际性”上，我国通常用“涉外”来指代“国际性”的民商事法律行为，如《涉外
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涉外关系的判断上，我国广为接受的是韩德培先生主编的《国际
私法新论》中所认定的标准，即主体、客体或内容这三个要素至少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因素
与国外有联系时，该关系就被认为是涉外的民商事法律关系。在主体为涉外因素时，作为民
商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是外国自然人、法人（有时也可能是外国国家、国际
组织或无国籍人）；在客体为涉外因素时，作为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标的物位于国外；在内容
8
为涉外因素时，产生、变更或消灭民商事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国外。 在这一
点上，我国的做法和《调解公约》是一致的。在判断国际性上，双方当事人（以营业地为判
断标准）位于同一国家，但是如果他们的和解协议规定的部分实质性的(substantial)义务（比
如财产）的履行地位于其它缔约方或者如果订立的和解协议所涉及事项同另一缔约方具有最
密切的联系，那么这一和解协议也是《调解公约》所规定的“国际”的范围。《调解公约》
第 1 条规定了实质性连结因素，有利于扩大适用范围，增加选择的灵活性。
在书面方式的要求上，和解协议的内容以任何形式记录下来即为“书面形式”，如果是
以电子通信的方式，并且该通信所含信息可调取以备日后查用的，那么该电子通信也满足了
和解协议的书面形式要求（第 2（2）条）。这和我国《合同法》第 11 条认可合同可以用“数
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
形式”的规定是一致的。
（四）执行和解协议的要求
根据公约第 4 条，如果一方将符合公约规定的国际和解协议向缔约方的法院(或任何其
他“主管当局”)请求救济，那么法院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第 4 条第 2 款)。当事人除了
应该出具各方当事人签署的和解协议外，还必须提供证明调解产生和解协议的各种证据，比
如：调解员在和解协议上签字，有调解员签字的表明已经进行调解的文件,或管理机构对调
解过程进行了管理的证明；如果没有上述三项证据中的一项或者多项，该有权主管机关接受
的其它证据也可以作为证明。对运用电子通信技术进行的调解，公约第 4（2）条规定，如
果调解是在网上进行的，或者如果在当事人不在同一地点的情况下起草和解协议，如果满足
第 4（2）条所列的选项之一，当事人仍然可以满足“签署”协议的要求，而使得和解协议
被《调解公约》所认可。
公约使用的是“relief”（救济）一词，公约起草过程中也澄清了这里的“准予救济”
9
的范围比起执行(enforcement)要宽，包括了请求执行和解协议和援用和解协议的情形。 对
申请救济的证据要求，各国在实践上存在不少差异，体现了全球调解的多样性。比如在调解
员签字这一问题上，在一些国家，比如欧洲国家（英国除外）、以色列等，调解人起草并签
署和解协议；而在北美和英国，调解员通常认为和解协议是双方之间的协议，调解员不希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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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认可协议的内容，也不希望被视为证明协议的公平性；如果调解人起草协议，会有法
10
律风险，因此，实践中他们通常不起草和解协议也很少在和解协议上签字。 在起草讨论期
间，加拿大的代表就提出该国的调解员通常不会在和解协议上签字，以避免承担责任，我国
的代表也提出我国调解员在和解协议上签字的也属于少数；而西班牙和俄罗斯的代表认为调
解员的签字是和解协议真实性的重要保障；土耳其的代表则提出该国的国内调解法要求调解
11
员签名。 这实际上也是调解多样性的体现；同时，它会给我国的相关机构查证该调解协议
的真实性带来一定的困难。
对于管理机构证明调解过程的这一要求，我国北京仲裁委和北京国际仲裁中心的代表结
合我国的实际，认为机构证明这一要求有利于鼓励机构实践的发展，同时它能够弥补个人调
解公信力的不足，作为调解本身合法性、公信力的保障。但是因为各国调解的多样性和差异
性，不同国家对于调解员是否需要有一定的资格的要求也不一样，因此工作组认为国内立法
12
的规定不应限制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 最终，《调解公约》没有也无法对调解员和调解主
管机构的资质条件予以统一的规定，它采用的是重实质而非形式的方式，只要是本质上是调
解即可得到认可，而不管其采用“何种称谓或者以何为依据而进行”。同时《调解公约》对
这种多样性采用了折中的方案，在没有规定调解员资格的同时，规定了只要是该有权主管机
关认可的其它证据都可以接受。因此，《调解公约》同时认可机构和个人调解的做法与我国
的现行做法是不一致的。我国目前只认可机构调解（如法院、仲裁机构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
调解）而不认可个人调解，这一问题也需要进行研究和相应的制度安排。
（五）拒绝救济的情形
对于一方当事人提起的承认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法院无权就协议的形式或内容进行
实质性的审查或者附加其它的要求，只有当法院发现第 5 条所列的拒绝理由之一时，它才能
拒绝执行。这些例外在《调解公约》第 5 条中被确定为“拒绝准予救济的理由（Grounds for
refusing to grant relief）”，该条列举了若干在这一过程中(强制执行或依赖和解协议作为抗
辩)可能被采用的理由。对被申请国的主管机关拒绝就该申请提供救济的情况，《调解公约》
的第 5 条区分了两种情形。
第一种是当事人请求主管机关拒绝准予救济，并举证证明的情况，包括和解协议的一方
当事人处于某种无行为能力状态，和解协议存在问题，调解员有严重违反适用于调解员或调
解的准则等六类的事项。第二种是主管机关自主认为准予救济将违反公约该当事方的公共政
策，或者认为根据该当事方的法律，争议事项无法以调解方式解决时，也可拒绝准予救济（当
然如果一方举证的情形也可以适用，只是需要主管机关的认定）。
在第一种情形下，根据本条和《调解公约》其它条款，被请求国执行符合规定的国际和
解协议是常态，不予执行是例外，同时被请求国的有权机关通常不对协议予以实质性的审查，
这与我国的规定是有冲突的。如上所分析，在我国法院诉讼和仲裁过程中的调解结果具有确
定的执行力，但《调解公约》不适用于此类的调解。此外，我国法律规定的其它重要的调解
途径是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但是他们都没有确定的法律的执行力，法院会对其合法性进行
实质性的审查。因此，此类调解程序作出的调解和《调解公约》规定的跨境执行力会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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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本文对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进行分析，并以此管窥非诉讼或仲裁程序作出的调解和
公约的冲突，说明我国的相关制度和公约还需要进一步的衔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 31 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
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但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作出的调解协议
只具有私法意义的、合同效力上的和解,它依靠当事人的自律履行，不具有司法上的强制执
行力。它只有经过上述《民事诉讼法》第 194 和 195 条规定的司法确认程序，才能具有强制
执行力。和《人民调解法》相配套，在 2001 年 3 月颁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
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的第 4 条、第 7 条就规定了对于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的
程序，法院会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核，对于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侵害国家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损害社会公序良俗的，内容不明确，无法确
认的以及其他不能进行司法确认的情形都不予以确认。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有可能存在非
法之虞，因此，其司法上的强制执行力需要由法院加以审查才能确定。
而对于类型各异的行政调解，我国没有专门的行政调解法规定行政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问题，也没有统一的司法确认行政调解结果的程序。比如《合同法》第 128 条规定当事人可
以通过和解或者调解解决合同争议。这里的调解通常通过工商行政部门进行，但调解书具有
何种法律效力，法律没有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 年修正）第 9
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
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经调解未达成协
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
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03 年的《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74 条、2019 年《商标法》第 60 条也做了类似规定。这些都表明行政调解协议并不具有
强制执行力。
除了尚且有依法行政约束的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我国还存在大量的民间调解，比如行
业协会、社区调解、律师调解等等。此类调解通常注重调停、沟通和帮助解决纠纷的功能，
其调解结果的合法性更难以得到有效的保证，同时其结果也只具有民事合同的效力，都必须
经过被申请执行机关（法院法官）的审查。
值得注意的是，公约 5（1）c 项规定“和解协议的义务不清楚或者无法理解”也是拒绝
予以救济的理由之一。但是，何为“不清楚或者无法理解”，公约语焉不详，这有赖于各国
自主的解释。如上所分析，我国要求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权利义务
主体和给付内容明确，那么我国的地方法院对此的理解和适用具有很大的弹性。因此，这需
要最高人民法院的具体规定加以指导，避免成为实践中的一个盲区。当然，这对于其它国家
也一样存在类似的问题。
在第二种情形上，在公共政策方面，公约确定由每一缔约方来确定何以构成公共政策，
13
它可能包括与国家安全或国家利益有关的问题。 虽然这是一种实质审查，但从《纽约公约》
14
目前的实施情况来看，在全球各国（包括我国）对公共政策的适用是非常谨慎的。 我国法
院在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审查中，就严格限制对公共政策的适用，无论在法律适用、域外送
达、域外取证还是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领域，我国法院都鲜有适用公共政策的例子。
15
因此，从全球适用公共政策的慎重性来看，无论对于外国当事人还是我国当事人，公共政
策都不会成为目前《纽约公约》或以后《调解公约》在我国适用的障碍。如果我国加入了《调
解公约》，我国完全可以适用在实施《纽约公约》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政策的规则。对于第二
13

UNCITRAL,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 (Dispute Settlement) on the work of its sixty-eighth session (New
York, 5–9 February 2018), U.N. Doc. A/CN.9/934, para 67.

14

Karen E Minehan, The Public Policy Exception to the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Necessary or
Nemesis. Loyola of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Journal, vol. 18, no. 4 (September 1996),
pp. 799, 808, 810.

15

何其生：《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中的公共政策》，《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 7 期，第 144 页。

7

种情形规定的“无法以调解方式解决”的争议事项也必须进一步的研究以确定其具体内容。
2004 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对
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调解。但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
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
行调解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调解。”这里部分可能涉及国际商事案件，这些事项的确
定以及和公约的衔接不但要符合我国的国内法体系，同时也需要参考其它国家的规定和互惠
的原则。

三、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改革
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和时代以及整个社会的法治进程是息息相关的，它所可
以采用的改革措施也是多方位的。在此，本文仅分析部分核心的领域。
首先是《调解公约》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匹配性问题，其核心是我国要求诉讼和仲裁
之外的和解协议的执行必须经过法院的合法性审查，而公约实施的是直接执行的机制（例外
的情况下不予执行），两者会产生冲突。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大量的社会机构作出的调解（如
社区调解、行业协会调解）的合法性如何保证？如何规定调解员的资质和规范调解过程？如
何有效防范调解协议可能存在的合法性问题，甚至是欺诈和有损第三人或者公共利益的调解
借助公约而得到跨境的执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否则会给调解体系带来隐患。
尤其是在跨境的背景下，一些法治不健全的国家的调解机构或调解员作出的和解协议存在的
隐患可能更大。在审核和解协议并赋予其可执行性上，可以沿袭现有的由法院系统审查和解
协议的做法，具体要求、流程以及过程中的各种具体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规定。
其次，我国的商事调解制度必须理顺调解的监管体系，走高质量的市场化道路。从历史
上看，我国调解的大发展与行政驱动具有很密切的联系。2010 年，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切实做好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工作的意见》，正式在全国范围内要求
推行“大调解”。“大调解”意义上的行政调解带有浓厚的社会治理的色彩，其运作机制通
16
常是党委、政府领导和各部门都介入，主要是依靠政党和行政机关的治权和威权。 比如备
受推崇的多元化解决（主要是调解）纠纷方式的“枫桥经验”在施行时就不那么合乎实体法
17
或程序。 这种自上而下的调解模式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调解最本质、最核心的属性——
18
当事人的自愿合意和自主处分权通常受到漠视。 即便是法院的程序中，调解改革的效果也
不尽如人意，经过执行人员的主持、协调甚至反复“做工作”，虽然取得了较高的执行和解
19
率，但随后执行和解的“反悔率”或“不履行率”同样居高不下， 没有实现和解应有的制
度初衷。因此，这种行政驱动的理念在推动我国调解发展中的作用需要进一步的弱化，使得
调解（至少是部分的调解）需求本身更加市场化。
在管理上，目前我国对调解通常采用的是“（准）司法”的管理模式，同时还存在多头
管理的问题。比如，在现实中，人民调解受司法部的指导监督，司法调解则受各级法院的监
督，行政调解受相应的行政机关指导，社区调解、商事调解、专业调解（比如某些律师事务
所成立的调解中心）其监管和质量监督则没有明确的规范。如果强化行政监管的话，不但行

16

陈柏峰：《代中国乡村司法的功能与现状》,《学习与探索》2012 年第 11 期。

17

王 晴：
《纠纷解决、党群关系与法治建设——枫桥经验再出发》,《地方立法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67 页。

18

潘剑锋：《论民事司法与调解关系的定位》,《中外法学》2013 年第 1 期，第 188-189 页。

19

陈杭平：
《论民事“执行和解”制度 以“复杂性”化简为视角》,《中外法学》 2018 年第 5 期，第 1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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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资源可能无法覆盖、力不从心，同时行政关联又会影响到独立性和公信力。比如有学者研
究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中立性问题，指出虽然在绝大多数地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与卫生行政部门已经没有隶属关系，但不少医调委依然依托司法行政机关或者保险公司，
独立性不足，常常被当事人视为其上级部门的“代言人”，导致其中立性没能得到有效的确
20
立，无法实现其应有的作用。 从仲裁的发展历史来看，行政化是影响我国仲裁业发展和国
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仲裁机构的去行政化一直以来都是仲裁机构改革和发展的主要内容，
这也是发展国际商事调解的前车之鉴。
在国际层面上，《调解公约》是市场化的产物，仲裁业和调解业这两个私人性质的纠纷
解决行业的发展都是民间和市场主导的。世界上调解机构通常是与行政脱钩的，市场化导向
的自律监管机制是其主要的监督模式。当然，市场化和严格监管并不是相冲突的。新加坡有
较高的法治水平，其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比如其仲裁、国际商事法院以及对本《和解公约》
的推进）的发展成就为世界所赞誉。然而，它也需要对调解机构和调解员进行严格的准入管
理，新加坡的《调解法》（Mediation Act 2017）第 7 条就规定了指定的调解服务提供者和批
准的调解认证方案，即政府可根据其认为合适的条款和条件强制执行(a)为本法的目的，指
定任何的调解服务提供者；和(b)为本法的目的，指定由调解机构管理的任何认证或认证计
划为经批准的认证计划。目前，新加坡司法部认定的调解机构（这也是该国《调解法》所认
21
可的“指定的调解服务提供者”）就只有四家， 调解员的资质也是由独立的专业调解标准
服务机构“新加坡国际调解所(Singapore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Institute)”进行统一的认定。
这种在市场化的基础上强化监管的体制对我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我国目前也有不少的商事调解服务机构，他们对调解的程序、质量控制（包括利益冲突
的防范等）和调解员的资格认定标准多种多样，同样需要进行规范化。我国可以推进部分有
良好基础的商事调解中心的市场化运作，同时通过集中化的自律监管机构（比如调解的行业
协会）统一严格规范国际商事调解程序和调解员资质，这些都是确保调解质量的重要的途径。
从我国加强建设“一带一路”纠纷解决机制和机构的角度，我国同样需要培育若干有国际影
响力的国际商事纠纷调解组织，这也需要走专业化的道路，才能与其它的国际机构相竞争。
值得指出的是，基于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我国的调解发展也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没有必要、
也不可能对所有的调解进行专业化的要求。《调解公约》项下的国际商事调解必须和社区调
解、人民调解等区分开来，这样有利于调解的多元化发展，尊重行业发展多样性的现实需求。
第三，我国的国际商事调解机构与调解员的必须走专业化的道路。从我国的调解发展经
验上看，通过调解员的专业性来强化调解工作的质量和合法性就是重要的举措。在 2004 年
2 月 13 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的意见》就强调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条件选任人民调解员，积极吸收符合条件的离退休法官、
检察官，以及律师、法律工作者等志愿者参加人民调解工作，逐步建立起一支懂法律、懂政
策……的人民调解员队伍。2017 年 9 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也联合印发实施了《关于开
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这些举措的一个重要目的无疑就是拟通过这些法律专业人士
促进调解结果的合法性，提高调解的质量。
调解员是调解的核心因素，直接关系到调解的质量、行业的发展和声誉，如果要使得调
解的和解协议具有《调解公约》所要求执行力，那么首要的工作是确保和解协议的合法性，
这必然要求提高调解员的专业性。根据司法部 2018 年的数据，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员 367 万
人（其中专职调解员 49.7 万人），人民调解委员会 76.6 万个，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
20

21

刘黎等：
《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中立性问题与对策分析》,《中国医院》2017 年第 11 期，第 40-42
页。
它们分别是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Centre, Singapore Mediation Centre, Tripartite Alliance for
Dispute Management 和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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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 万个，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 4.3 万个，派驻有关部门调解室 1.6 万个。 在这个
庞大的系统中，不是所有的人员和组织都能胜任国际商事调解。因此，可以结合上述的监管
体制的改革，对从事部分类型调解（比如国际商事调解）的调解员规定资质要求，建立全国
统一调解员准入、培训和资格认定系统，使得国际商事调解走上专业化、职业化的道路。比
如可以探索要求国际商事调解的调解员必须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或者具备其它
的资质要求。
除了新加坡，欧洲一些国家在调解员的专业化方面也有比较严格的规范，值得我国的借
鉴。比如保加利亚就在其立法中专门用一章规范调解员的资质等要求，包括没有犯罪记录，
成功地完成了调解员课程，未被剥夺从事专业职业或开展专业活动的权利，如果是外国国民，
23
在该国具有长期或永久居留权，已被该国司法部长列入统一调解员名册之列等。 奥地利也
有严格的调解员的培训和认证的要求。该国联邦司法部确定调解员的专业资格和培训要求，
并管理“注册调解员名单”。申请人必须年满 28 岁，才有资格列入名单；必须具备专业资
格和值得信赖，通过书面认证考试并提交当前良好行为和可信赖性的证书；并且必须获得责
任保险。调解员在名单上的登记有效期为五年。如果注册人证明在之前的五年内参加了至少
50 小时的高级培训，则可以延期十年。注册调解员必须接受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培训和测
试。调解教育的“理论”单元通常包括 150 小时的培训，涵盖调解程序、调解方法和阶段、
沟通技巧、冲突分析、适用范围、人格理论、道德问题和法律等领域。“实践”单元则包括
24
自我意识、实践研讨会、同伴小组活动和案例研究等。
第四，需要多举措的严格防范虚假调解。在我国虚假诉讼和虚假仲裁曾经是社会关注的
热点问题。虚假诉讼已经入刑，虚假仲裁也有最高人民法院也专门制定司法解释加以遏止。
对于诉讼和仲裁，已经有了法院和仲裁机构这些专业机构和法官、仲裁员这些专业人士进行
甄别和审查，尚且难以完全杜绝此类问题。对于调解，一旦根据《调解公约》调解结果自动
获得法律的强制执行力，那么可以预见也会出现类似问题。一些当事人可能会人为的创造一
些国际商事纠纷，进行调解，并到公约的缔约方申请承认和执行，从而实现其非法的目的。
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虚假调解的司法审查难度更高。因为国际商事调解的跨境性质，和解协
议作出地与司法审查地的各种制度相差很大，难以有效审核调解员的签名的真实性或者和解
25
协议的合法性，也难以审查这种基于合意而产生的纠纷解决结果可能存在的虚假和欺诈。 目
前各界对于防范虚假调解并没有成熟的看法，尚需进一步研究如何有效防范虚假调解和维护
公共利益。在这一方面，相应的防范措施可以是出台专门法律法规打击可能出现的虚假调解
问题，同时调解机构和调解员的专业化也是提高其甄别能力和减少道德风险的重要方面。
最后，研究《商事调解法》的路径和主要的立法障碍，目前可以尝试行业规范等软法
26
27
的路径。我国有不少学者建议制定《商事调解法》， 甚至是《社会调解法》， 但是从目前
28
来看，制定此类法律尚须时日，因为目前关于调解没有得到普遍认同的共性理论， 调解实
2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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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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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千差万别，立法技术也困难重重。在民商合一的背景下，商事调解无疑必须建立在“商事”
和“商法”的基础之上，但在我国商法的立法和研究中，商法是否要分立，是否应当制定以
及（如果是）如何制定独立的商法众说纷纭。目前“《商法通则》/《商法典》的制定还是
29
‘八字都还没有一撇’的事”， 如果没有商法，也就难以界定商事调解，无法为其专门立
法。除此以外，调解员的资质、调解质量的控制等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从《人
民调解法》实践的有限效果来看，一部《商事调解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还是
存在很大疑问的。
从世界上调解法的立法现状来看，部分国家/地区有专门针对某些特殊事项的调解进行
立法，比如澳大利亚、日本等对家事纠纷，加拿大对农场债务的调解等；也有部分国家/地
区实施了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调解法，比如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调解法》（2013）和新
加坡的《调解法》。但是，制定普遍适用意义的调解法的地方普遍面积小、人口少，调解的
发展水平均衡，也比较容易进行质量控制。而大的国家或地区则会面临更多的挑战。比如在
欧盟，虽然它实施全欧盟统一的《关于民商事调解若干问题的 2008/52/EC 指令》已有十年，
但是现实中社会使用调解的数量极少，该指令的实践是不成功的。这反映出了调解统一化和
规范化可能面临的重重困难，以及未来在落实《调解公约》上可能面临的问题。
但是，我国可以尝试制定调解的软法，用以指导行业的实践，并且为以后的立法提供基
础和尝试。在这一方面可以结合上述的监管体制改革和专业化的道路，参考联合国国际贸易
法委员会 2018 年制定的《国际商业调解和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示范法》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该示范法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给调解进程提供统一的规则，并
确保调解有更大的可预测性和确定性，协助各国改革调解程序法使之现代化，为各国的立法
提供更大的确定性指引。在内容上，它涉及调解程序的多个方面，包括调解人的任命、调解
的开始和结束、调解的进行、调解人与其他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其它程序中证据的保密性和
可接受性以及调解后可能存在的问题（如调解人担任仲裁员和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等。
《示
范法》可为我国制定国际商事调解的相应规范和软法（乃至执行《调解公约》）提供重要的
有益参考。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粤港澳大湾区有香港、澳门和内地“一国两制三法域”，
三地有相近的文化和历史传统，经济发达，商事活动活跃，跨境商事纠纷也比较多。同时，
香港是世界知名的商事纠纷多元解决的中心，具有完备的法制、人才和经验。2013 年三地
就已经成立了粤港澳仲裁调解联盟，2019 年又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调解中心，目
前在商谈大湾区金融纠纷调解合作机制。因此，三地在调解方面也具有很好的跨境调解的合
作基础，能够为《调解公约》在我国可能遇到的问题与应对提供样本和经验。

四、结论
在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中，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构建各种纠纷裁决文书全球自由流动的
规范体系，包括诉讼、仲裁和调解模式下的外国/跨境判决、外国/跨境裁决和国际和解协议。
从目前来看，《纽约公约》、《调解公约》、《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以及 2019 年 7 月确认
最终文本的《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构成了这一领域的四大基础性的国际法律文
件，为上述的裁决文书提供相应的国际公约的支持。其中的《纽约公约》已经有了成功的实
践，截止 2020 年 2 月，它已经有了 162 个缔约国。其它的则有待实践的检验。我国已经于
1987 年 4 月 22 日正式加入了《纽约公约》，同时深度参与起草、并最终也签署（但尚未批
准）了其它的三项公约。
29

蒋大兴：《
〈商法通则〉/〈商法典〉总则的可能体系——为什么我们认为“七编制”是合适的》,《学术
论坛》2019 年第 1 期，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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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公约》是在世界各国普遍参与的情况下经过谈判制定的，以确保它能够尽量符合
和包容各种法律传统。从国际经贸发展的角度，《调解公约》有助于建立一个基于规则、具
30
有可预测性和非歧视性的开放型贸易体系，有助于创造一个有吸引力和稳定的投资环境。 如
同《调解公约》的序言所述：“本公约的缔约方深信为调解达成的国际和解协议建立一个被
具有不同法律、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国家所接受的框架，将有助于发展和谐的经济关系。”这
和我国推动相关领域的规则和国际接轨，进一步融入国际大市场和践行多边机制无疑是相吻
合的。虽然该公约生效后的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但它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调解的主流发展趋
势和意见，是审视我国调解发展的一个良好参照物。因此，我们需要继续深入的研究和完善
相应的立法和实践，提高我国国际商事调解的水平，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国际性、区域性的商
事调解中心和相应营商环境的优化。这也是我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
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尤其是发挥中华“和”文化的独
31
特优势，将中国特色争端预防和解决的理念和机制进一步向国际推广的需要。

The Reform of Commercial Medi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CAI Wei

Abstract:The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examining,
reforming and developing commercial mediation in China. If China ratifies the Convention, its
relevant rules must be consistent with its stipulations. China's commercial mediation can be
reformed from the areas such as studying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Chinese law and the
Convention, improving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mediation, market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strictly preventing false mediation, and formulating soft laws for the industry. In this regard,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industry can be more 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The cross-border
commercial mediation practices in the three jurisdictions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China can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vention.
Keywords:mediated settlement agreement;United Nations Agreement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Diversity;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30

Corinne Montineri,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UNCITRAL)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Cardozo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0, no. 4 (Summer 2019), pp. 1035-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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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凡：《全球治理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与构建》
，《中国法学》2018 年 5 期，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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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贸试验区海关税收征管制度创新难题研究
陈利强 1 陈琳 2
（1. 浙江外国语学院，杭州

310032；2.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杭州

310014）

摘 要：如何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同时保证税收征管安全是海关监管重要的价值诉求。中国自贸试验区在海关
税收征管制度创新方面积极作为，但是迫于征税的财政压力以及改革配套措施不完善，海关税收征管制度在落实以
及进一步深化改革层面遭遇难题。主要成因包括部门间权责交叉，多元化治税体系不成熟；法律法规不完善，制度
创新缺乏法治保障；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智能化风险防控水平有待提升等。中国自贸试验区应当借鉴国际国内相
关经验，从事权、法治、技术三个层面破解这些难题，以有效解决贸易便利化与税收征管安全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自贸试验区；税收征管制度；贸易便利化；事权法治技术

一、问题的提出
如何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同时保证税收征管安全是海关监管重要的价值诉求。便利化是自贸试验区营商环
境的一个重要方面，海关是贸易便利化中最重要的部分。1 与此同时，海关也承担着征税的重要职能。国务院在 2018
年印发的《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工作方案》中就已提及创新海关税收征管模式。海关税制属于流
转税制，主要包括进出口环节的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与国内增值税和消费税征收相比，海关税制在税率方面实
行复杂的复式税则，征收对象种类繁多，在产品原产地的认定以及完税价格的确认方面都存在较多难题。海关税收
征管主要包括申报、审单、验估、开税单、征税、查验、放行等一系列作业程序。2 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以后，审
单环节并入税管中心。贸易便利化程度直接受制于海关税收征管的方式及程序。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货物入关需以
完成税款缴纳为前提条件。全国通关一体化以及自贸试验区海关税收征管制度创新皆聚焦于改革这一通关模式。
自贸试验区作为改革先行区，其“先进区、后报关”“集中汇总征税”“新型税收担保”“四自一简”等海关
税收征管制度创新，使得通关与征税适度脱钩的新型征管体制基本形成，新型征纳关系初步构建。尤其在便捷通关、
贸易便利化方面，其成就明显，成绩斐然。与上海关区通关时间平均水平相比，2018 年上海自贸试验区进出境时间
分别缩短了 78.5%和 31.7%；与 2017 年相比，2018 年广东自贸试验区海关平均通关率提升 50%以上。3 近些年，中
国自贸试验区海关税收征管制度创新的实质是秉持“通得快，管得住”的基本原则，尽可能破除其他要素对货物便
捷通关之桎梏。税、单、货三者间某种程度的脱钩是改革的必然结果，但海关税收征管风险也因此大为增加。此外，
近些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口受到梗阻，企业统筹运用国际国内市场之诉求日趋显著。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
新型贸易业态的发展需进一步规范。上述问题的解决皆有待于创新税收征管制度。《海关全面深化业务改革 2020
框架方案》所指明的改革内容大致可归为税收风险防控的协同配合有待提高、税收征管改革配套制度有待健全、智
能化风险防控水平有待提升等事权、法治、技术三个层面的难题。因此，创新海关税收征管制度，落实改革的顶层
设计，需要从这三个层面切入，逐一破解改革所遭遇的难题。

二、自贸试验区海关税收征管制度创新存在的事权法治技术难题
陈利强：浙江外国语学院“一带一路”学院、华侨学院、国际学院执行院长，国际法教授，浙江省法学会自由贸易园（港）区法治研
究中心主任，浙江省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陈琳：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1 Wilson,J.S.,Mann,C.L.and Otsuki,T. “Trade Facilit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New Approach to Measuring the Impact”,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3.
2 钟昌元：《我国海关税收征管方式改革探析》，《税收经济研究》2016 年第 3 期。
3 李善民：《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蓝皮书（2017-2018）》，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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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海关扎实推进税收征管领域改革，制度创新成就明显。新型征纳关系初步构建、部门协调配合度增强；在
关税领域，“一中心一制度”落地见效，有序运行；科学技术能够得到有效运用，税收风险集约化、专业化、智能
化防控效能不断提升。但是，距离《海关全面深化业务改革 2020 框架方案》提出的“建立高效便捷的申报制度、
协同优化的风险管理制度、衔接有序的监管作业制度、统一规范的通关制度、自由便利的特定区域海关监管制度，
形成符合新职能需要的监管制度体系”仍存在一定差距。达成这一目标归根结底需解决事权层面、法治层面、技术
层面的难题，即部门间权责交叉，多元化治税体系不成熟；法律法规不完善，制度创新缺乏法治保障；数据共享机
制不健全，智能化风险防控水平有待提升。
（一）部门间权责交叉，多元化治税体系不成熟
边境机构间的合作协调，可提高海关监管的效率。4 海关税收征管制度创新对海关与其他政府部门间、海关内
部各机构部门间的协调配合以及海关与企业和社会层面的合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自贸试验区在事权层面存在两
个方面的难题：一是部门间权责交叉，执法协同机制不完善。二是新型征纳关系未完全构建，中介机构效能未充分
实现。
1.部门间权责交叉，执法协同机制不完善
海关税收征管制度创新涉及诸多部门，有效整合海关与其他各部门的资源，加强海关内部各机构部门的协调与
合作是综合治税水平得以提升的重要保障。如表 1 所示，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新型税收担保方式和税收征管无纸
化等海关税收征管制度创新的落地见效需多个部门通力合作，但是海关与其他政府部门未能形成管理层面的有效协
同。此外，就海关内部而言，如图 1 所示，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以后，海关税收征管流程转变为由中心下达相应指
令，隶属海关执行的模式，直属海关的事权被部分剥离。但是三者之间的权责界定不清晰，分工配合机制不完善，
直属海关与税管局在职责层面存在交叉重叠，直属海关仍存有“大包大揽”或“事不关己”两类错误态度，5 税管
中心和隶属海关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三者未能实现有效协同。从横向组织架构来看，中国海关以职能作为划分部
门的依据，与征税有较大关系的部门主要包括监管、稽查、关税等。在此基础上，海关又根据工作流程进一步细化
这些基本职能，每一项职能都设置相应的机构。这就意味着海关税收征管权限不是集中于一个部门，税收征管活动
需多个机构及部门协调配合。各机构及部门各自管理一个环节且各环节衔接并不顺畅导致部门工作协调困难。
表 1 海关税收征管制度创新及主要责任部门 6
措施项目

主要责任部门

集中汇总征税

基于有效担保，企业可先提取
货物，事后再集中缴付税款

海关总署

企业纳税自报自缴

企业自行 申报办理系列 纳税
手续，海关仅受理不审定

海关总署

税收要素审核后置

货物放行后，海关再抽查审核
企业申报的各项税收征管要素，特
殊情况例外

海关总署

内销选择性征税

企业内销时，可自主选择按料
件或按成品纳税

海关总署

一般纳税人资格试
点

具体内容

赋予区内 企业一般纳税 人资
格，建立试点退出机制

税务总局、财政部门、
海关总署

4 崔鑫生：《中国省域贸易便利化调查报告 2016》，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5 林利忠、林臻、黄翀：《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形势下直属海关加强税收风险防控探讨》，《海关与经贸研究》2018 年第 1 期。
6 数据来源：根据海关总署官方网站相关资料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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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税收担保制度

税收征管无纸化改
革

实施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融资
担保公司担保改革试点、保证保险
制度

海关总署、银保监会、
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
局、保险公司

海关税费电子支付，试点推进
财关库银联网模式，实现单证电子
化

海关总署、财政部门

图 1 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以后海关组织架构 7

2.新型征纳关系未完全建构，中介机构效能未充分实现
在上海和重庆自贸试验区率先实施的“四自一简”制度（自主备案、自定核销周期、自主核报、自主补税、简
化业务标准手续），被列为自贸试验区第四批改革试点经验，于 2018 年推广至全国。在此基础上，新型征纳关系
初步构建。新型征纳关系应当包括企业自主遵从纳税、社会信用体系健全、海关重点防控等内容。8 但是由于自贸
试验区未构建健全的企业信用体系，属地纳税人管理制度未完全落实和信息技术建设步伐迟滞，不少企业利用制度
和监管漏洞偷税漏税。此外，各种税收违规现象和非主观漏税事情也时有发生，进而导致海关与企业信任度不够，
海关在由审核纳税单证向全过程重点防控征税风险改革中态度较为保守。要实现海关税收征管制度创新预设目标，
还需通过借助中介机构等社会力量，完善多元化治理模式。自 2016 起全国自贸试验区复制推广中介机构制度，引
入会计师事务所负责或者辅助海关税收征管的相关工作。9 例如，浙江自贸试验区在 2017 年 11 月引入浙江普华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但是重庆等自贸试验区尚未复制推广该制度，即使已复制推广该项制度的自贸试验区也未能
充分实现中介机构应有的功效。例如，在税收稽查方面，中介机构所采用的程序、方法与海关自身的征税稽查方式
有所差别，海关并不能完全信任由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因而海关重新复核的情况普遍存在，这不仅增加了税收征
管成本还阻碍了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另外，由于海关保税核查、核销和稽查业务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与中介机
构普通的审计等业务有一定区别，中介机构可能无法完全胜任此项工作。因此，构建海关与中介机构之间有效的合
作模式，使两者在相关工作方面形成合力显得尤为重要。
（二）法律法规不完善，制度创新缺乏法治保障
海关参与国际贸易竞争，制度竞争力是其竞争力的核心。10 海关税收征管制度创新的落地见效以及进一步深化
改革需要相应的制度予以保障，但是目前自贸试验区在法治层面存在两个方面的难题：一是征管制度地方化碎片化，
法律法规位阶过低。二是征管制度滞后，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受制。

7 王树文、刘玲、王辉：《中国海关四十年组织变革及未来战略选择探析——基于海关与国家安全的视角》，《海关与经贸研究》2019
年第 1 期。
8 郭永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税收制度:建设进程、创新成效和深化改革》，《税收经济研究》2019 年第 1 期。
9 《国务院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新一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国发〔2016〕63 号。
10 李魁文：《探索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海关监管机制研究》，《科学发展》2016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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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征管制度地方化碎片化，法律法规位阶过低
国家层面尚未出台统一的自贸试验区“基本法”，而是通过“逐项授权暂停”的方式由地方先行先试。当前，
海关税收征管制度改革主要是针对某一具体的项目或者为了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而由地方政府、海关总署等部门出
台相关举措，各制度间缺乏关联，地方化、碎片化现象明显。自贸试验区之间以及自贸试验区各片区之间的海关税
收优惠政策不一致，税收征管方式改革内容和程度也存在差异，不利于自贸试验区整体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就
免税而言，广东自贸试验区改革的步伐迈的最大。福建自贸试验区最优惠，平潭片区实施对一部分因生产需要而进
口的货物给予免税待遇的政策。就自贸试验区自身各片区而言，税收优惠政策依据不一致，也会导致各片区税收政
策存在差别。例如，广东自贸试验区内的深圳前海和横琴片区的免税优惠政策并非源自自贸试验区本身，而是承袭
旧有政策红利，故不适用于其他片区。自贸试验区海关税收征管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出台的总体方案、海关总署制
定的部门规章和碎片化的政策措施及地方人大和政府出台的政策法规。一方面这些法律法规层次不高，另一方面总
体方案以及海关总署和地方政府部门出台的政策措施并不属于行政法规，也就意味着海关税收征管制度的创新和落
实缺少必要的法治保障。国家层面高位阶的法律法规的缺失，容易出现各自贸试验区在税收征管政策制定、通关监
管模式选择、信息化建设方式等方面存在随意性， 11 不利于自贸试验区的可持续性发展。另外，由于目前有关制度
规定较为笼统，未能明确具体执行方式，海关税收征管制度创新在实践层面难以落实。执法部门凭经验贯彻落实相
关政策，不仅执法风险增加，且与征税法治化、透明化原则不符。
2.征管制度滞后，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受制
除了在出口退税政策方面有所差别外，其它海关特殊监管区的税收征管制度与保税区基本一致。但是，保税区
主要的税收征管制度出台于 1997 年，年代久远。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及贸易形式的深刻变化，相关制度明显具有
滞后性。目前自贸试验区实施的海关税收征管政策使得企业无法有效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特别是不利于企业向
国内市场发展。海关税收征管制度在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方面的差异，使得与外销相比，企业将加工制成品销往国
内时其赋税程度往往更高。针对这一问题，海关总署出台系列文件复制推广内销选择性征税制度，但该项制度落地
成效并不理想且存在诸多问题。增值税是间接税制，通过进项税额相抵扣，避免重复征税。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
税发票可适用抵扣政策。自贸试验区内的企业暂停适用国内的一些税收政策，不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也就无法适
用相应的抵扣政策。因此，如果料件的退税率低于成品退税率，当企业内销时，其进口税率高于退税率，所要缴纳
的增值税就会增多。12 针对这一问题，国家推出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2018 年进入试点扩大阶段并设立了试点退出
机制。13 截至 2019 年 4 月，重庆自贸试验区共有 8 家企业获得试点资格，但是这一措施在福建、辽宁等自贸试验
区更多停留于政策层面未取得明显成效。此外，跨境电子商务迅速发展，上海、福建和浙江等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实
施方案都明确规定了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的重要任务，但是其税收征管要素与传统货物贸易相比有其特殊性，例如交
易主体、交易对象的种类、数量、价格的真实性难以判别，其海量化、碎片化的特点也使得海关税收征管风险进一
步增大。另外电子资料容易修改也会对海关估价稽查带来较大难度。如何构建与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相适应的海关税
收征管制度是海关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智能化风险防控水平有待提升
海关监管制度改革的要点是借助信息技术，通过某种方式有效整合自身资源。其最终目的是确保既“通得快”
又“管得住”。14 但是，自贸试验区在技术层面仍需解决两个方面的难题：一是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各类
资源信息未能有效整合。二是数据信息化程度不高，智能化技术应用有待推进。
1.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各类资源信息未能有效整合
海关与其他政府部门以及海关内部各机构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使得海关无法有效整合所需信息，难以
有效应对因海关税收征管制度创新落地而产生的税收征管风险，从而导致海关税收征管制度改革遭遇障碍。国际贸
11 钟昌元、毛道根：《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税收问题研究》，《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13 年第４期。
12 朱昱成：《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政策评析》，《海关与经贸研究》2017 年第 3 期。
13 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海关总署《关于扩大赋予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2018〕
年 5 号）。
14 石良平、周阳：《试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关监管制度的改革》，《上海海关学院报》，201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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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单一窗口”是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的代表。15 中国自贸试验区“单一窗口”建设进度不统一，分为 1.0、2.0、
3.0 三个版本。辽宁、浙江、河南、重庆等自贸试验区主要处在 1.0 版，广东、福建等自贸试验区主要处在 2.0 版。
各版本都存在构建的申报标准与口岸执法部门监管需求存有偏差，数据信息系统稳定性、安全性不高，部门间信息
共享机制不畅通，系统作业不能独立完成需人工予以辅助等诸多问题。即使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 3.0 版本的上海自
贸试验区“单一窗口”的信息共享程度与国际标准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海关税收征管制度创新及相关配套制度的
完善，例如，企业信用体系的构建、AEO 制度的落实等，需掌握企业的日常经营状况、贸易往来、自主报税纳税等
基本信息。但是，这些数据通常储存在其他政府部门的信息系统中，海关不易提取。
2.数据信息化程度不高，智能化技术应用有待推进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国际贸易所涉及的一系列数据的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传统的纸质形式逐渐
转为以电子数据方式呈现。海关税收征管所需抽查、核验的凭证也更多地以电子数据方式体现，这就要求海关实现
相应的技术变革。16 提高海关税收征管各环节所涉及资料的信息化程度是实现海关贸易便利化水平与征税安全良性
耦合的技术保障。自贸试验区之间的税收征管参数设置不一致，企业申报数据不规范，以致于通关前后的税收征管
风险无法有效把控和分析。在无纸化改革程度方面，人工作业占比较大甚至高于智能作业。在查验、验估环节，在
线服务水平较低，有关问题需企业现场处置。海关税收征管审核单证环节的作业方式仍处于依靠人工抽查的传统模
式，人工抽查方式本身效率较为低下且不够精确，再加上单证数量较大，这就导致海关无法统筹考察各个业务环节，
限制了海关发现问题的能力，不仅效率低下且征税风险也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利用表格进行数据筛选对比仍是海关
统计分析税收征管风险各项要素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主要依赖工作经验进行评估，大数据分析方法未能得到很好
运用。

三、自贸试验区海关税收征管制度创新经验的国内比较与国际借鉴
为破解自贸试验区海关税收征管制度创新遭遇的三个层面的实践难题，借鉴国际经验，对标国际标准显得尤为
重要。另外，作为第一批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在许多领域已走在全国前列，在海关税收征管制度改革方面
也取得了重要成就，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自贸试验区在海关税收征管制度创新难题方面存在共性。因
此，各自贸试验区在破解制度创新难题时，有必要借鉴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相关经验。
表 2 国际国内海关税收征管制度考察 17
自贸试验区海关
税收征管制度难题

国际自贸区经验借鉴

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借
鉴

事权层面：部门
间未能有效配合，多
元化治理模式不完善

海关主导型征管模式转
韩国制定相关制度以清晰厘定
为企业主动纳税征管模式；引
职能部门权责；日本借助报关协会，
进银行、保险、税务等中介机
以加强海关税收征管社会化管理
构

法治层面：相关
法律法规缺失，法治
保障不完善

新加坡制定《自由贸易区法》，
制定《上海自贸试验区海
统一税收优惠政策；美国修订《海
关监管制度创新基本规范》
关现代化法》，满足贸易安全便利

技术层面：数据
信息化、共享化程度
不高

新加坡建设“一站式”电子通
关系统和以贸易网（Trade Net）为
依托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美

对标国际最高水准，深化
3.0 版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建设；建设智能优惠关税系统

15 匡增杰、孙浩：《上海自贸试验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18 年第 5 期。
16 郭永泉：《税立方：新时代的海关税制选择和改革》，《税收经济研究》2018 年第 2 期。
17 刘恩专：《世界自由贸易港区发展经验与政策体系》，格致出版社 201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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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建立 ACE 系统（自动化贸易环境
管理作业系统)

（Smart FTAX）；管委会建
立自贸试验区监管信息共享
机制和平台

通过比较分析国际自贸区和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相关经验，不难发现，与中国自贸试验区相比，上述国际自贸区
更善于借助社会力量辅助海关开展征税业务，税收征管制度创新方面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相关技术设备先进，
海关作业智能化水平高。
（一）部门间有效协同，海关征税多元化治理
就海关税收征管制度的国际国内经验来看，大多数国家都通过建立统一的机构或者颁布有关文件以明确各相关
职能部门的权限，加强各部门的分工协作，以提高综合治税水平。例如，韩国自贸区通过制定《海关法》和《对外
贸易法》等法律法规，对各职能部门的职责进行明确界定，从而提高各部门的协调配合程度。日本注重发挥报关协
会的作用，通过报关协会与企业进行磋商。上海自贸试验区引入中介机构辅助海关开展税收征管业务，并且尊重企
业的主体地位。多元化治理的最大意义在于可以使海关借助社会多方力量来弥补自身信息的不足，与其他部门、中
介机构、行业协会、企业等共同组建一个互利共赢的税收治理体系，以充分有效发挥海关的监管资源，更好应对海
关业务量剧增的情况。中国自贸试验区应当借鉴相关经验，以法律明确各部门职责，提高综合治税水平；借助社会
力量，实现海关税收征管的多元化治理。
（二）税收法定原则坚定贯彻，海关征税法治化、透明化
“先立法后执法”是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英国是最早践行这一原则的国家。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是
海关税收征管活动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包括税率、税种以及征管方式等方面。18 基于这一基本原则，国外自贸区
大多遵循先立法后建区的模式。1999 年《京都公约》（修订）也要求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以规范海关税收征管
行为，保障便捷通关。新加坡通过制定《自由贸易区法》统一税收法律法规。美国《海关现代化法》对海关与企业
各自的权责、税收征管方式、免税、违法处理等都有明确规定。19 上海自贸试验区制定相关法律文件规范海关监管
制度创新，是对税收法定原则的贯彻落实，体现了以法治引领改革的战略思维，其意义非常重大。综合国际国内经
验，中国自贸试验区应当根据自身的功能和产业特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为海关税收征管制度创新提供制度
保障。
（三）数据共享机制健全，数据共享化、信息化程度高
综合国际国内海关税收征管经验，可以总结出提高海关信息化水平，建设包括“单一窗口”在内的部门间信息
互通、交换、共享的机制和平台是提高海关税收征管效率、防控税收征管风险的有效途径。新加坡海关构建的“一
站式”电子通关系统和高标准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使其在便捷通关、管理成效方面成就显著。“新加坡模式”
成为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双丰收”的成功典范。20 美国在对入关货物进行监管时主要运用 ACE 系统，该系统具
备多样化的信息搜集方式以及跟踪、控制功能，还可以自动处理一些事务。美国海关通过运用该系统，规范和储存
货物因通关而涉及的各种信息数据包括单证流、资金流等，在此基础上实现数据息共享。上海建设的智能优惠关税
系统涵盖五套 FTA 优惠关税，企业可以通过该系统查询关税税率、原产地规则、商品税则等信息。中国自贸试验
区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信息技术建设。

四、破解自贸试验区税收征管制度创新难题的建议
面对税收征管制度创新存在的系列难题，自贸试验区在事权层面应当理清部门权责，优化多元化治理模式；在
法治层面应当完善法治保障，改革税收征管制度；在技术层面应当健全数据共享机制，加强技术保障。在进一步实
现便捷通关、提升贸易便利化的同时，仍能有效管控征税风险，确保税收征管安全。
18 陈国文、孙伯龙：《税收法定原则:英国 19 世纪的演进及启示》，《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 期。
19 黄胜强：《美国关税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20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促进海南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http://aoc.ouc.edu.cn/92/8b/c9821a2341 /page.htm,2019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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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清部门权责边界，优化多元化治理模式
《国务院关于促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2〕58 号）重点提到完善部门合作机制。
海关除了实现在管理层面与其他部门有效协同外，应改变“单向度”的管理模式，引入中介机构，加强与企业的沟
通合作，从而更好地利用自身的监管资源，有效化解贸易便利化与税收征管安全之间的矛盾。
1.完善部门合作机制，提高综合治税水平
海关的组织结构以及税收征管权限在机构部门间的分配对海关税收征管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21 海关税收
征管涉及多个部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海关应破除“包揽一切”的落后管理理念，形成和提高综合治税意识。
首先要加强海关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可以制定流程完整、切实可行的合作章程，明
确各部门在海关税收征管制度创新方面的具体分工及合作方式。其次要清晰界定海关上下级组织部门以及横向各业
务部门之间的权责。《海关全面深化业务改革 2020 框架方案》明确提出加强风险协同防控，风险管理部门负责风
险分析、发布布控指令和风险预警，直属海关和隶属海关加强风险信息收集，畅通布控需求渠道，强化布控指令执
行，完善执行反馈机制。通关与征税适当分离以后，海关税收征管风险主要体现为通关前的风险分析以及通关后的
风险防控，这就要求关税部门必须加强与其它部门特别是稽查部门之间的合作。此外，应当调整海关各职能部门的
权限，以解决当前各部门分工过细，统筹难度较大的问题。
2.构建互利共赢的关企关系，保障中介机构实现应有作用
海关与商界伙伴关系是海关贸易便利化制度的运行基础。22 深化海关监管制度改革应当遵循从以海关为主导的
“单向度”管理模式转为借助社会力量，实现多元化治理模式的路径。23 为实现报关便利化以及提升通关效率，海关
应当更加尊重企业主体地位，完善落实属地纳税人管理制度，实行属地纳税人差异化管理。在各部门共同建立标准、
统一的大数据库基础上，构建标准的企业风险评估制度，进而对企业进行税收征管风险的等级划分，根据不同等级
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此外，在海关与企业之间应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以确保信息的对称性和有效性，使得海关
的改革能够真正适应企业的需求。海关在开展单证审核、税收稽查等业务时，应当充分借助中介机构的力量，实现
海关征税多元化治理，以有效解决业务量增长导致海关现有监管资源不足的问题。海关应当与中介机构加强沟通、
必要时制定相关法律制度，明确两者之间的任务分工和合作方式，以解决当前中介机构与海关无法有效配合的问题。
（二）完善法治保障，改革税收征管制度
科学合理的监管是以良好完善的法律制度为基础的。24 自贸试验区应当以法治引领海关税收征管制度改革，但
是当前自贸试验区税收征管部分制度创新仅有制度规定，缺乏相应的法治保障。自贸试验区应结合自身的产业状况、
经济特点，逐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实现海关征税法治化、透明化。
1.以三层次联动立法为路径，完善税收征管法治保障
自贸试验区的税收征管制度创新要兼顾自身特点。遵循“国家授权、部委规章、地方立法三层次联动推动”路
径，25 逐步完善和统一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有效解决税收征管制度地方化碎片化，体系不完善，以及一些征管方式
无明确法律依据等问题。自贸试验区应当在中央授权的模式下，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功能，“先行先试”积极探索符
合自贸试验区自身特点的海关税收征管制度。在此基础上逐步统一相关征税制度，包括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的退税
政策，内销产品完税价格的计算方法以及进一步规范出口退税行为，应当足额退税的必须足额退税。另外，要正确
处理好改革与立法的关系，形成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引领改革的新路径。26 应当为海关税收征管制度改革配套
相关的法律制度，为贯彻税收法定原则奠定制度基础，实现税收征管法治化、透明化，降低执法风险，以制度保障
海关税收征管制度创新的落地见效。对于制约新模式、新业态发展方面，要尽快修法。此外，应注意把握地方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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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莲：《论我国海关税收征管效率的现状及其应对措施》，《求实》2011 年增刊第 2 期。
周阳：《美国经验视角下我国海关贸易便利化制度的完善》，《国际商务研究》2010 年第 6 期。
刘剑文：《法治财税视野下的上海自贸区改革之开展》，《法学论坛》2014 年第 3 期。
刘水林：《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监管法律制度设计》，《法学》2013 年第 11 期。
陈利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治建构论》,《国际贸易问题》2017 年第 1 期。
贺小勇：《上海自贸试验区法治深化亟需解决的法律问题》，《东方法学》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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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制性与立法引领性、前瞻性之间的关系。27
2.坚持立改废释方法论，促进和保障新模式新业态发展
一是有效贯彻“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和“内销选择性征税”制度，以便区内企业更好地参与国内市场竞争。
有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经验的自贸试验区应当借鉴相关经验，与企业积极开展合作试点，帮助企业了解该项制度在
不同情形时的具体规定。不同主体间的贸易行为，在能否适用进项税额抵扣制度方面存在差异。自贸试验区应探索
建立“试点退出机制”的具体实施方式，减轻企业顾虑，提高企业参与度。此外，海关应建立企业反馈机制，以企
业需求为导向，注重政策实施效果。内销选择性征税利于加工贸易企业更好的利用国内市场，可以适当扩大该项制
度的适用领域，给予纳税人更多自主选择权。其次，在执行该项制度时，必须明确其适用的标准及程序，限制执法
行为的随意性。
二是依据跨境电子商务的特点，配套相关的税收征管制度措施。自贸试验区海关应把握跨境电子商务征税对象、
适用税率难以确定，电子资料易修改以及海量化、碎片化的特点，结合自身状况，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进行制度
创新。例如，借鉴河南自贸试验区在构建跨境电子商务事前、事中、事后正面监管模式方面的经验。精准掌握跨境
电子商务涉及的各项税收征管要素，有效防控价格虚报导致的税收征管风险。其次，逐步完善对征税范围、计税尺
度和起征点等要素的规定。探索建立政策评价标准，对已实施的措施，要综合评估其效果，及时调整或者废止。特
别是“对网购保税”和“行邮税”在试点的同时要保持审慎的态度。此外，将跨境电商置于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范
围内，针对其海量化、碎片化的特点构建货物渠道和寄递渠道两种通关模式。
（三）健全数据共享机制，加强技术保障
信息化建设是海关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部分。美国在 2019 举行的“二十一世纪海关框架”公共会议的议题就包
括智能执法、前沿技术、数据访问和共享以及“单一窗口”功能更新。自贸试验区应当完善部门信息共享机制，提
高智能化风险防控水平。
1.完善包括“单一窗口”系统在内的部门信息共享机制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建设应分阶段、分时期逐步推进。28 自贸试验区应借鉴国际国内建设经验，加大资金
投入，完善包括税务、海关在内的功能模块，构建标准化的数据体系，提高信息共享水平。另外，可以将海关与其
他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单位的数据接口连接起来，在“云计算”技术的辅助下，将各部门信息有效整合，打破部
门间信息系统独立且互不开放的局面，为海关进行税收风险分析及税收风险防控奠定基础。
2.构建全面、标准、统一的数据信息库
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同时，保证税收征管安全，有赖于构建全面、标准、统一的数据信息库。数据信息库
应包含企业、商品、法规和模型等内容。29 其中企业信息库应涵盖企业的基本信息、进出口业务、税收的缴纳情况
以及纳税人的诚信记录等。商品信息库应包括价格信息、原产地信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系统。法规信息库主要
包括经海关分析整理后建立完善的税则体系，政府针对自贸试验区出台的一系列税收征管制度创新也应当及时更
新，并且具备根据企业输入的信息就能自动识别所适用的法律政策，帮助企业估算税款的功能。模型信息库应当具
备在其他数据信息基础上，为海关预测和分析税收征管风险提供不同计算模型的功能。其次，数据库的构建及相关
的参数设置要遵循一定的标准，建议由海关总署出台相关文件予以明确。
3.探索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税收征管
2017 年召开的 20 国集团会议中，Julie Maupin 表明：“各国应当在征税等重点领域运用实施区块链技术，以实
现相关政策目标。”30 电子数据易于造假篡改，海关不能全面有效掌握真实的相关纳税信息，即海关与纳税主体之
27 丁伟：《上海自贸区立法经验及启示》，《人民政坛》2015 年第 9 期。
28 尹红、陈利强:《破解中国自贸试验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制度难题研究》,《海关与经贸研究》2019 年第 1 期。
29 张建国：《新经济背景下海关税收治理转型的目标与途径:协同智税与数据赋能》，《海关与经贸研究》2018 年第 1 期。
30 Julie Maupin,The G20 Countries Should Engage with Blockchain Technologies to Build an Inclusive, Transparent, and Accountabl
e Digital Economy for All.［Online］Available at:http://w ww.g20-insights.org/wp-content/uploads/2017/03/g20-countries-engage-block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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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信息差是税收征管风险的重要来源。区块链技术以分布式的方式存储数据，各区块间紧密联系，利用共识算法
等技术保障信息的不被篡改性和透明可靠性。以海关、税务、金融等部门以及物流公司、外贸企业等社会主体为节
点，共同组成区块链网络，突破地域和部门限制，实现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共享化。在此基础上构建“税务遵
从—纳税评估—纳税信用评级—税收征管”的制度体系。31 利用区块链技术信息具有可验证、可追溯的特点提高税
收核查稽查的精准度和准确性。

in-technologies-buildinclusive-transparent-accountable-digital-economy.pdf.
31 汤晓冬、周河山：《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税收治理框架构建》，《税务研究》2018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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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Problems of Customs Tax Collection System in China FTZ
Chen Liqiang，Chen Lin

Abstract：How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trade facilitation while ensuring the safety of tax collection is an importa
nt value demands of customs supervision. China’s FTZ has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the innovation of the custom
s collection system. However, due to the financial pressure of taxation and the imperfect reform measures, the cu
stoms tax collection system has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further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The main causes behind the difficulties include the intersection of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among departments,
the imperfect multiple management mode of customs tax collection, the imperfec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lack of legal protection for system innovation, the imperfection of data sharing mechanisms, and the level of int
elligent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o be improve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rade f
acilitation and tax collection security, China’s FTZ should draw lessons from relevant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
xperience and solve these problems from three aspects of power, rule of law and technology.
Keyword：FTZ; Customs Tax Collection System; Trade Facilitation; Institution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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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关 AEO 制度实践的价值基础与问题突破
王海龙
（南开大学法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海关 AEO 制度是新型海关监管模式和关企关系的典型制度代表，具有重要的国际
法渊源和价值基础。尽管我国已通过一定程度、一定法律形式设立了海关 AEO 制度，但在
实践中该制度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海关认证 AEO 企业的专业难度较大、企业申请 AEO
认证成本较高且商界对 AEO 的认可度参差不齐、AEO 的国际互认与口岸协同管理仍存在较
大阻力，制度实施的效果仍未能充分达到海关 AEO 制度设立的初衷以及 WCO《标准框架》
的要求。究其原因，主要是海关监管理念未能完全向海关 AEO 制度理念转型、我国海关
AEO 制度并未形成相对独立的海关法律制度、海关 AEO 认证的标准仍然未能达到国际水平。
为此，应当以我国《海关法》以及 WCO《京都公约》的修订为契机，将海关 AEO 制度升
级为国家法律制度、优化我国海关 AEO 的便利化待遇以及完善我国海关 AEO 制度的国际
互认合作。
关键词：海关 AEO；标准框架；贸易安全与便利；国际互认

海关 AEO 制度是一项起初源自于欧美等发达国家通关改革实践，后为世界海关组织
（WorldCustoms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 WCO）建议书《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
（以
下简称《标准框架》）吸纳的基础性法律制度之一。2015 年修订版《标准框架》的三大支柱
之一即为“建立海关与商界的合作伙伴关系”，而海关 AEO 制度则为关商伙伴关系的具体
制度形式。对此，
《标准框架》为以海关 AEO 制度为代表的关商伙伴关系提出了技术细则，
列出了“伙伴关系、安全、资质认证、技术、交流和便利”等标准条款，作为各成员海关
AEO 制度建设实施的导引。同时，
《标准框架》附件四也明确列出海关 AEO 制度的标准条件
以及 AEO 企业所能获得的便利待遇。与 2015 年版《标准框架》相配套，2017 年的 WCO《AEO
互认实施指南》以及 2018 年的 WCO《AEO 认证者指南》为各成员国和地区海关实施 AEO
制度具体认证申请企业以及开展国际互认等问题提供了更为详细的执行标准。
诚然，海关 AEO 制度的法律建设已成为各成员国和地区海关监管模式改革创新的重要
举措。截至 2018 年，
“WCO 成员中已有 168 个成员签署了《标准框架》，其中已经建立 AEO
制度的国家与地区达 65 个，许多成员修改其国内海关法，
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建立或完善 AEO
1
制度，2016 年 5 月《欧盟海关法典》的修改与实施，其主要变化就是 AEO 制度的完善。”
可见海关 AEO 制度在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中具有重要而广泛的意义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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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关 AEO 制度的国际法价值
海关 AEO 制度是新型海关监管模式和关企关系的典型制度代表。应该来讲，海关 AEO
制度既有益于海关高效履职，有益于国家进出口安全保障，有益于全球供应链安全，也有益
于企业降低贸易通关成本。海关 AEO 制度的国际法价值，是各 WCO 成员包括我国在内，
以国内法将该制度“本土化”并获得海关和企业有效实施的重要价值基础和保障。
（一）海关 AEO 制度有益于海关高效履职
海关机关是国家货物进出境的法定监管机关。一方面，海关机关负有监管进出境货物在
税收、贸易、环保、卫生、公共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合法性的法定职责，即依法维护贸易安
全；另一方面，海关机关也负有服务贸易商、简化监管流程、推进贸易便利化的法定职责，
即依法推进贸易便利。前者是基础性职责，是海关设置的本位性职责，后者是新型职责，是
在前者职责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的方向性职责。
海关 AEO 制度将保障贸易安全的法定职能前置化、关企合作化；将贸易便利作为一种奖
励措施，作为对合作保障贸易安全的企业的法定回馈。海关在企业实际进出口前，通过对企
业信用信息的分析评估，认证企业能够保障贸易安全。在企业实际进出口的过程中，仅保留
必要的保障贸易安全的惯常性监管措施，这相当于是企业和海关合作保障贸易安全，或者说
企业为海关分担了维系贸易安全的法定职责。对海关而言，这大大降低了海关维系贸易安全
的执法成本。与此同时，海关则对相应的企业给予便利化的监管措施，如简化其相关单证要
求，降低货物查验的频次，提供快捷高速的通关通道以及 AEO 国际互认优待等等。
（二）海关 AEO 制度有益于国家进出口安全的保障
国家进出口安全（贸易安全）可以包括税收安全、贸易管制安全、环境卫生安全和公共
及国家安全。也就是说，进出口贸易应当在国家税收、贸易管制、环境卫生、公共安全以及
国家安全几个方面符合一国国内法的相关规定。海关 AEO 制度，一者降低了海关贸易安全的
执法成本，提升了贸易安全的保障效率；二者在便利化监管措施的激励下，更多的进出口企
业将努力依法依规从事进出口业务并力争符合海关的认证标准成为 AEO 企业，从而保障进出
口安全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
（三）海关 AEO 制度有益于维系全球供应链的安全
WCO 的《标准框架》以及《AEO 认证者指南》关注的全球贸易安全实际上也是覆盖全
球的供应链安全，以海关专有的贸易监管职权防范并遏制诸如恐怖主义、假币、毒品等利用
全球供应链进行肆意蔓延。海关 AEO 制度，一者建立起关企合作的新型海关-商界关系，
两者由传统的斗争、互相防范关系转化为互相信任关系、信息互通关系。这种海关-商界关
系在企业主体方面、进出口领域方面以及关境数量方面均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由此，海
关与企业可以联合起来共同防范和打击不法企业混迹全球供应链进行的非法商品流动和非
法贸易往来。二者，海关 AEO 制度在国际海关合作的基础上开展 AEO 互认机制。国际互
认能够保障全球供应链上的 AEO 企业可以同时得到更多关境上主管海关的认可，增强了全
球供应链在各国主管海关面前的透明度和可控程度，最终保障了各国海关对全球贸易安全的
维系。
（四）海关 AEO 制度有益于降低进出口商的贸易成本
据统计，即便贸易商的进出口完全合法合规，大量的海关单证、商业单证以及其他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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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材料和繁琐的查验、税收程序，依然会显著地提升其贸易成本。而海关的通关监管是进
出口贸易商贸易活动中的最大成本和阻碍。海关 AEO 制度中，AEO 企业通过守法信誉度的
提升以及贸易安全机制的搭建，在海关的信赖之下获得相对便利的监管待遇，简化单证、简
化流程、降低查验频次从而高效快捷通关，极大地降低了因通关繁琐而形成的巨大成本。

二、我国海关 AEO 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作为 WCO 的成员国之一，为妥善应对全球贸易量增加之下带来的贸易安全与贸易便利
协调的艰巨任务，我国海关总署 2007 年修订了 1999 年实施的《海关对企业实施分类管理办
法》（海关总署令第 71 号），制定了《海关企业分类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70 号），完
善了海关企业分类管理机制，并以我国国内法部门规章的形式初步设立了我国的海关 AEO
2
制度。
《海关企业分类管理办法》
（海关总署令第 170 号）在经 2011 年海关总署令 197 号文件
修订后，在 2014 年，根据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守信激励、
失信惩戒”的原则，海关总署将《海关企业分类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97 号）修订为
《海关企业信用管理暂行办法》
（海关总署令第 225 号），将此前海关企业的分类管理 AA、A、
B、C、D 等 5 个类别根据信用等级标准升级认证企业（高级认证企业、一般认证企业）、一
般信用企业和失信企业四种类型，并且明确认证企业是中国海关经认证经营者（AEO）。
2018 年，海关总署修订了《海关企业信用管理暂行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25 号），重
新颁布实施了《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37 号）并于同年发布了《关于公
布〈海关认证企业标准〉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 2018 年第 177 号）
，确立了最新的海关认
证企业标准，配合《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实施海关 AEO 认证。由此，现行 2018 年的
《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以及《海关认证企业标准》成为了我国当前海关 AEO 制度实施
的基本法律和标准依据。
根据数据统计，
“截至 2017 年 4 月底，我国两类 AEO 企业共约 4 万家，占全国海关注册
企业总数的 3.47%。其中，高级认证企业约 3500 家，占全国海关注册企业总数的不足 1%。
尽管绝对数量不多，但是，两类 AEO 企业进出口值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例目前已接近 7
3
成。” 数据表明，我国 AEO 企业总数，尤其是具有国际互认资格的高级 AEO 企业占海关企
业总数比例非常低，但其进出口值已经可以占到我国进出口贸易总值的近 70%。说明海关
AEO 制度对国际贸易进出口总值的提升具有无以估量的积极影响，而且在我国的发展潜力和
空间十分巨大。
目前，我国虽已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一定法律形式设立了海关 AEO 制度，但在实施中
仍存在一定阻碍，制度实施的效果仍未能充分达到海关 AEO 制度设立的初衷以及《标准框
架》的要求。如果我国可以有效应对和解决建设实施海关 AEO 制度中的诸多阻力和问题，
将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形成显著的增进意义。
（一）海关认证 AEO 企业的专业难度较大
一方面，海关认证 AEO 企业的关键环节是《海关认证企业标准》的实施。根据《海关
认证企业标准》的说明（
《关于公布〈海关认证企业标准〉的公告》附件一），“认证企业标
2

朱高章.服务国家外交、外经贸大局，全方位、多渠道、深层次开展海关国际合作[EB/OL].[2009-08-31].
http://www.customs.gov.cn/tabid/34548/default.aspx.转引自:匡增杰,孙浩：《贸易安全与便利视角下加快实施
我国 AEO 制度的路径探析》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7 第 2 期，第 35-44 页。
3
万曙春：《欧盟 AEO 立法实践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海关与经贸研究》2017 第 4 期，第 74-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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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分为高级认证企业标准和一般认证企业标准，每类标准均包括通用认证标准和根据企业经
营类别不同而制定的单项认证标准，具体包括内部控制、财务状况、守法规范、贸易安全 4
大类标准。认证企业应当同时符合通用认证标准和与其实际情况相符的相应经营类别的单项
认证标准。”实践中，海关进行 AEO 认证，需要对三类企业两种认证等级通用和专项各 4
大领域标准进行认证评估，期间涉及“企业管控、财务会计、安全设置、风险管理等多个学
科交叉专业知识。我国现阶段相对缺乏高素质、跨学科、专业化的认证队伍和技术保证，很
4
难完全地推进 AEO 的认证工作。”
另一方面，我国的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和信用管理实践仍不完善，对于搭建在海关企业信
5
用管理体系上的我国海关 AEO 制度的实施，仍存在不少源自基础性信用管理的阻力。 “目
前，我国海关、工商以及税务等都建立了其相关的企业信用信息平台，但实现各个部门的信
息融合和数据共享还处于初始阶段，加上现在的个人信用制度还没有完全有效建立起来，海
6-7
关对于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资信评估和信用评价还非常困难。”
（二）企业申请 AEO 认证成本较高且商界对 AEO 的认可度参差不齐
一方面，企业申请 AEO 身份认证，需要根据《海关认证企业》标准，在企业现有管理
8
模式的基础上，全面进行企业内部管理机制、财务机制等内容的新建和完善。 这不仅使得
企业需要面临内部改革期间可能造成的企业效益风险，也使得企业不得不因此需要聘请相关
的专业学科人才或者技术团队，增加了企业的人才成本和负担。而且，申请 AEO 认证的企
业，根据《海关认证企业》标准的要求，无论是高级认证企业或是一般认证企业，均要建立
商业伙伴安全控制措施，
“建立评估、检查商业伙伴供应链安全的管理制度并有效落实。”企
业不得不为此，对其供应链上下游的商业伙伴的贸易安全保障问题负担更多的评估和管控义
务。总而言之，AEO 认证中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效益成本、人力成本、风险成本以及法
律成本的提升，无疑会使这些企业对 AEO 申请望而却步。
另一方面，国际贸易企业对海关 AEO 制度的认可程度参差不齐。首先，部分中小企业
并不清楚海关 AEO 制度，更不清楚海关 AEO 身份对于企业而言究竟会获得何种程度的便
利和意义。9其次，尽管一些外贸企业对海关 AEO 制度有所了解，但是面对高成本的申请
条件，相对原则和模糊的便利化待遇条件使得这部分企业无法充分肯定和认可 AEO 认证对
自身发展而言的现实意义。另外，有很多中小型外贸企业对于当前自身的外贸业务仍处于“试
水”阶段，企业并未设立长远的发展规划和目标，对于 AEO 制度在未来是否会对自身发展
起到关键作用无法准确判断，因而对申请 AEO 认证并为此付出努力多持谨慎态度。
（三）AEO 的国际互认与口岸协同管理仍存在较大阻力
一方面，当前我国的 AEO 国际互认工作仍处于初始阶段，工作的推进仍存在较大阻力。
尽管当前我国海关已经与欧盟、新加坡、内港、韩国完成了 AEO 互认，但是要完成 2015
年海关总署《中国海关 AEO 互认合作工作规划》中“于 2020 年前与我出口贸易量占 80%
的 20 个左右国家（地区）海关完成 AEO 互认”的预期规划仍有一定难度。我国当前海关
4

匡增杰,孙浩：《贸易安全与便利视角下加快实施我国 AEO 制度的路径探析》，《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17 第 2 期，第 35-44 页。
5

丁思宇.：
《海关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重庆大学 2014 年硕士学位论文。

6

双海军,田桂瑛,曾晓红：
《我国 AEO 实施中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物流科技》2018 年第 10 期，第 6-8 页。
马永飞,张树杰：《论我国海关推行 AEO 制度的若干问题》，《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09 第 3 期，第 65-68
页。
8
同注释 3.
9
双海军,田桂瑛,曾晓红：《我国 AEO 实施中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物流科》2018 年第 10 期，第 6-8 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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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O 制度的实施经验尚浅，AEO 认证的国际影响力与权威性、标准的国际化等还有待于一
定时间的磨合，致使我国的海关 AEO 制度在国际互认的过程中，难以顺利地与美国等发达
国家 AEO 制度完全对接，互认难度较大。
另一方面，我国口岸管理部门间的协调工作仍未充分完善。一是，口岸管理部门之间尽
10
管已经搭建了一定形式的信息交流平台机制，但是部门壁垒问题依旧突出， 这导致海关
AEO 企业本应在通关过程中获得的口岸管理便利化待遇将大打折扣；二是，口岸管理部门
11
间在以电子信息化手段进行协调方面仍未充分普及， 造成 AEO 企业在电子化通关中的便利
化优势并不突出。尤其是在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国际贸易的电子化转型更加削
弱了非电子化通关中 AEO 企业的便利优势。

三、我国海关 AEO 制度实施存在问题的原因
实际上，我国海关 AEO 制度自创立于《海关企业分类管理办法》并相对完善于现行的
《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以来，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海关认证企业的标准专业
化高、系统性强，认证过程高效推进阻力较大；而企业申请认证的内部管控达标成本较大，
企业申请意愿不强；同时，海关与其他口岸管理部门的合作程度与合作方式未能充分满足通
关便利化的要求；在国际上，我国 AEO 标准的国际化水平仍有待提升，AEO 互认工作推进
受到一定的阻滞，实质上可以归结为：国内法层面上海关与企业未能充分建立平等合作的伙
伴关系，国际法层面上，以海关 AEO 互认为具体形式的海关国际合作未能全面形成体系。
笔者认为，这主要与以下问题未能得到充分有效解决有关。
（一）海关监管理念未能完全向海关 AEO 制度理念转型
我国的海关机关在传统《海关法》的影响下，依然持有相对保守的“不平等”和“不信
12
任”的监管理念。 首先，海关机关将自身视为贸易安全职责的履行者以及监管权力行为的
发出者，而将各种进出口企业、收发货人、运输企业以及报关企业等视为是应当主动接受海
关监管、海关监管权力行为的承受者。这种“不平等”的“监管-被监管”理念使得海关与
13
企业间长期形成了不平等的行政管理关系。 另外，海关机关在“不平等”监管关系的长期
影响下，一般也会对风险管理机制形成排斥，认为任何海关企业总是具有不可避免的违法风
险的，就应当被严格的审查和小心的防范；而企业尤其是守法企业也因长期繁重的监管，对
海关监管措施和方法的必要性和适当性形成质疑，进而形成海关与企业之间难以互信的现实
矛盾。
我国传统海关监管中“不平等”、“不信任”的监管理念与《标准框架》下海关 AEO 制
度倡导建立关企平等、互信合作伙伴关系的基本理念具有明显的冲突。反映在我国海关 AEO
制度的建设实施中，自然会形成源自主观理念维度上的阻力。一者，海关不愿与企业平等接
触和交往，担忧这会对海关权力的权威性造成弱化，进而导致海关无法充分履行贸易安全保
障职责；二者，海关不信任企业，认为企业应当接受严格的监管和审查，不愿与之开展 AEO
制度下平等关企合作，即使是 AEO 企业也难以完全取信于海关机关；三者，海关企业也会
10

尹红,陈利强：
《破解中国自贸试验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制度难题研究》，
《海关与经贸研究》2018 年
第 5 期，第 66-80 页。
11
杨欣,王淑敏：《<贸易便利化协定>单一窗口条款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6 期，第 5-15 页。
12

吴泽嫣：
《中国全面实施AEO制度面临的困难与对策研究》
，复旦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13

杜玉琼：《我国海关 AEO 制度实施的困境与路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
第 183-1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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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海关机关的不平等和不信任，不愿与之开展合作。前两点原因将导致海关机关不具有完
善自身专业知识和能力建设的动力，不愿推进企业认证标准的完善和实施，也不愿通过完善
便利化的待遇措施向海关企业推广 AEO 制度实施。第三点将导致海关企业也不愿意付出成
本了解 AEO 制度，或者通过内部管理的革新完成 AEO 企业的认证达标。最终，导致 AEO
制度的实施进程迟缓。
（二）我国海关 AEO 制度并未形成相对独立的海关法律制度
首先，我国海关 AEO 制度的法律渊源仍为海关总署的部门规章《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
法》
（2018 版），并未明确上升到国家法律层次。这表明，我国目前的海关 AEO 制度仅是一
项海关总署为贯彻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中“非直接阐述海关 AEO 制度内容”的其他法律制
度而进行的一项具体的海关行政措施部署，其意义也因此局限于实现该项“非直接阐述海关
AEO 制度内容”的其他法律制度的法价值。对于海关 AEO 制度建设实施而言，这种立法位
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者，仅作为一项海关行政法律制度而非国家法律制度，表明该项
制度仅是海关总署推动全国海关去执法实施，而非国家法律推动整个海关立法、执法和司法
体系去实施，制度的推动力明显不足；二者，将海关 AEO 制度作仅为“非直接阐述海关
AEO 制度内容”的其他法律制度的行政措施，与《标准框架》下 AEO 制度的价值导向和地
位要求并不相称，由此以 AEO 制度推动海关监管模式改革的价值理念也难以得到有效的贯
彻和实现。
另外，我国海关 AEO 制度目前仍然嵌套于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制度体系之下，是海关企
业信用管理的一项分支制度。这表明，我国的海关 AEO 制度具有鲜明的信用管理制度特色。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国际先进的海关 AEO 制度需要以信用管理和风险管理为基础进行
制度设计。但是，成熟的海关 AEO 制度应当以信用管理和风险管理为手段，如果“屈身”
于信用管理体系，将导致 AEO 制度在国内法上仍然无法脱离于“不平等”的行政管理理念
和模式。海关机关将 AEO 认证作为一项对信用度高的企业的“行政奖励”而非“平等伙伴”
的身份认证，无法充分发挥出关企平等合作的价值优势。
（三）海关 AEO 认证的标准仍然未能达到国际水平
首先，在认证的对象范围上，我国的《海关认证企业标准》较《标准框架》的对象范围
而言较为狭窄。
《标准框架》将海关 AEO 的认证对象定义为，
“国际物流中，经海关或其授
权部门批准为符合世界海关组织制定的或同等效力的供应链安全标准的企业，无论这一企业
在供应链中处于何种位置、履行何种职能。这些企业包括：生产商、进口商、出口商、报关
行、承运人、货代、贸易中间商、港口、机场、码头经营者,综合经营者,仓库、分销商等。”
易言之，《标准框架》下的海关 AEO 认证对象范围及于国际贸易的整个供应链上的主体，
鼓励海关同整个供应链建立 AEO 伙伴关系，以便于解决《标准框架》中“无论供应链是规
律的或是暂存的，海关都明白自己并不占有贸易供应链的任何一部分。全球供应链是被私营
企业中的众人所‘拥有’的”的背景下，全球供应链安全的保障问题。而我国的《海关企业
信用管理办法》尽管将认证企业等同于中国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AEO）（《海关企业信用
管理办法》第 5 条），将经认证的经营者（AEO）范围锁定为“以任何一种方式参与货物国
际流通的企业”
（
《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第 30 条），但是《海关企业认证标准》仅对“报
关企业”、
“进出口收发货人”以及“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予以认证，明显限缩了认证对象的
范围，这并不利于我国广泛的开展海关 AEO 制度的对等主体互认。
另外，在标准要求的细化上，我国《海关认证企业标准》较《标准框架》的要求而言，
也相对模糊。
《标准框架》附件四设置了 A-M 共 13 项 AEO 条件，每项条件都对 AEO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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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具体要求。例如，为保障安全的贸易培训机制，《标准框架》附件四 E“教育，培训
和提高意识”对 AEO 要求，“a.基于其商业模式，做出一切合理的努力来培训他们的员工。
将国际贸易供应链下货物的流动所产生的风险告知其贸易伙伴；b.向所有参与到供应链中的
员工提供关于如何甄别潜在可疑货物的教材、专业指导和实训。人员包括：安保人员、货物
装卸人员、货物单证处理人员，以及在运货/接货区域工作的人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受
经认证经营者的管理）；c.对教学方法、辅导和培训材料及过程进行适当的记录；d.让员工
意识到经认证的经营者已经鉴别并报告了可疑事件；e.在保持货物完整性、识别潜在的内部
安全威胁，和保护访问控制方面对员工进行专项培训；f.应请求并在可行的情况下，让海关
熟悉相关内部信息，安保系统和流程，协助海关进行适当的培训，使其掌握对经认证经营者
的场地、运输工具、业务操作进行检查的技能。”而我国的《海关认证企业标准》以“高级
认证企业通用标准”为例，仅仅通过标准 1 海关业务培训（1）-（2），对安全培训指出，
“建
立海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的内部培训制度并有效落实。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负责关务
的高级管理人员、关务负责人、负责贸易安全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每年参加 2 次以上海关法
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的内部培训，及时了解、掌握相关管理规定。
”可见规定较为笼统，安全
业务培训的主体范围较窄，培训的内容也比较简单。囿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就《海关认证
企业标准》和《标准框架》进行系统比较阐释。总之，认证标准的模糊笼统导致了我国海关
AEO 认证难以与其他国家建立广泛地互认合作。

四、我国海关 AEO 制度实施问题的突破
（一）将海关 AEO 制度升级为国家法律制度
海关是执行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监管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进出境的国家机关。
（《海
关法》第 2 条）因此，应当明确 AEO 制度设计的基本思路：即海关 AEO 制度应当以《海关
法》等其他国家法律进行顶层制度设计，以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进行行政主体体系内部的规范
细化。海关总署作为领导全国直属、隶属海关的国家最高海关机关，其部门规章下的 AEO
制度安排，应当是承接法律和行政法规中更为基础性的海关 AEO 制度设计，并作为实施法律
和行政法规基础制度而做出的必要部署。
具体而言，第一，未来的《海关法》修改过程中，应当将关企合作的平等伙伴关系纳入
海关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以引导海关监管模式的改革发展。第二，《海关法》专章规范海关
AEO 制度，明确海关 AEO 认证的适用对象范围、认证的基本法律程序、AEO 企业依法可
以获得的便利优惠以及 AEO 认证的后续监管和动态调整。第三，授权海关总署制定海关
AEO 认证的标准和方法。必要时可以将《标准框架》下 AEO 的条件纳入到我国的海关 AEO
认证标准体系当中。
（二）优化我国海关 AEO 的便利化待遇
优化 AEO 企业的便利化待遇有助于推进海关企业对 AEO 身份的认可度和接受度。当
前我国海关给予 AEO 企业中，一般认证企业“（一）进出口货物平均查验率在一般信用企
业平均查验率的 50%以下；（二）优先办理进出口货物通关手续；（三）海关收取的担保金
额可以低于其可能承担的税款总额或者海关总署规定的金额”等明确的优惠待遇（《海关企
业信用管理办法》第 23 条）。高级认证企业在一般认证企业优惠待遇的基础上更可获得“（一）
进出口货物平均查验率在一般信用企业平均查验率的 20%以下；
（二）可以向海关申请免除
担保；
（三）减少对企业稽查、核查频次；
（四）可以在出口货物运抵海关监管区之前向海关
申报；
（五）海关为企业设立协调员；
（六）AEO 互认国家或者地区海关通关便利措施；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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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关部门实施的守信联合激励措施；（八）因不可抗力中断国际贸易恢复后优先通关”
等明确的优惠待遇。（
《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第 24 条）
在此基础上，可以结合《标准框架》附件四的优惠条件，第一，对于声誉良好的 AEO
给予一定的通关费用减免；第二，对于税费的逾期缴付，只进行利息的增收，不进行处罚或
要求违约性赔偿；第三，贸易中断和威胁警戒水平升级的情况下，提供优先通关程序；第四，
在需要关闭和再启港口或边境的紧急情况下提供优先程序；第四，提供电子信息化远程清关
服务。
（三）完善我国海关 AEO 制度的国际互认合作
AEO 的国际互认是海关 AEO 制度的生命线。《标准框架》搭建 AEO 制度的法律价值，
除了提供国际统一的 AEO 制度范本，供各成员国和地区作为设计实施 AEO 制度的国际法依
据，以及协调各国 AEO 认证标准的统一以外，最终还是为了推进各成员国和地区海关在国
际统一的 AEO 认证机制、标准的基础上进行 AEO 国际互认，促使各成员国和地区海关对
那些能够在全球供应链不同环节上提供高度安全保障的企业进行共同识别认证，以实现世界
海关联合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并实现全球安全与便利的协调发展。为此，我国的海关 AEO
制度在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 AEO 制度的国际互认合作，以完善国内法规范和
实践层面上的 AEO 制度安排，推进同国际 AEO 制度体系进行对接，尽快实现我国 AEO 国
际互认率覆盖“与我出口贸易量占 80%的 20 个左右国家（地区）”的目标要求。
具体而言，第一，推进我国海关企业和相关自然人的信用认证和管理体系建设，形成对
海关企业和相关自然人信用信息的高效管控。第二，参照《标准框架》系统完善我国现行的
《海关认证企业标准》，适度扩大认证对象范围将认证对象延展至围绕进出口收发货人的供
应链上的上下游企业，适度细化内部控制、财务状况、守法规范、贸易安全四类标准每项具
体指标的操作要求和内容。第三，参照《AEO 认证者指南》完善我国海关 AEO 认证的法律
程序，强化负责 AEO 认证的海关官员的职业技能和专业知识培训，建立完善的 AEO 认证
准备程序、现场程序、验证报告程序、后续评估监督和动态调整程序。第四，借鉴《欧盟海
关法典》对域外企业进行 AEO 认证的制度经验，探索 AEO 域外认证机制，为我国 AEO 的
国际互认奠定基础。

结语
海关 AEO 制度搭建起海关与企业之间的平等合作伙伴关系。海关改变了以往凭借监管
权力对企业单方施加影响而企业被动接受影响的行政管理模式，建立了新型的关企自愿、平
等合作模式，由企业以符合海关标准的保障贸易安全的信用和具体措施机制，换取海关的便
利化监管措施。最终效果上，海关的执法成本以及贸易商的通关成本将大大降低，实现“双
赢”。尽管我国海关 AEO 制度的建设和实践仍有一定的不足，但是需要深刻认识到的是，
海关 AEO 制度代表了我国乃至世界海关监管模式的改革方向，也必将成为我国《海关法》
以及 WCO《京都公约》在未来修订过程中的重要内容。我国海关 AEO 制度应当以此为契
机，一方面完善国内法制，强化国内法上 AEO 制度的构建以及认证标准的细化，另一方面
加强国际合作与 AEO 国际互认，提升我国海关在全球供应链安全保障体系中的参与度，最
终推进我国海关在全球国际贸易中实现安全与便利的协调发展。

30

新《证券法》域外适用的总体性进路图式
谭艺渊

摘 要：历史地看，美国率先探索证券法域外适用，具有先发经验，形成了“效果”、“行
为”、“交易”三元标准体系，发生了从司法主导到国会立法扩张、司法限缩的流变，存在
事项管辖权与制定法适用问题相混淆的弊病。我国新《证券法》突破美国范式，明示规定域
外效力条款，确立效果原则，拓展我国法域外适用法律谱系。逻辑地看，我国应塑造后发优
势，采用总体性进路图式推展新《证券法》域外适用，促进系统性螺旋上升。要更新公私两
域主体理念体系，促使其善于依法合理主张管辖权或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建立既能灵活伸缩
又能防范滥用的域外适用原则体系，包括效果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和尊重国际法原则。完善
国际合作及跨境法律治理配套制度体系，但要保持效果原则的模糊性，不必通过法律解释和
行政立法进一步细化，避免形成制度桎梏。建立包括软法工具、执行金字塔工具箱、反身治
理工具的工具体系，克服跨境行政规制碎片化、冲突化的先天不足，实现规制范式创新与善
治的双重现代性目标。
关键词：证券法；域外适用；投资者保护；行政规制

国内法律域外适用现象是全球化之国内法国际化和国际法国内化双向互动的具体表现。
一国经济规制性法律的效力向域外投射，公权力管辖手臂向外延展，就像是“法律水面上的
1
一个旋涡，国内法和国际法在其间盘绕，并潜藏着与国际事务有关的微妙政策考虑” 。随
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证券市场国际化趋向纵深，肇始于美国的证券法域外适用制度已被英国、
2
澳大利亚、芬兰、德国等国家借鉴。 我国 2020 年 3 月 1 日施行的新《证券法》第 2 条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扰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市场秩序，损害
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处理并追究法律责任”。这是我国《证券法》立
法史上首次规定域外适用效力，该条款将成为统摄我国证券领域跨境治理的规范基础，以及
创新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机制、证券市场秩序维护机制的法律依据，融入到我国法域外适用
3
的法律体系建设的涉外法治现代化图景中。
法律制度改革从纸上建筑走进现实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过程。“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前人
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就会永远待在一个地方，法律将会停止不前，而世界上其他一切事情


谭艺渊：复旦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原任华东政法大学讲师。基金项目：本文系耶鲁-复旦国际福克斯基
金项目“WTO 体制下的国际行政法”[(04)纽教(文)证字 960]和上海市人大项目“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制
立法比较研究”(2010RD10LX07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See Dan E Stigall, International Law and Limitations on the Exercise of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in
U.S. Domestic Law, Hastings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323-382(2012).
2
也有部分国家将有关证券的冲突规范订入了国际私法典或民法典中，如《波兰国际私法》、《罗马尼亚国
际私法典》等。参见周振春：《论美国证券法的域外适用及其必然性》，《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
06 年第 2 期；邱永红：
《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中国法学》1999 年第 6 期。
3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上强调，要加快推进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
律体系建设。参见《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载新华网 201
9 年 2 月 25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2/25/c_1124161654.htm。参见《习近平主持
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载新华网 2020 年 2 月 5 日，http://www.xinhu
anet.com/politics/2020-02/05/c_1125535239.htm。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适应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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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将继续前行” ，新《证券法》熨平了域外效力条款缺位这一“法律织物上的皱折” ，关照
了证券市场发展新需要，也要求学界绘制新版“地图” ，为实践勾勒地形、路线。面对全
新的时代命题，要鸟瞰美国证券法域外适用规则的缘起和流变，洞悉利弊，且在我国实务界
7
缺乏相关执法经验及学界尚未展开充分研究 的形势下，新《证券法》域外适用规则是如何
生成的，又应沿着何种进路推展，重重问题关涉解题之关键、共识之达成、顶层制度设计之
有效落地、后发优势之塑造。
6

一、美国证券法域外适用规则：从司法主导到国会立法扩张、
司法限缩
（一）缘起：司法主导形塑域外管辖权
美国联邦证券法的基础是 1933 年证券法和 1934 年证券交易法，这两部法律对域外管辖
权未作明确规定，美国上诉巡回法院借助《美国对外关系法第三版》中对国际法的阐述捕捉
8
国会立法意图，自行阐释法律条文并对跨国证券行为适用国内证券法。 美国法院常援引反
欺诈条款阐释美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权，但 1934 年证券交易法第 10(b)条以及 1942 年证券交
易委员根据第 10(b)条制定的附属规定 10b-5 规则仅规定“任何人直接或间接利用任何州际
商业手段或工具、利用邮递或利用全国性证券交易所任何设施”从事的特定证券欺诈行为均
9
属违法，并未对该条款的域外效力予以规定。 概言之，美国立法者对证券法域外效力未作
明示，对相关问题留白，而上诉巡回法院以能动司法的姿态深度介入和主导了证券法域外管
10
辖权的生成、进化，对法律条文作扩张性解释，以判例法完成了法律创设。
（二）发展：形成以“效果”和“行为”为核心的标准体系
经过五十年的发展，美国逐步建立起一套证券法域外管辖的判例体系，这套体系以“效
果”和“行为”为关键标准，其背后的司法逻辑具有高度耦合性，即根本宗旨都是为了保护
11
美国发行人和投资者的权益，维护国内证券市场的稳定统一。 效果标准在 1968 年的
Schoenbaum 案中被首次提出，经过系列判例的拓展，主要包括以下要素：（1）发生在国外
4

[英] 丹宁勋爵：
《法律的训诫》，杨百揆等译，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 页。
同前引 4，丹宁勋爵书，第 16 页。
6
理论被隐喻为地图，是实践前行的指南。参见［英］洛克林：
《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 2
013 年版，第 54 页。
7
学界对我国法域外适用的论域已有一定研究，具体论题集中在竞争法。证券法论题下系统研究相对较少，
代表性研究参见杨峰：《我国证券法域外适用制度的构建论》，《法商研究》 2016 年第 1 期；石佳友：《我
国证券法的域外效力研究》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 年第 5 期。
8
钱学峰：《世界证券市场的日益国际化与美国证券法的域外管辖权（中）
》，
《法学评论》1994 年第 4 期。
9
有学者认为从 10(b)条文、10b-5 规则行文看，立法者无意将其适用范围扩至域外，
即“无域外效力推定”。
参见前引 7，石佳友文。
10
司法实践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判例法构成了证券法域外管辖规则的主体。参见李国清:《美国证券法
域外管辖权问题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2 页。
11
See Schoenbaum v．Firstbrook，405 F.2d 200（2d Cir. 1968）；Bresch v．Drexel Firestone, Inc.
F.2d 974（2d Cir. 1975）；Tamari v．Bache &Co.S.A.L.，730F.2d 1103（7th Cir. 1984）Mak v．Wocom
Commodities, Ltd.，112 F.3d 287（7th Cir. 1997）。1968 年 Schoenbaum 案中，加拿大 Banff 石油公司
的股票在美国的证券交易所登记，原告是 Banff 公司的一位美国股东，指控被告加拿大 Aquitaine 公司和
法国银行在纽约设立的 Paribas 公司以及 Banff 公司董事掌握了内幕消息，
以低于真实价值的价格买卖 Banff
公司库存股票。联邦地区法院认为根据 1934 年证券交易法第 30（b）节的规定，“本法不适用于在美国管
辖之外从事证券交易的任何人”，即不具有域外管辖效力。案件上诉至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后，地区法院的
判决被推翻。上诉法院认为，本案的股票在美国的交易所登记，即使违法行为发生在境外，国会有意图让
证券交易法具有域外效力，以保护本国投资者和本国证券市场不受境外违法交易行为的损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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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券行为；（2）该行为对美国境内的证券市场和投资者产生损害效果；（3）该损害效果
是可预见的、实质性的损害。行为标准在 1972 年 Leasco 案中被首次提出后不断得到丰富，
依据违法行为地确立管辖权，证券欺诈的全部行为或部分行为发生在美国境内，美国法院可
12
主张管辖权。 从整体上看，效果标准、行为标准分别与国际法传统理论中以行为结果地为
标准的国家利益管辖原则、以侵权行为地为标准的属地管辖原则相勾连，故也被分别喻为“射
13
向美国的武器”、“从美国射出的武器”。 两种标准在具体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宽严程度，
因案而异、因法院而异，或作技术性拓展，或作收缩性适用，如 1975 年 Bresch 案比 1968
年 Schoenbaum 案对效果标准的运用更加严格，把“一般效果”排除在域外管辖范围外；又
14
如行为标准在各判例中被细分为了“广义”、
“狭义”和“折衷”三种模式 。
1995 年的案件（Itobav.Lep）还确立了“效果-行为标准”，打破截然两分的界线，将
两项标准勾连起来综合判断域外管辖权，放大了司法自由裁量空间，进一步延展了域外管辖
15
手臂。
（三）流变：国会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
主要表现为 Morrison 案“交易标准”与《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Dodd-Frank
Act）的较量。2010 年 Morrison 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史上首次介入的证券涉外侵权诉讼案
件。虽然手段的适当性必须依赖于它的合目的性，但目的的可欲不能倒推出实现目的所采用
16
的手段是合法的。 最高法院认为之前的判例为了实现对本国证券市场和投资者利益保护目
的，有意或无意忽视了美国法中“反域外适用推定”这一由来已久的原则，且证券交易法没
有明示或暗示第 10（b）条可以域外适用，故不能推导出含有域外管辖权的立法意图。最高
法院认为传统以确定事项管辖权的方式来促使证券法域外适用的思维方式，混淆了程序问题
和实体问题，是一种前置性错误，而通过揣测重构国会意图形成的形形色色标准带来了适用
17
结果的不可预测性。 具体来说，“效果标准”和“行为标准”是对证券交易法的误读，因
为该法所关注的不是欺诈行为的来源地或损害结果地，而是在美国境内所为的证券购买行为
和销售行为是否合法（即“交易标准”），但本案中原告是澳大利亚的证券购买者、被告是
澳大利亚的证券发行人、股票是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交易的，仅凭被告发行的美国存托凭

See Leasco Data Processing Equipment Corp. v. Maxwell，468 F.2d 1326，
（2d Cir. 1972）
；Bresch v．D
rexel Firestone, Inc. F.2d 974（2d Cir. 1975）；IIT v．Vencap，519 F.2d 1001（2d Cir. 1975）
；Alfadda
v．Fenn，935 F.2d 475（2d Cir. 1991）。1972 年 Leasco 案中，原告美国 Leasco 公司和被告英国公民 Max
well 在纽约和伦敦两地，就购买 Maxwell 控制的一家在英国的交易所登记的英国 Pergamon 公司的股票进
行了多轮接洽。原告指控被告控通过虚假陈述，促使自己以超过股票真实价值的价格购买了 Pergamon 公司
的股票。美国法院依据 10b-5 规则，认为即使股票未在美国交易，但证券欺诈行为部分发生在美国，为保
护本国投资者，具有管辖权。
13
See Alan R.Palmiter，Securities Regulations：Examp les &Explanations，Aspen Law & Business & Chi
na Fangzheng Press，2003，p.495。转引自前引 7，杨峰文。
14
“广义的行为标准”认为证券欺诈行为只要有一部分发生在美国境内，美国法院就有管辖权；
“狭义的行
为标准”认为证券欺诈行为发生在美国境内且实质性违反了美国证券法，美国法院才有管辖权；
“折衷的行
为标准”则对国会立法意图、判例法和域外管辖必要性等要素综合考量，经过综合权衡后再确定管辖权。
参见前引 7，杨峰文。
15
杜涛：
《美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权: 终结还是复活？——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Morrison 案及<多德—弗兰克
法>第 929P(b)条》
，《国际经济法学刊》2012 年第 4 期。
16
[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第 14 页；[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
理》
，邓正来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246 页。
17
事项管辖权解决的是法院对争议事项的管辖权问题，制定法适用问题解决的是联邦制定法对争议事项是
否适用的问题。按照国际私法理论通说，一国法院对某事项拥有司法管辖权，在诉讼中既可能会适用该国
法律，也可能会适用他国法律，影响因素包括当事人意思、主要行为发生地等。所以，事项管辖权不能推
导出立法管辖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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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这一个关联点，不足以主张域外管辖权。

18

2010 年 7 月 21 日国会出台《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对美国金融监管法律做系
统性检修，其第 929P（b）条“联邦证券法反欺诈条款的域外管辖权”的第 1 款规定，在
1933 年证券法第 22 条、1934 年证券交易法第 27 条和 1940 年投资顾问法第 214 条各增加关
19
于域外管辖的新条款 ，明确赋予证券法域外效力。学界对 Morrison 案“交易标准”与《华
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的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1）该法案重新确立了判例法创建
的“效果”、“行为”标准体系，否定了“交易标准”；（2）该法案并未推翻“交易标准”，
而仅是进一步确认了事项管辖权；（3）该法案对“交易标准”作了间接修正，同时在国会
20
立法上确立了“效果”、“行为”标准体系。 关于国内学界现有的争论，需要澄清两个对
我国有启示意义的关键点。第一，国内学界现有争论遮蔽了两者的适用范围互补性，即
Morrison 案是在私人争讼案件中确立了“交易标准”，而法案的着眼点是国家有责任保护本
国投资者和证券市场秩序，其仅对由美国政府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起的诉讼确立了“效果标
准”和“行为标准”，未对私人争讼的原告诉权要件作出规定。申言之，对于证券法的域外
管辖问题，两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国会立法的扩张和司法的限缩，但由于国会立法
与司法的视域存在错位与叠合，不能将两者的性质混同，故它们之间的张力关系并非是根本
性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也不存在何者推翻何者的问题。
21

第二，有观点将两者关系争论不清的根源归因为立法管辖权与司法管辖权的混淆 ，这
种表述有失偏颇，存在透过大陆法系棱镜观察英美法系的惯性思维问题。在三权分立的宪制
格局下，判例是美国正式法律渊源，在裁判中确立规则既行使了司法管辖权也行使了立法管
22
辖权。 因此，不能笼统地定性为立法管辖权与司法管辖权混淆，而应结合美国最高法院
Morrison 案判决书行文口径，将问题进一步界定为事项管辖权与制定法适用问题的混淆。
（四）美国的实践经验与教训
其一，效果标准、行为标准具有良好的模糊性、灵活性，便于证券法域外适用范围的弹
性伸缩，但过宽的效果标准和广义的行为标准，完全撇开了国际义务和便利，容易导致域外
管辖权的滥用，有单边强权主义之嫌。其二，交易标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单边强权主义的
无限延伸，但就像最高法院 Morrison 案判决书中异议法官所指出的，交易标准存在适用范
围狭隘化、规则僵化的风险，不利于保护本国投资者利益和证券市场公共利益。有学者批评
这是“一个立场保守而又过分积极的最高法院”针对“前互联网时代”所作出的过时判决，
因为在资本全球化、技术智能化的时代，跨国证券交易的地点难以精准确定，将导致某些对
23
美国具有实质性利益的案件因交易地点判定标准而逃脱美国司法管辖。 其三，《华尔街改
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的出台强化了国家公权力对证券市场秩序维护和投资者利益保护的责
任，与判例法形成错位配合，进一步织密证券法域外管辖之网。其四，虽然中美政治法律体
Morrison v.National Australia Bank LTD.，130 S.Ct. 516（U.S.2010）
。参见前引 16，杜涛文，彭岳:《美
国证券法域外管辖的最新发展及其启示》
，《现代法学》2011 年第 6 期。
19
所增加的新款规定为：
“（C）域外管辖权。对于证券交易委员会或美国政府以违反第 17（a）条为理由提
出或发起的任何诉讼或程序，如果涉及以下事项，则美国的任何地方法院以及任何属地的美国法院都拥有
管辖权：（1）构成该违法活动的关键步骤的行为发生在美国境内，即使证券交易发生在美国以外并且只牵
涉到外国投资者；或（2）发生在美国境外的行为在美国境内造成了可预见的实质性影响。
”参见张路：
《从
金融危机审视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
，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27—628 页。
20
参见前引 7，杨峰文。
21
参见前引 16，杜涛文；前引 19，彭岳文。
22
参见廖诗评：《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现状、问题与完善》，载《中国法学》2019 年第 6 期。
23
Roberta S. Karmel. Should‘Morrison’be overturned？ New York Law Journal，2012-06-21．转引自前引 7，
石佳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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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迥异，但美国证券法域外适用中事项管辖权与制定法适用问题纠缠不清的教训，仍对我国
以立法的方式直接明确《证券法》域外适用效力有启发意义，避免因立法意图晦暗不明而束
缚实施机关的手脚。

二、我国《证券法》域外适用规则：从付之阙如到范式突破
（一）域外适用规则处于长期缺位状态
我国首部《证券法》于 1998 年 12 月 29 日发布，历经 2004 年第一次修正、2005 年修
订、2013 年第二次修正和 2014 年第三次修正，其第 2 条均规定该法的效力范围为我国境内，
对境外的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不具有规制力。在证券活动涉外性和资本跨国性不强的早期阶
段，《证券法》域外适用规则的缺位所带来的影响有限。但随着全球证券活动体系和秩序的
深刻变革，我国开放水平大幅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持续深化、证券市场国际化程度不断
加深，特别是“国际板”市场的筹备建设推进，《证券法》域外适用的机制性缺失问题日益
显现，面对证券侵权的主体和行为跨国化等新问题，跨境监管和司法长臂管辖难以推展，我
国证券市场秩序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将潜藏巨大风险和压力，延宕金融开放进程。
（二）立法演变与学界争议
立法机关对是否设立域外适用规则的态度反复。2015 年 4 月 20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的《证券法（修订草案）》第 2 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证券发行和交易行
为，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适用本法。”
但在 2019 年 4 月 20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的修订草案中，域外适用法律条文已
被删除，且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对草案审议情况的公开
说明中，未对该条文的删除予以解释。2019 年 12 月 23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再度审议的修订
草案，草案中再次规定了域外适用规则。《证券法》第二次修订历时近五年、历经四审，其
间立法者对域外效力法律条文的态度摇摆，与全球治理格局的动向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
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设的强调相映照。
在新《证券法》出台前，学界对证券法域外适用制度具体设计问题存在争议，主要有三
种观点：一是认为可以借鉴美国做法，通过对已有证券法律条文作扩张性解释确立域外管辖
24
权，而不在法律中直接明确规定 ；二是保留原《证券法》第 2 条关于仅适用于中国境内的
规定，增设例外条款作为域外管辖的依据，或适用《民事诉讼法》、《合同法》关于被告条
25
件的相关法律条文嫁接域外管辖权； 三是认为应在《证券法》中明确规定本法的域外适用
26
效力，为域外管辖提供准据法条款依据 ；四是认为可以借鉴日本模式，证券法不对适用范
围作规定，既不规定适用范围仅限于国内，也不规定具有域外效力，通过留白的方式为主张
27
域外管辖权提供法律空间 。
（三）立法确立效果原则，实现范式突破
现代性的后果带来社会系统脱域问题，域外法律的穿透力增强，一国在借鉴域外法律经
28
验建构本国法律时，应遵循本土制度体系的内在规定性。 新《证券法》采用明示法，明确
规定域外效力的制度安排方式，不在美国的框架内因循和微调，具有较强的妥适性。首先，
24
25
26
27
28

参见前引 19，彭岳文。
参见前引 7，石佳友文；前引 16，杜涛文。
参见前引 2，邱永红文；前引 7，杨峰文；前引 11，张忠军文。
孙申南：《跨国证券投资法律适用规则与发展》
，《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2 期。
[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
，田禾译，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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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律体系与美国等普通法系国家存在根本性差异，没有采用判例法方式确立证券法域外
管辖权的规范基础，不具备将“事项管辖权和制定法适用问题”混淆的先天性格。其次，日
本的证券法效力范围留白方式，与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如《反垄断法》、《海洋环境保护法》、
《网络安全法》等）的做法相悖，缺乏规则体系融贯性的基础。再次，在原《证券法》基础
上增设例外条款，通过或现有《民事诉讼法》、《合同法》关于被告条件的相关法律条文嫁
接域外管辖权，缺乏明确性和彻底性，立法意图模糊，且仍有自缚手脚之弊，不利于证券法
域外适用的全面展开。
关于域外适用条款的具体措辞问题，《证券法（修订草案）》（2015 年版）公布后，
有学者认为该条文草案确立了“效果标准”，但关于“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利益、社会
公共利益”的标准范围难以精准界定且境外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直接损害我国“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较少见，建议参考美国证券法域外制度的“效果标准”，即采用对
29
境内投资者的权益和证券市场秩序造成实质性影响的效果原则，不需上升到国家利益。 新
修订的《证券法》的域外适用法律条文的行文与该建议一致，促使效果标准实质化和适用范
围窄化，以防扰乱我国证券市场秩序和损害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境外违法行为因效果标准
笼统而滑入逃遁通道，避免法律规定与实践情景脱节而成文具文，有利于执法和司法适用。

三、新《证券法》域外适用的理念、原则、制度、工具四维
体系建构
新《证券法》规定域外适用规则，结束规范失语状态，既有理论正当性，又有现实必要
性，还有丰富的域外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在接下来的高位起步阶段，应采取总体性进路图
式，全面建构理念体系、原则体系、制度体系、行政规制工具体系，打出一套具有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的“组合拳”，构筑起既有灵活弹性又能防范滥用的治理架构，塑造我国《证
券法》域外适用的后发优势。
（一）更新理念体系
我国《证券法》域外法律规制效力的原则性、基础性规范已经生成，法律体系与经验世
界的相互投射，将从根本上重塑着国内国际两个范畴、公私两域主体对《证券法》效力投射
范围的历史想象。制度的革新与落地，需要实践主体理念、方式的更新和相应能力的提升。
“一国人民做新事情和适应新情况的能力大小本身是这个问题的重要因素。这种特质使不同
30
31
的民族在不同的文明阶段彼此有很大的差异。” 法律生长和实现需要心理力量支持 ，新《证
券法》域外适用制度的具体化建构过程具有平地起高楼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国家和市场两个
领域的主体要更新理念体系，积极促使抽象化的法律条文操作化、实效化，回落到生动具体
的实践中，进而通过“抽象规范-具象实践”的循环往复，促进制度的生长、普及、活化，
实现“抽象规范-具象实践”的彼此证成。
国家层面，法院要积极司法，依法合理管辖符合法律规定的证券领域涉外诉讼案件，证
券监管机构要依法治理涉外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依法合理主张域外管辖权。市场层面，震
29

参见前引 7，杨峰文。笔者并非否定证券领域跨境监管的深层逻辑涉及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
是主张利用立法技术提升立法质量，增强法律条款适用的有效性。关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两个术语的笼统性和宽泛性，参见前引 17，哈耶克书，第 246 页；[美]戴维斯:《裁量正义》，毕洪海译，
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52 页。
30
参见前引 17，密尔书，第 9 页。
31
参见[美]博登海波：《法理学》
，潘汉典译，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75 页。

36

慑企图在境外实施扰乱我国证券市场秩序和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教育
和引导投资者敢于、善于运用新款法律规定保护涉外证券活动中的合法权益，扩大依法主张
损害赔偿的地理半径。
认识新事物的价值，是转变人们理念的关键动因。其一，部门经济法是经济宪法的具体
化，新《证券法》具有经济私法和公法（经济行政法）属性，其域外管辖条款勾画了对外经
32
济行政法属性。 新《证券法》关于域外效力的法律规定，统合于《宪法》的价值和内容总
框架内，为落实《宪法》中关于保护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规定架设了新
管道，创新和强化了证券市场秩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进一步推动根本法和证券
33
领域单行法之间的动线流畅。 其二，该准据法条款是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
的重要进展，构造了证券领域跨境监管的联结机制和结构性框架，有助于提升我国证券市场
国际化水平和竞争力、吸引力，为证券市场治理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其三，有助于接轨国
际规则体系，提升我国在经济监管立法领域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增强我国参与全球治
34
理的经济实力、法律实力。
（二）建立原则体系
基于单边逻辑，确立效果原则。借鉴美国的经验和中外各国在反垄断法域外适用规则设
计的经验，新《证券法》明确规定了主张域外管辖权的效果原则，其虽然比 2015 年的修订
草案版更加实质化和窄化，即用“扰乱证券市场秩序和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代替了“损害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但效果口径仍较宽，具有一定模糊性，从而为司法机关和行政
监管执法提供了灵活度和开放度。效果原则可从行为的属性、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结果
的性质三个维度展开：一是行为具有违法性，不违法的行为不可罚，且改行为需符合国际法
中的“双重违法性”准则，即违反了我国和行为地国的法律规定；二是行为与损害结果具有
因果性，这是法律归责的内在逻辑要求；三是损害结果具有实质性，即被侵犯的法益受到了
实质性的损害，有学者指出，实质性涵括损害结果是具体的、直接的、合理可预见的以及严
重的四层意思。
基于区域双边逻辑，确立利益平衡原则。利益法学家赫克指出，法的最高任务是平衡利
益；作为调整跨境经济关系的法，其重要任务也是利益平衡。只有在利益平衡原则的统摄之
下，才能在利益博弈和双向交融中驾驭国内证券法域外适用的复杂性，实现有效管辖。利益
平衡原则应从三个层面延展：其一，密切联系性，即境外违法行为所侵犯的法益是否与我国
证券市场的公共利益、个人利益联系足够密切；其二，利益重要性，即对所关涉的利益进行
综合权衡，我国的利益是否重大到足以启动域外管辖权；其三，管辖公正性，即考虑所关涉
的利益是否为外国的重要利益，以及与外国法律的冲突程度，考量两国的相互利益比重，若
利益天秤明显地偏向他国，应进行礼让，若强行主张管辖权则将造成结果不公正；其四，管
辖便宜性和可欲性，如受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阻碍，管辖不可欲或实施成本过高，盲目主张管
辖只会浪费公共资源、自挫锐气。利益平衡原则有助于避免域外管辖权的滥用，美国 Morrison
案中，鉴于证券购买者（原告）、证券发行人（被告）、证券交易行为均在境外，最高法院
拒绝仅凭被告发行的存托凭证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主张管辖权，其中亦暗含了利益平衡的
考量。

32

经济宪法是指宪法中关于经济制度、原则和基本权利的条款。关于经济法、经济行政法和经济宪法的关
系，参见[德]施托贝尔：
《经济宪法与经济行政法》
，谢立斌译，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3、32、407 页。
33
《宪法》第 13 条规定：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 15 条规定：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第 33 条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34
参见前引 23，廖诗评文。

37

基于全球治理多边逻辑，确立尊重国际法原则。一国法律域外适用问题中有不少国际准
则，比如属人主义原则、属地主义原则、保护原则等，我国要实现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应遵
35
循和借力国际准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美国法院祭出的“广义行为标准”认为证券欺诈行
为只要有一部分发生在美国境内，美国法院就有管辖权，其理念与利益平衡原则、尊重国际
法原则相悖。适度的国内法域外适用是主权国家在全球化浪潮航行中保护本国公共利益和个
体利益的一支“桨”，也是国内法影响和参与国际法创设、变迁的工具性触角，但全然不顾
国际法传统和规则体系滥用域外管辖权，将浮现出强权单边主义的“恶法”面目，侵损国际
36
法治，破坏全球多边体制的平衡。 践行尊重国际法原则，首先要遵守良好的国际法规范体
系，维护国际法规范在国际秩序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其次，将适宜的国际法规范吸纳进国
内法体系，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对待国际法规范要在坚持国家主权
37
的基础上尊重国际法规范,履行国际义务,做好国际法规范的国内转换适用。” 再次，面对
国际经济的联系紧密化，经济活动基本权利的保护不再限于一国宪法和法律框架内，不断增
38
长的国际保护需求将通过双边条约或多边协定得到保障。 “各种跨国规制体系或规制合作
通过国际条约和较为非正式的政府间合作网络建立起来,使得许多规制决策从国内层面转移
39
到全球层面” ，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法规则建构，因势利导地提出中国方案、中国主张，
彰显中国担当。
（三）建立制度体系
国际法并不绝对禁止国内立法的域外效力，国家可在允许的限度内采取各种形式主张域
40
外立法管辖权。 一国的立法机构针对本国证券领域行为规制的法律法规，可主张立法管辖
41
权，而不必考虑发行人的国别因素。 但司法管辖权就像实定法体系这个“主干”上生发出
来的枝叶，不能自行主张管辖权，如美国联邦法院的管辖权行使也受限于宪法和国会授权的
42
案件类型。 新《证券法》明确规定域外管辖权，为主张司法管辖权和执法管辖权提供了立
法依归，奠定了证券法域外适用制度体系的基石。
针对新《证券法》规定的域外管辖效果原则模糊性问题，按照惯常思维，一般会建议通
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立法的方式予以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以期提升法的安定性和可
预见性。但模糊性是法律的自带属性，只是有低阶、高阶或是否可容许之分，主张纯粹法学
理论的凯尔森亦认为法庭的自由裁量权必然会带来法律的不确定性，主张每一个法律争端都
有唯一正确解的沃德金认为规则的模糊性和解释规则的模糊性之下也可追求正确的解答，法
43
律模糊性也不必然带来法治缺陷，在放弃法律理性的时候才是一种法治欠缺。 法律条款的
44
解释，表面上是对文本内容解释尺度的差异，实质上关涉规制功能的弹性伸缩。 执行层面
的僵硬化、局限化的弊病风险也可能因为过细的制度化而被预设和锁定下来。应保持新《证
35

参见前引 11，张忠军文。
有学者指出，经济行政法域外效力具有内在限定性，不得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不得有违条约义务、不
得违反习惯国际法。参见张利民：
《经济行政法的域外效力》，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46-351 页。
37
朱淑娣、孙秀丽：
《论金融领域行政执法的国际合规性》，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
38
参见[德]斯特博：《德国经济行政法》
，苏颖霞、陈少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5 页。
39
[美]金斯伯里：《全球行政法的产生(上)》
，范云鹏译，《环球法律评论》2008 年第 5 期。
40
[英]詹宁斯、瓦茨：
《奥本海国际法》
（第一卷第一分册）
，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年
版，第 327 页。
41
[西]阿尔弗雷泽：《跨境上市国际资本市场的法律问题》
，刘轶等译，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8 页。
42
See Clinton ， Rn ： A mandatory view of Federal-Court Jurisdiction – A Guided quest for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of Article-III，Journa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984（132）。
43
[英]恩迪科特：《法律中的模糊性》
，程朝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5-82 页，第 256 页。
44
See Sunstein：Interpreting Statutes in the Regulatory State，Harvard Law Revew，1989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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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券法》域外管辖效果原则的一定模糊性，不必通过法律解释和立法进一步精细化。立法将繁
复驳杂的法律问题抽象化、简单化，在原则性中蓄含灵活性，给法律实施部门提供一套以复
杂性、开放性为轮廓的制度框架，最大限度拉伸监管治理的维度。
在上述制度建构的基调下，建构新《新证券法》域外适用的制度体系。“日益全球化的
45
趋势多少迫使国家间在那些以前它们可能更愿意单独处理的问题上持合作态度。” 国际协
调层面，通过缔结条约、签订双边或多边协定，打通国际合作路径，舒缓证券法域外管辖法
律冲突的张力。双边、多边合作是国际上解决各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权扩张的普遍做法和有效
46
路径，也是国际商会国内法域外适用委员会推荐的方式。 该模式可以明晰合作各方的证券
法管辖权的域外边界，提高彼此认可度，强化域外管辖效力，避免主权之间激烈碰撞，丰富
国际规制体系的中国要素。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协调中，各方对全部目标、措施、步骤全面
达成一致是难以实现的，借助未完全具体化（理论化）的协议，可以抛弃分歧求同存异，制
47
定具有共识基础的架构性、开放性合作协议。 国内层面，完善相关取证、送达、执行等配
48
套制度，搭建新《证券法》域外适用规则施行的触地性的支架。 我国法院虽不能像美国法
院那样以判例法确立域外管辖权，但也可以发挥指导性案例、参考性案例的带动力，以不断
49
丰富的案例形塑新《证券法》域外管辖权，为制度建设和行政规制提供活力养料。
（四）建立行政规制工具体系
50

“对外经济行政法具有超国家、国际的一面。” “国内规制者在条约、网络和其他合
作机制下实施的分散行政”属于全球行政规制的形态之一，“此类规制要受到许多实体限制
51
甚至要满足国际性的程序要求”。 国内规制机构在全球行政空间行动，行使域外规制管辖
权，面临着合法性弱化和规制碎片化、间接化、非正式化的景象，需要一套规制工具应对，
兼顾“公法路径”和“私法路径”，以弥补跨境规制领域的先天不足。
其一，软法工具。“运用软硬兼施的混合法模式实行公域之治”，推动软法与硬法相辅
52
相成、优势互补，有利于防范机械法治主义。 可由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场所、证券公
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投资者保护机构等主体制定和发布各种行为准则，旨在提示各类证
券交易行为的潜在法律风险和损害风险，引导市场参与者自我规制，预防和纠正的不规范行
为。全球软法实践中，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系列行为准则，影响了跨境电子商务、跨
国公司行为等。软法工具具有公开辐射属性和较好的柔性、灵活性，影响面广，带有一定权
威性，但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也不涉及监督执行，有利于克服域外规制的合法性欠缺和规制
53
碎片化问题。
其二，执行金字塔工具箱。金字塔的最底层是教育和建议，中间层可为警告、通报批评
54
等更有威慑力的措施，塔尖是行政处罚。 结合行政规制的一般性规律和域外规制的特殊性，
大多数规制活动金字塔的底部，当力度不够时，升级措施，实行制裁性措施的数量在整个塔
45

参见前引 29，吉登斯书，第 147 页。
参见前引 2，邱永红文。
47
[英]孙斯坦:《法律推理与政治冲突》，金朝武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9—40 页；前引 40，朱
淑娣、孙秀丽文。
48
参见前引 7，杨峰文。
49
美国最高法院在 Morrison 案中指出，证券交易委员会在监管中依赖联邦法院的判例。
50
参见前引 33，施托贝尔，第 407 页。
51
参见前引 42，金斯伯里文。
52
罗豪才、宋功德：
《认真对待软法——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中国实践》，
《中国法学》2006 年 2 期；
姜明安：
《软法的兴起与软法之治》，
《中国法学》2006 年第 2 期。
53
姜明安：《法治思维与新行政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25 页、183 页。
54
[英]斯科特：《规制、治理与法律》
，安永康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69 页。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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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占比应最少。依法行政并合理行政是我国行政法的基石，涉外行政执法是国内行政法的延
伸和发展，应遵循是依法合理管辖的基本逻辑，但金字塔中制裁性措施占比相对较少并不意
55
味着对涉外行政违法行为持放纵态度，或视为“敏感问题”，畏手畏脚不敢管。 在规制执
行中，依据新《证券法》关于投资者保护机构的设立、职能和职责的规定，应发挥该机构依
法在证券发行和交易纠纷中先行赔付、调解、作为股东提起诉讼、作为投资者代表人参加诉
讼的机制作用，创新证券涉外活动中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在跨境规制协作方面，我
国证券监管机构应与国际证监会组织、各国证监会组织形成协同机制，借助其国际协调、监
管执法的机制资源和人力资源，突破单边调节的冲突性和局限性，共同推进域外规制管辖问
56
题和国际、各国国内证券市场治理问题的融合性解决。 此外，我国涉外行政执法虽不直接
适用外国法律规范，但应适当考虑外国有关的法律规范和行政机关决定或裁定，如我国证券
监管机构运用效果原则判断境外证券交易活动是否具有“双重违法性”时，应考虑行为地国
57
的法律规定。
其三，反身治理工具。规制情景变动不居，当代规制治理具有双向性、动态性特点，规
制者也是一个学习者，在执行的过程中受到规制对象的影响，对规制本身产生影响和改变。
58
反身治理和规制学习是“回应性法”的经典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证券监管机构对外
国政府证券监管机构域外规制行为的适当回应，也是促进规制学习、开展对话互动的良好路
径，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曾就 Morrison 案向与本案不存在直接利益关系的外国政府机构、
团体机构和个人征求意见，其中英国、德国、瑞士、澳大利亚政府相关机构提交了意见书。
59
我国证券监管机构可以设计参与式、互动式的程序，与境外合作主体和规制对象协商沟通、
相互学习，了解和回应不同主体的利益、观点和偏好，平衡好规制执行层面的原则性与灵活
60
性，促进规制制度、方式方法的良性调适与重塑，不断生长出“活的法” ，拉伸协商对话
的时空维度，实现新《证券法》域外行政规制范式创新与善治的双重现代性目标，回应国家
治理体系现代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提出的“传统行政管理向公共治理转化”新时代命题。

55

应松年：《涉外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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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l route of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the new securities law
YiYuan Tan

Abstract: Historically, the United States took the lead in exploring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securities law, with first mover experience, and formed a ternary standard system of "effect",
"behavior" and "transaction". There was a change from judicial dominance to legislative
expansion and Judicial Restriction of Congress, and there was a problem that the jurisdiction of
matters was confus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statute law. China's new securities law breaks
through the American paradigm, explicitly stipulates the extraterritorialeffect provisions,
establishes the effect principle, and expands the legal pedigree of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China's law. Logically speaking,China should shape the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 promote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the new securities law by adopting the overall approach scheme, and
promote the systematic spiral rise. It is necessary to update the concept system of public and
private subjects, and promote them to be good at claiming jurisdiction or protecting their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according to law. We should establish a flexible system againsts the
abuse of principles of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including the principle of effect, of balance of
interests and of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law. We should improve the supporting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ross-border legal governance, but we should maintain the fuzziness
of the effect principle, and do not need to further refine the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on to avoid the formation of institutional shackles. We should establish a tool system
including soft law tools, implementation pyramid toolbox and reflexive governance tools to
overcome the inherent shortcomings of fragmentation and conflict of cross-border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nd achieve the dual modernity goals of regulatory Paradigm Innovation and good
governance.
Key words:Securities Law;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investor protection;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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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国两制”下香港双边投资条约实践的适用问题
曾华群

中国实行“一国两制”基本国策所衍生的香港涉外经济法律实践问题，是国际经济法领
域的中国特色实践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
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简称《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第 11 条第 1 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简称《基本法》）第 151 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简称“香港
特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和体育
等有关领域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并签订和履行有关
协议。截至 2020 年 9 月 28 日，香港特区以其名义对外签署并生效的双边投资条约（bilateral
1
investment treaties, BITs）达 21 项。 香港 BIT 实践是香港特区在对外事务领域的重要条约
2
实践， 也反映了国际法、特别是国际投资法发展的重要突破和创新。本文在简析香港 BIT
实践有关适用范围的特殊规定的基础上，对其衍生的“特殊条约适用”问题及其适用原则作
初步探讨。

一、香港 BITs 有关适用范围的特殊规定
广义上，BITs 的适用范围主要指适用的地域、期限和对象，一般由协定的定义、期限
3
等条款确定，对协定的效力具有重要意义。 BITs 定义条款的目的是确定协定的适用对象及
其范围。典型的 BITs 保护缔约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投资。因此，BITs 的适用范
4
围取决于某些关键术语、特别是“投资”和“投资者”的定义。 定义条款通常还对缔约双
方的“领土”（territory）概念作出定义，使缔约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之
5
内的“投资”得以保护。
（一）典型条文
香港遵循 BITs 有关适用范围的普遍实践，同时，由于其非主权实体地位等因素，也有
一些特殊的规定，尤其在“自然人投资者”和“地域范围”等方面。
1 .自然人投资者
关于“投资者”的定义，BITs 通常规定，“投资者”指缔约双方的具有国民身份的自



曾华群：法学博士，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教授。
包括中国香港与澳大利亚之间、中国香港与智利之间自由贸易协定项下的投资协定。https://www.doj.gov.
hk/sc/laws/table2ti.html; 2020 年 10 月 5 日最后访问。
2
关于香港对外事务实践的概况，参见 Zeng Huaqun, Unprecedented International Status: Theoretic and Pr
actical Aspects of HKSAR’s External Autonomy, Th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Vol.9, No.
3,2008,pp.275–297.
3
Michael R. Reading, The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in ASEA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Duke Law J
ournal, Vol.42, 1992, p.695.
4
UNCTAD,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1995-2006: Trends in Investment Rulemaking, United Nations, 2
007, p.7.
5
Andrew Newcombe, Lluis Paradell, Law and Practice of Investment Treaties, Standards of Treatment,
Wolters Kluwer, 2009, 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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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 和依据缔约双方法律设立的公司。香港 BITs 有关“公司”作为“投资者”的定义遵循
7
BIT 的普遍实践， 而由于香港的非主权实体地位及其保护特定人群的需要，有关自然人作
为“投资者”的定义则具有明显特征，即以永久居民标准取代国民标准。
6

传统上，对“自然人投资者”的定义一般采取两种方式：一是采取单一定义，适用于缔
8
约双方；二是采取两种定义，分别适用于缔约双方。 “香港政府与……政府关于促进和保
9
护投资的协定范本”（简称“香港BIT范本”
） 采取第三种方式。根据该范本的规定，“投资
者”指：“（i）对于缔约各方：在该缔约方领域具有居留权的自然人……；
（ii）对于【香港
10
的缔约对方】：具有国民身份的自然人”
。 可见，香港BIT范本采取永久居民和国民两种标
11
12
准 ，对香港仅适用永久居民标准，对香港的缔约对方则适用永久居民和国民两种标准。
1992年《香港政府与荷兰王国政府关于鼓励投资和保护投资协定》（简称“香港-荷兰
BIT”）规定，“投资者指：（i）对于香港：在该领域具有居留权的自然人……；
（ii）对于
13
14
荷兰王国：具有国民身份的自然人”。 如此规定已成为香港BITs的普遍实践。 此类规定与
香港BIT范本的区别在于，对香港的缔约对方仅适用国民标准。
显然，由于其非主权实体地位，香港不能采用国民标准定义作为“投资者”的自然人。
其原因在于，除了1997年6月30日之前香港居民复杂的国籍问题外，即使在1997年7月1日中
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后，香港BITs的保护范围也不能涵盖不具有香港永久居留权的中国
国民，包括中国内地、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的中国国民。而香港BITs的保护范围则可能涵盖
具有香港永久居留权的外国国民。
然而，对作为“投资者”的自然人适用不同的定义标准，可能产生“双重BIT保护”问
题。因为，作为适用永久居民标准的后果，寻求香港BITs保护的香港永久居民可能是具有香
港永久居留权的外国国民，甚至包括香港BITs缔约对方的国民。在此情况下，具有香港永久
居民和香港BITs缔约对方国民双重身份的自然人，可按其意愿寻求或挑选来自香港或缔约对
方的BIT保护。例如，根据1992年香港-荷兰BIT规定，具有香港永久居民和荷兰国民双重身
份的自然人，可按其意愿寻求或挑选来自香港或荷兰的保护。香港BITs缔约双方则不得不面
临此种棘手的“投资者认同”问题。

绝大多数 BITs 保护具有缔约一方国籍的自然人。因此，缔约一方国民的典型定义是，根据该缔约方国内
法承认为国民或公民的自然人。在一些情况下，“投资者”的定义更为宽泛，不仅包括公民，也包括根据内
国法作为永久居民的自然人。参见 UNCTAD,supra note 4,p.13.
7
BITs 通常依据三个基本标准决定“公司”的国籍：
（1）设立地标准；
（2）住所地标准；
（3）控制标准。参
见 Rudolf Dolzer,Margrete Stevens,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5,pp.35–3
6.
8
Rudolf Dolzer, Margrete Stevens, supra note 7, pp.31 – 32.
9
香港 BIT 范本发表于 Rudolf Dolzer,Margrete Stevens,supra note 7,pp.200–208.
10
香港 BIT 范本第 1（f）
（i）条。
11
在一些国家中，国民（national）和“公民”（citizen）在法律意义上存在重要区别。根据美国法，
“国民”的
用语比“公民”更为宽泛。例如，美国萨摩（American Samoa）土著是美国国民，但不是美国公民。参见
Kenneth J.Vandevelde,U.S.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p.144.
12
例如，香港-澳大利亚 BIT 第 1（f）条规定：“投资者”指“在澳大利亚方面：（A）根据澳大利亚法律具有
澳大利亚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于澳大利亚的自然人……”香港-新西兰 BIT 第 1（2）
（b）
（i）条和香港-加
拿大 BIT 第 1 条也有类似规定。
13
香港-荷兰 BIT 第 1（2）条。
14
香港-丹麦 BIT 第 1（2）条；香港-瑞典 BIT 第 1（2）条；香港-瑞士 BIT 第 1（2）条；香港-法国 BIT
第 1（3）条；香港-日本 BIT 第 1.4 条；香港-韩国 BIT 第 1（5）条；香港-奥地利 BIT 第 1（d）条；香
港-意大利 BIT 第 1（6）条；香港-德国 BIT 第 1（4）条；香港-英国 BIT 第 1（f）条；香港-比利时与卢
森堡 BIT 第 1（5）条；香港-泰国 BIT 第 1（4）条；香港-科威特 BIT 第 1（6）条；香港-芬兰 BIT 第 1
（4）条。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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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这一问题，1999 年香港-英国 BIT 第 1（f）
（i）条明确规定，“投资者”指：对
于香港：“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留权且非英国国民的自然人”；对于英国：“英国国
民且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留权的自然人”。该规定试图澄清和解决“投资者认同”
问题，却产生了“BIT 保护真空”的新问题。显然，“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留权的
英国国民”无法从香港-英国 BIT 的缔约任何一方寻求 BIT 保护。
2 .地域范围
在 BITs 实践中，有关地域范围的规定一般采用“领土”的概念。BITs 适用的地域范围
取决于“领土”的定义。定义该用语的目的并非划定缔约双方的领土范围。其重要意义在于，
为 BITs 保护投资的目的，将位于缔约方领海之外海域的投资，视为位于缔约方“领土”之
15
内。
值得注意的是，在香港 BITs 中，采用“地区”（area）而不是“领土”的概念。根据
香港 BIT 范本第 1（a）（i）条规定，所谓“地区”，在香港方面，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
16
17
界； 在香港的缔约对方方面，系指包括该主权国家的全部领土，包括特定海域。 以“地区”
概念取代“领土”，在 BIT 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由香港的非主权实体地位所决定的。“领
18
土”通常用于表述主权国家的地域范围。 “地区”的涵义更广，可用于表述非主权实体和
主权国家的地域范围。鉴于香港的非主权实体地位，“地区”的概念比之“领土”，更能准
确表述香港的地域范围。同时应当指出，根据香港 BITs 有关“地域范围”的规定，对缔约
一方（香港）而言，香港 BITs 的适用范围是非主权实体香港地区。这是 BITs 有关适用范围
实践的又一重要创新。
（二）重要启示
在香港 BITs 适用范围的规定中，有关“自然人投资者”的定义最为特殊。其重要特征
是，以永久居民标准取代国民标准，即香港 BITs 的“自然人投资者”保护范围涵盖具有香
港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国民（未涵盖不具有香港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国民）和外国国民。此项规
定对于具有香港永久居留权的外国国民（简称“外国籍香港居民”）而言，尤具重要的现实
意义：（1）这是香港特区给予外国籍香港居民前所未有的基于香港居民身份的 BIT 保护。
因为，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之前，适用于香港的 BIT 保护来自英国与其他国家之间 BITs（简
称“英外 BITs”）的“延伸适用”，而英外 BITs 通常采用国民标准，非英国籍香港居民均
未能受到英外 BITs 的保护；（2）这也可能是外国籍香港居民可获得的惟一的 BIT 保护。
因为，在 1997 年 7 月 1 日之后，中外 BITs 即使经相关程序适用于香港，因其采用国民标准，
也不适用于外国籍香港居民。在特定外国籍香港居民的国籍国未与香港特定 BIT 缔约对方
（例如荷兰）签订 BIT 的情况下，该外国籍香港居民在该缔约对方（例如荷兰）的投资显
然无从得到其国籍国的 BIT 保护，而基于香港居民身份则可寻求香港的 BIT 保护。由此可
见，香港 BIT 实践涉及众多外国籍香港居民的实质权益，也自然成为众多外国籍香港居民
国籍国的重要关切。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由于香港 BIT 实践采用居民标准，相继产生了
“双重 BIT 保护”和“BIT 保护真空”两大难题，是 BIT 实践的新问题，对香港 BITs 的适
用实践提出了新挑战。
15
16
17

18

UNCTAD, supra note 4, p.17.
这是香港 BITs 的普遍实践。
例如，香港-荷兰 BIT 第 1.1 条规定：
“在荷兰王国方面，指荷兰王国的领土，包括与该领土海岸相邻的
海域，及荷兰王国根据国际法行使主权权利或管辖权的海域。
”
“领土”的一般定义是：
“属特定政府管辖权内的地域；该地球表面部分由一国专属占有和控制。” 引自
Bryan A.Garner,Black’s Law Dictionary,8th ed.,Thomson Press,2004,p.15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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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香港的非主权实体地位，香港 BITs 有关适用范围的“自然人投资者”和“地域范
围”等特殊规定，迥然有别于传统 BIT 实践（包括中国的 BIT 实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香港 BITs 本身的“内在特色”和“不可替代性”，客观上成就了香港 BIT 实践的“自成体
系”，也预示其衍生的条约适用问题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二、香港 BIT 实践衍生的“特殊条约适用”问题
香港 BIT 实践衍生了国际法实践史无前例的“特殊条约适用”问题，需要在理论和实
践层面予以探讨和解决。
（一）“特殊条约适用”问题的产生
根据《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第 11 条第 2 款和《基本法》第 153 条第 1 款的规定，中
国缔结的国际协定，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据香港特区的情况和需要，在征询香港特区政府的意
见后，决定是否适用于香港特区。上述规定显然排除了将中国缔结的所有国际协定不加分析
地适用于香港特区的可能，表明了中国采取的“有选择、有条件适用”的立场。这是因为考
虑到，由于香港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香港特区与中国内地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的重大差异，
中国缔结的国际协定不一定适合于香港特区的情况和需要。为了遵循和体现“一国两制”和
香港特区高度自治的原则，中央人民政府庄严承诺，在决定中国缔结的国际协定是否适用于
香港特区时，需要从实体内容上考察，以该协定符合香港的情况和需要为依据；在程序上，
需要正式征询香港特区政府的意见之后再作决定。另一方面，根据《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
第 11 条第 1 款和《基本法》）第 151 条规定，香港具有在经济等领域的单独缔约权。
如前所述，迄今，香港特区以其名义签订了 21 个 BITs，初步形成了“中国香港系列
BITs”。自 1982 年以来，中国的 BIT 实践迅速发展，迄今已签订 125 个 BITs，位居全球次
19
席， 形成了“中国系列 BITs”。两个系列 BITs 的缔约主体和主要条款存在差异。除中国20
俄罗斯 BIT 外，中国系列 BITs 本身未对“协定是否适用于香港特区”作出明确规定。
由于中国香港系列 BITs 与中国系列 BITs 的并存，就可能产生两个特殊的条约适用问题：
一是在中国香港和中国分别与同一外国签订 BIT（例如，中国香港-荷兰 BIT 和中国-荷兰
BIT）的情况下，何者“优先适用”的问题；二是在缺乏中国香港 BIT 的情况下，中国 BIT
是否“自动适用”于中国籍香港投资者和香港特区的问题。之所以称之为“特殊条约适用”
问题，其特殊性在于：
（1）在国际法实践中，与“条约适用”密切相关的“挑选条约”
（treaty
shopping）问题，通常指不同国家组合作为缔约双方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条约（例如，中国荷兰 BIT 和英国-荷兰 BIT）之间的选择适用问题，而香港 BIT 实践衍生的“挑选条约”问
题，则是国家主体（中国）和其区域性实体（中国香港）分别与同一外国签订的两个不同条
约（例如，中国-荷兰 BIT 和中国香港-荷兰 BIT）之间的选择适用问题；
（2）依《维也纳条
约法公约》确立的原则，如无明示或默示的相反意思，条约适用于缔约国的全部领土。尽管
《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第 11 条第 2 款和《基本法》第 153 条第 1 款有此“相反意思”的
一般规定，由于中国系列 BITs 本身（除中国-俄罗斯 BIT 外）无此具体明文规定，仍然引
发了中国系列 BITs 是否“自动适用”于中国籍香港投资者和香港特区的问题。
（二）中国香港系列 BITs 是否“优先适用”问题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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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迄今签署 129 个 BITs，居全球首位。参见 UNCTAD, http://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IIA，2020
年 10 月 4 日最后访问。
2006 年中国-俄罗斯 BIT 议定书规定，除非缔约双方另有约定，该协定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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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第 11 条第 2 款和《基本法》第 153 条第 1 款的规定，
仍然存在的问题是，在中国香港和中国分别与同一外国签订 BIT 的情况下，中国香港 BIT
和中国 BIT 如何适用？对香港投资者和香港特区而言，中国香港 BIT 是否当然优先？依据
何在？
首先需要明确，在中国香港和中国分别与同一外国签订 BIT 的情况下，并不必然意味
着由于两个条约的分立，产生了何者优先的问题。严格意义上，在两个条约有关适用范围（包
括投资、投资者、地域范围和适用期限）的规定相同或重合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条约的“优
先适用”问题。如规定不一，则另当别论。以“自然人投资者”为例，中国香港系列 BITs
对“自然人投资者”的保护采取永久居民标准，即不包括不具有香港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国民，
而包括具有香港永久居留权的外国国民；而中国系列 BITs 对“自然人投资者”的保护采取
国民标准，即“对于中国，指中国国民”。显然，即使主张中国系列 BITs 适用于香港投资者
和香港特区，“自然人投资者”也只能包括具有中国国籍的香港永久居民，不能包括具有香
港永久居留权的外国国民。换言之，对具有香港永久居留权的外国国民而言，只能适用中国
香港系列 BITs，不能适用中国系列 BITs，因而不存在中国香港系列 BITs 与中国系列 BITs
何者优先的问题。
鉴于中国香港签订 BITs 是经中央人民政府授权的，可以认为，中央人民政府授权中国
香港缔约和中国香港单独缔约的事实本身，清楚表明了中国和中国香港“分别适用”两个系
列 BITs 的意愿和立场，即对香港投资者和香港特区适用中国香港系列 BITs，对中国投资者
（不包括香港投资者）和中国领土（不包括香港特区）则适用中国系列 BITs。对同一缔约
对方（例如，荷兰）而言，由于同中国香港和中国分别签订中国香港系列 BIT（例如，中国
香港-荷兰 BIT）和中国系列 BIT（例如，中国-荷兰 BIT），也清楚表明了其“分别适用”
两个系列 BITs 的意愿和立场。
由于中国香港、中国及其缔约对方表明了“分别适用”中国香港系列 BITs 与中国系列
BITs 的意愿和立场，对缔约各方而言，本无何者“优先适用”的问题。然而，缔约各方“分
别适用”的意愿和立场并不当然具有“排除对中国籍香港投资者和香港特区适用中国系列
BITs”的法律后果。《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9 条规定：“除该条约显示或另经确定有不同
21
意思外，条约对每一当事国的拘束力及于其全部领土。” 由于中国系列 BITs（除中国-俄罗
斯 BIT 外）本身未规定中国“排除对中国籍香港投资者和香港特区适用中国系列 BITs”的
意思，对缔约双方的投资者、国际仲裁机构或司法机构等第三方而言，出于特定因素考虑，
仍有可能依《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9 条确立的规则，主张或判断中国系列 BITs 适用于中
国籍香港投资者和香港特区，因而无视或忽略中国香港系列 BITs 的适用或优先适用。
笔者以为，在中国香港和中国分别与同一外国签订 BIT 的情况下，第三方理应基于该
客观事实，理解或依据《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第 11 条第 2 款和《基本法》第 153 条第 1
款的规定，尊重中国香港系列 BITs 与中国系列 BITs 缔约各方“分别适用”的意愿和立场，
对香港投资者和香港特区适用中国香港系列 BITs。即使主张中国系列 BITs 适用于中国籍香
港投资者和香港特区，参照“特别法优先”的一般法律原则，也应对香港投资者（包括中国
籍香港投资者）和香港特区优先适用中国香港系列 BITs。
（三）中国系列 BITs 是否“自动适用”问题
在中国与特定外国签订 BIT，而中国香港与该国尚未签订 BIT 的情况下，需要明确的问
题是，中国 BIT 是否自动适用于中国籍香港投资者和香港特区？依据何在？
21

中国于 1997 年 5 月 9 日加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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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业深诉秘鲁共和国案”
（Mr. Tza Yap Shum v. The Republic of Peru，简称“谢业深案”
）
引发了中国系列 BITs 是否自动适用于中国籍香港投资者和香港特区的现实问题。笔者以为，
在该案中，“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仲裁庭有关中国-秘鲁 BIT 适用于该案的管
辖权裁决的明显缺失是，片面采取和强调了上述《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9 条规定中“条
约显示有不同意思”的单一标准，完全忽略或无视“另经确定有不同意思”的规定。《中英
联合声明》附件一第 11 条第 2 款和《基本法》第 153 条第 1 款当可作为中国系列 BITs 不自
动适用于中国籍香港投资者和香港特区的法律依据，而仲裁庭却视而不见。特别是，在秘鲁
共和国政府提供了专家意见，明确指明相关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仲裁庭仍置若罔闻，固执己
见。由此可见，在国际仲裁实践中，在中国系列 BITs 不符合“条约显示有不同意思”标准
的情况下，“另经确定有不同意思”的条约解释权属于国际仲裁庭等第三方，而不属于缔约
23
方。 由于当前国际仲裁实践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矫正机制，缔约方如不主动采取相应措施，
发生类似的“条约解释失控”局面在所难免。为防范于未然，建议在新签或修订中国系列
BITs 中作明文规定，清晰表明“协定不自动适用于中国籍香港投资者和香港特区”和“经
适当程序后协定适用于中国籍香港投资者和香港特区”两层含义，以利明确符合《维也纳条
约法公约》第 29 条确立的“条约显示有不同意思”的标准。应当进一步指出，
“协定不自动
适用于中国籍香港投资者和香港特区”并不等于“协定不能适用于中国籍香港投资者和香港
特区”。一般而言，主张“协定自动适用于中国籍香港投资者和香港特区”是依国际法明确
或扩大中国系列 BITs 的适用范围，有利于保护中国投资者（包括中国籍香港投资者）的海
外投资权益和中国（包括香港特区）的国家利益。之所以“自我设限”，主张“协定不自动
适用于中国籍香港投资者和香港特区”，是中国恪守《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第 11 条第 2
款和《基本法》第 153 条第 1 款的庄严法律承诺，即中国缔结的国际协定只有在中央人民政
府征询香港特区政府意见并作出正式决定后方可适用。在履行上述程序后，中国系列 BITs
当然可以适用于中国籍香港投资者和香港特区。
22

三、中国系列 BITs 与中国香港系列 BITs 的关系及其适用原
则
实践表明，为妥善解决香港 BIT 实践衍生的“特殊条约适用”问题，需要在分析和明
确中国系列 BITs 与中国香港系列 BITs 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在缔约实践和条约规范本身确立
两者的适用原则。
（一）中国系列 BITs 与中国香港系列 BITs 的关系
如所周知，中国系列 BITs 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标志性成果。中国内地经历 40 多年来
的改革开放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
目。在国际投资领域，中国现已兼具重要资本输入国与资本输出国双重身份，BIT 实践后来
居上，迅速形成规模高达 125 个的中国系列 BITs。
而中国香港系列 BITs 则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回望历史，香港回归前的涉外投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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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Tza Yap Shum v. The Republic of Peru, ICSID Case No. ARB/07/6,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nd
Competence, dated June 19, 2009.
在 2012 年“澳门世能投资公司诉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案”再次引发由国际仲裁庭和法院等第三方解
释和裁决此类条约适用问题。参见何志鹏、刘力瑜：
《中外 BITs 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适用问题研究
—从“谢业深案”
“世能案”引起的国际法思考》
，载《国际经济法学刊》2015 年第 22 卷第 2 期，第 113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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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关系是由英外 BITs 调整的。 英国通过“领土延伸”的换文将一些英外 BITs 延伸适用于
香港。此类协定在香港的法律效力仅延续至 1997 年 6 月 30 日。在过渡期，为了保持和发展
香港的涉外投资关系，香港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香港以其名义单独同外国签订 BITs，二是
中国签订的 BITs 的适用范围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后扩及香港。香港选择前者。鉴于当时香港
与中国内地之间经济和法律制度的重大差异以及在国际投资活动中的不同地位和角色，这一
选择显然更能适应香港的实际需要，并且更能有效地服务于促进和保护香港与外国相互投资
的目标。1992 年 11 月 19 日，香港-荷兰 BIT 在香港签署，1993 年 9 月 1 日生效，首开由
25
非主权实体参与签订 BITs 的先河。 之后历经 20 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规模达 21 个的中国
香港系列 BITs。
24

国际实践表明，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来，多数 BITs 都模仿或至少广泛地照搬 1959
年《海外投资国际公约草案》（Draft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Investments Abroad）和经济
合作开发组织（OECD）1967 年颁布的《保护外国财产的公约草案》
（Draft Convention on the
26
Protection of Foreign Property）。 由于来源相同，不同 BITs 的主题、结构和用语，在不同的
27
时期、不同的国家实践仍显得非常相似。 中国和中国香港的 BIT 实践也不例外。由于中国
28
系列 BITs 与中国香港系列 BITs 均遵循德国 BIT 模式， 两者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基本相同，
就一般目标和功能而言，存在前者相当程度上替代后者的可能性。特别是，中国近年已发展
为具有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双重身份，中国系列 BITs 与中国香港系列 BITs 的目标和功
能更为趋同。客观上，对中国籍香港投资者和香港特区而言，中国系列 BITs 可能为其提供
与中国香港系列 BITs 同等或类似的国际法保护。
另一方面，中国系列 BITs 与中国香港系列 BITs 也存在重要区别。主要表现在，中国香
港系列 BITs 可根据香港特区的具体情况和需要，作出符合非主权实体地位、维护本地区权
益或迎合缔约对方“重要关切”的特别规定。例如，其保护范围可涵盖具有香港永久居留权
的外国国民。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香港系列 BITs 有其超越传统 BIT 实践的“锦上添花”的
特殊目标和功能，是中国系列 BITs 所无法替代的。因此，中国香港系列 BITs 有其长期存在
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似可主张，中国系列 BITs（现有 125 个）是调整中国（可包括香港特区）与外国之间
投资关系的主要国际法规范，而中国香港系列 BITs（现有 21 个）是调整香港特区与外国之
间投资关系的主要国际法规范。就法律形式而言，中国系列 BITs 与中国香港系列 BITs 各有
其特定的缔约主体组合和调整对象，是分立的，互不交集的；而就实质内容而言，两者同是
以促进和保护国际投资为目标，经适当的法律安排，是可相互衔接的，可望相辅相成的。
（二）确立中国系列 BITs 与中国香港系列 BITs 的适用原则
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亟需适时确立中国系列 BITs 与中国香港系列 BITs 的适用原则。
从行政资源配置和条约效益等实务角度，长远看来，值得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是，香港特区
是否需要与中国“并驾齐驱”
，以其名义分别再同 100 多个国家逐一签订 BITs，以形成更具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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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国 BIT 实践概况，参见 Eileen Denza, Shelagh Brooks, Investment Protection Treaties: United Kingdom
Experience, Int’l & Com. L. Q., Vol.36, 1987, pp.908–923.
该文本发表于 Special Supplement No.5 to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E27-53 (1992).
关于 BITs 的历史，参见 Jeswald W. Salacuse, BIT by BIT: The Growth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Their Impact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 Vol.24, 1990, pp.656
–661.
Jason Webb Yackee, Conceptual Difficulties i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rooklyn
J. Int’l L. Vol.33, 2008, pp.415 – 416.
关于 BITs 的模式及其新发展，参见曾华群：
《论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的演进与中国的对策》
，
《国际法研究》
2016 年第 4 期，第 65-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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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中国香港系列 BITs？中国香港系列 BITs 的“优先适用”问题是否仍然保持“语焉不
详”的现状？中央人民政府是否继续主张中国系列 BITs“不自动适用于中国籍香港投资者
和香港特区”，且在实践中也不履行促成中国系列 BITs“可适用”的必要程序？
笔者以为，中国系列 BITs 与中国香港系列 BITs 的适用原则需要由缔约实践和条约规范
本身来确立。回应上述重要问题，遵循“一国两制”基本国策，如下三项原则或可参考。
一是香港 BIT 实践重点发展原则。香港特区宜根据《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第 11 条第
1 款和《基本法》第 151 条规定，从实际需要出发，继续重点发展中国香港系列 BITs。所谓
“重点发展”，意为谨慎选择重要的潜在缔约方开展缔约实践，而不是“全线出击”。事实上，
现有中国香港系列 BITs 本身已体现了重点发展原则，其缔约对方多为发达国家，均为香港
特区的重要投资目的国和/或重要投资来源国。建议香港特区适时客观评估中国香港系列
BITs 扩展的潜在缔约方，制订“香港特区双边投资条约规划”。从务实的角度，中国香港系
列 BITs 扩展的潜在缔约方当限于同香港相互投资关系尤为密切的国家或地区（例如，香港
特区的前 30 位投资目的国/地和前 30 位投资来源国/地，简称“重点国家”）
，且相互有缔约
意愿者。实行香港 BIT 实践重点发展原则，对香港特区而言，显然有利于其提高行政效率，
节省行政成本。对外国籍香港居民和中国籍香港居民而言，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可作进一
步评估分析。如前所述，香港 BITs 为外国籍香港居民提供了独特的国际法保护，在重点发
展原则指导下，由于香港注重同“重点国家”签订 BITs，外国籍香港居民在“重点国家”
的投资活动仍可保留甚至加强此种独特权益。可能受影响的情况是，由于选择“重点发展”
，
而不是“无远弗届”，外国籍香港居民在“非重点国家”的投资活动可能无从寻求此种独特
权益。对中国籍香港居民而言，香港特区在实行重点发展原则的同时，如能积极考虑和明确
中国系列 BITs 对中国籍香港投资者和香港特区的可适用性，则可在“重点国家”和“非重
点国家”分别适用中国香港系列 BITs 和中国系列 BITs，为中国籍香港居民的海外投资提供
全覆盖的国际法保护。
二是中国香港系列 BITs 优先适用原则。对香港特区和香港投资者、特定缔约对方或相
关第三方而言，在中国系列 BITs 与中国香港系列 BITs 并存（就个案而言，例如，中国-荷
兰 BIT 与中国香港-荷兰 BIT 并存）的情况下，中国香港系列 BITs（例如，中国香港-荷兰
BIT）优先适用。遵循“一国两制”基本国策，在中国系列 BITs 和/或中国香港系列 BITs
中，可考虑作此明文规定。中国系列 BITs 中的特定 BIT 即使经《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第
11 条第 2 款和《基本法》第 153 条第 1 款规定的程序而适用于中国籍香港投资者和香港特
区，一旦香港特区与该特定 BIT 缔约对方另行签订 BIT，后者仍然优先适用。
三是中国系列 BITs 明确适用安排原则。对香港特区和中国籍香港投资者、特定缔约对
方或相关第三方而言，在有中国系列 BITs、无中国香港系列 BITs 的情况下，中国系列 BITs
“不自动适用于中国籍香港投资者和香港特区”。在履行《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第 11 条第
2 款和《基本法》第 153 条第 1 款规定的程序之后，中国系列 BITs 可适用于中国籍香港投
资者和香港特区。遵循“一国两制”基本国策，在中国与特定国家已签有 BIT，而香港特区
无意或尚未与该国另行签约的情况下，鉴于中国系列 BITs 的适用显然有利于维护国家、香
港特区及中国籍香港投资者的权益，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区当可未雨绸缪，主动联络协作，
适时履行上述《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规定的程序，在相关 BIT 或其他国际法律文
件作出明文规定，以明确中国系列 BITs 对中国籍香港投资者和香港特区的适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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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本文从三个层面初步探讨香港 BIT
实践的适用问题：一是香港 BITs 有关适用范围的特殊规定。由于香港的非主权实体地位，
香港 BITs 缔约双方创设了不同于传统 BIT 实践的有关“自然人投资者”和“地域范围”等
特殊规定。这是香港 BITs 适用实践的“内在特色”，客观上决定了香港 BIT 实践的“自成
体系”；二是香港 BIT 实践衍生的“特殊条约适用”问题。由于两个系列 BITs 的并存，产
生了中国香港系列 BITs 是否“优先适用”和中国系列 BITs 是否“自动适用”的问题。这是
香港 BITs 适用实践特有的“条约解释”问题，涉及相关条约的选择适用和履行。典型案例
表明，由于国际仲裁机构或司法机构在审案中拥有最终解释权，相关条约本身的明文规定尤
为重要；三是中国系列 BITs 与中国香港系列 BITs 之间的关系及其适用原则。这是香港 BITs
适用实践的“机制建构”问题，涉及两个系列 BITs 的相互衔接和机制化。笔者主张，在两
个系列 BITs 长期并存的情况下，基于上述“内在特色”和“条约解释”的认知和关切，亟
需确立和遵循香港 BIT 实践重点发展、中国香港系列 BITs 优先适用及中国系列 BITs 明确
适用安排等三项原则，以利建构中国系列 BITs 与中国香港系列 BITs 密切衔接、相辅相成的
适用机制，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创新法制优势，为中国籍香港投资者和香港特区提供可
预期的、更为务实有效的国际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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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构建中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治基础*
熊殷泉

摘 要：中缅建交 70 年来，从“胞波关系”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到现今的“中
缅命运共同体”，中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深厚的历史背景与扎实的现实基础。伴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中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障碍。
中缅之间的合作频繁但缺乏国际、国内法上的文本依据，合作深受缅甸民族和平问题的影响，
缅甸民众在中缅合作中获得感不强的问题，本文就如何构建中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治基础
展开论述，以法律文本为合作标注，以城市外交的方式创造性的参与民族和平问题，提升合
作透明度、提升对中国法治的认同使缅甸民众的获得感提升，重视对中国投资者在缅利益的
保护五个个对策建议。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法律依据;缅甸民族和平;透明度;法治认同

引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从大写意的布局时代进入工笔画的具体
实践阶段。法治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国家或私人之间的关系都需要法律来调解。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法律的保驾护航，法治也可以巩固中缅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于缅甸法律
制度的研究从国家、智库到法律专业人士都已累积多年，但中缅两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法治
基础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一、构建中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
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周边国家的依托，缅甸是中国周边的重要国家和睦邻友好合作的典
范。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使得本就复杂的全球的政治经济形势加速发生变革，今年以来，
东盟超越了欧盟成为了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1，缅甸是东盟成员。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缅甸
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缅甸是继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后第四个宣布与中国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中缅两国山水相连有着独特的地缘、缅甸的多个民族是从中国的西
南迁入缅甸的，缅甸与中国有着天然的特殊的亲近关系。公元前 4 世纪中缅之间就通过路上
丝走过甸开国之父昂山将军也到访过中国，我国老一辈领导人周恩来夫妇多次到访缅甸，身
着缅甸传统服饰与民同乐。在反求全化浪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中缅两国在彼此核
心和重大问题上互相信任支持在国际局势日趋复杂紧张的当下，两国长期的政治互信十分可
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15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8AFX025）.
1
姚瑶：东盟“逆袭”成中国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东盟策略大有可为[N].21 世纪经济报，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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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缅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状
在 2020 年 1 月中缅两国宣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前，缅甸就积极响应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甚至专门成立了“一带一路”实施委员会由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担任主席。早在
2017 年中国就提出了建设中缅经济走廊，可以把皎漂这个缅甸最不发达的城市与曼德勒、
仰光等缅甸最发达的城市链接起来，并将中缅经济走廊设定为“一带一路”倡议在缅甸的重
要一环。
（一）政治领域
中缅联合申明指出在国际上双方将继续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引导新型国际关系
的建立，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缅甸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
中国在台湾、新疆、西藏、香港问题上的立场。中国在国际场合继续为缅甸主持公道，鼎力
支持缅甸政府解决若开邦问题，同时为缅甸的国内民主和平进程提供建设性作用。
双方还将继续推进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深度交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经验》等书籍的缅
文版在缅甸出版发行，双方的立法、政党、地方及智库间将展开更深层次的交流。
（二）经济领域
“一带一路”中缅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已经从构想阶段迈向实践阶段，缅甸同中国一
样也开始开展经济五年规划并与本国战略保持一致。2020 年 1 月中缅经济走廊有 27 个项目
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签署。缅甸是最大的农业国家，中国援助缅甸设立杂交水稻中心，签署
了向中国出口大米无虫害协议，向中国出口屠宰牛检疫卫生证明协议2，中缅边境的海鲜也
主要来自缅甸。中国每年举办的各种博览会，如在上海举办的中国进口国际博览会和在昆明
举办的中国——南亚博览会，缅甸都积极参加。上述博览会也为缅甸产品打入中国市场创造
便利条件。中国已经成为缅甸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2019 年 1-9 月中国对缅甸的出口为 88.7
亿元美元同比增长 13.1%，自缅甸进口 46.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缅甸的基础基础设施薄弱
严重的制约了缅甸的经济发展，道路交通方面中缅铁路中国境内于 2020 年竣工，缅甸木姐
到曼德勒段已经向缅方提交了可行性报告，中方还向缅甸提供了无息贷款购买火车车厢。中
方援建缅甸皎漂到曼德勒的高速公路，援建曼德勒到木姐的高速公路，提交了曼德勒——蒲
甘铁路项目可行研究的备忘录。中缅双方合作建设皎漂深水港。能源方面加快梅林江天然气
发电项目，签署了中缅电力互联互通可行性研究谅解备忘录。在边境推进皎漂经济特区的建
设，推进中缅瑞丽——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云南保山市——缅甸曼德勒缪达经济贸
易合作区的建设。中国与缅甸在经济领域所展开的合作都是满足中缅两国实际发展需要的项
目。中缅双方共同签署了《中缅经济走廊合作计划（2019-2030）谅解备忘录》《关于制定
3

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计划》、《缅甸与中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
（三）社会文化领域
国之相通在于民心相通。从一带一路倡议开始，我国就很重视与他国的民意基础。中缅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功民意基础是十分重要的。中缅两国欲在 2020 年展开多项文化交流
活动以庆祝中缅建交 70 周年，2020 年被确定为中缅文化旅游年。中缅两国的官方、大学智
库、民间团队分别在教育、旅游、文化、旅游、宗教、媒体等社会人文领域展开深度交流合
作。早在 2017 年中华慈善总会就在缅甸启动“一带一路·胞波情”先心病儿童救助行动，
2
3

李晨阳：从千年胞波情谊到命运共同体[J].《世界知识》2020 第 4 期，第 23-25 页.
中缅经济走廊开启实质规划建设[N].光明日报,2020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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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仰光省南部达拉镇区等地区的 12 名患儿分别到北京安贞医院和云南省阜外心血管医院
完成治疗4。接受治疗的缅甸小朋友及其家人对中国充满了感情之情。与此同时中缅边境的
勐马镇中心卫生医院通过针灸、艾灸和西医协同治疗为缅甸佤邦的多名患者治好了他们的疾
病。在佤邦跨境到云南去看中医已经成为大家向往的事了，佤邦的这一现象也带动着缅甸更
远地方的人慕名而来。治好的患者回到缅甸使更多缅甸民众对中医药产生兴趣。在临沧县政
府的支持下该卫生院还在佤邦开展了中医适宜技术培训加强与缅甸之间卫生事业的交流5。
很多中国的经典电视连续剧如红楼梦、西游记配上缅语配音后在缅甸也大受欢迎6。

三、构建中缅人类命运共同体法律基础存在的问题
（一）合作缺乏法律文本依据
从前文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缅之间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民间的交流合作都十分频
繁，合作的项目和领域也十分丰富，中国为缅甸国家和人民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但这些合作交流中达成的共识很少用条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法律文件固定下来。中缅两国
之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联合声明的形式对外公布，而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双方签署的是
谅解备忘录。联合声明是否具有国际法上的效力目前存在争议，而谅解备忘录一般认为不具
有国际或国内法上的效力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文件。中缅经贸合作的具体内容签署《关于制定
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计划》明确。五年计划是我国宏观调控的的方式，已被宪法和法律确认，
而对于缅甸而言这是一个尚在学习中的治国理政新方式，五年计划在缅甸国内的效力不明。
缅甸政局不稳定导致政策不连续连贯，现任执政者需要中国智慧帮助其治理国家，但不能保
证下一任执政者有同样的诉求，如果下一任执政者态度发生改变，国内反对派和其他别有用
心的势力挑拨，可能会让中国目前的行为面临干涉他国内政的指责，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
不干涉他国内政是中国在国际交往中一贯奉行的原则。另一方面缅甸领导人的态度容易反
复，曾发生中国企业投资项目按缅方要求已办理全部合法手续却被叫停的事件，这导致各国
投资者对缅甸的投资信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部分中国投资者对与缅甸之间的合作存在很
大的顾虑。目前中国企业在缅投资缺乏国内法和国际法上的保护，中国投资者响应“一带一
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热情与其迫切需要海外利益的有力保护形成矛盾。国务院
2015 年《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营造基础设施相对完
善、法律政策配套的具有集聚和辐射效应的良好区域投资环境，引导国内企业抱团出海、集
群式“走出去”。这种集群往往由大型国有企业牵头联合中小企业民间投资者组成，集群内
部国有企业是领头羊，中小企业跟随国有企业的步伐。政府、大型国有企业与缅甸的合作方
式对中小企业民间投资者在缅投资有很大的导向作用，若政府、国有企业不重视合作中的
法律文本，那中小企业民间投资者就更不关心法律文本。而中小企业与民间投资者抵抗风险
的能力弱，是最需要完备的法律手续以保护自身利益的群体。
（二）缅甸民族和平问题的影响
缅甸当局并没有实现对缅甸的全部控制，民族地方武装形成了事实上割据的局面。民族
地方武装对缅甸联邦所做出的一切决定都是不认可的。民族地方武装希望通过独立的方式争
取其在缅甸国内的民族自治，中国支持缅甸民族和解进程但从不粗暴干涉缅甸的内政。民族
地方武装大部分聚集在与中国接壤的缅甸北部高原，中方与缅甸的大部分合作项目都要经过
这些民族地方武装地区。中缅合作项目无法回避地要面对缅甸民族和平问题。缅甸民族和平
缅甸小姑娘:我对中国充满感激[N].人民日报,2020 年 1 月 15 日.
缅甸患者跨国境去云南看中医[N].中国中医药报,2019 年 7 月 16 日.
6
缅语版中国影视作品助推中缅民心相同[N].光明日报,2019 年 10 月 14 日.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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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中方在缅甸的投资就可能成为民族地方武装与缅甸政府博弈的牺牲
品，中方在缅甸的投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民族地方武装与中国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同
宗同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古以来，缅人就习惯以大国称呼中国，将生活在中国云南的
族人亲切的称为胞波。今天胞波被用来称呼所有中国人，中国更是以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形
象出现在国际舞台。在中国云南进入迈向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缅甸民族地方武装辖区还在
为基本的生存与安全问题担心，该地区的民众迫切希望得到来自中国的支持与帮助，分享中
国发展的红利。贫困与和平安全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时代下中国的
外交政策已经从国家价值取向转变为全人类为关切核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我国外
交政策的新主张。缅北战乱常会发生炮弹落入中国境内或大量难民涌入中国境内的的情形，
对中方的安宁生活造成影响也给中缅边境的管理带来挑战。民族和平的问题敏感而复杂，但
需要中国的智慧和经验去帮助缅方创造性的解决。
（三）缅甸民众的获得感不强
缅甸的基础设施十分薄弱严重的制约了缅甸经济的发展。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一直是重中之重，帮助缅甸提升其国内基础设施是惠及缅甸民生的好事。中缅
两国很多合作项目都已经产生实际的效益。如中缅油气管道项目、莱比塘铜矿项目改善了当
地民众的生活水平和条件，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岗位。缅甸的电力供应能力较弱除了制约经济
也给缅甸人民的基本生活带来影响，缅甸还有大量人口没有电力供应。中国到缅甸修建水电
站可以满足缅甸工业和居民用电需求，将多余的电卖给中国还能为缅甸创收。遗憾的是项目
所在当地部分民众不能理解，以密松水库为例除了水力发电以外，该项目还修建了其他有利
于当地的基础设施如联通伊洛瓦底江两岸的大桥等。世代打渔狩猎的生活方式使得当地民众
更关注水流大小及鱼群数量等短期利益而非上述长远利益。当地克钦族本就渴望民族自治，
在外部势力的影响下诟病密松项目的中方投资者只与缅甸政府打交道，不关心本地克钦族。
虽然中方企业已经全数发放了安置款，但当地人并不买账。大部分克钦族人希望密松项目有
7

更多的透明度，向其及时公布环保问题的解决进程及科普有关水利知识 。此外，虚假信息
的误导本地克钦族认为水电站是为了给中国供电而修建，中国投资者到伊洛瓦底江是为了淘
走江水中的金子。同样的困境中方企业在缅甸投资的莱比锡铜矿项目也曾遇到。停摆的合作
项目大多数是因为当地民众没有获得感，而当地民众没有获得感是因为缺乏对中国的认同
感。综上所述，缅甸民众的获得感不强并非不能从中缅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获得实在的利益而
是因为缅甸自身的民族和平问题导致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紧张，当地民众渴望有针对性的透明
度，以及虚假的报道影响了缅甸民众对中国的好感与认同度。
（四）中国投资者在缅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中国在缅甸有非常多的援助项目，主要集中在大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伊洛瓦底江上的
多座水电站、缅甸国家大剧院、缅甸国际会议中心、中缅能源管道、皎漂深水港项目。大型
基础设施的建设有投入金额大、投资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加之缅甸政局动荡营商环境欠
佳，特别是缅甸的法治环境比较落后，中国在缅甸的利益急需得到强有力的保护。中国对缅
8

甸的对外援助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贴息人民币贷款、无偿援助、项目合资合作 。
这当中无偿援助的法律风险最大，因为中国对缅甸的援助集中在公共设施领域，援助完成后
就不能撤销或撤回，若缅甸政局变动继任者不承认中缅间的合作计划，中方将一无所获。以
项目合资合作的方式进行风险也不低，中国的投资者作为主要出资人，面对缅甸动荡的政局
哥吉哥吉,振春：密松问题成为阻碍缅甸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EB/OL].访问日期 2020 年 7 月 7 日.缅华网.
罗圣荣：1988 年以来中日官方对缅甸援助比较与启示[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第 1 期，
第 79-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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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激烈的中央与民族地方武装矛盾，难以保全自身利益。

四、构建中缅人类命运共同体法治基础奠定的对策
（一）以法律文本为合作标注
中国投资者的海外利益法律保护，离不开形式完备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律文件，有效的法
律文件能约束双方的权利义务，在对方违反约定时可以通过这些法律文件证明其义务，要求
对方承担责任。中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及在此共识基础上达成的各项具体的合作项
目，需要用国际法律文本的载体固定下来。载体应当尽量使用普遍认可的国际法形式例如条
约。根据劳派特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所作的权威解释，两国联合声明有强制约束
效力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签署；2 载有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3 定明
了确切的行为准则。中缅两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的声明应满足上述条件，对两国具有约束力。
中缅经济走廊作为双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中之重，更应当采用有正式法律效力的文本
将双方形成的共识和共同行为准则标识，并由两国元首签署，以确保形成国际法上的约束力。
两国之间法律文件中要清楚的载明，中缅两国构建人类命运共体是缅方合法的政府首脑在平
等自愿且合法基础上签署，援建项目也是应缅方邀请而进行，避免缅方更换领导人产生我国
干涉缅甸内政的错误认识，增加中缅合作的透明度以彰显中缅合作的平等互利基础。中缅经
济走廊的各具体项目，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应转化为具备法律约束力的正式法律文本。也有
观点认为谅解备忘录未经本国立法机关批准生效，但只要政府签署就能执行。而谅解备忘录
中的保密、终止、法律适用、费用分摊、排他性谈判、争议解决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两国之间签署的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要尽快完成国内法的转化。例如缅甸经贸五年计划
也要得到去国内的宪法、法律的确认，以合法性提高两国合作效率，以规范化提升缅甸宏观
调控能力。做好缅甸的五年计划与中缅五年经贸合作计划衔接，做好中国国内的五年计划衔
接，保证两国合作长效机制顺利运转。缅甸国内立法要完善对包含中国在内的其他外国投资
者的保护，出台具体可执行的纠纷解决措施，尤其重视对民族地方的工作开展。
中国国内也要尽快完成相关立法，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有效性。同时加快我国对
外援助的立法，在我国老一辈领导人周恩来确立的对外援助精神与习近平新时代对外援助工
作的理论的指导下提高我国对外援助的制度化水平。这也是中国建设法治社会对外延伸的需
要。国家层面对法律文件的重视也必然会向民间传导，有法可依也必将增强我国中小企业民
间投资者与国企一同抱团出海的勇气与决心，中小企业可发挥其自身优势，联通“一带一路”
的最后一公里，做好大型企业无法顾及的细节工作。
（二）创造性的参与解决民族和平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解决缅甸民族和平问题的指导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就将
人类文明多样性视为世界发展的基本特征和社会进步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提倡不同文明之间
9

包容互鉴、平等互信、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坚持平等对话和协商、和平处理矛盾和分歧 。
与缅甸接壤的中国云南也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云南运行地十分
顺利。云南的 26 个少数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文字信仰、生活习惯，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团结
一致、和谐生存在党中央的带领下一起奔赴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
说明“和”文化这种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可以让不同民族携手共同繁荣。在和文化基础上发

9

李猛：全球治理变革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渊源及其法治化路径研究[J]. «社会科学研究
»201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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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必然可以为解决缅甸的民族和平问题提供智力支持。贫困是
缅甸民族地方武装地区最大的问题，民族地方武装争取民族自治也是为了本地区本民族更好
地繁荣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和平、繁荣、清洁美丽的追求与缅甸民族地方武装追
求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应该坚定的在缅甸推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继续推行中缅经济
走廊建设，切实的让民族地方的人民感受到中国的治理方式为他们提供一个和平、安全的生
活环境，带给他们繁荣、清洁美丽的家园。当缅甸民族地方的人民和他在中国云南的胞波一
样有了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他们会自觉维护缅甸的国家和平统一，自觉维护中缅人类
命运共同体。
在与缅甸民族地方合作的过程中，应避免我国国家层面直接参与缅甸民族地方事务。可
以由与民族地方武装接壤的中国云南地方政府与其首领接洽，地方政府对该民族的事务比较
熟悉便于沟通交流。地方政府出面既可以表达我国缅甸民族地方的重视，又可以避免我国直
接参与缅甸内部事务的不便。中国云南的地方政府也可与缅甸民族地方首领分享本区域跨境
民族发展的经验。城市外交是我国外交的一个新亮点。在国际上如纽约、东京等大城市在促
进出口、吸引外资、促销旅游、贸易推广、文化交流、社会管理、环保政策等非主权领域事
项都积极开展城市外交。中国在民族地方武装地区主要也是投资贸易等领域的交流，适用采
用城市外交作为手段。在涉缅甸民族地方的事务中还应当积极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发
挥跨国公司作为私主体的便利和作用。跨国公司将其与缅甸地方合作中形成的经验制度化，
提交母国是其能够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
（三）提升合作中的透明度
WTO 规则强调透明度原则，该原则本是指与贸易有关的法令、法例、条例、司法判决、
行政决定都必须公布，以便贸易双方熟悉，目的是保证贸易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如今
透明度原则适用范围已经不仅限于贸易领域，成为了经贸、行政领域的通行原则。因为缅甸
政府对全国尚未实现全面有效的管辖，导致很多信息不能有效及时的传达，很多基层民众的
工作不能做到位，导致缅甸基层百姓特别是民族地区的百姓对中缅合作项目的透明度颇有微
词。中方在与缅甸合作时特别是涉及缅甸民族地区的事务时更要注意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并
关注其落实情况，落实不到位的中方应当负责完善。
此外在日常合作中应重视缅甸民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发表意见的权利，鉴于民族地方
对自治权的渴望，涉及缅甸民族地区百姓生存权等重大权益的合作项目，应当保证项目前期
磋商过程中邀请本民族代表加入。在涉及重大利益分配的时候，如拆迁安置款的发放应当由
本民族的代表监督执行。以保障其参与、知情、议论的权利提升民族地方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中方对透明度原则的良好执行，可为缅甸方面做出良好的榜样，也可提升缅甸营商
环境的稳定性，进而提升中国投资者在内的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因为民族地区教育文化水平
还处于极不发达的状态，为了使中方公开的信息便于民族地方获得与理解，中方应给予该地
方民众更高标准的受教育权，例如了解途径当地项目的一些相关基本知识，如水电站附近的
项目应给予地方民众必要的水利知识、环境保护的知识，资源型项目附近的民众还可以向他
们普及清洁能源的知识。因为缅甸民族地区本就呈现多元文化的局面，在处理该地区的社会
问题特别是纠纷时应当尽量多的采取非正式的替代性方案如调解，让该地方民众代表以适当
的身份如调解员参与其中，以减弱地方多种的秩序、价值、习俗对缅甸国家法的挑战与冲击。
（四）进一步提升缅甸部分地区民众对中国法治的认同
只有提高认同度，缅甸民众才能有获得感，提升缅甸本地居民对中国法治的认同可以从
提升中缅跨境民族对中国法治的认同度入手。云南是中国跨境民族最多的省份，中缅边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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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段长 1997 公里，境内为我国怒江、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 6 州市，境外为
缅甸克钦邦和掸邦。缅甸有 135 个民族。中缅两国边境上的民族在分布上呈现大聚居，小杂
居的局面。云南的少数民族中傣族、苗族、瑶族、哈尼族、景颇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
阿昌族、佤族、德昂族为中缅跨境民族。中缅边境民族跨境流动已成为中缅关系中具有相当
影响的社会经济现象10。近年大量缅甸居民涌入中国务工、求学、就医，有的甚至一家三代
长居中国。跨境民族作为政治学和人类学范畴上的共同体，对于本民族的认同感很强。中缅
跨境民族是构建中缅人类命运共同的纽带与桥梁。法治认同首先是一种文化认同，人们正是
以文化来界定群体。文化的共源性可以提升评判标准的价值观差异，提升凝聚力，没有文化
的认同就没有共同体。包括法治认同在内的文化认同能跨越社会制度的差异与国界的分割，
是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基础。而文化认同对政治认同的塑造有着重要作用。提升中国法治在中
缅跨境民族中的认同度，也有利于为中缅人类命运共同体获得更多中缅两国人士的支持，这
种支持为构建中缅人类命运共体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减少了构建中的障碍。一个社会如
果法治不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一定与各社会主体之间法治认同度不高有关。对于非专业的
普罗大众而言，判断一种法律制度、一种统治或社会治理的合法性，本质要件不是合乎法律
的规定性, 而是广大民众对这种法律制度和政治权力的认同或认可11。当下人类正面临着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正面临着深刻的变化，有很多突出的矛盾都需要通过法治的思维
和方法来解决，这就需要中缅两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法治的高度认同和积极践行。提升中缅
跨境民族对中国法治认同，也可为中国法域外适用创造条件12。中缅边境的跨境民族大部分
属于农耕文明，特别是缅甸一侧的族人有的至今还在过刀耕火种的生活。中国是传统农业大
国，中国传统文化以农耕文明为基础，文化上的差异没有成为我们建设法治的障碍，反而使
得我国的法治建设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即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培育法治
的路径对缅甸同样适用。若生活在缅甸的跨境民族对中国法治形成较高程度的认同，势必对
缅甸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法治的认同有极大的带动作用。提升中缅跨境民族对中国法治的认
同，可以先把缅甸北部、中缅边境地区、中缅经贸合作区作为示范区，特别是一村两国和跨
境经贸合作区这样中缅跨境民族已经形成共同体的地区，这些地区生活的跨境民族共同工
作、生活，熟悉中国的法治状况，这些地区的跨境民族对中国的法治有着天然的认同。法治
环境的成熟需要成熟的市场经济作为支撑，市场经济体系的成熟就越来越需要成熟的法治为
其保驾护航。随着中缅两国经济往来的不断加深，中缅两国的经贸往来必然离不开法治护航。
把中国的道路走好，才会有更多的同行者。只有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巩固好前期司法改革的优良传统，才能从根本上提升缅甸民众对中国法治的认同。中
国法治建设得好，营商环境优良，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获得感、幸福感，感受到
公平正义，那么跨境民族也必然愿意相信、认同中国的法治。让包括中缅跨境民族在内的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中缅边境地区的财产类案件在当事人双方约定
一致的情况下，可以适用中国法律由中国法院管辖，先让跨境民族有法可依，再让跨境民族
感受到依中国的法可获得公平正义，可有效维护自身利益，这是提升对中国法治认同的最佳
切入点。除了财产类案件，中缅边境的法院要以中缅双方具有共同价值趋向的案件作为抓手，
办好这类案件是对中国法治最好的证明。不管什么文明，家庭关系都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
不管来自什么文明背景的人都很重视家庭，所以中缅边境法院应当以审理好跨境民族家庭婚
姻继承类案件作为提升对中国法治认同的突破口。中缅跨境民族对中国法治认同度提高后，
10尤伟琼：中缅边境少数民族跨境流动的理性分析[J],
11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
龚廷泰：法治文化的认同:概念,意义,机理与路径[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4 年第 4 期，第 40-50 页.
12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要领域立法，
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以良法保障善治。我国应完善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在我国有
效控制范围内适度适用国内法加以处理。这是深化对外开放和国内法治改革的需要，也是履行大国责任和
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需要，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深度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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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为纽带将这种认同辐射缅甸全国。缅甸民众能自发认同中国法治，届时再由中缅两国修
订中缅双边协定，约定可适用中国法解决中资企业在缅甸的投资争端。最后，跨境民族地区
的法院要重视公共关系工作，做好法治外宣工作，让中缅跨境民族看到中国法治发展的成就。
（五）重视中国在缅投资者利益的保护
在与缅甸这样的最不发达国家合作时，我们国家多以提供对外援助作为与其合作的方
13

式。从援助的方式上来说我国应当将无息贷款、优惠贷款作为常用援助方式 ，减少直接提
供现汇。缅甸的政局不稳定，以贷款的形式提供援助可以避免政局更迭未来当局背信弃义，
给我国造成的损失。如果缅甸政局稳定，缅甸政府守信，中方可以免除缅甸的该项债务，若
缅方不能，则中方可依照贷款合同要求缅方履行返还本金和利息的义务。重视中资企业在缅
甸投资争端解决问题，多渠道保护中资企业在缅投资利益。中资企业在缅甸的投资金额大、
投资周期长、风险高，也曾出现过难以解决的纠纷。中国——东盟投资协定与中缅双边条约
及中国国内法应当将保护中国在缅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放在重要位置。

五、结论
重视形成中缅合作的有效法律文件，是中国法治发展的外延。因为缅甸政府尚未实现对
全国的有效管控是缅甸的特殊国情，所以对中缅人类命运共同体法治化问题的研究必然不能
回避该问题。文中仅是从解决现阶段遇到的问题入手，从维护我国与缅甸合作中的利益为出
发点提出了对策。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缅甸的民族问题，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与缅甸
接壤的中国云南省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可供缅甸中央政府参考。中国与缅甸的民族自治法律
制度值得进行比较研究，这是笔者未来研究的方向。

13

栗瑞雪，李燕： 习近平对外援助理论与中国对外援助实践[J].文化软实力，2019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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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数字贸易税收合作法律机制研究*
许俊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于 2013 年 7 月《美国与全球经济中的数字贸易 （第一次报告）》
中首次正式提出“数字贸易”（Digital Trade）概念1，“取代 1998 至 2012 年第一阶段‘电子商务’而进
入数字贸易新阶段”。美国、欧盟、日本分别颁布了《美国和全球经济中的数字贸易（第二次报告）》、
《数字单一市场》（Digital Signal Market）、《通商白皮书》等定义数字贸易2。晚近虽仍未形成世界
范围内统一定义，但统一步伐明显加快，并将数字贸易上升为全球贸易未有之变革。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在其 2017 年发布的《数字贸易》报告中将全球贸易划分为三个阶段：传统贸易、
全球价值链贸易（GVC Trade）、数字贸易。日本《通商白皮书（2018）》采用了相同的全球贸易划
分方式，将数字贸易阐述为“数字贸易不仅包括使用电子手段（如产品和服务）的跨境交易，还包括
以实现数字化社会的数字相关产品和服务的贸易，数字（化）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和电力、通信基础
设施投资和与企业国外投资、服务提供、产品出口有关的数据处理。”3以此为依托，数字贸易包括
了电子跨境交易、数字化有关贸易、数字化有关知识产权与基础设施、跨界数据处理四大领域。

一、中日数字贸易税收合作法律机制概述
数字（贸易）税收作为新兴事物，在晚近各国态度尚不明朗、国际规则尚未建立的国际税收格
局中，中日数字贸易税收合作法律制度需要依托数字（贸易）税收制度而发展完善，中日数字贸易
税收合作法律制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明确数字（贸易）税内涵、把握其现状、建立其理论。
与世界经济与贸易保护主义大肆其道相悖，以“GAFA”4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伴随数字贸易迅
猛发展而茁壮成长。数字税收宣告国际税法百年未有之变局同时，数字贸易业务迅猛发展的 GAFA
企业也受到“数字贸易税”5挑战、面临现实或潜在数字税收风险，而其受特定国家（地区）数字贸易
*

本文尚未公开发表，请勿转载或引用。

1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Digital Trade in the U.S. and Global Economies, Part 1, USITC Publication 4415,

July, 2013，para.1.
此外，自 2013 年开始的数字贸易又可以依据是否将实体商品纳入定义范围而被进一步区分为 2013 年的第一阶段与
2014 年开始的第二阶段。蓝庆新、窦凯：“美欧日数字贸易的内涵演变、发展趋势及中国策略”，
《国际贸易》，2019
年第 6 期，第 48-49 页。
3
経済産業省，
『平成 30 年版 通商白書』，平成 30 年 7 月，第１章 拡大するデジタル貿易，第 150-152 页。
4
“GAFA”：谷歌（Google）
、苹果（Apple）
、脸书（Facebook）
、亚马逊（Amazon）首字母简称。“GAFA”一方面用
于代指上述 4 家巨型跨国企业，另一方面泛指从事数字贸易的跨国企业。本文中若未做出特别说明，则指代后者语
义，不再予以赘述。
5
“数字贸易税”：从包括数据信息这一载体本质以及征税客体等诸多方面考察，其与“GAFA 税”“数字税”“数字服务
税”同出一源，具有相同内涵：即“（目前）以 GAFA 为代表的数字业务企业为纳税主体，应税数字行为为纳税客体
的新型税种。” 上述税种皆属于数字税收范畴，OECD\G20 框架也将国际统一数字税收规则构建纳入 BEPS 行动计划。
数字贸易税因具有国际因素而有别于国内数字税收并导致税种划分差异，而该差异在数字税收领域将逐渐消融，法
英表明 OECD 规则标准出台后将以该标准为准则对本国数字税法进行修订便是例证，下文也将就此进行具体论述。
此外，各国数字税相对“数字贸易税”也具有过渡性与适用范围差异，但由于上述税法要素同质性与国际实践统一化，
可预见今后区分不具有实际意义。故本文若无特殊说明，则“数字贸易税”与“GAFA 税”“数字税”“数字服务税”不予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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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立场影响6。美国、日本与欧盟提倡数字贸易并将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作为本方主要诉求，但
基于欧盟维护高标准隐私保护的传统规则内核，数字贸易“欧式模板”相较“美式模板”更趋保守，如
饱受争议的“数据本地化要求”。
图 1.有关美欧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监管程度差异
有关方名称

基本立场

主要理由

法律/文件依据来源

美国

完全自由，反对所有
限制

实 现 本 国 GAFA 等
数字贸易企业经济
利益最大化

USTR（美国贸易代
表办公室）:
2017 年《数字贸易的
主要障碍》
USITC:
2013 年《美国与全球
经济中的数字贸易
（第一次报告）
》、
2014 年《美国与全球
经济中的数字贸易
（第二次报告）
》

欧盟*

相对自由

高标准隐私保护固
有要求

1995 年《隐私指令》
2018 年《通用数据保
护条例》(GDPR)

*资料来源：周念利,陈寰琦：“数字贸易规则‘欧式模板’的典型特征及发展趋向”，《国际经贸探
索》，2018 年第 3 期，第 100-105 页；GDPR 出台日期、中文译法以中国商务部作准。GDPR 请参见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商 务 部 ：《 欧 盟 < 通 用 数 据 保 护 条 例 > 迎 来 周 年 纪 念 》， 访 问 网 址 ：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905/20190502868965.shtml，2019 年 9 月 15 日访问。
鉴于基本立场差异，数字贸易税征管是否采取、理由为何、何时采取、何种方式等也各不相同。
（一）数字贸易税现状

晚近主要有日本、法国、英国开展有关数字贸易税的立法（审议）工作，而日本与法国、英国
路径存在显著差异。
1.法英开征数字税
法国作为最早立法并针对 GAFA 企业开征数字税7的国家，规定：纳税主体为数字经济（含数
字贸易，下同）业务全球营业收入达到 7.5 亿欧元（约合 8.5 亿美元）且在法国境内营业收入达到
2500 万欧元的（IT）企业；征税客体为该类纳税主体在线广告等数字服务行为的（法国境内）营业

明确区分。而税种文字表述差异主要源自相应表述来源、时期不同，“GAFA 税”记载于早期或媒体报道，“数字（服
务）税”来自后期或各国政府公布文件。
6
各国对待数字贸易（乃至数字贸易税）的立场集中体现于对“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监管程度。如有学者提出“数字
贸易多构建在 ‘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基础之上，因此该议题是数字规则制定中的核心。”周念利、陈寰琦：“数字贸
易规则‘欧式模板’的典型特征及发展趋向”，
《国际经贸探索》，2018 年第 3 期，第 100-101 页。
7
虽然日本、法国、英国立法（或草案）中表述各不相同，但从征税客体、纳税主体等税法要素考察“殊途同归”；印
度虽然于 2017 年开始征收衡平税，但与法英存有些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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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税率为 3%。8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勒梅尔预计数字税不仅美国首当其冲，也涉及中国、德国、西班牙、英国
公司以及法国居民、非居民公司。9
英国紧随其后公布将自 2020 年 4 月起开征的数字服务税法案。规定：纳税主体至少应在一个纳
税年度内盈利并产生不低于 500 万英镑的全球应税收入；征税客体包括广告和流媒体娱乐(但不包括
在线销售)等数字服务行为的（英国境内）营业收入；税率为 2%。
2.日本“GAFA”全面规制
日本异于法英，不仅在有关 GAFA 税制领域存在路径依赖差异，而且也力图构建不局限于税收
领域法律制度的数字业务企业全面规制的国内法律体系。日本一方面在数字（GAFA）税制领域力
图倡议推动建构全球统一数字税制框架，不强调本国国内税制建设；另一方面注重经济法、行政法
的 GAFA 全面规制，针对 GAFA 企业特点创设特别法以规范市场竞争以及行政执法。
作为日本就全球统一数字贸易税制苦心经营的里程碑，2019 年福冈 G20 财政大臣（部长）与央
行行长会议就“建构国际统一数字税收规则”达成一致，并将“明确承认 OECD（该项）工作计划，并
进一步加强‘基于 OECD（该项）最终报告（各方）于 2020 年达成共识的解决方案’的努力”载入共同
声明。10
（二）数字贸易税基础税法要素与特征

目前国际社会以 G20\OECD 为核心围绕数字税收规则构建展开讨论商议并以 2020 年内达成最
终合意为目标。法国、英国国内数字税收制度虽已板上钉钉但仍存立法修改与废止风险，最终将让
位国际统一数字税收规则11。但毋庸置疑，国际数字贸易税收制度在基本理论方面将一脉相承既有
OECD、欧盟、日本制度与理论框架并将终结各国数字税制各自为政现象。其税法要素中征（纳）
税客体最基础，而“数字存在”是核心。
1.法理来源
数字贸易税象征企业就其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12传统方式的转变，是对税收公平原则
的重定义与解释。
首先，以美国谷歌、苹果、脸谱、亚马逊为代表的 GAFA 企业都是按照各国会计准则要求的会
计利润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据以纳税，但各公司财务报告规范不尽相同，会计政策、会计原则存在差

See BBC: France to introduce digital tax in new year，available online：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46591
576，visited on 2 September 2019.
9
参考消息网：
《外媒：英法无惧美压力强推数字税》，访问网址：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90713/23853
46_3.shtml，2019 年 9 月 3 日访问。
10
「ＧＡＦＡの税逃れ防止へ統一ルール取りまとめへーデジタル課税」を参照，
『Bloomberg』2019 年 6 月 9 日，
https://www.bloomberg.co.jp/news/articles/2019-06-09/PSTHW76S972801。
11
国内学者大都将此归类为“衡平税或数字劳务税”的“日落条款”，认为上述单方税收行动在维护市场国利益同时存
有贸易壁垒之嫌。法国针对美国“法开征数字税合法性”质疑表明若达成国际最终合意，将废止（修改）本国数字税收
制度的立场。英国也表明了类似立场并将在 2025 年以前“重新审视本国数字服务税”。
（「 米、デジタル課税調査開始
制裁視野、仏は猛反発」を参照，
『東京新聞』2019 年 7 月 12 日，https://www.tokyo-np.co.jp/article/economics/list/
201907/CK2019071202000145.html。）
12
各国针对企业、公司（法人）所得所征收的具有所得税性质的税种存在差异，如中国“企业所得税”
、日本“法人
税”
、英国“公司所得税（corporation tax）
”。为简化表述、考虑读者习惯，本文若未特别说明，则使用“企业所得税”
指代各国具有企业所得税性质的税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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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计税依据产生偏差。
其次，基于企业营业收入而非会计利润的所得征税符合客观现实。当前欧洲企业平均实际税率
为 23.2%，而 GAFA（数字）企业仅为 9.5%（低于正常水平 50%以上）。该事实被欧洲委员会视为
一大税收问题13，因此欧盟部分成员国（如法英）陆续推行本国数字税收制度与政策，但也存在过度
放大税收征管权的政治法律风险。
最后，税收公平原则在各国税法中作为税法基本原则得到确认，学理中作为税法公德性原则之
一，因反映各国税法共性,使其具有普遍性 14从而在各国得到普遍适用。根据受益说理论，税收公平
原则又包括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前者要求得利益相同者应承担相同税负，后者要求得利益不同者
应承担不同税负。由于税收不公平事实客观存在，日法英皆提出有违税收公平原则，需要通过新税
种（即，数字税）加以平衡，现任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指出“数字平台企
业在没有纳税的情况下可以在英国创造经济价值显然是不可持续或不公平的。”15 GAFA 企业通过层
出不穷手段进行避税有违税收公平原则，不仅表现于企业（纳税人）间税负差异，还进一步对“税收
道德”落实、全球经济条件下企业竞争条件公平性、国家财政与社会保障乃至人才培养产生不利影响。
16

2.征税客体

税法要素中由于征税客体（对象）体现征税基本界限，决定税种的基本征税范围并区别于其他
税种，故数字税制研究中需要首先将其予以明确。
欧盟 2018 年针对数字税推出两套方案建议：方案一为短期方案，作为过渡性措施将“来自用户
被视为在价值创造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活动所产生的收入总额（如，主营业务收入项目）”适用 3%税
率缴纳数字税。而方案二为长期方案，另辟蹊径地要求对常设机构标准（Permanent Establishment ，
即 PE）进行重定义以便架构适应数字经济的新的税收联结17。
英国则规定“就那些与英国用户的参与相关联的特定数字商业业务的营业收入”适用 2%的数字
服务税。18
无论欧盟还是英国、法国乃至日本都将“用户参与”与“价值创造”相联系以作为数字税征税客体
的关键税收联结。相较传统税种的行为、财产、所得等征税客体，数字税制凸显“数字（含贸易）活
动中用户参与企业数字业务带来价值创造”的“用户视角”理念而非单纯着重企业经营活动创造价值
的“企业视角”，导致今后以跨国企业形式活跃于世界舞台的数字业务企业将不可避免的暴露在数字
贸易税收风险敞口中；对征税主体（主权国家）而言，由于：只要本国用户参与应税数字行为就拥
有税收征管权，“权力创设障碍低”；纳税主体通常是本国税收管辖权难以行之有效的非本国居民纳
Bloomberg，前注[10]，第 3 页。
徐孟洲：
“论税法原则及其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0 年第 5 期，第 89-90 页。
15
See BBC: Budget 2018: Tech giants face digital services tax，available online：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
s-46023450，visited on 2 September 2019.
16
税收道德与税收遵从紧密相关、表里一体。税收遵从不仅需要外部强制、更需要内部自省，内部自省取决于纳税
人的税收道德，而税收道德确立有赖于税收公平原则的有效落实，GAFA 企业有违税收公平原则将后续导致同行业
企业产业性竞争转向税负性竞争并诱导非同行业企业通过税务筹划乃至业务（企业）重组谋求不当税收利益。谷成：
“基于税收遵从的道德思考”，《税务研究》
，2012 年第 9 期，第 67-70 页。
17
See EY: New digital tax policies: What, when, where, how and by whom?，available online：https://www.ey.com
/Publication/vwLUAssets/EY-new-digital-tax-policies-what-when-where-how-and-by-whom/$FILE/EY-new-digital-tax-poli
cies-what-when-where-how-and-by-whom.pdf，visited on 4 September 2019.
18
See GOV.UK: Budget 2018 Digital Services Tax，available online：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
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52172/DST_web.pdf，visited on 4 September 2019.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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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人，“权力行使障碍高”19；高度依赖信息化系统，全面真实计量财务会计信息需要高度专业化国际
化软硬件人员设施， “路径依赖障碍高”等综合作用决定了数字税制必须依赖具有全球统一化数字税
制生态网络的国际税收合作平台，而这正是日本所提倡与推进、G20\OECD 正推进的国际统一数字
税制规则致力解决的问题之一20。
3.显著数字存在标准
针对常设机构标准（PE）不适应数字（贸易）税现状。欧盟委员会在长期方案中提出“Significant
Digital Presence” (SDP，显著数字存在)理念21并以该理念为基石对 PE 重新定义，将超过 50 种以上
的不同类型数字活动纳入征税范围并建立新税收网络协调各（成员）国间基于数字业务价值创造下
税收利益的合理分配22。而 OECD 提出的“显著经济存在”也在确定替代常设机构标准中为摆脱物理
存在提供理论基础。同时，Google 诉英国税务机关（HMRC）案也从司法维度证实了常设机构标准
的“非物理存在化”趋势23。
4.数字贸易税特征
（1）载体的虚拟性与价值创造高度依赖性
虽然作为数字贸易税征税客体主要载体的无形资产已在各国企业所得税制度中认定为税法无形
资产并就此类不具物理实体资产所产生经济利益计征税款，但一方面早在 2014 年 BEPS（税基侵蚀
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 1（成果 1）
《数字经济面临的税收挑战》报告指出，数字经济所具有的“无形
资产及数据的高度依赖性”“用户群体流动、交互性”等特征24导致本已存在的税收风险放大，加大各
国在国际税收中征税难度（如，转让定价）；另一方面基于“数据挖掘”等新型数据信息利用方式所带
来的价值创造也为无形资产认定、定价等带来困难，进而导致现行企业所得税无法充分针对数字业
务企业基于无形资产（或数据信息）创造的价值征收适当税款以贯彻税收公平原则。
（2）“用户参与”核心地位
传统国际税收规则中税收管辖权联结点一般以经济活动或资产物理存在地作为所得来源识别标
准，如“营业发生地、劳务履行地”，并排斥基于非生产要素的税收管辖权确定，如销售市场，导致
传统税收管辖权联结点在数字经济中不敷适用25。此情况下日法英（含欧盟）都将“本国用户参与”

19

目前国际通行有效的常设机构原则仍立足于在缔约国另一方的拥有具有“物理实体”的常设机构，导致不具有任何
物理存在的 GAFA 企业的数字贸易活动不适用常设机构原则进而成为税收“真空地带”。余劲松、吴志攀：
《国际经济
法》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459-512 页。
20
晚近国内学者也就 OECD 及其 BEPS 行动计划中有关常设机构原则在数字经济下的新发展（如“显著经济存在”）
进行了系统介绍，但当前欧盟、OECD 等方案存在一定变化。崔晓静、赵洲：“数字经济背景下税收常设机构原则的
适用问题”，
《法学》，2016 年第 11 期，第 21-23 页。
21
与之相近，OECD 也在 BEPS 行动计划 1、成果 1 《数字经济面临的税收挑战》报告中提出了“实质性数字存在”
这一替代常设机构标准的新标准。但无论 SDP 或“实质性数字存在”、下文“持续且重大”等都是“数字存在原则”表现
形式之一，是该原则的具体化方案。
“数字存在原则”囊括了所有突破物理存在与常设机构标准的新实际联系原则与税
收联结，属于上位概念（下文同）
。由于篇幅所限，具体有待笔者后续有关文章进一步阐明。
22
See EY Global Tax Alert, available online：ey.com/gl/en/services/tax/international-tax/alert-european-commission-iss
ues-proposals-for-taxation-of-digitalized-activity，visited on 5 August 2019.
23
“数字经济对国际税收的影响及典型案例分析”，《国际税收》
延峰、冯炜、崔煜晨：
，2015 年第 3 期，第 16-17 页。
24
“BEPS 行动计划 1、成果 1 数字经济面临的税收挑战”，
高运根：
《国际税收》，2014 年第 10 期，第 15-16 页。
25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国际
国内学者就数字经济背景下国际税收管辖权的新变化与特征曾进行过系统论述。张泽平：
税收管辖权划分原则”，
《学术月刊》，2015 年第 2 期，第 84-92 页。
另外，早在作为数字贸易奠基阶段的电子商务阶段，OECD 便出台了极具指导性与前瞻性的国际税收分析与对策报
告，现今学者研究的主要方面与对策思路也沿袭了该报告的一些内容。Se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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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非传统生产要素作为“新联结点”加以运用，确保应税数字行为税收合法性，保障来自非本国税收
居民企业的数字税收利益。
（3）法律依据与执行
日本财务省为代表的主要国家税务机关不愿放弃现有企业所得税制度框架的立场未有松动，而
各国当局（如，日本）具有热衷推动 BEPS 计划的共同行为倾向。这些事实或情况表明各国在数字
税收领域谋求国际协作 “向心力”强烈，即便是拥有众多 GAFA 企业、对数字课税持消极态度的中美
也在 OECD\G20 等有关场合对 BEPS 计划引入“数字税收”新行动持有积极态度26。此外一方面鉴于
OECD 报告指出应对数字经济挑战需各国通力协作，另一方面考虑到先行的日法英都通过不同途径
场合表明“国内数字税收制度将让位于国际数字税收规则”的“国际法优先”立场，加之有学者指出绝
大多数国家也寄望国际组织出台规则27。
故数字税收制度法律依据与执行很可能不同于传统税种而呈现“高度国际化”特征，其表现是全
方位的，包括研究、制订、决议生效、实施、执行等诸环节。而当前法英数字（服务）税实践是国
际统一数字税制规则诞生前的“个别尝试”，具过渡性、阶段性特征。
（三）中日数字贸易税收合作理论及框架构建

1.税收竞争与合作理论
税收竞争与税收合作是处理国际税收问题中可供国家运用的两大处理方式。
税收竞争能够增加本国流动性资本、提高一国被动性税收竞争能力并通过效率机制（efficiency
thesis）与补偿机制（compensation thesis）对投资、创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产生积极作用28。税
收竞争模型也揭示防止资本外流外随国家数量增长而同向变化的税收竞争关系，美国自 2017 年税改
大幅减税也引发了新一轮全球减税浪潮。
税收竞争此消彼长且公平性存疑，税收合作应作为另一处理国际税收问题选择的呼声与日俱增。
税收合作较之税收竞争具有福利效应与溢出效益，前者使税收竞争环境中的税制竞争性损失（如，
无谓竞争损失）得以缩小；后者促使非特定税收合作关系国加入并扩大税收合作领域与疆域（如，
税收联盟）。然而税收合作除合作成本较高外也存在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导致大国税收利
益流向小国、各国财政收入不均衡效应放大的非零和博弈弊端。虽然当前国际税收总体处于税收竞
争加剧（如，中美日竞争性减税）状态，而税收合作为税收竞争的税制竞争性损失、大国国内政治
平衡（如，补偿机制下的选民政治）打开突破口，成为中日美欧施展国际影响力、处理国家间税收
争端乃至国际关系的主要砝码与财政税收稳定剂。
2.数字贸易税收合作框架
传统国际税收合作主要包括税收征管权、税收（征管）制度（与政策）
、税务（征管）执行合作、
29
税收争端解决四大方面 。新自由主义认为信息不对称、负外部性等过程缺乏预期、相互猜忌而非无
and Development, Are the Current Treaty Rules for Taxing Business Profits Appropriate for E-Commerce Final Re
port, 2004.
26

「GAFA に課税せよ！広がる｢デジタル税｣の正体」を参照，
『東洋経済』2019 年 3 月 4 日，https://toyokeizai.net

/articles/-/268692。
27
廖益新：
“应对数字经济对国际税收法律秩序的挑战”，《国际税收》
，2015 年第 3 期，第 21 页。
28
郑新业、张力、张阳阳：
“全球税收竞争与中国的政策选择”，《经济学动态》
，2019 年第 2 期，第 31-38 页。
29
部分学者指出传统税收合作框架还应包括向不发达成员方的技术协助等方面，本文鉴于现行国际文本条款形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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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状态导致国家间冲突对抗为税收合作奠定反面理论基础。因此税收合作及法律制度成果调整税
收合作关系中的国家权力（权利）与义务、划分税收征管权，形成制度预期；税务合作协调解决税
务执行过程问题、争端解决保障税收合法权利及权益而使制度预期现实化。
与传统国际税收合作不同，数字税收更多且高度依赖自动化、数字化、虚拟化系统或平台导致
传统税收合作四方面中的税务执行合作弱化而设备技术或技术标准、基础设施建设共享愈发重要，
且当前发展中与欠发达成员（国）就设备、技术或技术标准、基础设施建设等物理与技术要素相较
制度要素需求更迫切，WTO 电子商务与数字贸易谈判中发展中与欠发达成员方对数字贸易规则持消
极乃至否定立场并认为会加剧南北问题、扩大财富集聚（垄断）效应便印证数字税收需要专项税务
执行合作的弱化现状。故数字税收合作应涵盖税收征管权、税收（征管）实体制度（含政策）、技术
合作、税收争端解决四方面：税收征管权是前提，并外化体现于税收实体制度中；税收实体制度使
各方实体与程序法权利义务具体化；技术合作在各方，尤其是发展中（或欠发达）成员中需要非制
度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员培训交流、国民教育、技术转移等予以解决30而并非机制或制度重点；税
收争端解决则确保税收征管权、实体制度实现与技术合作落实。
3.中日数字税收合作趋势与合作遵从

中日税收合作源远流长。日本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与中国签订双边税收协定的国家，于 1983
年 9 月 6 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
税的协定》
（以下简称“中日税收协定”）亦为新中国第一个双边税收协定。中日税制合作此后不断深
化完善，形成涵盖税收实体与程序安排、双边税收协定与多边税收合作结合、税收与社会保障制度
接轨的中日税收合作框架。
合作遵从（Co-operative Compliance）是税收遵从（Tax Compliance）在国际税法领域的发展与
运用。针对税务机关难以有效监管数字贸易的难题，各国财政却由于社会保障与竞争性减税等因素
面临公共资源配置资源困境加剧，从而只能向税务机关分配极为有限的监管资源。此环境下旨在提
高国际税收效率、促进纳税人税收遵从、实现税法效率原则的合作遵从应运而生。作为其理论成果，
回应性规制（Responsive regulation）依据纳税人税收遵从度进行风险等级划分，对高风险纳税人采
取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对低风险纳税人则予以激励与政策便利31。数字贸易发展迅猛，合作遵从
重要性凸显；中日已导入纳税信用管理与评价制度，AEO 互认制度为双方数字贸易税收合作中回应
性规制奠定制度基础，但目前中日税收合作中尚不存在数字税收法律制度，因此构建中日数字税收
合作法律制度是当务之急。
数字税收为国际税法注入百年革新动力，中日数字贸易税收合作构建需从现行中日有关税收合
作法律制度出发，以税收征管权为基石、争端解决机制为保障展开。

构（如技术协助条款显著不具有文本结构重要性，未形成独立可辨认部分）与主流理论并未单独包括有关内容而未
予单独考虑。靳东升、孙矫、陈玥：“税收征管国际合作的发展趋势”，
《现代经济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1-5 页。
30
中国具有特殊性：虽为发展中成员方（国），但具有与发达国家总体势均力敌、部分领域独领风骚的数字经济规模
或技术研发实力，而法律制度与国际规则话语权依然较弱（即强经济基础，弱上层建筑）
。故本文围绕中日数字贸易
税收合作论述时未包括技术合作方面，而于中国策略部分就技术领域短板的上层建筑（制度政策重定向）建言献策。
31
回应性规制理论（背景）来源自遏制模型（deterrence model）与遵从模型（compliance model）以及“报复战略”，
阐述了理性纳税人趋利避害以及税务机关（主管当局）“回应”措施的“金字塔式累积递进模型”。宮崎綾望「現代税務
行政の課題と理論 ――オーストラリアにおける応答的規制理論を中心に――」，『同志社法學』第 67 巻第 2 号
141-148 頁を参照（201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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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日数字贸易税收征管权制度
数字贸易税收征管权是中日数字贸易税收合作范围界限与规则基础，由于国际数字税收规则尚
未建立且抽象税收征管权通过规则条文具体表现，需在透彻梳理晚近数字贸易规则格局的基础上分
析。
（一）现行高水平数字贸易税收征管权规则梳理

晚近数字税收制度建构作为国际经贸关系治理重要议题屡见不鲜。不论 G20、OECD、欧盟还
是日法英乃至百废待兴的 WTO 都力图建立一套数字（贸易）税收范本，以应对日新月异的数字经
济税收挑战，而其挑战主要分为两层次：器物、制度32。虽然多边数字贸易治理主要有 CPTPP、
USMCA；双边数字贸易治理有晚近高水平且世界最大规模双边 EPA——日欧 EPA，但基于促进跨
境数据自由流动、激活数字贸易发展的基本立场（尤其美国），各大数字贸易文本仍以常设机构标准
等传统规则作为税收管辖权确定依据，并不存在数字（贸易）税收征管权创新乃至成文条款。
1.CPTPP 数字贸易规则
作为日本 2018 年以来抢得“战略先机”、经贸外交“三面旗帜”之一33，其主推的 CPTPP 因知识
产权、劳工、环境、国有企业、投资等领域推陈出新或前无古人而得学界“全面高水平范本”首肯；
虽保留传统“电子商务”条款表述，然作为首套数字贸易规则范本也可圈可点。
CPTPP 第 14 章电子商务就促进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提出了“两性”规则：其一是“积极性发展”，坚
持互联网（含数据）的自由开放，强调有所为；其二是“消极性保护”，禁止关税或非关税（保护性
措施）数字贸易壁垒，着重有所不为，实质否定数字税收征管权存在。
图 2.CPTPP 第 14 章“电子商务”条款
条款

英文

中文

14.1
14.2

Definitions
Scope and General Provisions

定义
范围与总则

14.3
14.4
14.5
14.6

Customs Duties
Non-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of Digital Products
Domestic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Framework
Electronic Authentication and Electronic Signatures

关税；
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
国内电子交易框架；
电子认证与签名

14.7
14.8

Online Consumer Protection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在线消费者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

14.9
14.10

Paperless Trading
无纸化贸易；
Principles on Access to and Use of the Internet for Electronic 电子商务互联网的链接与
Commerce
使用

14.11

Cross-Border Transfer of Information by Electronic Means

32

电子方式跨境信息传输；
网络互联成本分摊；

关于数字贸易发展障碍的国际讨论也主要集中在器物与制度两方面，亦有学者进行整合论述，前者主要集中于数
字基础设施、数字鸿沟弥合；后者则涵盖甚广，包括税收、海关（含便利化）、法律责任、本地化存储、限制投资领
域、国家安全、消费者保护、隐私要求等。张茉楠、周念利：“中美数字贸易博弈及我国对策”，
《宏观经济管理》，2019
年第 7 期，第 14-15 页。
33
江瑞平：“三面出击：日本抢占区域合作战略先机”，
《世界知识》，2019 年第 15 期，第 20-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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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
14.13
14.14
14.17

Internet Interconnection Charge Sharing
Location of Computing Facilities
Unsolicited Commercial Electronic Messages
Source Code

计算设备所在地；
非受邀商业电子信息；
源代码

14.15
14.16

Cooperation
Cooperation on Cybersecurity Matters

合作
网络安全事项合作

14.18

Dispute Settlement

争端解决

CPTPP 电子商务章节形式上可分为三大部分34：
第一部分，涉及 14.1 与 14.2。开门见山就电子商务有关事项做出定义、范围与总则规定。
第二部分，涵盖 14.3~14.14 与 14.17。主要就实质性事项做出了有关规定。14.3 规定缔约各方不
得就电子传输征收关税；14.4 规定了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原则，如不应对其他缔约方跨境信息建立
“保护主义”壁垒或将其数字产品置于不利竞争地位，但该规则不适用于第 18 章项下知识产权；14.5
要求国内电子交易框架须与特定数字贸易规则相适应；14.6 明确电子认证与签名的法律效力；14.7
规定在线消费者保护以及基于 16.6.6 消费者保护(Consumer Protection)的合作要求，14.8 进一步就个
人信息保护做出有关规定；14.9 无纸化贸易则就行政当局电子化义务做出要求；14.10 针对电子商务
互联网的链接与使用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14.11 就电子方式跨境信息传输要求确保自由流动（有限
定）并在符合一定条件下例外允许缔约方进行限制；14.12 针对网络互联成本分摊要求确保供应商间
可协商；14.13 规定计算设备所在地条款（有关“本地化要求条款”）及有关例外；14.14 则就非受邀
（自发）商业电子信息做出规定并要求各缔约方需要确保提供法律权利以追诉未遵守要求的供应商；
14.17 则禁止基于源代码的“强制技术转移”，并就与关键基础设施有关或基于专利（特许）权的专利
申请或授予专利等情形做出例外规定。
第三部分，包括 14.15、14.16 与 14.18。侧重于缔约方合作与争端解决建构。14.15 就合作做出
了原则性规定而 14.16 细化了对网络安全事项合作，14.18 则就 28 章争端解决机制项下本章特定条
款于马来西亚与越南的适用设置了 2 年递延期。
2.USMCA 数字贸易规则
美国退出 TPP 后着力于升级 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USMCA（美墨加协议）在数字贸
易领域，第 19 章“数字贸易”(Digital Trade)相较 CPTPP 既有继承、也有突破，而内容一脉相承于
CPTPP、内容高度契合35，仍否定数字税收征管权，但主要有三大改进：
其一，形式改进。USMCA 全面采用“数字贸易”取代“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章节名
称也相应调整，作为首个冠以“数字贸易”独立章节的双、多边文本，体现了全球贸易阶段的演进趋
势与时代性。
其二，内容改进。USMCA 主要新增了 19.17 交互式计算机服务与 19.18 政府数据公开。
图 3. USMCA 第 19 章“数字贸易”新增条款
34

笔者注：CPTPP 虽然实质内容与后一阶段数字贸易一脉相承（见上文）
，但整体采用前一阶段“电子商务”表述。为
保证学术严谨故中文仍保留原作准文本表述。此外，已有学者根据条款功能做出了不同分类，此处为避免雷同采取
了不同分类办法。弓永钦、王健：“TPP 电子商务条款解读以及中国的差距”，
《亚太经济》，2016 年第 3 期，第 36-41
页。
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连载（二）：美墨加协定 WTO 视角下的 USMCA》
，访问网址：http://www.ccpit.org/C
ontents/Channel_4256/2018/1019/1075187/content_1075187.htm，2019 年 9 月 19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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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英文

中文

主要内容

19.17

Interactive Computer
Services

交互式计
算机服务

强调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供应商或用户不因视为内容提
供者而承担特定民事责任。类似于学界“避风港”原则。

19.18

Open Government
Data

政府数据
公开

注重公众获取使用可读政府信息，并基于此实现经济增
长、商业机会增加、创新与竞争力提升。

其三，适用改进。USMCA 一方面更加注重与其他章节的协调，另一方面扩大数字贸易有关条
款的适用范围。作为典型，19.12 基于“计算设备所在地”的“禁止本地化要求”条款，相较 CPTPP 存
在两项差异：第一，在原有规定基础上新增了“Financial Services（金融服务）”之规则援引或例外条
款，如 19.2 之第 4 款规定“当某一措施影响以电子方式传输或执行的金融服务时，应当适用第 17 章
‘金融服务’有关规定”；第二，基于“计算设备所在地”的“禁止本地化要求”条款扩大适用于第 17 章“金
融服务”36。如 17.18 之第 1、2 款认可金融监管机构基于监管职能的信息获取、第 3 款采取本地化
措施前的救济措施与第 4 款不构成违反前述义务情形下的个人信息与隐私保护例外。37
3.日欧 EPA 数字贸易规则
美国意图扩张自由主义数字贸易版图并通过汇率与毒丸(poison pill)条款压制缔约方与中国等
“非市场国家”开展贸易谈判，日欧面临被美国拉入单边主义外交与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而日欧 EPA
扩大了自由贸易圈、牵制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是反制美国 USMCA 与贸易谈判施压的结果38。
日欧 EPA 于数字贸易领域贯彻 2018 年美日欧 WTO 改革三方联合声明中反对非市场导向政策与
做法的基本立场，禁止本土化要求、强迫技术转让、源代码开示和数字保护主义。通过与 CPTPP 结
合实现在 WTO 框架体系之外吸引他国加入、促成数字贸易规则全球化、获得贸易规则话语权，WTO
机能不全难以迅速达成有关规则也促成了日欧 EPA 缔结39，但仍未涉足数字税收征管权构建。
图 4. 日欧 EPA 第 8 章 F 部分“电子商务”条款
条
款

英文

中文

条
款

英文

8.70

Objective and general
provisions

目标和总
则

8.76

Conclusion of
electronic means

8.71

Definitions

定义

8.77

Electronic authentication
electronic signature

8.72

Customs duties

关税

8.78

Consumer protection

8.73

Source code

源代码

8.79

Unsolicited
electronic messages

8.74

Domestic regulation

国内法规

8.80

Cooperation
commerce

36

中文
contracts

on

by 电子方式合
同订立
and

电子认证与
签名
消费者保护

commercial

非受邀商业
电子信息

electronic

电子商务合
作

“ 美墨
国内有关学者曾就 USMCA “金融服务”及其与数字贸易“禁止本地化要求”展开过系统论述与比较。杨幸幸：
《

加协定》金融服务规则的新发展——以 GATS 与 CPTPP 为比较视角”，
《经贸法律评论》，2019 年第 4 期，第 53-5
5 页。
USMCA 第 17 章“金融服务”、19 章“数字贸易”皆被美国政府冠以“面向 21 世纪”的“高标准协定”的“主要成就”（K
ey Achievements）之美誉，数字贸易条款（如同 CPTPP）之“高标准（high-standard）”从中可见一斑。USTR, UNITE
D STATES–MEXICO–CANADA TRADE FACT SHEET Modernizing NAFTA into a 21st Century Trade Agreement，h
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united-states-mexico-canada-agreement/fact-sheets/modernizing.
38
葛建华：
“日欧联手应对美国全球贸易摩擦的途径和方法”，《现代日本经济》
，2019 年第 5 期，第 34-37 页。
37

「日欧 EPA が発効 データ・知財のルール先導」を参照，
『日本経済新聞』2019 年 2 月 1 日，https://www.nikkei.
com/article/DGXMZO40731580R30C19A1EA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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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

Principle of no prior
authorisation

无须预先
核准原则

8.81

Free flow of data

数据自由流
动

日欧 EPA 第 8.72 条明确双方不得对电子传输课征关税与 CPTPP 第 14.3 条关税条款相同，而第
8.81 条独具匠心地规定双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年内重新评估是否有必要将有关数据自由流动
的规定纳入本协议。
（二）构建中日数字税收征管权既有问题

通过现行数字贸易规则梳理，无论 CPTPP、USMCA、日欧 EPA 都仍将税收征管权制约在常设
机构标准的传统框架中，并未针对数字贸易提出适应数字税收的新型税收征管权，且 CPTPP14.13
与 USMCA19.12 计算设备所在地条款禁止本地化要求与日欧 EPA8.74 国内法规条款也旨在规制东道
国（市场国）不当立法行政干预或借此扩张解释常设机构标准、扩大传统税收管辖权。现行数字贸
易规则难以提供中日数字税收征管权合作的制度供给。
2019 年 10 月 9 日，OECD 秘书处基于“工作计划”公布《秘书处关于第一支柱下采取“统一方法”
的提议》
（简称“提议”）的公众意见征询文件，提出适用于“面向消费者的大型企业”的新实际联系原
则、利润分配规则与争端解决机制。“提议”意图促进参与 2019 年 5 月 OECD/G20 包容性框架（inclusive
framework）“工作计划”合意的各国（含我国）消弭利益分歧，达成统一数字税收征管权及规则共识
40。
“人工智能（AI）进步具有给基于宪法的统治机构、行政机关带来深远影响的可能性并要求行政
法与行政法学进行变革”41，数字贸易税征管权异曲同工：数字经济为中日经贸合作开辟新疆域、升
级合作模式、增强互补效应等提供新机遇42；并基于数字经贸高度依赖信息化系统与自动化、虚拟
化等特征使传统行政执法、税收征管面临新挑战，中日数字税收征管权构建日益面临更多障碍。
1. 现行中日税收征管权规则存异
从“法静态（法的静态安全）”考察，现有国际贸易规则有效性受侵蚀，数字贸易立法政策三足
鼎立43；从“法动态（法的动态安全）”考量，数字贸易壁垒加剧，WTO 体系失效，各国数字经济立
法与自身政治立场、司法水平等高度交融，共同诱致国际法治混乱不堪。日本《有关国际课税问题
及税收条约问卷调差统计结果（2018）》指出在华日本企业国际税收征管案件中，转让定价、PE、特
许权分列前三44，而常设机构标准及转让定价争端与今后协调数字贸易税收征管权密切相关45。其一，
中日转让定价争端最为频发；其二，虽然常设机构标准划分居住国和来源国在跨国经营所得上的征
税权限、决定行使税收征管权主体，但由于各国确定常设机构利润方法不一、为避免双重征税需要
第一支柱是 OECD 应对数字经济税收挑战两大研究领域之一，主要涉及国际税收实际联系原则和利润分配规则。
该“提议”文本请参见
http://www.oecd.org/tax/beps/public-consultation-document-secretariat-proposal-unified-approach-pillar-one.pdf.
41
寺田麻佑「先端技術の発展と行政組織 : 人工知能に関する議論を中心に」，
『一橋法学』第 18 巻第 2 号 438 頁

40

を参照（2019 年）
。
张季风：“全球变局下的中日经济关系新趋势”，
《东北亚论坛》，2019 年第 4 期，第 11-12 页。
虽然不同学者表述略有差异，但大体可划分为美国自由主义，欧盟“单一市场”审慎监管主义，中国“防火墙”严格
监管主义三类。汤婧：“国际数字贸易监管新发展与新特点”，《国际经济合作》
，2019 年第 1 期，第 77-78 页。
44
此处“在华”指“在华开展商业活动”，范围涵盖两类非居民纳税人：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或者在中国境内
未设立机构、场所，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企业。
45
一国常设机构标准对转让定价适用范围与利润归属施加影响，反之转让定价体现一国常设机构标准及税收征管权
界限。如澳大利亚税收条例 TR98/11-转让定价规定居民企业在境外常设机构或非居民企业在澳通过常设机构进行经
营活动，对常设机构利润分配须与独立经营企业分配方法一致。
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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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包括转让定价方法在内的利润归属规则确定针对常设机构行使税收征管权的（数额）尺度，故
选取转让定价以揭示中日间数字税收征管权制度静态与动态风险。
图 5.在华日本企业税收征管案件图示

数据来源：経済産業省『国際課税問題及び租税条約に関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に係る集計結果』
(2018)を参照，2019 年 9 月 12 日。
中日转让定价在成文规则、执行程序、机构设置、培训机制等诸方面存在差异，但成文规则首
当其冲，转让定价方法是在华日企税收争端众矢之的46。中日虽皆以 OECD《转让定价指南》（现为
2017 版）为基准并形成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再销售价格法、成本加成法、利润分割法、交易净利润
法 5 种，但第一，中国未就“可比交易”进行明确定义、要求或者列举式说明；第二，中国《特别纳
税调整实施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在列明的 5 种方法之外允许使用“其他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方法”
推定纳税人关联交易所得。故相较日本，我国税务机关在转让定价方面具有更大灵活性与主观能动
性、加剧纳税人对特别纳税调整、转让定价的不可预见性，导致有关转让定价征管案件高居榜首47，
阻碍中日税务合作、经贸交流。在数字经贸环境下特别纳税调整原理仍可适用，若基于法英方案以
数字业务营业收入作为计税依据征收数字税，则转让定价势必存在依据“可比交易”核定调增营业收
入（税基）的不可预见性风险、数字业务企业数字税收风险相应增加。
2.海关数字税收征管能力有限
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三要素中，所有权优势因数字贸易技
术条件愈发凸显，而区位优势因全球疆域虚拟化而削弱48，引发对外直接投资削减而径直通过数字网
络进行国际贸易。作为传统国际贸易监管核心、以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邮递物品和
其他物品等跨境物理实体为行政对象，拥有进出境监管职能的各国海关在数字贸易中力不从心49。同
时海关与税务、商务、工商行政主管部门，银行、专业机构、数字平台合作不紧密，信息分享不通
畅导致数字贸易监管缺乏技术、设备等数据基础设施支撑，数字税收征管权存在形骸化风险50。中日
分别作为第二、三大经济体，数字经济基础雄厚而海关数字税收征管能力有限，数字贸易上层建筑

尹晓宇：“中日转让定价税收管理制度之比较”，
《国际税收》，2009 年第 12 期，第 55 页。
根据《有关国际课税问题及税收条约问卷调差统计结果（2017）
》，如基于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率高于实
际所得率导致的应纳税额（实缴税额）增加。
48
即便在数字贸易环境中，区位优势也并非消失殆尽，更多体现为一国网络互联网基础设施完备程度、政府监管网
络（含数字商业活动）态度与政策、社会（商业）活动网络信息化程度等因素。
49
如，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了中国海关监管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邮递物
品和其他物品；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查缉走私；并编制海关统计的四大职能和其他海关业务办理职能。
50
如包括中日 AEO 在内的 AEO 领域部门机构协作失调、制度设计模糊或“各自为政冲突”、后续监管乏力、检查风
险后置等。杜玉琼：“我国海关 AEO 制度实施的困境与路径”，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6 期，
第 185-186 页。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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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导致中日数字税收风险高水平。
3.税收强制与执行存在国别差异
考虑到 G20\OECD 税务合作框架下各成员体发展阶段、状况现实差异，中日虽然都加入了上述
合作框架，但行政执行（含行政强制）水平差异显著。日本跨国企业 2017 年共报告 145 件双重征税
案件，国别上中国案件数量居于首位；2018 年愈演愈烈，上升为 182 件。51虽然考虑到中国相比同
样榜上有名的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存在与日贸易（规模）基数显著差异，但相较同样具
有较大贸易基数的欧美，足以说明中国现行税收体制存在问题。此外各国税务机关执行（即参与
OECD 有关计划、方案并予以落实）形态各异，数字贸易下各国无法脱离国际支持单独行使税收征
管权。学者鈴木康伸、大城隼人等早已指出消除基于双重征税、双重不征税与执行产生的税收障碍
是当务之急，而 OECD 框架下基于国别报告的实效税务风险评估尚处初期阶段，需要各国共同应对
数字税收跨国执行差异等难题。52
（三）中日数字贸易税收征管权发展趋势

1.窗口条款为中日数字税收征管权预留规则空间
日欧 EPA 第 8.81 条“窗口条款”突破现有数字贸易规则关税税制与其他壁垒局限，从“数据自由
流动”整体高度为真正实现数字自由贸易、去除行政机关不当征管、接纳 OECD 数字税收规则预留规
则空间，促进发达国家引领数字经贸秩序，日欧 EPA 对宣扬自由数字贸易、中日数字税收合作具有
指导意义53。
2.“统一方法提议”推动中日数字税收征管权变革
作为“数字存在原则”新规则形态，“统一方法提议”提出“持续且重大”的新实际联系规则并以所处
市场国收入金额划定基准来判断是否“持续且重大”。针对转让定价等利润归属规则，提议提出三种
利润分配方法、对应形成 A¥B¥C 三类利得额，其中 A 类修正残余利润分割法算出的 A 类利得额便
以“持续且重大”规则确定的市场国税收征管权为基础。54而中日皆属 OECD¥G20 包容性框架参与方，
该“统一方法提议”将显著提高未来中日数字税收征管权合作的基础制度水平与范围。
仅具有实际场所或物理存在才可认定存在税收征管权的 PE 被“数字存在原则”取代在所难免；转
让定价规则变革、计算方法革新也毋庸置疑。作为日本企业海外税收征管案件占比最高方的中国应
于中日税务合作不断深化、经贸往来愈发密切的宏观环境中审慎考虑数字贸易下有关法律法规重构，
以期中日数字贸易税收合作摆脱税收征管陷阱。
同时，“数字存在原则”也要求税收征管机关（税务机关为主）变革，更多依赖数字化系统完成
线上征管，税收强制与执行有赖数字业务企业税收居民国协助。中日能否通过 OECD¥G20 包容性框
架实现数字经济中常设机构标准与转让定价规则接轨以消弭规则差异、扭转消极立场，提升海关或
数字贸易税收机关数字税收征管能力，加强与日数字税收行政执法技术合作是中日数字贸易税收征

経済産業省『国際課税問題及び租税条約に関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に係る集計結果』(2017)を参照，2019 年 9 月
10 日。
52
大城隼人「透明性とリスク評価の新しい時代 OECD『国別報告：実効税務リスク評価ハンドブック 2017』を参
考として」
，『中国学園紀要』第 17 巻 240-241 頁を参照（2019 年）。
53
张季风、王厚双、陈新等：“关于日欧 EPA 的深度分析: 内容、诉求及影响”，
《日本学刊》，2018 年第 5 期，第
12 页。
54
常设机构利润传统归属方法主要包括独立企业核算方法、经验方法和公式分配方法。基于数字存在原则（“持续且
重大”方案）提出的 A 类修正残余利润分割法可被视为数字经济中的一种新公式分配方法。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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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权提供政府监管、市场竞争环境有益支撑的关键。
综上所述，虽晚近数字贸易文本并未具体涉足数字税收征管权建构，但通过“数字存在原则”及
“统一方法提议”为数据自由流动提供中日双方依“客户参与”、“数据价值”、虚拟存在或“持续且重大”
等要素确定市场国征管权的多条数字税收征管权路径，而今后 OECD 数字税收规则将建立统一范式
以供中日数字税收征管权分配与治理。

三、现行中日数字贸易税收合作实体法律制度
中日税收合作实体法律制度是中日数字贸易税收合作之准绳，税收征管权具化之依托，争端解
决机制运行之前提。需立足其现状分析中日数字税收立法动机、立法功能、立法路径及税种，探明
现行中日数字贸易税收立法问题，预测中日数字贸易税收合作趋势。
(一) 中日数字贸易税收合作实体法律制度现状
1.双边税收协定
《中日税收协定》共计 30 条，涉及中方 4 项税种，日方 3 项税种55。另外还包括《议定书》与
《换文》，共同构成中日税收合作的基础法律文件。
此后为应对中日两国税收制度（如，税种）新变化与调整，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主要文件如：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49 号《关于中日税收协定适用于日本新增税种的公告》。第二，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13 号《关于中日税收协定适用于日本新开征地方法人税的公告》，将中日税收
协定适用于日方 2014 年 10 月 1 日新开征的地方法人税（the Local Corporation Tax）。综上所述，中
日税收协定也还并未延伸到数字税收合作领域。

图 6.中日税收协定之在日适用税种
生效/施行时间

税种名称

法律依据

1984 年 6 月 26 日

1. 所得税
2. 法人税
3. 居民税

《中日税收协定》

2012 年 12 月 4 日

1.重建专项所得税
2.重建专项法人税

《关于中日税收协定适用于
日本新增税种的公告》

2015 年 2 月 26 日

地方法人税

《关于中日税收协定适用于
日本新开征地方法人税的公
告》

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公报》，访问网址：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65/index.html，2019 年 9 月 6 日访问。

由于年代久远，部分税种已经发生变动，此处为尊重原条文表述而未进行修正：1.中国地方所得税已在 2008 年新
《企业所得税法》中取消，但企业所得税作为中央地方共享税属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收收入。2.《外商投资企业和外
国企业所得税法》同年（2008 年）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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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EO 互认制度
作为 2018 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成果，2018 年 10 月，中日海关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和日本国海关关于中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和日本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简称 AEO）制度互认的安排》
（简称“中日 AEO 互认”）56。根据中日 AEO 互认，
中日双方相互认可对方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简称“AEO 企业”），为进口自对方 AEO 企业的货物
提供包括风险评估、查验货物快速处置、指定海关联络员沟通、中断快速回复等通关便利。其中互
认的海关已认证企业为 AEO 企业：中国 AEO 企业基于中方海关高级认证；日本 AEO 企业基于日方
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认证。通过 AEO 互认制度有效降低了双方企业经贸成本，2018 年中日进出
口值达 3276.6 亿美元，同比增长 8.1%；同期有 1752 家中国 AEO 企业开展了对日出口业务，出口值
占中国对日出口总值的 24%57。以上海理光数码设备有限公司（日资企业）为例，作为 AEO 企业，
2018 年该公司报关单量 10879 单，查验 45 单，查验率仅 0.41%，平均通关时长仅 10 分钟58。
数据来源：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統計ナビ』を参照，2019 年 9 月 8 日，
https://www.jetro.go.jp/world/statistics.html。
3.多边税收合作

中日多边税收合作离不开以中日韩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一带一路”倡
议、G20/OECD 等为基础的经贸合作框架。
于 2019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71 号（关于实施中国-日本海关
“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的公告）》
，访问网址：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9/2397
512/index.html，2019 年 9 月 6 日访问。
57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中日 AEO 互认安排明实施 最大程度给予通关便利推动更多企业“走出去”》，访问网址：http://
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5/nw4411/u21aw1385368.html，2019 年 9 月 7 日访问。
58
中新网：
《AEO 互认安排 6 月 1 日起实施 促中日外贸便利化水平再提升》，访问网址：http://www.sh.chinanews.co
m.cn/jinrong/2019-05-30/57506.shtml，2019 年 9 月 7 日访问。
56

74

商务部于 2018 年发布《中国数字贸易和软件出口报告 2017》，就中国数字贸易与软件出口发展
现状、趋势、政策等内容进行系统性阐述。59此背景下中国具有与美国相似的数字税收利益关切：中
国拥有“BATH”60（见图 8）、数字贸易综合实力仅次于美国，对席卷而来的数字贸易税制（含法英数
字税）亦持有一定“消极”态度61。

图 8.美国“GAFA”与中国“BATH”对应关系

晚近国际数字税收探索依托 OECD\G20 框架而 WTO 框架收效甚微。日本通过 2018 年日美欧贸
易部长会议共同声明与 2019 年 WTO 改革部长会议声明表明 WTO 框架下制定数字贸易规则、维护
自由数字贸易秩序的基本立场，但中国与日美欧就跨界数据自由流动等议题针锋相对、WTO 数字贸
易谈判短时间内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62。OECD 则在数字税收规则领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阪
G20 峰会形成 “大阪路径”明确日本所倡导的国际统一数字税收规则路径，但数字贸易国家安全、消

宏观上，数字贸易已占全球服务贸易一半以上，超过 12%的跨境实物贸易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微观上，2017 年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27.2 万亿人民币，占 GDP 比 32.9%，规模居世界第二。2035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近 16 万亿
美元，数字经济渗透率 48%，就业达 4.15 亿。人民网：《<中国数字贸易和软件出口报告 2017>出炉》，访问网址：
http://it.people.com.cn/GB/n1/2018/0615/c1009-30060700.html，2019 年 9 月 9 日访问。
60
“BATH”：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腾讯（Tencent）、华为（Huawei）首字母简称。一方面用于代指
上述 4 家中国巨型跨国企业，另一方面泛指从事数字贸易的中国企业。
61
西方学者，尤其日本学者高度关注中国在数字贸易税制浪潮下中国（含企业）的立场观点与应对。如田中道昭教
授于 2019 年 4 月出版的『GAFA×BATH 米中メガテックの競争戦略』一书中明确将美国 GAFA 四企业与中国 BATH
四企业从各自产业进行比较以分析未来全球大型数字企业前景并为日本企业建言献策。
59

62

倪月菊：“日本应对 WTO 改革的政策动向”，
《国际问题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102-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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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隐私、知识产权的原生风险与法令监管违反国际义务的次生风险同在63。WTO 与 OECD 当前并
未建立数字税收规则体系，EU 仅给出了不具约束力的建议案，在当前国际数字税收规则未建立环境
中，各主权国家（含单独关税区）先行单独数字税收立法很可能被认定为数字贸易壁垒进而产生诉
讼争端风险，美法数字税博弈已揭示该种风险。当前日本（同美国64）依据本国法更多处理有关 GAFA
企业垄断、消费者信息保护、企业信息公开与报告义务等经济法律问题以规避上述风险而非采取数
字税收立法与征管行动。
纵使中美出于本国利益考虑而对数字税收立场消极，数字贸易规则主导权争夺却日益激烈：法
英开征数字税；日本 GAFA 全面规制并谋求主导、推动国际数字贸易税制规则成文、统一化、签订
与美数字贸易协议条款；印度等国启动数字税收立法程序……日本作为中国数字贸易（软件出口）
前三大贸易伙伴之一，与中国共同推动旷日持久的中日韩自贸区、RCEP 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制定，
中日双方在多边数字贸易中取得了丰硕成果。65
（二）中日数字贸易税收合作实体制度化障碍

1.中国数字贸易税立法动机缺乏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于 2019 年 3 月发布的《国家贸易评估报告（2019）》（NTE）紧
接 2018 年报告基调：聚焦中国数字贸易主要障碍（数字贸易壁垒）并详细阐述“跨界数据流动与数
据本地化要求限制”“云计算限制”“合法网站网页过滤与屏蔽”三大障碍；对欧盟及其成员国数字税制
表达高度关切与忧虑，并认为此举“对美国供应商准入欧盟市场产生歧视效应”66。中美分别作为数字
贸易大国与强国是数字贸易自由秩序的获益者，中美皆不具有推行数字贸易税、设置税制数字贸易
壁垒的利益动因。
相较固定性的数字贸易税制，具有灵活性、不可预见性数字贸易规制占据中国主流。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五条“实现网络和信息核心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信息系统及数
据的安全可控”中“安全可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被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认定为限制跨
界数据自由流动并强制向具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部门”的公司提出数据本地化要求67。
国内学者指出的中国严格监管主义、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提出的中国监管者
（regulators）定位、USTR 于 NTE2018、2019 报告反复提及的中国数字贸易壁垒不约而同反映中国
数字贸易迅猛发展同时严格限制境外数据跨境流动。此外美国指责欧盟及成员国数字税收构成数字
贸易壁垒68，而中国自然无须以美国经贸风险为代价而利用数字贸易税保护本国数字经济利益，因为
通过其他法律制度足以规制数字贸易、形成他国所称数字贸易壁垒并促进本国民族数字业务企业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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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雷：“数字贸易的‘风险二重性’与规制合作”，
《比较法研究》，2019 年第 1 期，第 172-175 页。

同上文所述，美国自由主义模式决定其并不会积极主张数字税收以规制 GAFA 企业、限制数据自由流动。但自 2018
年，美国捍卫“数字市场自由”行动屡见不鲜：如 2019 年美国司法部与 48 州（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及波多黎各）总
检察长对谷歌展开反垄断调查，谷歌面临业务拆分风险；2019 年 9 月，纽约州对脸书开展反垄断调查。
65
人民网，前注[59]。
66
USTR, FACT SHEET ON 2019 NATIONAL TRADE ESTIMATE: Key Barriers to Digital Trade，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fact-sheets/2019/march/fact-sheet-2019-national-trade-estimate.
67
同上注。
68
「ＧＡＦＡ標的の「デジタル税」 仏の導入に米猛反発」を参照，『朝日新聞』2019 年 7 月 12 日，
64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M7C3K6KM7CUHBI012.html?iref=pc_rel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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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日数字贸易税立法功能缺失
（1）中国其他税种已经覆盖数字贸易税部分征税客体
虽然法英政府指出数字税是基于税收公平原则纠正数字业务企业与一般企业税负差异的手段，
但由于既得利益立场与灵活性法律规制占据主流，中国数字贸易税立法动机不明确，且中国目前五
类十八种税的税收结构中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已经涵盖部分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与数字（贸易）
税征税客体存在交叉，加之国际数字贸易税理论构建与实践反馈匮乏，导致中国数字贸易税立法功
能缺失。
图 9. 中国税种结构（2019 年）
类别

税种

1.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2.流转税

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附加税）、消费
税、关税

3.财产税

房产税、契税、车船税

4.行为税

印花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车辆购
置税、船舶吨税

5.资源与环保税

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烟叶税、环境保
护税

（2）日本践行国际数字税收一致性立法路径
日本秉持 GAFA 全面规制与国际统一数字税收治理立场、不率先谋求本国数字税收立法。2018
年 12 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公正交易委员会、总务省联合发布《应对数字平台型企业兴起的规则制
定基本原则》，该文件仅高屋建瓴规定围绕竞争、消费者、情报政策以规制 GAFA 企业的原则，数
字税收立法避而不谈，国际领域仅明确持续研究日本法律法规域外效力、有效适用法律法规执行机
制以及国际协调69。
域外原则虽已确立，但鉴于属地主义局限与他国主权对抗、伴随行政权扩张而追求将本国法有
效适用于物理存在于领土外的数字业务企业存在诸多难题70，经济法如此、数字税收立法亦如此。现
代行政权的扩张——强制性权力扩张涵射一国立法与司法、报偿性权力扩张使利益对等而非单项转
移、说服性行政权扩张使政府拥有统一独立人格，71结合数字贸易消融传统主权边界、“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形态导致：若适用数字税，他国数字业务企业利益可低适用门槛转移至规制
国；规制国立法、行政、司法人格统一将致使东道国救济形同虚设；他国疑虑、否定规制国国家权
力并激烈反应，形成数字贸易税收国内立法障碍。法国数字税法案因美国不满而被迫修订便是最好
例证，也因此日本坚定不移将国际统一数字税收规则提倡一以贯之，率先国内立法不符合日本立场，
69

経済産業省『プラットフォーマー型ビジネスの台頭に対応したルール整備の基本原則』(2018)を参照，https://w
ww.meti.go.jp/press/2018/12/20181218003/20181218003-1.pdf，2019 年 9 月 27 日。
2019 年 5 月，作为“数字市场规则制定”成果，日本经济产业省、公正交易委员会、总务省共同发布了“数据转移、
开放”与“确保交易环境透明、公正性”的规则制定路径选择文件，也仍未提及本国立法层面的数字税收规则制定，印
证日本政府贯彻其所提倡的国际统一数字税收规则制定基本立场。経済産業省『プラットフォーマー型ビジネスの
台頭に対応したルール整備に関するオプションを公表しました』(2019)を参照，https://www.meti.go.jp/press/2019/0
5/20190521004/20190521004.html，2019 年 9 月 27 日。
70
大橋敏道「日本版 GAFA 規制の動向を読む」を参照，
『福岡大学情報基盤センター 情報の糧』2019 年 3 月 http
s://www.ipc.fukuoka-u.ac.jp/column/johonokate201903/.
71
季涛：
“行政权的扩张与控制——行政法核心理念的新阐释”，《中国法学》
，1997 年第 2 期，第 78-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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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税收立法功能凸显有待 OECD\G20 数字税收工作取得里程碑式重大成果。
3.中日数字贸易税税种划分问题
当下数字税收治理中不存在形式上单独的“数字贸易”税，这给今后中日数字贸易税收合作带来
国内法识别障碍。法国为数字税（La taxe numérique）、英国为数字服务税（Digital services tax）、
日本则推行基于国际统一数字税收规则的本国税收立法政策、印度为市场衡平税，各国数字税收税
种形式各不相同，实践路径也存在差异。
（三）中日数字税收实体制度合作特殊性与立法形势

1.中日数字税收合作独特性与前景
虽然晚近中日多边税收合作范围与程度有限，RCEP、中日韩自贸区紧锣密鼓协商、谈判尚未形
成基本确定的数字税收规则，但相较他国合作，中日不仅拥有更广阔的数字税收治理合作空间，且
以下中长期利好特征也昭示中日数字税收合作为大势所趋、应有之义：
第一，中日多边税收合作具有更多或独有的“利益交集与共同舞台”：东亚地缘政治、非洲经贸
合作、对美关系、中日（日中）关系；中日韩自贸区、RCEP、“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部分中日第三方
市场合作等。
第二，中日多边税收合作更符合“数字税收潮流”：日本晚近积极“发声”以提升国际话语权并谋
求“恢复正常国际地位、提高国际经贸地位”，2019 年大阪 G20 峰会中安倍晋三力推“数字贸易统一
税制”并达成《G20 大阪首脑宣言》、开启“大阪路径”、加速 OECD 数字税收规则工作进程72；日本主
推之 CPTPP 作为促进数字贸易、提升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度的开山鼻祖，初步形成数字贸易时代标准
范本，引领数字贸易规制发展趋势73。
第三，中日多边税收合作对抗性较弱，能增强“协同效应”。相较中美 “势均力敌”，尽管日本数
字贸易产业规模相形见绌、不存在 GAFA、BATH 巨头企业；然而日本数字经济企业相对市场数量
较多，质量与专利水平较高（见图 10）。然“第四次工业革命” 方兴未艾、日本一方面作为传统工业
革命的“佼佼者”在汽车机械、芯片面板、冶金钢铁拥有国际比较优势74；另一方面“Society5.0”应运而
生，作为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口红利消失典型国家，中日数字税务合作也将为日本对华投资养老医
疗、中日社会保障制度协调、智能化社会保障提供利好。75

72

《G20 大阪首脑宣言》包括《应对数字经济税收挑战——制订共识解决方案的工作计划》
（経済の電子化に伴う課

税上の課題に対するコンセンサスに基づいた解決策の策定に向けた作業計画）
、《G20 人工智能原则》（G20 AI 原
則）两项附属文本，并被纳入 OECD/G20 框架与 BEPS 行动计划，其中前者第 96 条明确在 2020 年内完成提交数字
税收有关最终工作报告。OECD (2019), Programme of Work to Develop a Consensus Solution to the Tax Challeng
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OECD/G20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 OECD, Paris, ww
w.oecd.org/tax/beps/programme-of-work-to-develop-aconsensus-solution-to-the-tax-challenges-arising-from-the-digitalisatio
n-of-the-economy.htm.
73

如率先明确互联网（数据）自由开放流动，禁止关税或其他不当保护性措施。
国内学者早期就日本“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经济结构性改革进行过系统性论述。陈友駿：“‘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日本经
济结构性改革——新理念的产生、引入与效果评估”，
《日本学刊》，2018 年第 2 期，第 87-107 页。
75
Society5.0 是人类社会历经狩猎、农耕、工业、信息后的第五代社会，以（网络）虚拟（物质）现实社会高度整合、
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本”社会形态，而其实现依托于 AI、IoT、大数据的深度广泛运用，数字贸易亦为应有之义。
内閣府『Society 5.0』を参照，2019 年 9 月 13 日，https://www8.cao.go.jp/cstp/society5_0/index.html。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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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福布斯中国《2019 福布斯全球数字经济 100 强榜》
，访问网址：
http://www.forbeschina.com/lists/1724，2019 年 10 月 17 日访问。
2.数字贸易税具有与数字税相同税法要素实质
虽然各国数字税收税种形式各不相同，实践路径也存在差异，但基于税法要素进行实质识别：
其一，征税客体、纳税主体、税基等税法要素相同或高度相似；其二，日法英表明本国数字税收立
法将于 OECD 数字税收规则颁布后予以修订或立法；其三，中美与其他 G20 成员理解并将遵守
OECD\G20 框架下数字税收规则（若达成一致）
。上述迹象表明国际数字税收治理将高度整合各国数
字税收规则、消除或削减各国数字税收规则差异，降低数字贸易壁垒、促进自由数字贸易。数字贸
易税作为数字税收治理表现形式之一也包括其中，不会因形式数字贸易税无法查明而导致中日数字
贸易税收合作产生规则障碍，因为数字贸易税实为数字税的跨境表达式，中日数字税收实体制度合
作不存在实质税种识别障碍。
3.中日数字贸易税收立法趋势
综上所述，由于目前数字贸易税法律规则不存在及中日立法障碍、风险或路径差异导致国内税
法无法识别，国际税法无法可依，除亟待 2020 年前后日本倡导、中美欧等各方共识的 OECD 数字
税收规则颁布外别无上策，但鉴于 OECD 数字税收规则工作进展以及数字贸易税的数字税收实质，
中日数字贸易税收合作立法将逐步得以实现。

四、中日数字贸易税收争端解决机制
（一）中日双边税收争端解决整体情况

中日税收合作源远流长，但争端解决机制束之高阁，税收争端实际依赖于双方本国行政复议与
诉讼制度进行救济。转移定价、PE（常设机构标准）认定、知识产权有关税制、核定征收与应税所
得率成为日方企业争议焦点。2018 年在华日方企业报告共 132 件（含争端应对措施未定与其他方式）
税收争端案件应对情况，其中接受中方税收征管处理、申请行政复议、协商解决分别位居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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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日方在华企业税收争端解决方式统计与税收争端高发国别对比（2018 年）

数据来源：経済産業省『国際課税問題及び租税条約に関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に係る集計結果』(2018)
を参照，2019 年 9 月 12 日。
日方企业在华税收争端解决措施中司法诉讼占比位居第四，低于占比第三位的印度尼西亚，高
于仅 1 件且占比极低的印度，表明中方具有较印度为良好的建立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环境76；中国高
居日方企业海外税收争端案件数与应对措施数第一位，建立中日常效性税收争端解决机制是解决中
日税收争端频发问题的现实需要；而中国税务行政诉讼原告胜诉率低导致日方企业对中国司法信赖
程度不足，中国行政诉讼原告胜诉率从 21 世纪初期的 30%左右下降至 2015 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诉讼法》前低于 10%、部分省份甚至低于 2%77。虽得益于行政诉讼法修正与政府依法行政水
平提高等因素、2018 年行政诉讼案件原告胜诉率上升至 14.7%，但由于税务行政诉讼专业性与复杂
性，原告胜诉率仍显著低于全国行政诉讼平均水平78。2018 年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纳税人（原告）胜
诉案件为 44 件、胜诉率仅 5.4%，税务机关（被告）胜诉案件为 729 件（含纳税人撤诉 248 件）、胜
诉率（含纳税人撤诉率 30.6%）达 90%，而同期各级行政机关共办理一审行政应诉案件 23.5 万件，
败诉率约 14.7%79，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纳税人胜诉率仅为全国行政诉讼案件原告胜诉率的 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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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条规定
先缴纳税款、滞纳金或提供担保才能后提起行政复议或司法诉讼；而除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强制执行措施或者
税收保全措施不服可以选择诉讼或行政复议外，纳税争议（征税行为）需要复议前置以及司法诉讼时效性较差、耗
时长、成本高等因素。故虽然司法诉讼仅位居第四，并不必然表明司法制度本身有效性低。而虽然中国与印度尼西
亚、印度高居日方企业税收争端数前三位，但印度司法诉讼仅为 1 件且占比极低，日方企业争端措施选择比例差异
表明中国具有在日方企业税收争端高发国中较好的司法制度环境。不能排除基于诉讼策略的其他因素影响。若行政
复议与行政诉讼中如果被诉（被申请）行政行为在实体和程序合法性、合理性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税务机关面临
败诉风险时，倾向与原告（申请人）寻求和解，而原告（申请人）的利益诉求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满足。关于此，
有律师做出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德恒律师事务所：
《2018 年中国税务行政诉讼大数据报告》，访问网址：http://www.
dhl.com.cn/CN/tansuocontent/0008/015036/7.aspx?MID=0902，2019 年 10 月 9 日访问。
77
人民网：
《中国民告官案原告胜诉率从 10 年前 30%降至 10%以下》
，访问网址：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
1105/c1001-25976290.html，2019 年 10 月 8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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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新闻办就 2018 年全国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总体情况举行发布会》
，访问网址：ht
tp://www.gov.cn/xinwen/2019-03/26/content_5376998.htm，2019 年 10 月 8 日访问。
79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税务局之胜诉——大数据下的 2018 年度全国税务行政诉讼案件实证分析（五）
》，访问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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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18 年度中国税务行政诉讼案件裁判结果
裁判结果
调解
不明
纳税人胜诉
纳税人撤诉
税务机关胜诉
合计

件数
1
36
44
248
481
810（案件有效数）

比例（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0.12&
4.44%
5.43%
30.62%
59.38%
100．0%（结果保留一位小
数）

数据来源：部分数据结果经过笔者重新计算调整；纳税人撤诉由于诉讼策略考量与利益诉求部分或
完全实现，不应单纯等同于税务机关胜诉，故笔者保留了纳税人撤诉类别数据。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税务局之胜诉——大数据下的 2018 年度全国税务行政诉讼案件实证分析（五）》，访问网址：
https://www.allbrightlaw.com/CN/10475/8a5ace02147b6be.aspx，2019 年 10 月 8 日访问。
（二）中日数字税收争端解决机制建构障碍

当前日方企业在华税收争端中主要存在税收规则与救济两大问题，中日数字税收争端解决机制
构建也主要存在税收法律依据（或准据法）与税务执行两大领域潜在障碍。
图 13.日本企业报告中国税制与执行问题比例统计（2018 年）

数据来源：経済産業省『国際課税問題及び租税条約に関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に係る集計結果』(2018)
を参照，2019 年 9 月 12 日。
税收法律依据潜在障碍主要表现为中国税制较 BEPS 标准更复杂、修订频繁。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6 年第 42 号（以下简称“第 42 号文”）《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关
事项的公告》对在华子公司提出本地文档要求，而该要求相较作为国际蓝本的 BEPS 行动计划第 13
号本地文档记载事项要求更为严格、信息披露要求更为全面，日方企业苦于需要单独面向中国税务
机关制作并提交追加资料信息，日方数字业务企业也需提供上述资料，这给今后中日数字贸易争端
解决机制建构带来实体规则差异障碍。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6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
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的公告》延续《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强化跨境关联交易监
控和调查的通知》
（国税函〔2009〕363 号）针对为境外关联方从事特定业务的企业亏损情况扩大适
https://www.allbrightlaw.com/CN/10475/8a5ace02147b6be.aspx，2019 年 10 月 8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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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第 42 号文”准备同期资料本地文档要求，明确重点审核上述企业本地文档、授权特定情况特别纳
税调整。上述规定加剧日方企业对“第 42 号文”为代表的中国超 BEPS 标准适用引发争端的忧虑，导
致中日数字税收争端解决机制下实体法（或准据法）规则差异过大。
税务执行潜在障碍主要表现为中国执行地区差异与税务机关人员差异。税制执行地区差异历来
有之，地区间依法行政状况差异问题突出，重庆、浙江、广东、江苏、上海等地（具体）行政行为
纠错（复议、诉讼）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有六省（具体）行政行为纠错比高于 20%，超过全国
平均水平80。显著地区差异加之税务机关人员自由裁量权差异导致行政复议权威性进一步下降，中国
税制执行可预见性缺失。2018 年行政诉讼案件中 68.4%的案件当事人直接诉诸司法程序；同期办结
的行政复议案件中 34%又进入行政诉讼程序 81 。虽然中国正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15-2020 年）下行政复议改革，明确司法部推进整合行政复议职责，实现一级政府只设一个行政
复议机关，将显著提升行政复议公信力与权威性，但本举措主要消除同级政府下部门差异，地区与
人员裁量权差异解决仍有待时日。国际数字税收由于其虚拟性、可移动性、跨境性更需要各国通力
合作使税制实体规则与国际标准趋同，税制执行国内统一、可预见，否则有如美法数字法案之争、
数字壁垒与政治经贸风险并存。美国营销型无形资产方案、法英“用户参与”方案、印度“重要经济存
在”方案差异也放大了征管权冲突、争端风险。
（三）中日数字税收争端解决机制构建路径与趋势

从 1998 年电子商务阶段发展至今，虽然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雏形早已存在，如作为电子方式
服务贸易争端解决案例的 DS285“美国博彩案”82，但国际数字税收规则尚未建立导致已机能失调的
DSU 处境雪上加霜。此外 2019 年数字税制立法显性化以前，各国早期为应对数字经济挑战相继通
过修订增值税法、扩大其适用范围、形成服务贸易进口环节增值税，而各国具体处理方式存在较大
差异：日本规定境外非居民纳税人于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向日本提供服务适用消费地原则征收消费
税（即日本增值税），B2B 方式由接受服务方申报纳税、B2C 则由非居民纳税人自行办理日本税务登
记并缴纳税款；某些国家则直接将一部分数字税收征税客体纳入现行增值税体系，如澳大利亚对非
居民纳税人向居民销售服务，自 2017 年 7 月 1 日征收货物劳务税（即增值税），包括在线电影与音
乐、游戏、电子书与 APP（应用程序）。83
现状表明建立数字税收争端解决机制迫在眉睫：其一，虽然法国数字税法案修订做出妥协，暂
时性避免美国“301 调查”，但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国际争端不稳定且不可持续；其二，DSU 难以为继
与早期应对数字经济挑战税收举措不一表明传统争端解决机制无能为力；其三，CPTPP、日欧 EPA、
USMCA 争端解决范围有限，无法有效应对即将到来的数字税收规则全球化；其四，OECD\G20 框
架下的国际统一数字税收规则呼之欲出，建立与之配套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应有之义；其五，日本企
业在华税收征管案件数进一步上升，并于 2018 年占到日本企业海外税收征管案件总数的 25.3%（第
一位）居高不下，中日税收合作争端形势不容乐观，数字税收争端解决前景困难重重84。

人民网：
《2018 年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25.7 万件》
，访问网址：
http://yn.people.com.cn/n2/2019/0326/c378440-32779635.html，2019 年 10 月 8 日访问。
81
法制网：
《不断提高行政复议公信力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访问网址：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_article/content/2019-03/26/content_7812000.htm，2019 年 10 月 8 日访问。
82
石静霞、胡荣国：“试从 GATS 第 6 条与第 16 条的关系角度评‘美国博彩案’”，
《法学》，2005 年第 8 期，第 102-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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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凯：“数字经济对跨境服务贸易增值税征管的挑战与应对”，
《国际税收》，2018 年第 9 期，第 78-80 页。

経済産業省『国際課税問題及び租税条約に関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に係る集計結果』(2018)を参照，2019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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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由于中日数字经济发展、国际实践与合作机遇增加、在华日方企业税收征管争端最
为高发凸显中日数字税收争端解决机制构建必要性。中国税制复杂、频繁修订以及执行地区差异与
税务机关人员差异两大障碍存在使中日数字税收争端解决机制需要考虑基于中日双方合意的仲裁机
构等第三方中立形式进行构建，并在可能情况下就法律适用规则条款达成谅解，确保中日数字税收
征管争端最后一道防线的公正客观与一致可预期性。日本“国际统一数字税收治理”路径是各国数字
税收征管与分配提案的最佳平衡点，将有效弥合税收征管权冲突并提供中日数字税收争端解决机制
管辖权、法律依据（含准据法）规则基础。

五、中日数字贸易税收合作的中国法律策略
（一）中国数字贸易税收合作法律环境

1.外部环境
1952 年—2018 年，中国 GDP 从 679.1 亿元跃升至 90.03 万亿元，增长 174 倍，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使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第二大
国；人均 GDP 从 119 元提高到 6.46 万元，增长 70 倍85。中国 GDP 已达到美国 GDP 口径下约 66%86。
2018 年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日本经济与国际关系学者间围绕“百分之六十法则”（又称“60%理论”，
见图 14-1）讨论此起彼伏，该理论通过日本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期至广场协议（Plaza
Accord）诱发泡沫经济崩溃的日美政治关系与经济指标推导中美关系、得出由于中国占美国 GDP 比
例超过 60%使作为唯一超级大国、霸权国的美国感受到挑战者威胁，中美贸易战由此爆发 87。美国
要求中国就知识产权保护薄弱、强制技术转让与本土化要求等数字贸易壁垒采取可见且有效的纠正
措施并以此为由发动“301 调查”并逐步升级为全面贸易战争。
图 14-1.“60%理论”示意表
国名

时间

最高 GDP 占美
国比

美国代表性反应

是 否 符 合 60%
理论

前苏联**

1975 年

约 60%~67%
（≥60%）

冷战格局。
最终苏联解体。

符合**

西德

1969 年

约 20%
（＜60%）

无

符合

日本

1994 年***

约 71%***
（＞60%）

主导签署《广场
协议》。
后泡沫经济破
裂；
出现“失去的二
十年”现象。

符合

中国日报中文网：
《国家发改委：中国人均 GDP 达 6.46 万元 实际增长 70 倍》，访问网址：
http://cnews.chinadaily.com.cn/a/201909/24/WS5d899efea31099ab995e1eab.html，2019 年 9 月 24 日访问。
86
按全年平均汇率计算，
中国 2018 年 GDP 折合 13.6 万亿美元，
同期美国 GDP 为 20.49 万亿美元。THE WORLD BANK,
GDP (current U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
87
日本占美国 GDP 比于 1994 年达到最高值 71%，该比例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至 2019 年间他国占美国 GDP 最高比。
此外，文献间存在年份与 0.1%单位级比例差异，部分资料指出为 1995 年；此处采日本智库资料来源。日本国際問題
研究所「反グローバリズム再考：国際経済秩序を揺るがす危機要因の研究」を参照，
『
「世界経済研究会」報告書』
2019 年 3 月，第 65-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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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中国

约 66%
（＞60%）

亚太再平衡战
略；香港、台湾
问题；
中美贸易战等

符合

*经笔者进一步整理与调整制作。表中国家为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正式形成之后的第二大
经济体（前苏联与西德的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存疑，历史与经济学界存在有关争议）。
**前苏联并未采用 SNA 体系计算 GDP，存在可比性问题，此处仅为大致估测；年份则
取历史学界通说的 1975 年。
***存在年份与 0.1%单位级比例差异（与汇率有关），部分资料指出为 1995 年；此处采
日本智库资料来源。
****截至有统计的最后一年，仍处上升趋势。
资料来源：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反グローバリズム再考：国際経済秩序を揺るがす危
機要因の研究」を参照，『「世界経済研究会」報告書』2019 年 3 月，第 65-66 页。
图 14-2. 中美日 2030 年 GDP 预测

数据来源：Bloomberg, China Will Overtake the U.S. in Less Than 15 Years, HSBC Say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9-25/hsbc-sees-china-economy-set-to-pass-u-s-as-numbe
r-one-by-2030.
2.内部环境
“中国制造 2025”提出中国由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发展路径并设定了十大重点领域与数值指
标，涵盖数字经济所需信息技术、电力、新材料，设定数字经济有关创新能力指标 2 个、两化融合
指标 3 个，将有效推动制造业提供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并支撑数字经济长远发展。
图 15-1.“中国制造 2025”数字经济直接相关重点领域
编号

领域

重点

1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集成电路及专用装备

2

电力装备

3

新材料

信息通信设备

操作系统及工业软件

图 15-2.“中国制造 2025”数字经济直接相关指标
类别

指标

基期值

84

目标值

创新能力

两化融合
（数字信息化与工
业化）

（2013）

2020

2025

规模以上制造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

0.88%

1.26%

1.68%

规模以上制造业每亿元主营业务收入有效发明
专利数（件）

0.36

0.7

1.1

宽带普及率

37%

70%

82%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52%

72%

84%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27%

50%

64%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制造 2025》，访问网址：
http://www.miit.gov.cn/newweb/n973401/n1234620/index.html，2019 年 9 月 26 日访问。
与此同时，中国研发投入比重（R&D）虽然逐年上升且差距呈缩小趋势，但相较日美仍存较大
差距。
图 16.中美日研发投入占 GDP 比变化（国内研发总支出）

单位：%

数据来源：OECD, Gross domestic spending on R&D，https://data.oecd.org/rd/gross-domestic-spendin
g-on-r-d.htm.
此外中国人工智能（AI）独树一帜、发展态势良好，为数字经济贸易发展与税收立法提供良好
国内环境。截至 2018 年 6 月，全球人工智能企业 4925 家，中国（不含港澳台）达 1011 家，仅次于
美国位居第二；AI 技术起源（专利优先权）、专利数量中国、美国、日本分列前三，占总体专利公
开数量的 74%；全球 AI 领域前十大专利权人中，中国 1 家——国家电网以 3794 件申请专利数位列
第四，日本 5 家，美国 3 家，韩国 1 家（三星电子）。88
图 17-1.全球 AI 企业分布（前三位国家）
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2018》
，访问网址：http://www.clii.com.cn/lhrh/hyxx/201
807/P020180724021759.pdf，2019 年 10 月 11 日访问。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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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全球 AI 领域前十大专利权人三国统计（中美日）

数据来源：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2018》，访问网址：
http://www.clii.com.cn/lhrh/hyxx/201807/P020180724021759.pdf，2019 年 10 月 11 日访问。
（二）中国法律对策

1．开展数字税收立法可行性研究，结合本国国情顺势而为
中国当前“减税降费”政策基调下数字贸易税立法89需谨慎考虑与其他税种（如增值税、企业所得
税）的统筹协调，防止新税种导致数字业务企业税负甚至高于一般企业、阻碍高新技术企业、技术
先进型服务企业发展；并就国际实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伺机而动地借助数字贸易税立法摆脱潜
在过度减税依赖、推动建立可持续高水平兼具国际化的良性税制体系：
首先，学习日本路径、避免盲从欧盟模式。较之美欧日数字贸易“自上而下”“政府主导”路径、
89

同上文阐述数字贸易税与数字税间关系，且考虑到既有各国实践税种名称差异的现实情况以及中国参与在内的
OECD 将于 2020 年内发布数字税收工作报告以确立国际数字税收规则范本的国际情势，中国国内数字贸易税立法并
不意味着形式法典（或法规）确立税种一定是“数字贸易税”，而有可能以其他数字税种形式立法，或将 OECD 等国
际规则进行法律移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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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采取“自下而上”“市场主导”的中国特色路径90。中国路径中各数字业务企业与利益相关者自行
参与、共商共建，马云于博鳌亚洲论坛 2016 年年会提出的 eWTP（世界电子商务贸易平台）战略便
是其例证。目前已与比利时、卢旺达、马来西亚建立共建关系，分别建立了欧、非、亚三大洲首个
数字中枢（e-Hub）。91考虑到中国作为拥有 BATH 的数字贸易大国与缺乏数字贸易税征税动机的现
实国情，盲从欧盟及其成员国数字贸易税收经验制定国内税法以实现税收公平并不可取，借鉴日本
模式构建数字贸易公平竞争市场、打破美欧日数字贸易等级区分、争夺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主导权更
具现实意义。
其次，借鉴日美欧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有益经验。伴随数字贸易发展，传统国际经贸格局产生松
动并引发“世界岛”从欧洲向大西洋沿岸再向太平洋、印度洋沿岸的转移，日本缔结的 CPTPP、日欧
EPA 与日美数字贸易协定建构起相较美国 USMCA 更为全面、广泛、自由、公平的数字贸易规则体
系；主导 G20 大阪峰会建立“大阪路径”表明数字税收治理决心与实力。由于 CPTPP、日欧 EPA、
USMCA 与美日数字贸易协定具外溢效应及扩容分化组合趋势92，中国更应博采众长、立足本国、顺
势而为制订符合数字贸易要求与本国利益的高水平中国数字贸易及税收方案。
再次，建立与国际数字贸易税制相协调、本国数字贸易税法相匹配的争端解决机制。一方面鉴
于数字税制的税法专业性与信息数据技术性，可以考虑设置税法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等专门机构以处
理数字税收争端93；另一方面加强与日本基于 OECD\G20 框架的争端解决合作。中日同为《实施税
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缔约国，虽然该公约尚未生效，且第五章
改进争议解决与第六章仲裁并未具体涉足数字税收制度，但规定的双方主管当局相互协商、强制性
有约束力的仲裁等为今后中日数字税收争端解决机制构建提供了制度基石94。
最后，参考 OECD\G20 今后应对数字经济税收挑战工作成果、选择恰当时点与领域制定本国数
字贸易税收规则。法国数字税妥协、欧盟委员会建议将数字税作为短期税收工具处理与日本路径证
明：国际数字税收规则尚不存在局势中，单边数字贸易税征管面临国际政治与经贸原生、次生风险；
中国不应拘泥于现有单边国际实践95。
2．加强与日数字贸易税收国际合作与交流
数字税收规则突破传统税收规则“国内税法至国际税法”路径，呈现“国内税法与国际税法”齐头
并进局面。且中国缺乏利益动机与立法目的、日本提倡 OECD 框架国际统一数字税收规则，中日直
接谋求数字贸易税收双边合作道阻且长，需首先考虑在国际税收多边框架下进行中日合作。作为世
界数字贸易税先驱，法国力图率先通过本国税收杠杆调节数字业务企业与传统企业税负平衡、实现
税收公平，无奈美国关税制裁压力做出妥协，同意 OECD 数字税收规则出台后适用 OECD 规则并就
90

美欧日“政府路径”示例：OECD\G20 税务合作框架、CPTPP、USMCA、TTIP、TISA 等。但需要阐明，数字贸易
税收政策衍生于数字贸易政策，二者“一脉相承”。如美国为巩固、扩大 GAFA 企业竞争优势与降低数字贸易产业潜
在进入者进入威胁、替代威胁，故偏向于采取“自由主义”、致力于跨境数据的完全自由流动（见图 1），而对数字贸
易税收持有否定态度。
91

eWTP, News，https://www.ewtp.org/news.html.

张季风、王厚双、陈新等，前注[53]，第 13-14 页。
日方企业反映中国特别纳税调整相互协商程序无疾而终情况较多，期望导入相互协商仲裁制度以于（较行政复议
与行政诉讼客观中立性更强的）仲裁程序中缩小双方主张分歧、获得更多利益。此外，学者、律师中认为中国有必
要参照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等设置税法法院或法庭的呼声历来有之。张小平：“日本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及其
借鉴”，
《税务研究》，2004 年第 10 期，第 65-70 页。
94
See State Taxati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ULTILATERAL CONVENTION TO IMPLEMENT
92

93

TAX TREATY RELATED MEASURES TO PREVENT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2017.
95

法国于 2019 年 7 月通过数字税法案并规定溯及于 2019 年 1 月 1 日，
随即被美国认定为贸易壁垒并招致“301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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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征税额与 OECD 规则计算差额进行税收返还96；英国数字服务税暂未受美国显著阻挠、幸免于难；
日本倡导国际统一数字税收规则，在 OECD 规则出台前静观其变。上述先行实践印证数字贸易税收
规则不能脱离国际社会而置之度外，晚近日美欧争夺数字贸易规则领导权并力图将其方案上升为国
际社会意志，国际税收合作必不可少97。世界多边经贸关系由 WTO 规则引领的简单格局向众多多边
协议共同构建的复杂格局转化，更需要各国加强经贸规则协调以实现共治共享，而中美贸易战也使
中国应审慎考虑数字税收治理立场，防止美国过度反应。
3．基于“一带一路”、主导 RCEP 与中日韩自贸区等数字贸易税收规则建构
数字贸易发展客观损害了各国既有税基与财政利益并加剧南北差距，但数字经济全球化浪潮挑
战与机遇同在。国际税收秩序变革包括税收规则的全面变革与权力结构变革，前者强调有效性以解
决全球税收治理挑战，后者重在增强代表性以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98。
当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从传统（如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领域走向了全面深度发展区。
2018 年 5 月首次以“一带一路”税收合作为主题举办的阿斯塔纳国际税收会议召开并联合发布《阿斯
塔纳“一带一路”税收合作倡议》99，2019 年伴随“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建立、紧随其后《“一
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谅解备忘录》签署，正式建立“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提供了国际
税收权力结构变革“中国方案”。而即使“一带一路”税收合作成果丰硕，但一方面规则水平有限、未
充分涵盖数字税收治理等前沿税收领域，另一方面未有效吸纳发达（国家）成员致使难以转化为国
际数字（贸易）税收规则。此外合作成本较高、法治与透明化程度低、征管能力不足、互助机制缺
位等问题也不容忽视100。
中国应以“一带一路”税务合作为重心，RCEP、中日韩自贸区为两大支点，借力“互联网+”“网上
丝绸之路”积极加强与本区域内数字税制强国日本的税收合作与协调。由于 OECD 数字税收规则范本
还未成型，争端解决机制具体讨论也不应离开实体法依托而成为空中楼阁，但至少可以明确税收征
管案件数、税制与执行问题数、税收争端应对措施数皆高居第一的中国是日本数字税收争端解决机
制建立诉求最为迫切的国家。中日需参考今后数字税收规则现实情况以建立适当的数字税收争端解
决机制，力争掌握包括 RCEP、中日韩自贸区数字税收规则主动权，实现有效“规则变革”。
4．重定向配套法律政策并建立第三方数字市场合作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至今制度红利不可或缺。得益于中国经济起步晚、水平低，改革开放中知识
产权保护薄弱、技术强制转让、国有企业补贴为中国以低成本实现高速高质发展提供了制度红利。
以 2010 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与 2016 年入世十五年非市场经济承诺到期为里程碑，日美欧对中国知
识产权、技术强制转让、本地化、网络屏蔽等问题的数字经济制度建设要求态度日益强硬、中美贸
易战便是例证。

「仏デジタル税、米と妥協案で合意 ワイン報復関税は回避」を参照，
『朝日新聞』2019 年 8 月 27 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M8W5HDCM8WULFA01Q.html。
97
Real Clear Policy, Explainer: Understanding Digital Trade，
https://www.realclearpolicy.com/articles/2019/03/13/explainer_understanding_digital_trade_111113.html?mc_cid=26744b46
e3&mc_eid=552d921fec.
98
张泽平：“全球治理背景下国际税收秩序的挑战与变革”，
《中国法学》，2017 年第 3 期，第 187-195 页。
99
国家税务总局：
《“一带一路”税收合作开启新篇章》，访问网址：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24/c3457239/content.html，2019 年 9 月 14 日访问。
100
魏升民、韩永辉、向景：“‘一带一路’国际税收合作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南方金融》
，2019 年第 8 期，第
57-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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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2. 中美日支柱产业比较（2019）
顺位（按国民经济中
权重比排列）

中国

日本

美国

1

金融

金融

金融

2

能源

汽车

医疗

3

原材料

科技

能源

4

批发

批发

科技

5

建筑

能源

零售

数据来源：CSIS，How dominant are Chinese companies globally?，
https://chinapower.csis.org/chinese-companies-global-500/.
跨国企业是推动 FTA、EPA 的主要力量，为实现全球价值链中基于比较优势与本土优势扩张的
企业价值增加，渴求 FTA、EPA 降低制度性数字鸿沟障碍。数字贸易也在消融传统贸易关境等制度
壁垒要素束缚，促进全球价值链扩展。据 WTO《2018 年世界贸易报告》，数字技术会进一步降低贸
易成本并显着促进贸易增长，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预计全球贸易得益于数字技术将在 2016 年至
2030 年间每年额外增长 2%，15 年内贸易累计增长 31~34%，其中数字鸿沟问题与日俱增，成为各
国企业数字贸易扩张主要障碍。世界 500 强中国企业作为中国跨国企业数量大幅增长、规模大幅扩
张、国际化程度大幅提高的缩影，反映中国企业在国际制度与基础设施领域中本国供给诉求的增加
趋势，而科技占国民经济比低于日美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还需进一步提高企业技术投入、研发支出，
其中政策扶持、基础设施建设不可或缺，数字贸易作为第三阶段全球贸易形态，中国跨国企业势必
拥有更多利益诉求。101
中国尚未实现技术强国目标，当前需要完善数字贸易配套政策与基础设施建设，前者解决制度
性数字鸿沟以促进跨境数据流动；后者解决物理性数字鸿沟以实现必要基础技术、设备规格与标准
统一高效化，最终满足跨国数字业务企业利益诉求。虽然“中国制造 2025”从制造业施策以改善数字
贸易基础设施环境，但该政策一方面贯穿整个制造业、涉及领域众多，难以专门满足数字经济需求、
WTO, World Trade Report 2018 highlights transformativ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on trade，https://www.
wto.org/english/news_e/news18_e/wtr_03oct18_e.htm.
101

89

缺乏针对性；另一方面由于重点领域的替代进口导向作用强于技术里程碑的指引作用，故相较于技
术领先的强国属性、摆脱依赖的自主特征更为突出102，而伴随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对华“中国制造
2025”基于自主特征的反全球化（排除外国既有先进产品）疑虑提升，中美贸易战“301 调查”也剑指“中
国制造 2025”103。故中国数字贸易政策需调整以回应发达国家忧虑，作为重中之重，将区块链、IoT、
AI、3D 打印等数字经济新技术而非将 IC 技术、新能源与智能化汽车等美日为首发达国家既有前沿
技术纳入政策重点、进行重定向显得格外重要。
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使中小企业开展传统大型跨国公司国际化经营业务成为可能并打破美日
欧发达经济体数字资源垄断局面；3D 打印技术降低中小企业准入门槛，有效参与全球标准化分工链；
物联网（IoT）提升消费者生活质量，改善企业运营生产效率、提供数字产品服务销售机会;人工智
能（AI）辅助产品流程研发、提高效率104。但相较区块链、IoT、AI、3D 打印等数字经济技术政策
引导、互联网通讯基础设施建设、资本投入以及人才培养，中国在数字贸易技术设备兼容性、人工
智能低级机械性、3D 打印高成本大体积、区块链法律地位与可拓展性等次生技术或法律问题领域还
有待政府引导与法律规则构建，国智社情民意缺一不可105。
综上所述，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并有效识别、评估、应对（如税务筹划）将来
的国际数字税收政治法律风险，其中离不开宏观环境的有效推动，“美国优先”孤注一掷、“一带一路”
硕果累累、“日本振兴”捷报频传等环境变化使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成为现实。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
以 2018 年 5 月《关于中日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为基础法律文件，中日第三方市场合
作论坛与工作机制为依托。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也于 2019 年 9 月发布《第
三方市场合作指南和案例》以更好地服务与推动企业参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如案例 4 中中国通
用技术集团与日本住友商事和三菱重工联合体印度尼西亚电厂项目106；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
坛中双方企业、地方政府、金融机构间订立合作协议 52 项，涉及金融、物流、基础设施等领域，协
议额超过 180 亿美元107。
第三方市场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行之有效且独具匠心的国际合作范式，得到中外有关企
业、学者肯定108，但至今第三方市场合作中数字贸易踪迹难寻，而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在目前中国
“中国制造 2025”将“量产方式运用 16\14 纳米技术”“桌面 PC 中央处理器（CPU）
” 列为需
如 IC（集成电路）产业，
要攻克技术产品，而这是发达国家已经拥有的技术、已经大规模商业化的产品。
103
WTO/FTA 咨询网：
《中美贸易战：剑指中国制造 2025（上篇）》
，访问网址：http://chinawto.mofcom.gov.cn/article/
br/bs/201804/20180402733338.shtml，2019 年 9 月 26 日访问。
104
WTO, 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World Trade Report 2018，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exec
utive_summary_world_trade_report18_e.pdf.
105
目前中国数字经济技术发展速度快与投资力度大，全球 262 家“独角兽企业”(估值超 10 亿美元的私营初创企业)中
国占总数 1/3，占总估值的 43%；中国风险投资行业发展迅猛，投资总额从 2011-2013 年的 120 亿美元跃升至 2014-2
016 年的 770 亿美元，全球风险投资总量比从 6%提升到 19%。有关增量资本大量流入数字经济技术领域，在虚拟现
实（VR）
、自动驾驶汽车、3D 打印、机器人、无人机与人工智能领域，中国风投规模位居世界前三。麦肯锡咨询公
司（McKinsey & Company）：
《到 2030 年，数字化的三股推动力将转变并创造高达 45%的行业总收入》，访问网址：
https://www.mckinsey.com.cn/%e5%88%b02030%e5%b9%b4%ef%bc%8c%e6%95%b0%e5%ad%97%e5%8c%96%e7%9
a%84%e4%b8%89%e8%82%a1%e6%8e%a8%e5%8a%a8%e5%8a%9b%e5%b0%86%e8%bd%ac%e5%8f%98%e5%b9%b
6%e5%88%9b%e9%80%a0%e9%ab%98%e8%be%be45%e7%9a%84/，2019 年 10 月 10 日访问。
106
中国一带一路网：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南和案例〉》
，访问网址：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102186.htm，2019 年 9 月 7 日访问。此外，国内学者也对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
领域进行了概括。徐梅：“从‘一带一路’看 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机遇与前景”，
《东北亚论坛》，2019 年第 3 期，第
59-62 页。
102

107

経済産業省『第 1 回「日中第三国市場協力フォーラム」開催にあわせて日中の政府関係機関・企業・経済団体

の間で協力覚書が締結されました』を参照，2018 年 10 月 26 日，https://www.meti.go.jp/press/2018/10/20181026010/
20181026010.html。
108

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具有减少或避免不当竞争、克服市场负外部性的有益作用。如晚近在高铁、（核能、火力）

90

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中规模最大、金额最大。双方可考虑基于现有第三方市场合作建立第三方数字
市场合作机制，互补发挥中国数字经济（电子商务）规模、技术优势、日本数字经济技术与规则优
势109，降低数字税收及其治理风险，实现中日数字经济、数字业务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考虑到国际 政治、经贸风险与各 国既得利益体系格局 110 ，数字贸易 税收规则体系需基于
OECD\G20 框架完成，中日数字贸易税收合作亦然如此。
图 19. 中日数字经济战略主要专项文件
国家

专项文件（代表性列举；不含综合性纲领文件：如十九大报告、十三五规划；日 年份
本复兴战略 2016）

中国

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国务院《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

2017 年

工业与信息化部《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国务院《“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2016 年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2015 年

i-Japan 战略 2015

2009 年*

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2016 年

人工智能技术（科技）战略

2017 年

日本

世界最尖端数字国家创造宣言・官民数据活用推进基本计划

2019 年

*日本是发达国家中仅次于法国（2008 年）颁布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国家，而本战略也是继 e-Japan
战略 2005、IT 新改革战略后的第三个前沿“IT”发展五年计划。
中日应先行依照各自专项战略文件指引完善国内数字经济与税收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环
境，在 OECD 规则于 2020 年内出台后再行制定符合双方利益的双（多）边数字税收规则，加强多
边数字税收合作。这既是日本提倡国际统一数字税收规则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在保护本国数字经
济利益同时面临数字税收治理挑战这一时代命题的必然之举。中共十九大报告“加快建设创新型国
家”部分提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目标；光纤、5G 技术、人脸识别、互联网协议第
六版（IPv6）等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也正稳步推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规范电子商务
健康有序发展。借数字经济茁壮发展东风、OECD 数字税收治理之潮流，中国应建立民族性与时代
发电站项目领域，中日竞争激烈。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至万隆高铁项目。“第三方市场合作”发端于
2015 年中法《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本质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共同投资开发第三方国家。同时该模式被诸
多学者认为是“一带一路”对国际经贸合作模式的有益创举。如宫笠俐：“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 机遇、挑战与应对方
略”，
《现代日本经济》，2019 年第 5 期，第 44-45 页。
日本数字经济优势主要体现于产业应用而非学术论文成果之中，以 AI 领域为例，日本全球前十大专利权人独占 5
席且申请专利数与美国分庭抗礼（仅较美国少约 1.4%）。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前注[88]。
110
从各 WTO 成员方数字贸易态度来看，美欧日主张“完全数字贸易”、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中国与部分发展中成员
排斥数据自由流动，主张可控的“电子商务下的货物自由流动”；非洲等最不发达成员方则反对电子商务与数字贸易国
际规则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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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本国性与国际性相结合的数字税收法律体系、与作为国际数字税收治理倡导者、数字经济发展
先行者的日本加强国际数字税收合作，共商、共建、共享新时代数字经济秩序与法律机制，共筑“数
字经济命运共同体”。

六、结语
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深化对外开放、推进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力解“修昔底德陷阱”
与“文明冲突论”等世界普遍交往难题得以诠释111，而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数字业务企业不断壮大、
拥有独占性数据生产要素及权力的“数字帝国”持续形成、数字经济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形势日益严
峻等客观情势倒逼 OECD/G20 包容性框架加快数字税收全球治理规则协作，作为数字经济大国，秉
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也参与到 OECD/G20 应对数字经济税收挑战工作中，构建“数字经济（税
收）命运共同体”已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势所趋、应有之义，与数字产业对抗性较弱、共同利益更
多、政治风险较低、倡导多边数字税收治理的日本进行数字贸易税收合作益处良多。
OECD“统一方法提议”等数字税收国际治理努力不同程度消减包含征管权、实体法、争端解决在
内的中日数字贸易税收合作法律制度障碍，数字贸易税收的税法要素消弭中日数字贸易税收合作的
税法理论障碍。中国需要考虑适时进行数字税收立法可行性研究，参考国际前沿理论与实践，结合
本国国情顺势而为，奠定中日数字贸易税收合作国内税法根基；加强与日合作、交流，促成中日乃
至国际数字贸易税收共商、共建、共享格局；基于“一带一路”、RCEP、中日韩 FTA，攫取中日数字
贸易税收合作主动权；重新审视有关配套法律政策、建立以中日为代表的第三方数字市场合作……
确保扩大数字税基同时降低数字税负，促进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有效解决数字经济税基侵蚀与
利润转移问题，最终构建起“数字经济命运共同体”。

111

李包庚：“世界普遍交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
，2020 年第 4 期，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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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权力变迁与现行国际贸易体制变动基准之争
徐崇利
(厦门大学法学院)

摘 要：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引入实质互惠基准，意在系统性重塑现行国际贸易体制，
其行为具有无可辩驳的反贸易自由化性质；中国则坚守行之已久的形式互惠基准，中美
双方由此形成了关于现行国际贸易体制变动之争的焦点。然则，特朗普政府对实质互惠
基准“自上而下”与中国对形式互惠基准“自下而上”实际运用的结果，中美可通过达
成阶段性协议的方式，寻求双方贸易收益的动态再平衡。对中国而言，可借此以空间换
时间，为自己的发展赢得更长时间相对稳定的外部经贸环境。
关键词：中美权力变迁；国际贸易体制；互惠；对等；中美经贸协议

一、引论
众所周知，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对既存国际贸易秩序发起了巨大挑战，现行国际贸易
体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动压力。就特朗普政府所作所为对现行国际贸易体制产生的冲击，
学界多关注宏观层面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变，以及微观层面美国采取的种种贸易霸凌主义措
施。然而，前者的宏观研究容易失之泛泛而论，后者的微观研究则可能会出现碎片化的状态。
本文拟选择介于抽象“原则”和具体“规则”之间的中观层面，探讨现行国际贸易体制变动
的“标准”问题，即特朗普政府转向以“实质互惠”取代“形式互惠”，1就此形成的中美关
于现行国际贸易体制变动的基准之争。
依国际关系理论之通说，国际制度内含三个层级的构成要素：一是“原则”
（principles），
意指“关于事实、原因和公正的信念”，其位列国际制度构造的最高层级；二是“规范”
（norms），
意指“界定权利义务的行为标准”。
“规范”处于国际制度构造的中间层级，具有一定程度的
抽象性，但较之“原则”要更为具体。
“互惠”被认为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建立的
国际贸易法律制度的核心“规范”之一；2三是最为具体的“规则”（rules）和“决策程序”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居于国际制度构造的最低层级。其中，“规则”是指“对行
为的专门令行禁止”，属于操作层面上的细则，而“决策程序”是指“做出和贯彻集体决定
的主导做法”。3
从上述三要素所处国际制度构造的层级及其性质来看，“原则”和“规范”体现的是国
际制度的“基本特征”（basic characters），二者的变化将会导致国际制度本身之变迁，其中
1

英文“reciprocal”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术语，在中文中多对译为“互惠”。在国际法上，“reciprocal”有
形式意义上和实质意义上之分。前者仅要求双方应相互给予，而不要求相互给予的内容相等。中文将这种
形式意义上的“reciprocal”译为“互惠”，并无不妥；后者不但要求双方相互给予，而且要求相互给予的
内容必须相等。显然，对于这种实质上意义的“reciprocal”，中文将之译为“对等”，则更为贴切。
2
Jock A. Finlayson & Mark Zacher, The GATT and the Regulation of Trade Barriers: Regime Dynamics and
Func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5, No.4, 1981, pp.574-578.
3
从国际法律制度的角度来看，因此处的“规则”意指实体性规则，而“决策程序”实际上指的是程序性规
则，故下文为简便起见，将二者合称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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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改变意味着国际制度“根本特征”
（fundamental character）的改变，
“规范”的变
更则代表着国际制度“实质特征”
（substantial character）的变化；而“规则”的变动所带来
的只是国际制度内部的变化，不会造成国际制度基本特征的改变。4
迄止，国内学界专门研究特朗普政府推行实质互惠基准问题的成果寥寥无几。5在中美
发生重大权力变迁的背景下，聚焦双方对于现行国际贸易体制变动的基准之争，具有特殊的
研究意义：首先，在中美围绕是坚持还是破坏贸易自由化原则采取具体行动的过程中，双方
因循的行为标准，构成其间的一大关键环节。换言之，理清中美之间关于形式互惠和实质互
惠基准的争议，是阐明双方对待现行国际贸易体制变动基本立场的一大核心问题。其次，特
朗普政府借以改变现行国际贸易体制的最大由头是美国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对于中美各自主
张的“公平贸易”政策之真伪，只有从利益和价值双重维度阐明形式互惠和实质互惠基准的
真义，才能予以明辨。再次，对于特朗普政府推行贸易霸凌主义破坏现行国际贸易体制的程
度，需要以相应的标准加以衡量；亦即，中美之间围绕形式互惠和实质互惠出现的基准之争，
实际上关涉的是动摇还是维护现行国际贸易体制之根基的问题。最后，就中美贸易规则之变，
双方对形式互惠和实质互惠基准相向而行之实际运用所形成的技术性接合，将决定中美通过
磋商达成阶段性经贸协议的性状及其对稳定中美经贸关系的实际效果。

二、中美对现行国际贸易体制变动基准的聚焦
战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创的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 6包括以 GATT/WTO
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贸易体制。此类国际贸易体制首先设定自由贸易为制度整体构建之
“原则”，7从本质上看，自由贸易原则体现了市场竞争的法则，与之相对应的是“实力界定
收益”基本逻辑。按照该基本逻辑，各国在贸易领域收益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其竞争实力的强
弱，包括发达国家凭借比发展中国家更强的经济实力，可获得更大的自由贸易红利。应该说，
迄止，战后国际贸易体制立基的自由贸易原则总体上尚未发生变化。上世纪 5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发展中国家曾掀起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试图以“权威导向分配”体制取代“市
场导向分配”体制，但这一目标未能从根本上实现。8
无疑，自由贸易之“原则”内含的“实力界定收益”是强者的逻辑，为了弥补其对弱势
国家造成不利乃至不公的结果，在制度设计上，战后国际贸易体制在“规范”层面确立了形
式互惠基准；析言之，从传统的 GATT 到现行的 WTO，既有国际贸易体制立足的是一种“一
阶差分”（first-difference）或“边际”（marginal）意义上的形式互惠基准。在该基准下，各
国就市场开放实现的是总体上互利和利益平衡，而不是完全等同。9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基欧汉认为，战后国际贸易体制是建立在“扩散互惠”
（diffuse reciprocity）原则之上的，而所谓的“扩散互惠”
，对各国相互給惠的等同性并不需
要做出精确的界定，即实际上包含的是形式互惠基准，其强调的是一个宽泛群体内利益的总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s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2, 1982, pp.187-189.
5
据笔者 2010 年 7 月 16 日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检索的结果，仅发现一篇专论，即孙杰：《对等贸易：
特朗普挑战世界贸易规则体系》，《中国外汇》2018 年第 7 期，第 19-21 页。
6
G. Jone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Vol.87, January/February, 2008, pp.23-37.
7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in Discord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58；Stephen D. Krasner，前引文，第 188 页。
8
[美]斯蒂芬·D·克莱斯勒著，李小华译：《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杭州：浙江人民
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9 页。
9
Daniel C. K. Chow & Ian Sheldon, Is Strict Reciprocity Required for Fair Trade?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52, No.1, 2019, pp.4, 33-3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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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平衡，而不是特定行为体之间的双边利益平衡。10比照现行的 WTO 体制，可将之详解为：
首先，因各成员方自然秉赋、产业分工、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等不同，一个成员方的市场开
放程度不必与其他任何一个成员方相同；然后，按照最惠国待遇标准，该成员方在给予其他
所有成员方市场开放好处的同时，也可从其他所有成员方的市场开放中获益。由此，通过谈
判，在形式互惠基准下，该成员方可以取得与其他所有成员方之间贸易收益的平衡。因每个
成员方均是如此，故在 WTO 框架内各成员方之间可以实现贸易收益的整体平衡；质言之，
在现行 WTO 体制内，不是追求各成员方市场开放的对等，而是包容差异化的存在，再经由
最惠国待遇标准的传导效应，反而能够促成各成员方贸易收益的整体平衡；反之，如果采用
实质互惠基准，一个成员方的市场开放与另一个成员方等同，双方的贸易收益可能本身就会
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且适用最惠国待遇标准的结果，依该成员方偏高或偏低的市场开放
水平，将无法通过谈判与其他成员方达到贸易收益的平衡。
事实上，按照形式互惠基准，WTO 现行具体“规则”的制定，考虑到了各国发展水平
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就其中的发展水平而言，经济实力强的国家对市场开放水平的承诺总体
上要高于经济实力弱的国家，以防止出现贸易收益对后者不利的失衡状况。更为突显的是，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阶段上就存在实质差异，“通常而言，穷国不可能具有与发达
国家相同的市场能力，在谈判中几无提供过高的严格对等之空间。”11因此，为了保证贸易
收益的基本公平，现行的国际贸易体制允许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特殊与差别待遇。历史上，通
过开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发展中国家虽未彻底改变战后自由主义国际贸易体制的
“市场导向分配”体制，但在 GATT 项下获得了特殊与差别待遇。其后，从 GATT 到 WTO，
发展中国家诉求的一些特殊与差别待遇虽然已经被弱化和软化，12但在相当程度上仍得以保
留。在现行 WTO 框架下，发展中成员享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具体表现为比发达成员更小
的产业开放程度、更长的开放过渡期、保留政策空间的灵活性以及接受技术援助等。13
（一）中美权力变迁与特朗普政府对实质互惠基准的引入
晚近，世界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权力变迁构成该大变局之主轴。尤其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受到重创，经济增速放慢，但中国发展
势头未减。随着中美经济实力的此涨彼消，14在既有国际贸易体制下，按照自由贸易原则内
含的“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美国从中获得的收益必然趋于相对下降。特朗普执政后，
美国将这种贸易领域的收益相对下降归咎于现行国际贸易体制的规则设计对己不公，进而试
图对其加以实质性改变，矛头所向，首当其冲指向的就是中国，从而形成了中美之间关于现
行国际贸易体制变动问题的巨大纷争。
在国际制度内含的“原则”、
“规范”和“规则”三个层级的构成要素中，就美国发起的
现行国际贸易体制之变，特朗普政府聚焦的是“规范”要素，主张以实质互惠基准取代形式
互惠基准，这样的转向可谓是美国霸权衰落的一个独特现象。

Robert O. Keohane, 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0, No.1, 1986, pp.4,
7, 25-26.
11
Maureen Irish, Development, Reciprocity and the WTO Trade Facilitation Agreement, Manchest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14, No.1, 2017, p.53.
12
[美]杰弗里·L·丹诺夫，陈延忠译：《WTO 贸易法公平吗？》，《国际经济法学刊》2004 年第 8 卷，
第 23-25 页；Jone H. Jackson, William J. Davey, Alan O. Sykes, Jr., Legal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ST. Paul: West Publishing Co., 3rd, ed., 1995, pp.1117-1118.
13
2018 年 11 月 23 日中国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件》。
14
以 GDP 作为衡量标准，2001 年中国“入世”时的 GDP 总量（1.16 万亿美元）仅为美国（10.17 万亿美元）
的 11.4%；到 2019 年，中国 GDP 总量（14.36 万亿美元）已达美国（21.43 万亿美元）的 67%；亦即，期
间，美中两国 GDP 总量的差距从 8.78 倍缩小到了 1.49 倍。
10

95

从特朗普本人提出“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竞选口号的潜台词中可以看出，其对美国霸
权衰落有着强烈的认知；相应地，对于现行国际贸易体制致使美国所谓贸易收益严重受损，
包括吃了中国最大的亏，特朗普政府有着切肤之痛。是故，一方面，对于现行国际贸易体制
之变，特朗普政府的胃口绝不会只及于“规则”层级的一些具体改变，因为这种现行国际贸
易制度内部的有限变化，不足以从整体上扭转美国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中国在相对收益上的
颓势；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实力虽已相对衰落，但还是世界唯一的霸权国，自由贸易原则项
下的“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仍然能給美国带来最大的绝对收益，因而特朗普政府尚不至
于从“原则”层级谋求彻底颠覆自由贸易原则，以致改变现行国际贸易制度的根本特征。
有鉴于此，特朗普政府所做的选择是，从“规范”层级切入，改采实质互惠基准，通过
变换界定美国与其他国家在贸易领域权利义务的标准，谋求从整体上重塑既存国际贸易制度
中的种种“规则”，俾使现行国际贸易体制的实质特征发生有利于美国的变化，从而改变相
对收益对美国不利的状况。美国的此等选择典型地体现在特朗普政府对待 WTO 的立场上。
尽管特朗普本人屡次声称美国要退出 WTO，但其真实意图表达乃是，“我没有说退，我是
说他们一直对我们不公平”；15申言之，特朗普政府虽然尚未决定抛弃建立在自由贸易原则
基础上的 WTO 体制，但极力强调所谓的“公平贸易”政策，其核心是对等开放，16即从“美
国优先”出发，借以实质互惠基准系统修正现行的 WTO 规则。
在霸权处于强盛之时，美国自诩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有关国际公共产品，包括在其主导下
构建的国际贸易体制接受形式互惠基准，对其他国家实行更大程度的市场开放。然而，晚近，
随着美国的相对衰落，其在贸易领域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趋于下降，到了特朗普
执政，美国开始转向推行实质互惠基准，强迫其他国家与美国实现对等开放。应该说，这种
因霸权衰落所致，提出结构性改变现行国际贸易体制的主张，并非始于现时特朗普执政下的
美国，可谓早有先例。
回溯历史上的英国和美国，曾经“随着各自国家失去霸权，面临外国竞争和遭遇国内困
境，构成霸权时期一大特征的对自由贸易之承诺受到挑战。对‘公平贸易’或相等互惠
（equivalently for reciprocity）的诉求便浮出台面。”17时至 19 世纪末，英国的经济实力优势
受到来自美国和欧陆国家的强烈挑战，沦为一个“衰落的巨头”。缘此，当时英国国内的保
守势力主张应放弃对其他国家实行的“单方面自由贸易”
（one-sided Free Trade）政策，在“公
平贸易”的基础上要求其他国家实现对英国的对等开放，这股逆流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初第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无独有偶，上世纪 80 年代，欧洲、日本大幅崛起，美国霸权地位时不如
昔。于是，美国一些议员、商人、评论家、媒体和学者不断推动本国政府在贸易领域“平整
游戏场地”，主张其他国家应对美国实行“公平”的对等开放。犹如历史上的英国，当时美
国的贸易对等主义者大有回归之势。直到本世纪 90 年代初冷战结束，美国重返世界权力巅
峰，再次执掌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主导 WTO 建立，美国国内的这股贸易对等主义
思潮方告消退。18
（二）实质互惠基准的引入与特朗普政府对贸易自由化的反动
从历史上看，过度强调互惠往往是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工具。19 世纪末的美国即
是如此。1896 年美国共和党党纲曾表明，
“保护和对等是共和党政策的孪生措施，二者息息
2018 年 6 月 29 日特朗普谈及 WTO 时答记者问。
2018 年 9 月 24 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第二部
分之二（“不应脱离世界贸易组织的互惠互利原则谈论公平贸易”）。
17
Jagdish N. Bhagwati & Douglas A. Irwin, The Return of the Reciprocitarians—US Trade Policy Today, The
World Economy, Vol.10, Issue 2, 1987, p.109.
18
同上，第 109-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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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其后的哈定政府也公开宣称，其保护主义的对外贸易政策是建立在互惠基础之上的。
直至后来，“在美国，互惠的效用被如此普遍的借用，以至于当代反自由化者谋求利用该概
念达到自己的目的。”19
尽管国际社会普遍认同时下美国推行贸易霸凌主义是一种严重破坏自由贸易的行为，但
特朗普政府却屡屡辩称，基于其主张的公平贸易政策，美国乃是自由贸易的真正践行者。20
特朗普政府要员对该定性做出的论证是，
“自由贸易是一个双行道”，然而，长期以来，美国
的市场开放是最高水平的，而其他国家却未实现对美国的对等开放，因而是一种不公平贸易
之举。现美国要求打开其他国家市场，旨在“恢复一个平整的游戏场地”
，
“这是一种真正的
21
自由贸易议程”。 其实，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之时，美国早就有人为这样
的“攻击性互惠”政策辩护。22
具言之，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采取种种贸
易保护主义措施，保护美国市场，其具有的反贸易自由化性质，可谓昭然若揭。对此，学界
并无异议；另一方面是以实质互惠为基准，采取贸易霸凌主义强行打开别国市场，其性质如
何，则国内仍有学者持模棱两可的观点，认为特朗普政府采取改变现行国际贸易体制的言论
和措施，对于其毫不掩饰的“美国优先”立场和提出的公平贸易条件，仍需质疑，但其的目
的是为了“构建一个对美国更为‘公平’的新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为美国出口产品创造一
个更为有利的国际销售市场。”就此而言，虽然“国内外主流媒体称特朗普为‘反自由贸易
斗士’，有一定道理”，但“上述观点有失偏颇，不够全面，未能真实、客观反映出特朗普的
贸易政策和策略”，“是国际媒体冤枉了他。”23
为明辨美国改变现行国际贸易体制的行为到底是推动还是破坏自由贸易，关键是要厘清
特朗普政府尊奉的实质互惠基准之本质。24
国际制度中的“规范”可有利益与价值两方面的含义，25形式互惠和实质互惠基准也是
如此。现行国际贸易体制立基的形式互惠基准，体现的是各国之间互利共赢之利益维度和公
认的贸易公平之价值维度，即在强弱国家之间以制度设计的不对等实现贸易收益的均衡；相
反，特朗普政府强调的实质互惠基准，实际上是“美国优先”之利益主张和美国“公平贸易”
之价值诉求的结合，其形成的脉络非常清晰：为了扭转霸权衰落导致美国贸易收益相对下降
的不利态势，特朗普政府需要改变现行国际贸易体制，而就此寻找的正当性说辞必然是美国
在贸易领域受到了制度性不公平对待。然而，以 WTO 为基础的现行国际贸易体制最初是由
美国主导下创建的，现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美国却反指自己主创的“游戏规则”于己不
公，对此，特朗普政府除了自证其是——指称其他国家没有达到美国那样的市场开放程度，
Robert O. Keohane, 前引文，第 3 页。
诸如，特朗普本人多次声称，“我们支持自由贸易，但它必须是公平也必须是互惠的。”（2018 年 1 月
26 日特朗普在瑞士达沃斯论坛发表的特别致辞）；“我们想要的是自由、公平和精明的贸易政策”（2018
年 3 月 1 日特朗普发出的推特）。2017~2020 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的《美国总统贸易政策议程和贸
易协定计划年度报告》也在多处指出，美国所要的是“自由、公平和对等”的贸易。
21
Wilbur Ross, Free-Trade is a Two-Way Stree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 2017. 作者罗斯为美国商务
部长。2018 年 4 月 4 日，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接受福布斯媒体采访时
更是直白：“你知道，生活中不仅有萝卜，也有大棒，但他（特朗普）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自由贸易者，他
对我是这样说的，对公众也是这样说的。”
22
R. J. Wonnacott, Aggressive U.S. Reciprocity Evaluated with a New Analytical Approach to Trade Conflicts, i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ontre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 1984.
23
高旭军：《特朗普：“反自由贸易斗士”还是新型国际贸易规则的推手》，载“澎湃新闻网”：https://www.
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26101，2020 年 7 月 21 日访问。
24
国内有学者明确指出，特朗普政府推行实质互惠基准是对现行国际贸易体制的挑战，但未能表明这种挑战
的性质。详见孙杰，前引文，第 19-21 页。
25
Robert O. Keohane, 前引书，第 57-58 页。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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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恐怕再无其他证明标准可循。
具言之，无论是从利益的维度，还是从价值的维度，都可确证特朗普政府推行实质互惠
基准具有明显的反贸易自由化性质。
特朗普政府以实质互惠为基准打开其他国家市场，貌似推动贸易自由化，实际上奉行的
是现实主义赤裸裸的权力哲学，即将“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推向极端，观之以利益的维
度，其结果必然是，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可为强者通吃之所为，经济实力弱于美国
的其他国家则将因此而利益受损，这显然是一种损人利己的“零和博弈”，违背了自亚当•
斯密以来国际社会存续已久、建立在互利基础上公认的自由贸易之法则。26
同时，观之以价值的维度，特朗普政府的对等贸易观也绝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平贸易。正
如 WTO 前总干事拉米所言，国际贸易领域的“这些规则也必须是公平的——那就是为什么
WTO 超越形式平等而寻求确立真正的平等。真实的平等只存在于实力相同者之间”；27简言
之，拉米道出的是这样一种 WTO 秉持的法理——“适用于各国真实情形之规则的采用乃是
遵循保证更加真正平等之道。”此处“各国真实情形”指的是，应承认各国在发展水平和发
展阶段上的不同；而“更加真正平等之道”指的则是，在 WTO 制度构建过程中，“对于国
际谈判现实的理解应表明有效的平等能够允许待遇上差异的存在。”28
还需指出的是，特朗普政府推行实质互惠基准，必将危及 WTO 体制的另外一项公认的
“规范”——最惠国待遇标准。例如，2108 年 2 月 12 日，美国首次提出考虑征收对等税，
对进入美国某国某类产品征收该国进口美国同类产品时征收的同等关税。如果美国全面实施
对等税，将使美国针对来源于不同国家的同一产品征收不同关税。这显然与 WTO 最惠国待
遇标准相背离；如果美国仅仅针对少数高税率国家征收对等税，意味着美国不会给予这些国
家最惠国待遇。29如所周知，最惠国待遇标准用以保证一国产品进入其他国家市场可获得与
第三国产品平等竞争的机会，其构成 WTO 自由贸易体制的一大基石。一旦最惠国待遇标准
因实质互惠基准的引入而受到侵蚀，将严重破坏现行自由主义国际贸易体制。据此，也可有
力地佐证，特朗普政府推行实质互惠基准具有无可辩驳的反自由贸易性质。
最后，对于“互惠”概念，可从“应变性”（contingency）和“等同性”（equivalence）
两大核心维度进行分析。30按照博弈论，双方如在“等同性”维度上产生争议，将可能演变
成在“应变性”维度上以停止给予对方好处的方式相互进行报复；亦即，“各国政府倾向于
以带有偏见的方式评估‘等同性’。因政府偏向自身利益，以等同为名要求过度补偿，滥用
互惠的结果可能会导致冲突和纷争的轮番升级”。31以公平贸易和自由贸易支持者自居主张
实质互惠基准，往往会对其他国家采取“投桃报李，以牙还牙”
（a tit-for-tat）的策略。声索
国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号推行实质互惠基准，显然属于“滥用互惠”的情形，一旦其“过
度补偿”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将会对其他国家实行“以牙还牙”的报复，由此将带来“公平
贸易的一个特别危险是，其将演变成对开放的贸易体系的异常损害，或公然的保护主义”；
换言之，此类“对等很快就会变成对开放的贸易体系的否定，使得公平贸易成为自由贸易的
Daniel C. K. Chow & Ian Sheldon, 前引文，第 9-19 页。
Pascal Lamy, The Place of the WTO and Its Law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7, No.5, 2006, p.973.
28
Maureen Irish，前引文，第 54 页；Gillian Moon, Trade and Equality: A Relationship to Disco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12, No.3, 2009, p.622.
29
前引《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第二部分之二；崔凡洪、朝伟：《论对等开放原则》，
载《国际贸易问题》2018 年第 5 期，第 6 页。
30
这里所谓的“应变性”是指，己方是否给予对方好处，视对方是否给予己方好处而定；而所谓的“等同性”
是指，己方给予对方好处与对方给予己方好处等同的程度如何。
31
Robert O. Keohane, 前引文，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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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而不是盟友。”32特朗普政府推行实质互惠基准，恰恰验证了这样的过程：如果其他
国家顺从美国的对等开放要求则罢，倘若其他国家不愿或无法做到，那么美国则将依据其国
内法（如“301 条款”）对这些国家实行单边制裁。33然而，事实上，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能够达到美国那样的市场开放水平。因此，实质互惠基准实施的结果，必然导致美国大肆动
用加征惩罚性关税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乃至引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战，34从而严重破坏既
有的自由贸易格局，造成现行国际贸易体制的极大混乱。
反观中国，作为经济实力快速提升的新兴市场国家，可从现行自由主义国际贸易体制“实
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中获得越来越大的收益，因而中国不但不会谋求改变自由贸易“原则”，
而且已经成为全球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坚定支持者和维护者。当然，中国也从未拒绝对现行
国际贸易体制中的一些具体“规则”进行适度的调整，但其前提是，必须坚持形式互惠这种
既有国际贸易制度构建之“规范”，反对美国引入实质互惠基准，破坏自由贸易“原则”，以
致系统性改变现行国际贸易体制的具体“规则”。正是如此，中美对于现行国际贸易体制之
变的争议焦点，可清晰地归结为形式互惠基准与实质互惠基准的对立。

三、中美对现行国际贸易体制变动基准的选择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只是认定中国为既有国际贸易体制的“搭便车者”，35即中国
在一定程度上占了现行国际贸易体制的便宜，但尚未达到致使美国贸易利益严重受损的程
度。因此，当时美国并未突破传统的形式互惠之基准，要求中国承担与美国完全相同的贸易
自由化义务。但是，奥巴马政府认为，既存国际贸易体制的具体制度对中美贸易关系的适用
已经失衡，造成了美国贸易利益的流失，其主要理由是，现行 WTO 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后
来者问题”（latecomer’s problem）；亦即，经过历史上 GATT 多轮回合谈判，美国等发达国
家的关税已经降到很低。然而，中国等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虽已快速提升，却因加入
经济全球化进程较晚，在这之前，关税并没有得到有效削减，故仍然维持着比美国要高得多
的关税水平。36为了矫正这种对美国不利的贸易失衡状态，奥巴马政府主张中国应进一步提
高市场开放的程度。
奥巴马政府的这种立场典型地体现在 WTO 多哈回合谈判之中。就多哈回合谈判，美国
等发达国家虽未强求取消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 WTO 中的发展中成员地位，即从发展中成
员中“毕业”，不能继续享有任何特殊与差别待遇，但是提出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
对发展中成员进行分类，区分最不发达国家、一般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相应地，发
展中国家中经济最发达的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需承担更高的市场开放义务。
奥巴马政府虽然没有改变既有的形式互惠之基准，但在该基准下对中国提出了过高的市
场开放诉求，当然不为中国所接受。承上例，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坚持 WTO 要继续维
护乃至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详言之，中国反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对发展
Jagdish N. Bhagwati & Douglas A. Irwin, 前引文，第 113、119、125、127 页。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的《2018 年美国总统贸易政策议程和贸易协定计划年度报告》宣称：“那些信
守以市场为基础之结果和愿意就其本国市场为美国提供对等机会的国家，将会发现他们是特朗普政府的真
正朋友和盟友。那些拒绝給我们对等待遇或从事其他不公平贸易实践的国家，将会发现我们知道如何维护
自己的利益。”（见该报告第 4 页）。
34
孙杰，前引文，第 20-21 页。
35
徐崇利：《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秩序下“中国搭便车论”辨析》，《法学》2010 年第 4 期，第 86-93
页。
36
Chad P. Bown, Robert W. Staiger & Alan O. Sykes, Multilateral or Bilateral Trade Deals? Lessons from History,
in Chad P. Bown ed., Economics and Policy in the Age of Trump, A VoxEU.org eBook, London: CEPR Press,
2017, p.16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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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员进行分类的主张，支持发展中成员对 WTO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进行硬化的立场，并
强调作为 WTO 新成员应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37
可见，在奥巴马时代，中美对于现行国际贸易体制变动之争议，并非针对形式互惠基准
本身，而是在该基准下中国应承担多大程度进一步市场开放义务的问题。按照前述有关国际
制度构造之原理，当时，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诉求的国际贸易体制之变，不是
“规范”层面的质变，而只是“规则”层面的量变。
（一）美国对实质互惠基准的引入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改变了以往倡导的“自由贸易”政策，转向强调所谓的“公平贸易”
政策，而要判断其他国家对美贸易公平与否，端视它们是否对美国实现了对等开放；进而言
之，在特朗普政府看来，正是其他国家与美国市场开放的不对等，使得美国处于不公平的贸
易地位，并导致双边贸易不平衡。既然如此，如继续沿用形式互惠基准，哪怕其他国家加大
市场开放力度，其程度终将有限，仍然可以低于美国的市场开放水平，这样显然不足以消除
美国在贸易领域不断吃亏暨受到其他国家不公平对待的现状，是故，特朗普政府为了对现行
国际贸易体制进行实质性改造，需要引入实质互惠之变动基准。实质互惠基准已经被写入
2017~2020 年美国总统贸易政策议程和贸易协定计划，而且美国还试图就此制定相应的国内
立法。2019 年 1 月，
《美国对等贸易法案》被正式作为国会提案推出，在随后发表的国情咨
文中，特朗普明确要求国会支持批准该法案。38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主张的不是普通的，而是一种极端的实质互惠基准。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谋求的实质互惠基准具有范围宽泛的特点，既指贸易条件的对等，
也指贸易额上的完全平衡，而且对于其中贸易条件的对等，实际上要求应按照美国的标准平
整一切与贸易有关的“游戏场地”，不但包括实现其他国家与美国之间关税税率的对等，而
且包括相互间非关税措施所致负担的等同，39甚至扩及 WTO 涵盖和未涵盖的知识产权、环
境保护、劳工待遇、国有企业、政府补贴、竞争政策、产业规划、汇率等其他国家相关国内
治理标准上与美国的一致。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谋求的实质互惠基准具有标准严苛的特点：首先，在贸易条件的
设定上，实质互惠基准本来还可做相对宽松的解释；亦即，就一些产品的关税水平和一些行
业的准入，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要高一些；但就另一些产品的关税和另一些行业的准入，
则要低一些，如此高低相抵的结果，两国相互间可以维持市场开放程度的整体一致。但是，
特朗普政府就此诉求的对等开放，是指其他国家就每个具体产品的关税水平和每个具体行业
的市场准入都应与美国完全“拉平”
（level）；其次，在贸易平衡上，特朗普政府的对等要求
则是，其他国家与美国在贸易额上必须保持“镜像一致”（mirror-image），即对美国的贸易
顺差必须归零。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主张的是一种“严格的”
（strict）、
“绝对的”
（absolute）
40
或“完全的”（full）实质互惠基准。
针对中美贸易关系，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是最大的吃亏方，其利益受损程度远超美国

林灵：《试析多哈回合“特殊与差别待遇”谈判及中国相关立场》，《武大国际法评论》2007 年第 7 卷，
第 110-111 页。
38
张晓明：《<美国对等贸易法案>的立法动向及其对全球价值链的潜在影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19 年第 3 期，第 32-41 页。
39
《美国对等贸易法案》第三部分 a 款。
40
Daniel C. K. Chow & Ian Sheldon, 前引文，第 4、33-34 页；前引《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
白皮书，第二部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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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国家的损失，直接证据是中美之间长期存在巨额的贸易逆差。41特朗普政府进而认定，
美国在贸易领域受到了中国“极不公平对待”，42主要源于中国在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问题
上背负的两大特殊“原罪”
：一者，中国已是一个世界经济强国，却享受发展中国家的特殊
与差别待遇，因此获得了巨大的不当收益，对美国形成了系统性的贸易不公；43二者，中国
采取政府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尤其是在知识产权、国有企业、产业政策、政府
补贴及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推行掠夺性贸易政策，对美国造成了严重不公。44
为此，特朗普政府将中国锁定为美国推行“公平贸易”政策的头号对象，实质互惠必然
成为美国要求改变现行中美贸易规则的新基准，具体所指有二：
其一，美国实质互惠基准要求实现中美在贸易条件上的完全对等。
针对中国的发展阶段，特朗普政府首先要求中国放弃在 WTO 中的发展中成员地位，不
能继续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2019 年 1 月，美国向 WTO 提交了一份题为《一个无差别的
WTO：自我认定的发展地位威胁体制相关性》文件，之后又提出一份相应的 WTO 总理事会
决定草案。2019 年 7 月，美国再次就 WTO 涉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发布一份备忘录，要求
WTO 在 90 天内改变规则，不然美方可能单方面采取行动。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是
经济实力最强的新兴经济体。因此，特朗普政府要求 WTO 清理发展中成员地位，矛头所向，
首当其冲即为中国。
在取消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基础上，特朗普政府进一步要求中国对标美国，大幅度提
升产业开放水平。就此，特朗普政府认为，在其他所有国家中，按照现有的经济实力，中国
是最不应该在产业开放水平上与美国存有差距的国家。因此，美国对外推行对等开放重中之
重的国家就是中国；而且按照前述特朗普政府主张的绝对、严格或完全的对等要求，不管中
国的哪个产品，哪个行业，都要达到美国那样的开放程度。45倘若如此苛刻的对等标准得到
实现，中国将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对本国弱势产业的合理保护。
另一方面，针对中国的经济体制，特朗普政府要求中国必须选择与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
趋同。例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17 年度中国履行加入 WTO 承诺情况报告》中声称，
2001 年美国让中国“入世”，标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意图是在 WTO 体制内对中国的
经济体制进行改造，等到过渡期届满，中国可望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历时已久，
这一目标已然落空。因此，美国当年支持中国“入世”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中国现在需按
照美国的“良治”标准对经济体制乃至经济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
如上所述，特朗普政府推行的是范围宽泛的实质互惠基准。在这样的对等开放要求下，
其他国家可能不同程度上都需要改变国内治理体制，实现与美国监管标准的一致。然则，在
特朗普政府眼中，中国是政府“控制商业”最严重的国家，属于美国需要以对等贸易条件加以
“修理”，第一个不能饶恕的国家。假如按特朗普政府的要求实现中美在经济体制和治理标
例如，特朗普在 2019 年 5 月 6 日发出的推特中断言，因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多年来，美国在贸易
上每年损失 6000 亿至 8000 亿美元；与中国贸易损失 5000 亿美元。”
42
如 2018 年 6 月 30 日特朗普在美国底特律发表的一次公开演讲所言。
43
诸如，特朗普在 2018 年 4 月 18 日发出的推特中称：“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却在 WTO 内被视为发展
中国家。因此，中国获得了巨大的特殊待遇和优势，尤其是相对于美国。有人认为这公平吗？”2019 年 7
月 26 日特朗普再次发出推特称：“一些在世界范围内最富裕的国家自称是发展中国家，以绕开 WTO 的规
则享受特殊待遇，因此 WTO 体系败坏了。”
44
例如，在 WTO 总理事会 2018 年 7 月 26 日举行第三次会议之前，美国提交的一份题为《中国贸易破坏性
的经济模式》之文件声称，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造成的“贸易破坏性”不但对美国不公，而且使
WTO 所有成员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45
特朗普政府认定，在 22 个主要货物类别中，中国有 20 个进口关税税率高于美国。参见 Wilbur Ross, 前
引文。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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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上的对等，无疑将从根本上损害中国的经济乃至政治利益。
其二，美国实质互惠基准要求实现中美双边贸易额的完全对等。
特朗普政府认为，中美贸易逆差已经占到美国对全球贸易逆差总额的约三分之二。据此，
美国必然将中国设定为需要达到双边贸易平衡的头号标靶。然而，如要求中国单方面采取措
施，彻底消除中美之间存在的巨额贸易逆差，中国将不得不对美国过度开放本国市场，以及
超量进口美国产品，这些都将对中国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害。
（二）中国对形式互惠基准的坚守
对于现行国际贸易体制的变动，中国的基本立场则是，反对美国强求的实质互惠基准，
坚持确立已久的形式互惠基准。就此，中国明确主张，“不应脱离世界贸易组织的互惠互利
原则谈论公平贸易”项下的实质互惠基准。46这一主张既集中体现在中国对于关乎现行国际
贸易体制总体变动的 WTO 改革的立场之中，也鲜明体现在中国对于事关中美贸易规则变动
的两国经贸磋商的立场之中。
在形式互惠基准下，针对贸易条件的设置，中国表明，“承认国家发展的差异性、阶段
性，尊重对方发展道路和基本制度”，是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原则性问题，中国绝不会
让步或退让。47
一则，针对发展阶段，中国坚持形式互惠基准，即主张美国应“承认国家发展的差异性、
阶段性”，首先是保证发展中国家继续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中国认为，这种制度安排体现
了对弱国发展权的尊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公平。因此，中国提出 WTO 改革的三项原则
和五点主张之一分别是，WTO 改革应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和特殊与差别待遇。对于
自身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中国特别强调，在 WTO 改革过程中，“绝不允许任何成员剥夺中
国理应享受的发展中成员特殊与差别待遇”。48无疑，在形式互惠基准下守住发展中国家享
有特殊与差别待遇这条底线，意味着即使现行国际贸易体制发生变动，无论如何也不应要求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开放上达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那样高的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明确反对美国采用实质互惠基准改变这方面贸易条件的设置，表明“美
国所主张的‘公平贸易’和‘对等开放’，否定各国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优势产业的客观
差异，无视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势必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和产业造成冲击，造成更大范围的
不公平，最终也不利于美国企业扩大国际市场，分享发展中国家发展机遇。”具体到中国，
美国“仅以中国经济和贸易总规模较大为依据，要求中国和美国实现关税绝对对等是不合理
的。”49
二则，针对经济体制，中国坚持形式互惠基准，要求美国“尊重对方发展道路和基本制
度”。对于中美经贸磋商，中国明确主张双方应“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对方社会制度、经
济体制、发展道路和权利，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不挑战‘底线’，不逾越‘红
线’”。50同样，中国提出 WTO 改革的五点主张之一是，WTO 改革应尊重成员各自的发展
模式。就此，中国坚决反对美国“指责其他成员的国有企业、产业补贴等正常的发展模式和
政策措施”；
“中方反对借 WTO 改革对国有企业设立特殊的、歧视性纪律，也不同意将没有
46

前引《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第二部分之二。
2019 年 6 月 2 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第三部分之一、
三。
48
前引《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件》。
49
前引《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第二部分之二。
50
前引《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第三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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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依据的指责列为世贸组织改革议题”；51等等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坚守形式互惠基准，包括主张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享有特殊
与差别待遇，并非出于一己私利，而是该基准本身内含的正当性——实现各国间互利共赢原
则使然。
特殊与差别待遇形式上似乎表现为仅仅是一种对发展中国家单方面有利的优惠待遇，实
则是发达国家以当期优惠换取发展中国家后期开放的一种互利之举。因发展中国家处于发展
初期阶段，需要通过给予特殊与差别待遇，对其产业实行适度保护以促进良性发展，待发展
中国家市场随经济发展扩大后，将为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商机，这符合双方的长期利益。52
就此而言，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本来就体现了互利共赢原则。
与特朗普政府在实质互惠基准下唯我独尊，以美国的市场开放水准一统天下不同，中国
倡导的互利共赢原则要求一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53在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指导下，中国致力打造的是以合作伙伴关系为基础的新型国家关系。54国家之间既为
合作伙伴，就需求同存异，在国际贸易领域，即应从总体上坚持形式互惠基准——在共同推
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允许各国决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市场开放状况。只有这样，才能实
现合作伙伴之间互利共赢的目标。
既然形式互惠基准体现了互利共赢这一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那么，中国在国际贸易领
域坚守形式互惠基准，就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现象。现在，中国已将原生于防止气候变化国际
法律领域的共同但有区别原则延伸适用于整个全球发展事务。55将该原则适用于国际贸易领
域意味着，各国需共同承担开放市场的义务，但相互承担市场开放的程度可有区别。显然，
这样的解读与形式互惠基准的本义完全吻合；易言之，形式互惠基准就是中国主张的普适于
全球发展事务之共同但有区别原则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具体体现。
形式互惠基准承认各国因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不同可承担不同的市场开放义务，意在实
现各国间贸易利益的平衡。与之相对应，需要采取的是一种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机制：首先
应从静态的角度维护和巩固既有国际贸易体制，保持各国贸易关系的基本稳定；同时，现行
国际贸易规则不可能一成不变，因应时需，还应从动态的角度在互惠基准下对各国的市场开
放义务做出必要的调整。
不可否认，WTO 多边贸易体制建立 30 多年来，各成员之间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实力已经
发生相当大的变化，既有国际贸易规则的滞后，难免会滋生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这种现象不
但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56有鉴于此，对
既有国际贸易规则做出调整，也是坚持形式互惠基准的题中必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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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件》。
前引《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第二部分之二。
53
《弘扬传统友好 共谱合作新篇》（2014 年 7 月 16 日习近平在巴西国会的演讲）。
54
《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2013 年 3 月 23 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
55
“各国都应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各国能力和水平有差异，在同一目标下，应该
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引自《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2015 年 9 月 26 日习近平在联合
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
56
例如，随着产业的升级，美国在电子、软件等领域获得了对欧盟的领先优势，按照现有的贸易自由化规则，
美国出口的相关产品和服务对欧盟 21 世纪以来推出的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产生了威胁。在贸易自由化规则
既定的情形下，欧盟便选择以垄断、不正当竞争、非法避税等 WTO 法外之由，对谷歌、苹果、Facebook、
英特尔、高通等美国优势企业进行合规审查，并施以惩罚，以削弱其产品和服务的竞争能力。参见《唐驳
虎： 川普两 线作战， 叫 5000 亿美 元的牌 也没用 》， 载“凤凰 网” ：http://news.ifeng.com/a/20180721/
59323741_0.shtml，2020 年 7 月 21 日访问。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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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1 年中国“入世”，WTO 体制开始成为适用于中美贸易关系的规则，一直延续至
今，且基本未变。WTO 多哈回合久拖不决，故在多边层面，中美贸易规则一直无法得到调
整；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将中国排除拒之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及《国际
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大门之外，没有开启从局域层面调整中美贸易规则的窗口；
2009~2016 年，奥巴马政府与中国展开了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但美方认为，通
过该双边途径调整中美贸易规则收效甚微。57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2017 年 4 月，中美两
国元首同意启动“百日计划”，并取得了早期收获。2017 年 7 月，中美又进行了首轮全面
经济对话。然而，从 2018 年开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实际上关闭了通过
“百日计划”和全面经济对话调整中美贸易规则的双边途径。概言之，在中美经济实力对比
和贸易收益分配已经发生巨变的情形下，中美贸易规则历经了近 20 年基本未更。
不论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什么，按照国际贸易体制的基本法理，规则需要与时俱进，
因此，在形式互惠基准下，中国并不拒绝现行国际贸易体制及中美贸易规则的变动，表现为
中国支持对 WTO 进行必要的改革，58也愿意通过对话磋商解决中美经贸问题，达成一个互
利双赢的协议。59应该说，规则的调整将有助于实现各国之间（包括中美之间）在贸易领域
的利益平衡，这既符合中国“互利共赢、多元平衡”的贸易战略宗旨；60广而言之，也符合
中国提倡的经济全球化再平衡之要义。61当然，现行国际贸易体制及中美贸易规则的调整，
应以实现互利共赢为目标，并以不损害中国根本利益为底线。
中国反对特朗普政府推行实质互惠基准，不仅针对贸易条件的设置，对于中美双边贸易
额的平衡，立场同样如此。中国认为，中美双边贸易差额长期存在并不断扩大，不是中国刻
意追求的结果，而是多重客观因素共同作用所致。诸如，其是美国国内储蓄不足、中美产业
比较优势互补客观效应、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生产布局变化、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
以及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必然结果。因此，美国片面强调中美贸易不平衡现象，并将责
任归咎于中国，继而以对等开放为借口，单方面要求中国实现双边贸易的零差额，是一种不
公平、不合理的诉求。但考虑到中美贸易不平衡现象客观存在，且更多是美国经济结构和现
有比较优势格局下市场自主选择的自然结果，中国愿意通过双方共同努力进行结构性调整，
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62
总之，对于现行国际贸易体质之变动，特朗普政府引入实质互惠基准，提出的是实现美
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市场开放对等的极端诉求；中国坚守形式互惠，主张的则是国家之间市场
开放的合理平衡。按照前述有关国际制度构造之原理，中国反对美国引入实质互惠基准，乃
是为了维护现行国际贸易体制的总体稳定，防止其陷入恶性质变的状态，但中国并不排斥在
“规则”层面的适度量变，即在形式互惠基准下有限度地调整现行国际贸易体制的具体制度，
包括中美之间的贸易规则。

前述《2017 年度中国履行加入 WTO 承诺情况报告》，第 25 页。
前引《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件》。
59
前引《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前言和结束语。
60
2018 年 6 月 28 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第四部分之一。
61
《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2017 年 1 月 17 日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
演讲）；《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2017 年 9 月 3 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
上的讲话）；《携手谱写亚太合作共赢新篇章》（2017 年 11 月 11 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 25 次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
62
前引《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第二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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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美对现行国际贸易体制变动基准的运用
晚近，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按照“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美国从现行自
由主义国际贸易体制中所获收益趋于下降。为了扭转美国在贸易收益分配上的颓势，谋求现
行国际贸易体制之变的发起方必然是美国。毋庸讳言，美国作为霸权国，一旦心生单边改变
现行国际贸易体制之意，其他国家很难加以有效阻止。
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仍然延续以往的“自由贸易”政策，实行的是“向前看”的策略，
即通过升级现行规则，诸如极力打造 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
及 TISA 等，旨在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改变贸易收益分配对美国相对不利的状
况。为此，奥巴马政府采取“以小搏大”的做法，即试图在市场开放上以本国付出更小的代
价换取从其他国家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此时的美国还没有否定形式互惠基准，即并未要求其
他国家达到与美国相同的开放市场水平。因此，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进行的尚属“正和博弈”，
有可能采取谈判方式达成有关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新协定。
特朗普政府形成的一种强烈认知则是，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国长期受到其他国家不公平
的对待。既是如此，其他国家必须矫正这种对美国贸易不公的状况，即在美国不必付出任何
代价的情形下，其他国家应单方面对美国实行更大程度的市场开放。实际上，美国也不愿就
此付出哪怕是极小的市场开放代价，因为特朗普政府认为，那样会摧毁美国传统制造业等弱
势产业。63于是，特朗普政府在转向“公平贸易”政策之后，废除了奥巴马政府进一步推动
贸易自由化的“向前看”策略，首先选择退出 TPP，随后叫停 TTIP 和 TISA；同时转向推
行“向后看”策略，即改采实质互惠，试图借此基准大肆修正既存的国际贸易体制，以极端
的诉求要求其他国家单向度对等实现对美国的贸易自由化。无疑，特朗普政府采取这样实际
上是反贸易自由化的策略，必遭其他国家抵制。因此，美国只能通过实施贸易霸凌主义，逼
迫其他国家改变既存国际贸易体制。然而，即便如此，美国对实质互惠的实际运用，也不可
能完全奏效。面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威压，其他国家最终会在多大程度上被迫接受美国的要价，
取决于多种因素，尤其是双方的实力对比状况。就中美之间贸易规则的修改，亦是如此。
1．实质互惠基准的实际运用：美国“自上而下”下调对中国市场开放的诉求
如上所揭，特朗普政府改变现行国际贸易体制的整体谋划是，假借推行“公平贸易”引
入实质互惠基准，为美国提出极端的诉求建立正当性基础；同时，仰仗美国的权力优势对其
他国家采取极限施压等单边手段，力求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特朗普政府心知肚明，
无论如何，美国对等开放的诉求事实上不可能为世界上任何其他一个国家所完全接受，即全
球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到达与美国相同的开放市场程度。这就意味着，在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现
实主义哲学作用下，美国对实质互惠基准的实际运用，仍然存在“务实”下调其要价的空间，
具体方式有二：一是在范围上有选择地针对某些产品或某些产业要求其他国家对美国实行对
等开放；二是在幅度上要求其他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但暂不要求其市场开放水平达到与美
国相同的程度。
当然，对于现行国际贸易体制的改变，特朗普政府下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之诉
求，还源于美国推行实质互惠基准在国际道义上的失据和在国际经济上的失理。
从国际道义的视角来看，现行自由主义国际贸易体制采取的“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
对弱势国家存在内生的公正缺失，需要以形式互惠基准下强势与弱势国家之间不均等的市场
例如，特朗普曾多次抨击 TPP 将“摧毁”美国的传统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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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予以修补。当下，特朗普政府以实质互惠基准为圭臬诉说现行国际贸易体制对美国不公，
完全是颠倒是非。美国现在仍然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特朗普政府以己度人，要求其他国
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对等的条件下与美国展开贸易竞争，“其实际效果，有如要求先天
不足、大病初愈的弱女与体魄强健、训练有素的壮汉，在同一起跑点上‘平等’地赛跑，从
而以‘平等’的假象掩盖不平等的实质。”64中国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新兴经济体，但仍
然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实力与美国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要求中国达到美国那
样的市场开放水平，实行的绝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平贸易。
再从国际经济的视角来看，美国霸权虽已相对衰落，但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在
实质互惠基准下，特朗普政府从“美国优先”出发，意图不折不扣地以对等为标尺打开包括
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市场，不但抹杀了其他国家在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与美国的差
异，而且罔顾相互间自然秉赋和产业分工的不同，颠覆了“比较优势”等主流的国际贸易理
论。65必然导致其他国家的不合作。另者，对于实施实质互惠基准能給美国带来经济上好处
的主张，就连美国国内很多机构和专家学者都表示怀疑，甚至认为此举反而会导致国际贸易
秩序的混乱，进而有损美国的经济增长并影响其国内就业机会。66
更为重要的是，就实质互惠基准的实际运用，特朗普政府下调对中国的诉求，还源于美
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失能。
迄止，特朗普政府凭借美国巨大的权力优势推行实质互惠基准，已经迫使一些比较弱小
的国家虽非完全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接受美国的诉求。美国强迫墨西哥、加拿大重
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美墨加协定》取而代之；以及美国逼迫韩国修改美韩自
由贸易协定，均属此类情形。即使像欧盟和日本这样强大的经济体，就其权力对比以及权力
运用，仍然难以与美国匹敌，也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接受美国提出的开放市场要价。美日已
经达成的初步贸易协议，以及拟议中的美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可引以为证。67
晚近，美国霸权趋向衰落，中国则迅猛发展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
差距已大为缩小。可以说，美国凭据自己现有的实力已难以支撑对中国提出过度的诉求。尽
管特朗普政府选择对华开打贸易战，通过不断加征惩罚性关税等手段，对中国极限施压，但
对于中美贸易战，中国抱定“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的坚定信念，且因中国经
济体量大、韧性强、后劲足造就的强大承受能力，美国想要“完胜”中国，迫使中国订立城
下之盟，接受实质互惠基准，实现向美国对等开放市场，注定是一种无以企及的虚妄目标，
美国的现实选择只能是回到理性磋商的轨道，放弃对中国漫天要价的不切实际预谋。
最后，历史教训也表明，如在特定主体之间推行对相互給惠之等同性有严格要求的“特
定互惠”（specific reciprocity）形式，则这样的贸易政策终难获得成功。英国在 19 世纪 30
年代、美国在 20 世纪之交采取基于“相等”
（equal）和“等同”
（equivalent）补偿的有条件
68
最惠国待遇，均未取得实质性成效。 特朗普政府不可能完全无视这段历史，完全相信当下
的美国可以不折不扣地实现实质互惠的贸易政策目标。
陈安：《中国特色话语：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108 年版，第 781 页。
Daniel C. K. Chow & Ian Sheldon, 前引文，第 29-38 页；Bart S. Fisher and Ralph G. Steinhardt III,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Protection for U.S. Exporters of Goods, Services and Capital, Law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Vol.14, No.3, 1982, p.688.
66
张晓明，前引文，第 35-36 页。
67
2018 年 7 月，在美国的威胁下，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达了谈判美欧自由贸易协
定的意愿，其透露的“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之基调非常接近实质互惠基准。这样的动议虽然随即遭
到法国的反对，对于达成此类基本上只对美国有利的协定，在欧盟内部各成员之间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但日后美欧自由贸易协定一旦谈成，欧盟恐怕难免要对美国做出实质性的让步。
68
Robert O. Keohane, 前引文，第 4、1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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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式互惠基准的实际运用：中国“自下而上”加大市场开放的力度
如前所述，中国并不拒绝基于形式互惠基准对现行国际贸易体制及中美贸易规则做出调
整。具体而言，在发展阶段方面，中国多次申明，愿意在国际贸易体制中“承担与自身发展
水平和能力相适应的义务”，69其既有不能否定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之意，但同时也表明，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随着自身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将承担更大的市场开放义务；另在
经济体制方面，中国首先强调，
“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一样，有权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
的发展道路包括经济模式”，但同时也表明，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并非十全十美，愿
意通过改革开放，学习借鉴先进经验，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70
推行实质互惠基准，发起改变现行中美贸易规则的固然是美方，然则，在坚守形式互惠
基准的前提下，中国适度回应美方提出的诉求，提高自己的市场开放水平，既体现了中国力
求维持中美正常经贸关系的大局观，同时也是中美关系中一些客观因素的反映：首先，从权
力变化的因素来看，随着自身崛起，中国经济实力快速提升，越来越具备加大市场开放力度
的能力；其次，从收益变化的因素来看，因中美之间已发生重大权力变迁，按照“实力界定
收益”基本逻辑，美国从现行自由主义国际贸易体制中所获的收益趋于相对下降。考虑到中
国作为贸易领域相对收益的巨大增长方，71对中美之间的贸易规则做出必要调整，扩大中国
对美国的市场开放水平，合理平衡双方的贸易收益分配，也符合国际贸易体制变化的一般趋
势。
可以说，即使不存在中美贸易战等外部压力，中国自主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的步伐并未
停止，而且“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72
综上，特朗普政府虽然标举实质互惠基准，但实际上不得不“自上而下”降低对中国开
放市场的诉求；另一方面，在坚守形式互惠基准的前提下，中国始终“自下而上”进一步加
大自身市场开放的力度。中美各自主张的两种互惠基准如此相向运用的结果，意味着美国对
中国开放市场的诉求与中国的可接受程度之间的实际差距可能会趋于缩小。在这种情形下，
虽然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提高市场开放水平的出价未能完全满足美国对等开放的要价，但
作为一种早期收获，仍有可能为美国所接受，双方因此有望达成阶段性经贸协议。
正是如此，2020 年 1 月 15 日，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该协议的签署，绝不是
在中美实力较量过程中因中国落败而不得不吞下的苦果，而是中国在反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
的斗争中，通过双边磋商，争取到了对中国最好的结果。虽然从形式上看中美第一阶段经贸
协议之内容表现为中方对美方做出了更多的市场开放承诺，但其总体上“体现了中美经贸合
作互利共赢的本质”。73对中美达成的任何一项经贸协议的解读，不应只看到中国对美国做
出了多少承诺，而是应更多地关注这些承诺对中国产生的实际影响，即首先可从高标准上判
断其客观上对中国是否有利，至少应从低标准上判断其是否突破了损害中国利益的底线。
就这样的低标准而言，在中美达成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中方对美方做出的一些承诺，
并非是我输你赢的“零和博弈”
。例如，对于美方提出的有关中国强制技术转让等指控，本
属子虚乌有，中国在该协议“技术转让”部分做出回应，无损自己的利益。又如，对于中国
69

例见前引《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件》。
前引《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第六部分之六。
71
以中美出口总额的增长状况作为参考指标，2001 年中国“入世”当年，美国出口总额（7291.00 亿美元）
为中国（2660.98 亿美元）的 2.74 倍；到 2018 年，中国出口总额（2,4874.0 亿美元）反转为美国出口总额
（1,6640.6 亿美元）的 1.5 倍。
72
《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 年 7 月 21 日，习近平）。
73
《坚持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则 解决双方关切 实现互利共赢》（2020 年 1 月 15 日，刘鹤副总理就中美签署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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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协议“扩大贸易”部分做出的增购美国产品的承诺，因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带来越来
越大的进口需求，中国可把这部分不断扩大的进口增量需求更多地用于购买美国产品；同时，
辅之以就进口存量需求部分，中国可采取适度的“贸易转移”，扩大美国产品的进口。通过
此等路径，中国当可消化增购美国产品的承诺，使之不会超出中国的正常需求。74再如，中
国在该协议“汇率和透明度”部分做出的承诺，也非 1985 年美日“广场协议”的翻版，不
至于损害中国的利益。75
就上述高标准而言，在中美达成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中方对美方做出的另一些承诺，
则能够带来双方互利共赢的结果。对于中国按照自己的步骤本来就要实行的加大市场开放力
度的哪些举措，现在该协议中加以约定，总体上符合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其实施也
符合中国推动自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76例如，在该协议“知识产权”部分，中国
承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助于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并促进中国的知识和技术创新；
又如，在该协议“金融服务”和“食品和农产品”部分，中国承诺提供公平有效和非歧视市
场准入待遇，可借以扩大优质、有竞争力的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满足中国人民不
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当然，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磋商中，即使美国下调对中国的出价，
也只是技术性的，并不代表特朗普政府已经放弃诉求改变中美贸易规则的实质互惠基准。77
尤为需要关注的是，美国已正式把中国定位为全球唯一可现实威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战略
竞争对手”，相应地，美国将更加关注对华贸易关系中的相对收益问题，78并把改变中美之
间贸易收益分配状况作为美国对华实施新战略的重要一环。正因如此，在中美后续经贸磋商
中，无论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还是延至后特朗普时代，虽然美国可能并不认为对实质互惠
基准的实际运用可完全达到中美对等开放的效果，但在该基准项下，美国仍将追求自身利益
的最大化，对中国的出价还会不断加码；亦即，美方诉求损人利己的性质将更加明显。对于
中美经贸摩擦，中国已明确表明，“既不能指望通过一个协议解决所有的问题，也需要确保
协议同时满足双方的需求，实现协议的平衡性。”79在中美就贸易规则之变问题越来越接近
“零和博弈”的状况下，双方要达成均衡的后续经贸协议，总体上将会越来越困难。
更为具体而论，随着自身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将越来越有能力也有意愿继续扩大
开放，不断放宽市场准入，包括降低关税和削减非关税措施等。就这部分贸易条件来说，中
美对形式互惠和实质互惠基准实际运用的差距将会逐步缩小，双方在后续经贸磋商中达成阶
在中美达成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中方总体承诺，在 2020 年至 2021 年两年内，在 2017 年基数之上，
扩大自美采购和进口制成品、农产品、能源产品和服务不少于 2000 亿美元。以其中 2020 年增购美国 125
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为例，在中美贸易战尚未开打的 2017 年，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为 1258.6 亿美元，其中
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价值为 241 亿美元。美国对华开打贸易战后，中国对农产品的需求仍在持续增长，2018
年和 2019 年进口总额分别为 1371 和 1509.7 亿美元，同比增加 8.9%和 10.0%。考虑到以往中国进口农产品
总额的巨大基数，以中国国内的庞大市场和强劲需求，正常情况下，对于 2020 年增购的 125 亿美国农产品，
有足够的吸纳空间，不会成为中国的一大负担。
75
《中美重塑经贸关系的重要一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解读》，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
com/2020-01/16/c_1125470554.htm，2020 年 7 月 21 日访问。
76
2020 年 1 月 13 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方关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声明》。
77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的《2020 年美国总统贸易政策议程和贸易协定计划年度报告》声称：“美国将
继续追求与重要的贸易和战略伙伴，包括英国、欧盟、肯尼亚，达成平衡和对等的贸易协定。与日本和中
国的进一步谈判也将按此水准。”（见该报告第 16 页）
78
有关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均表明，当美国霸权衰落，作为其“战略竞争对手”的新兴大国崛起之时，美国
将高度关注与对方的相对收益问题，并采取更多的不合作行为。参见 Duncan Snidal, Relative Gains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5, No.3, 1991, p.730; David. L.
Rousseau, Motivations for Choice: The Salience of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6, No.3, 2002, pp.406, 417-419.
79
前引《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第三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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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性协议的难度相对较小。然而，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较量，关涉中美战略竞争的要害。
美国以立基于实质互惠基准的“公平贸易”为名，试图借助经济体制和治理方式方面贸易条
件的对等，越来越逼近要求中国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美国这样的诉求在性质上显然
不能与中国坚持的深化改革同日而语，实际上意在动摇乃至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绝无被中
国最终接受的可能。因此，在后续经贸磋商中，要从技术上消解因这一根本性问题而引发的
中美贸易紧张关系，达成协议的难度极大。这就意味着，今后，中美之间在贸易领域的斗争
必然呈现出长期化和更为复杂化的趋势。

五、结论
以往，美国或许还是一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眼中的“仁慈型的霸权国”
（a benevolent
hegemony），即处于霸权强盛期的美国，有能力也有意愿为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并
允许其他国家“搭便车”。然而，时至当下，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越来越蜕变成为一个“胁
迫型的霸权国”
（a coercive hegemony），即进入霸权衰退期之后，美国开始滥用其残存的权
力优势，谋求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单方面强制推卸給其他国家承担。80按照西方学界
的“霸权稳定论”，美国霸权出现这样的转型，乃是其实力相对衰落的必有现象，在国际贸
易领域，直观地体现在美国从以往承认以形式互惠为基准构建现行国际贸易体制，转向时下
主张以实质互惠为基准改变现行国际贸易体制。
直至奥巴马当政期间，在国际贸易体制上，美国仍然承续惯有的形式互惠基准，接受其
他国家市场开放水平可低于美国的具体制度设计，其推行的是允许各国差异性存在的“全球
的”贸易自由化。此时，虽然美国也关注自身的相对收益，但尚能顾及其他国家对贸易利益
的共享，也未激烈地挑战国家间基本的贸易公平。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引入实质互惠基准，
走的是按照与美国相对等之标准强行打开其他国家市场的“单行道”，所寻求的实质上是一
种“美国的”贸易自由化，即兼以“美国优先”的利益观和美国的公平贸易观重塑现行国际
贸易体制。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实质互惠基准的实际运用不可能完全实现其原初的诉求，但仍
将对现行自由主义国际贸易体制造成巨大的破坏。
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美国越来越接近，而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治理方
式与美国迥异，且中国对美国存在巨额的贸易顺差。因此，美国有最大的必要迫使中国实现
与美国的对等贸易。无疑，美国对华推行标准严苛和范围宽泛的实质互惠基准，实际上就是
意图抹杀中美在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尤其在发展道路和经济体制上的不同。由此
可见，中美关于现行国际贸易体制变动的基准之争，不但是一般意义上维护还是破坏贸易自
由化的立场对立，从根本上说，乃是反映了中美之间特有的大国战略竞争关系。据之可断，
当下，中美之间形成的关乎规则之变的贸易紧张关系难以彻底消解。
然则，只要美国能够打消制造中美经贸关系脱钩的战略意图，在实际运用实质互惠基准
的过程中，可能会不得不放低身段，下调要求中国不切实际开放市场的要价；另一方面，随
着自身经济实力的提升，在坚守形式互惠基准的前提下，中国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美国对实质互惠基准“自上而下”与中国对形式互惠基准“自下而上”的实际运用，即双方
如此相向而行的结果，可在各个时点上缩小相互之间的分歧，中美因此仍然存在通过经贸磋
商达成阶段性协议的可能性。当然，达成此等阶段性协议，只不过是美方的权宜之计，形成
的乃是双方讨价还价的一种技术性接合，或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在这些时点上中美贸易收益
的动态再平衡，但难以一劳永逸消除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而且可以预见的是，较之已
Stephen D. Krasner,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9, No.3, 1985,
pp.585-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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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达成的阶段性协议，在后续的经贸磋商中，美国将不断提高对中国的价码，从而造成美方
对中方“零和博弈”的性质愈加明显，双方进一步达成协议的难度将趋向加剧。
最后，应当明确的是，在坚守形式互惠基准的前提下，中国与美国分阶段达成经贸协议，
哪怕中国做出更多开放市场的承诺，只要不突破损害自身根本利益之底线，对中国而言，就
是以空间换时间，赢得更长时间相对稳定的外部经贸环境，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增强自身
的经济实力。只要中国的经济实力处于持续上升的状态，即使中美贸易规则发生一定程度的
变化，也无以改变在现行自由主义国际贸易体制下依“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中国将获得
更大贸易收益的基本格局。81

正如中国常驻 WTO 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张向晨所比喻的那样，“全球化意味着竞争。我们都知道，贸易
竞争和体育竞争有相似之处，共同遵守经协商一致达成的游戏规则是最重要的。在竞争中取得胜利要靠自
己的实力，而不是靠改变规则去压制对方。……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乒乓球水平世界领先，于是有人推动国
际乒联在比赛规则上做了不少针对中国的改革，以削弱中国乒乓球队的实力。比如，将小球换成大球，把
21 分制改成 11 分制，甚至连抛发球的最低高度都做了限制。但这种改革的结果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改变
中国的战绩。”引自张向晨 2018 年 11 月 16 在法国经济财政部、外交部组织的研讨会午餐时的发言。
81

110

浅谈中国特色经济法理论体系下我国涉外民商事诉讼
过度管辖问题
何盎然
（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湖北武汉 430000）

摘要：在涉外民商事诉讼中，许多国家在各自的国内法中规定了过度管辖条款，但其名称各
不相同，甚至形成了本国法上特有的管辖制度。我国也不例外，过度管辖既有其优势的一面，
同样也有其劣势的一面。本文旨在进一步探讨我国在民事诉讼中目前过度管辖情况，并根据
此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措施，以此保障我国涉外民商事诉讼在过度管辖与保护本国合法利益中
达到平衡。
关键词：涉外民事诉讼；过度管辖；管辖冲突

随着国际化浪潮的席卷而来，越来越多的民事案件涉及到不同的国家，而各个国家对民
事案件管辖权的规定不尽相同，那么则会出现“管辖不足”或者“过度管辖”两种情况。我
国涉外民事诉讼中是否存在过度管辖的情况则是本文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一、过度管辖权的概念
过度管辖并不如同专属管辖、协议管辖等法律名词有着清晰明确的定义，因此导致判断
是否属于过度管辖的标准一直较为模糊。如今，判定是否为过度管辖，主要表现在从“合理
1
性”与“过度性”两个维度进行评判 ，而出发点则是站在国际立场上，从国际视野来看某
国行使的管辖权是否合理与过度，因而来评判是否为过度管辖。

二、我国涉外民事诉讼中涉外管辖的现状
我国现阶段并没有设立有关涉外民事诉讼的单行法律，相关的法条依据主要在我国民法
典、民事诉讼法及有关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和我国缔结和加入
的双边条约中进行体现。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有关涉外民事管辖权的规定主要在 33 条与 265、
266 条文中体现。相比其他内容的规定，对于民事诉讼法涉外民事管辖权规定的篇幅的确是
较少，会导致使用法条较为零散，同时也可能会导致在实际适用中产生扩张管辖的情况。

三、我国涉外民事诉讼中涉外管辖规定的合理性
将一些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案件列入我国管辖的意义在于把案件限制在由我国国内法
何盎然，男，武汉理工大学法硕研究生，联系电话：13026382912，通信地址：武汉市洪山区武汉理工大
学马房山校区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电子邮箱：286094957@qq.com。
1
王薇：
《国际民事诉讼中的“过度管辖权”问题》，载《法学评论》200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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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进行审判，从而否定他国法院的管辖权。专属管辖制度建立了一道有力的法律保护屏障，
防止我国重要的国家利益遭受外国的威胁与侵害，阻断重要的国家利益受到外国势力的侵犯
的途径，为我国提供了切实的保护。
从我国法律规定角度来看，对于《民事诉讼法》第 33 条中规定的港口作业，由于其管
辖地域以及管辖案件的特殊性，因此海事法院在维护及宣示国家司法主权等方面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2013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及同年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均在法条中指出位于我国领土上的石
油资源归属于我国国家所有，显然涉及石油资源开采合同的标的是国家珍贵自然资源，关涉
到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对此类案件设置专属管辖权，显然符合立法目的，有利于维护我国
2
国家主权以及社会经济利益 。
对于《民事诉讼法》第 33 条中的不动产纠纷设置专属管辖也有其相应的理由之所在 。
首先，不动产的价值较高，牵涉到的权利义务人往往数量较多，从而导致其中涉及的利益纠
纷纷繁复杂，若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在法院调查取证、审理案件、执行裁判等方面都
较为便利，同时对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节约。
3

对于《民事诉讼法》第 266 条则与我国今年新颁布的《民法典》第 467 条第二款相一致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
5
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三类诉讼适用我国法律 ，更多为了保护我国企业
的利益。
4

四、我国涉外民事诉讼中存在过度管辖嫌疑的管辖权依据
（一）以合同签订地为管辖权依据
将合同签订地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主要是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265 条规定 ，有观点认
为，我国在涉外民商事管辖领域以合同签订地作为管辖权依据，但民事诉讼法第 23 条对合
7
同纠纷管辖权的规定 却排除了合同签订地的管辖，仅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
院管辖的做法，有着扩大国内法院在有关涉外领域的管辖权的意思，很容易被其他国家认为
过度管辖。
6

以合同签订地作为管辖权依据，的确是有其不恰当之处所在。原因在于合同签订地有时
可能只是属于偶然签订，与实际发生的争议并无直接联系。如果我国对仅在我国定理，和我
2011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第 1 条，第 2 条；2011 年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第 3 条
3
参见《民事诉讼法》第 33 条规定：我国人民法院对下列三类民商事案件实行专属管辖：（1）因不动
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
（2）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的纠纷，由港口所在地法院
专属管辖；
（3）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的法院专属
管辖。
4
参见《民法典》第 467 条第二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
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5
参见《民事诉讼法》第 266 条规定：因在中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
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国人民法院管辖。
6
参见《民事诉讼法》第 265 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
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
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
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7
参见《民事诉讼法》第 23 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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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没有其他实际联系的案件行使管辖权，的确容易被其他国家认为过度管辖 。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的不断成熟，利用互联网这一媒介
9
订立合同也是越来越普遍 。在网络空间下合同签订地这一因素更难确定了，对于这种模糊
的不确定因素，不止加剧了法官在实际审案中的难度，根据此来行使管辖权更容易被认为过
度管辖，同时，对于做出的判决也不利于外国的承认与执行。
（二）以有可供扣押的财产在我国领域内为管辖权依据
关于以被告在法院地有可供扣押的财产为基础行使的管辖权，这种不论该财产大小以及
和案件的联系、程度都一概认定为属于可以管辖范围的做法，毫无疑问是过度的。在 1971
10
年《海牙民商事案件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公约附加议定书》第 2、4 条中 ，都将和争议无
直接联系的被告的财产或者被告在法院地国被扣押的财产作为管辖权依据的规定并不认为
是管辖权的依据。
在此情况下，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256 条规定财产扣押地的人民法院有管辖权，难免会受
到其他国家认为过度管辖，认为在涉外领域过度扩张管辖权。而从一个角度来看，在国内民
商事案件中，我国并没有明确规定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的法院可以行使管辖权，这种内外区
分的规定，在某种程度来看有着过度管辖的倾向。
（三）遗产继承的管辖权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33 条将遗产继承列为我国的专属管辖，规定了因遗产纠纷提起的诉
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如果将视野放在全球上来看
的话，基本没有其他国家将继承案件列入专属管辖的范围内。遗产继承属于私法自治的问题，
并不涉及有关公共利益，如果将其列入强制管辖的范围中的意义并不大。从实际执行的角度
上来说，若被继承人的遗产在国外，而被继承人死亡时的住所地又在我国，我国如果依据这
一规定行使了管辖权，那么最终可能在当事人申请执行时被外国法院拒绝，判决的执行问题
沦为一纸空文。从理论角度上来看，反而因此存在着过度管辖的意思。
（四）以外国机构在我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为管辖权依据
以外国机构在我国领域内设于代表机构作为管辖权依据同以合同签订地为管辖，由我国
民事诉讼法 265 条进行规定。但外国机构在我国领域内设置代表机构并不是表明与我国由实
际联系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涉及此类型案件的当事人和相关争议除了涉案的外国机构在我
国设有代表机构外再无其他联系，此时我国依据此条款行使对应管辖则有过度管辖的嫌疑了。
但是，此种类型并不是无法解决。其实对这一规定只要稍加范围的限制，就既可以保障
我国的管辖权又避免被认为是过度的管辖权依据。比如加上一个限定条件，如要求是因机构
或分支机构经营业务而发生的诉讼才能享有管辖权。这样就解决了过度管辖造成执行不确定，
同时也有效的保障了我国的管辖权。

8

杜涛：《论国际民事诉讼中的过度管辖权》
，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17 年第 1 期
李唯：
《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研究》，华侨大学 2018 年博士资格论文
10
参见《海牙民商事案件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公约附加议定书》第 2 条：如判决只是基于第四条所述的
一个或数个管辖根据而作出时，则依被承认或执行判决一方的请求，第一条所规定的判决承认和执行应在
缔约国内予以拒绝。第 4 条：第二条第一款所述的管辖根据如下：被告在原审国境内有财产，或原告在原
审国扣押被告财产，除非：
——诉讼是基于对该财产的所有权或占有权或诉讼是由于与该财产有关的另一争执问题而发生的；
——或该财产是作为诉讼标的之债的担保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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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定管辖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27 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
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
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
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
”这款运用
到涉外诉讼中，则也存在着过度管辖的趋向，当案件中外国当事人在并不清楚我国法律规定
11
的情况下，基于对各种原因没有及时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 ，我国法院因此推定外国当事
人承认了我国人民法院的管辖权，因而可能对与法院地无任何联系的案件实行了管辖权，这
样会给其他国家造成一种扩大管辖的表象。
（六）涉外诉讼竞合的处理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应该如何解决诉讼问题，但由 2015 年 2 月 4 日实
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第 533 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而另一方当事人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者当事人请求
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不予准许；但双方共同缔结或者
参加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外国法院判决、裁定已经被人民法院承认，当事人就同一
争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从条文中可以看到，除了国际条约有明确规
定外，涉及到我国的涉外民事案件，相关国家的判决、裁定并未被我国法院认可，案件的有
关当事人只要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法院可以继续根据当事人申请受理此案，
并行使管辖权而不管外国法院是否已经先受理了案件或者甚至已经审结案件。
在国内的诉讼竞合问题中，则是采用了“先起诉原则”，规定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这样比较，面对国际上的诉讼竞合，存在一定量
的过度管辖的情况。

五、我国目前对于过度管辖实行管控和克制的主要机制评析
（一）协议管辖
协议管辖制度规制过度管辖权的意义则更多的是把选择法院的权利交给当事人，是由当
事人双方协商来明确管辖的法院，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决定将涉外民商事纠纷交由某一国法
院审理，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管辖的法院避免过度管辖情况的发生。
协议管辖制度下，有效的管辖协议是一国法院行使管辖权的依据，而根据不同的标准，
管辖协议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从管辖协议的表现形式来看可以分为法院选择协议和法院
选择条款；根据管辖协议的内容，管辖协议可以分为创设管辖权的协议和排除管辖权的协议，
而排除管辖权协议又可以细分为排他性管辖协议和非排他性管辖协议；另外，也有学者将管
辖协议分为明示管辖协议和默示管辖协议。
在现实生活中，双方当事人为了规制过度管辖，可以协商一致签订一个排他性的管辖协
议，选择一个合适的法院来管辖可能或已经发生的争议，从而很好的规制过度管辖，避免受
其侵害。
11

甘勇：
《论涉外推定管辖的完善》，载《国际法研究》2015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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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我国的角度来看，我国对于协议管辖进行了四个方面的限制：一、可以通过签订管
辖协议，协商选择管辖法院的，仅限涉外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二、必须通
过书面的形式选择管辖法院，不承认口头或其他形式达成的协议管辖；三、限定当事人协议
选择的法院必须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四、不得违反本法关于专属管辖和级别
12
管辖的规定 。这种限制则存在利弊两个方面，弊端则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意思自
治，在国际贸易中当事人的协商被强制排除。同时与国际潮流相违背。
（二）不方便法院原则
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最多的是在英美国家，体现的是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是指有管辖权
13
的法院以外国法院是适当法院或其本身管辖此案件是不适当的为由拒绝行使管辖权 。
在不方便法院原则上，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则呈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英美法系国家采
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认为不方便法院原则起着消除过度的管辖权而带来的
14
不良后果的作用 。而大陆法系则恰恰相反，大陆法系国家则认为如果公约中管辖权的基础
是基于与诉讼法院密切联系的因素，那么不方便法院原则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来评价过度管辖与不方便法院原则，那就是一个天平的两侧。
15
如果过度管辖情况较为严重，那么需要更多的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来维持天平的平衡 。同
理可得，如果不存在过度管辖，那么不方便法院原则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从我国来看，不方便法院在实际中，有着不少应用，如本文开篇谈到的案例、一直被认
为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不方便法院适用的里程碑：“郭叶律师行起诉厦门华洋彩印公司代理合
16
同纠纷案”。 在本案最后的裁定书中，对不方便法院原则进行了相应的阐述：依照本国的法
律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受诉法院对某一涉外民事案件行使管辖权会给当事人或法院工作造
成不方便，无法使争端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甚至影响司法公正，而此时存在一个外国法院对
该案件同样享有管辖权且该外国法院行使管辖权更有利于争议的最终解决时，受诉法院就可
17
以自身不方便为由，按照职权或者根据被告的请求裁定拒绝行使管辖权 。
现在对不方便法院原则主要规定在 2015 年 2 月 4 日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532 条进行了规定 。在本条文中，列出了六个条件，
18

只有在同时满足列出的条件时，我国人民法院才能够裁定驳回原告提起的诉讼并告知其向更
方便的外国法院起诉。
详细参见现行《民事诉讼法》第 34 条，《民诉法司法解释》第 531 条。
彭幸：
《人权保障视角下的不方便法院原则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 年博士学位论文
14
刘佳：
《美国联邦法院管辖协议执行规则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 年硕士学位论文
15
牟瑶：
《论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西南政法大学 2018 年硕士学位论文
16
刘梅梅：
《不方便法院原则在我国的适用》，西南政法大学 2013 年硕士学位论文
17
彭奕：
《郭叶律师行诉厦门华洋彩印公司代理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06 年第
1期
18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532 条：涉外民事案件同时符合
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告知其向更方便的外国法院提起诉讼：
（一）被告提出案件应由更方便外国法院管辖的请求，或者提出管辖异议；
（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管辖的协议；
（三）案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专属管辖；
（四）案件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
（五）案件争议的主要事实不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且案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人民法
院审理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
（六）外国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且审理该案件更加方便。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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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六个条件中，存在几个问题。第一，根据第一个条件来看，并没有对被告的申请明
确具体的时间，这在实际操作中难度较大。同时，被告提起管辖权异议是否能必然法院适用
不方便法院原则这是值得思考的。第二，根据法条对于第六个条件“外国法院对案件享有管
辖权，且审理该案件更加方便”来说，对于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过宽，给予了法官相当大的自
由裁量权。

六、完善我国管辖条款的建议
（一）对于国际公认的过度管辖进行相应限缩
19

对于过宽的管辖，可以进行适当限缩，以此来更与国际社会接轨。 对于此，我认为可
以进行如下改动：第一，将合同签订地这一确定管辖权的连接因素从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
中删去。第二，对“被告在我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
“被告在我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
构”这两个连接因素增加限定条件，规定只有在这两个连接因素和争议之间的联系达到实际
联系的标准时，我国法院才享有管辖权。第三，遗产继承属于私法范围，故将其从专属管辖
中排除。第四，对于推定管辖进行更为明确的限制。
（二）对于应当扩张的管辖权应当适度扩张
20

随着科学技术的求新求变，法律也应对其进行相应的规制与变更。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网络侵权越来越多的走进们的视野中。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对网络侵权领域的管辖权并没
有进行特别规定，适用的依然是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第 28 条的规定，即权行为地或被告
住所地所在的法院有管辖权。事实上，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有关涉外网络侵权问题的越
来越多，对于此类案件的管辖权，我国可以考虑在民事诉讼法中作进一步的细化规定，在规
定时也可以考虑突破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原则，可以尝试规定原告住所地法院的优先管辖权。
在互联网上的涉外侵权往往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并不在原告住所地，规定原告
住所地的优先管辖权可以更好的保障当事人的权益，便于当事人在互联网时代的维权。
（三）对于必要条款进行相应的规定
在面对涉外民事诉讼中，除了存在积极的冲突之外，还存在消极的冲突。消极冲突则是
各国对于诉讼都不受理，当事人有着诉讼无门的情况。对此，很多国家都有规定必要管辖制
度。
我国仅在 2015 年《民诉法解释》第 13、14 条对于当事人涉外婚姻离婚诉讼不予受理的
情况 ，我国法院补充性质的管辖权。但对于其他法律纠纷则并未进行相对应的补充。
21

虽然消极冲突在实践中较少出现，但出现对于当事人而言则是非常麻烦的，对此，我国
可以规定一个“兜底”的“必要管辖”，即本国原告无法在外国提起诉讼或诉讼存在困难时，
我国人民法院有权酌情决定对案件行使管辖权。

章晶：
《过度管辖之存废与中国立场——以限缩解释方法为进路》，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19 年第 3 期
王磊：
《试论我国涉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规则体系的改进》，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18 年第 2 期
2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13 条：在国内结婚并定居国外的
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婚姻缔结地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的，由婚姻缔结地或者一方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 14 条：在国外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国籍所属国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一方原住所地或者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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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
通过分析我国过度管辖的情形，可以看到过度管辖的问题在短时间内并不会完全消散，
但会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而慢慢得到缓解，但在国与国之间的摩擦中，可能对管辖权有着
新层次的定义。在全球环境变化莫测的今天，我国更应重视涉外管辖权问题，在国内立法中
及时的对原有的涉外管辖权规定做出相应的调整、补充，在国际上主动参与新型的管辖权公
约的谈判，从而积极地迎接管辖权领域的新发展带来的新变化、新挑战，给我国法律带来新
风气、新面貌，极大优化我国管辖权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合法合理、为国际认可地扩大我
国的管辖权，又能更好的维护我国合法权益与相关案件当事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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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出口管制立法的问题与反思
邹竞颖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摘 要：“美国封禁 TikTok”事件揭示了我国出口管制立法体系尚需完善，本文也由此展开
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构建了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的出口管制体系结构。从纵向维
度看，我国出口管制是由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构成的三级法律体系；横向维度审视，
我国现行出口管制法律体系的辐射面宽泛；联系域外维度分析，现行的法律体系接轨国际公
约及惯例。我国尚无统一的出口管制法典，呈分散立法模式。现阶段，我国出口管制立法存
在的问题是：出口管制的基础性法律尚待制定，出口管制的机构职能尚待明确，配套的出口
管制制度尚待建立，实践中的操作标准需完善。完善我国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可借鉴美国经
验：其一，通过界定重要概念扩大美国出口管制法律的域外适用性，例如，将“产品国籍”“技
术国籍”作为管辖连接点，将“控制关系”作为行使美国管辖权的连接点，扩大对“出口行为”
概念的理解以扩张美国法的域外适用；其二，通过多部门联合执法的协同安排形成严密的监
控网络；其三，通过严厉的制裁措施给管制主体以极大的威慑力；其四，通过制定详细的管
制清单对技术出口进行全方位管控；其五，通过国别清单对技术出口的国家进行区别限定；
其六，积极进行出口管制体系改革以应对局势，例如，统一出口管制清单，统一发证机构，
统一执法协调机构，扩充管制物项种类。我国出口管制的立法完善，首先，需确定指导思想：
以维护国家安全为根本宗旨，积极践行我国缔结的国际条约义务，参照出口管制多边机制的
管制标准和清单，借鉴最新的出口管制实践经验，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其次，立法模
式的可行路径是：先制定基本法，再由国务院制定实施条例，各部门按管控领域的不同划分
职能，并相应制定规章或清单。最后，体系完善的具体路径是：加强出口管制法的域外适用
性，充分发挥主管机构和其他机制的协调作用，进一步完善出口管制清单和国别清单，进一
步细化出口许可制度的审批程序，颁布指南指导企业建立内部合规机制，完善出口管制的刑
事法律责任。
关键词：出口管制；立法完善；美国经验；中国方案

引言：美国封禁 TikTok 事件
在过去的两年中，TikTok 在美业务增长迅速，成绩惊人，全美范围内的月活跃用户已
超过 1 亿。巨大的流量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CFIUS 早在一年前就开始针对 TikTok 提出
审查要求。美方宣称，TikTok 实际受中国政府控制，会将收集到的美国用户的信息传回中
国，这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危险。8 月 7 日，美国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字节跳动必
须在 45 天内出售 TikTok，否则将面临美国封禁。8 月 25 日，TikTok 就强制出售行为正式
起诉美国政府。8 月 28 日，中国商务部、科技部联合发布最新版的《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
口技术目录》，其中，限制出口部分新增的第 18 条、21 条涉及到字节跳动对 TikTok 的技术
出口。9 月 23 日晚 23 时，字节跳动对外公告称，根据最新版的《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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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目录》，其已经向北京市商务局提交了许可申请，正在等待北京市商务局的受理决定。

一、我国出口管制立法的实践
（一）我国出口管制立法的产生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出口管制主要依据非公开的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内部政策，管
制对象主要是武器及少量的军民两用物项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军品出口开始侧重经济利益，武器转让方式增加，两用物项的出
口规模也在增加。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还没有制定出口管制方面的法律，出口管制主要是
依据内部政策进行。当时，从事对外贸易的主体限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从事对外贸易须获
得外贸经营权。换句话说，国家对从事进出口贸易主体进行管制的方式是行政命令。直至
80 年代末，我国的出口管制政策都是非公开的，内部清单的不透明性说明，行政管理手段
代替了法律机制。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我国开始关注出口管制方面的法律建设，针对不同领域的物项
发布不同的法规和清单。1987 年 6 月 15 日，国务院发布《核材料管理条例》对核材料实行
许可证制度。1994 年，《对外贸易法》颁布实施，该法对出口管制的条件进行限定。此后，
又对受监控化学品1、核材料2、军品3、核两用品4、易制毒化学品5等制定了专门的管制条例。
同时，我国还积极参与出口管制方面的国际条约。例如，1992 年 3 月加入《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1993 年 1 月签署《化学武器公约》。
（二）我国出口管制的具体制度
从上世界 90 年代至今，我国的出口管控体系涵括核、生物、化学和导弹等各类敏感物
项和技术，采纳了出口经营登记管理制度、许可证制度、最终用户制度、最终用途保证制度、
管制清单制度、全面控制原则等国际通行的出口管制措施，规定了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
1. 对军品的出口管制
（1）管制范围
“军品出口”是指用于军事目的的装备、专用生产设备及其他物资、技术和有关服务的
贸易性出口。6出口受限的军品由《军品出口管理清单》7调整，该清单的管制物项和种类参
考了出口管制多边机制发布的清单范式。
（2）军品出口管理的基本原则
《军品出口管理条例》对军品出口规定了如下原则：①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全国的军
品出口管制工作；②国家对军品出口实施统一的管理制度；③优先适用国际条约中与《军品
出口管制条例》不一样的规定，但中国已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3）军品出口的审批
1
2
3
4
5
6
7

1995 年 12 月通过《监控化学品条例》。
1997 年 9 月制定《核出口管制条例》。
1997 年 10 月制定《军品出口管理条例》。
1998 年 6 月制定《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
1999 年 12 月发布《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规定》。
参见《军品出口管理条例》第 2 条。
由原国防科工委、解放军总装备部在 2002 年 11 月 1 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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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军品出口主管部门的审查批准后，军品贸易公司才能从事军品出口经营活动，且出
口贸易必须在批准的范围内。军品出口运输也需由经审查批准的企业办理相关业务。
（4）军品出口通知的下达
国家对军品出口实行计划管理，在收到军品出口主管部门的通知后，有关部门和地方人
民政府应当认真履行职责，保证军品出口的安全、迅速、准确。
（5）对军品出口的管理措施
国家对军品出口实行许可制度，8具体包括 3 个方面：①关于出口项目审批。军品出口
项目，由国家军品出口主管部门或者由国家军品出口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
的有关部门审查批准9；②关于出口合同审批。军品出口合同签订后应以军品出口主管部门
的审查批准为生效前提，后者的审理期限为 20 日，军品出口贸易公司在申请审批时，应当
报送接受国的有效证明文件；③关于出口许可证。军品贸易公司凭合同批准文件，向国家军
品出口主管部门申领军品出口许可证，符合规定的，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0 日
内签发军品出口许可证；④涉及到重大军品出口项目、合同，应当经部际审查后，报国务院
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
（6）军品出口法律责任。2002 年的《军品出口管制条例》在 1997 年版的基础上完善
了法律责任，增加了行政处罚的罚款种类，将违法行为与《刑法》罪名对接，并对军品贸易
公司与政府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规定了不同的行政和刑事责任。
2. 对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
我国对非军品物项的出口主要采取如下管制措施：
（1）核出口专营
我国对核出口实行严格管控，由国务院指定的单位享有专营权，其他组织、机构不得经
营，此做法意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2）出口经营者登记管理
我国对军品与核物项出口实行专营制，即出口必须获得批准。核两用品、导弹、生物两
用品、有关化学品，及与前述四类物项相关的技术和设备，仅要求对经营者进行登记，登记
机关为商务部。10
（3）管制清单
我国实行管制清单制度，实践中，也会不定期调整清单内容以适应实际需要。必要时，
商务部在国务院批准后，可与有关部门临时决定，对《管制清单》以外的物项和技术实施出
口管制。我国现行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下，共有 5 份非军品出口管制清单。11从清单发布方
式看，前述 5 份清单由不同主管部门发布，大部分清单是在法规之外单独发布，12也有的作
为法规附件同时发布。
参见《军品出口管理条例》第 13 条。
参见《军品出口管理条例》第 14 条。
10
参见《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经营登记管理办法》。
11
即《核出口管制清单》、《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清单》、《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清
单》、《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清单》、《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清单》。
12
例如《军品出口管理清单》、《核出口管制清单》、《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清单》、《生物两
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清单》。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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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面管制条款
核产品、核两用品、导弹、生物两用品、有关化学品及前述物项的相关设备和技术，我
国对其出口实行全面管制。例如，根据《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从事出
口贸易的经营者在已知或得到国务院有关部门通知，其拟出口的物项和技术会被用于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或其运载工具的制造时，无论《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是否包
括该物项和技术，都应当申请出口许可，并办理出口许可证。
（5）管制环节
我国仅对核两用品、导弹、生物两用品、有关化学品等 4 类物项在出口环节进行管制。
对核物项的出口管制则覆盖到出口、过境、转运、通运环节。
3. 我国的出口管制机构
我国现行的出口管制体系将出口管制职能赋予多个机构分别行使。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设
的国防科技工业局负责管理除核武器之外的军品出口。商务部负责 4 类两用物项13的出口管
理，以及出口通用许可批复、出口许可证签发、出口经营者登记等管制事项。
（三）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的体系结构
目前，中国在出口管制方面尚未出台统一法典，其他法律中的出口管制条款、专项性的
单行法规、部门规章以及相关的国际条约构成了我国现行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
1. 多层次：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三级法律体系
法律处于出口管制的最高位阶，《对外贸易法》规定了限制禁止进出口的原因以及相关
管理部门的权限。此外，
《海关法》、
《刑法》、
《行政处罚法》也为出口管制提供了基本遵循。
行政法规处于出口管制的第二位阶，包括管制办法和管制清单。部门规章处于第三位阶，由
国务院的不同部门制定。
2. 宽领域：我国现行出口管制法律体系的辐射面宽泛
核领域有《核出口管制条例》、《核两用品和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生化领域有《生
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
《各类
监控化学品名录》、《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办法》，导弹领域有《导弹及相
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军品出口领域有《军品出口管制条例》。简言之，中国出口管
制法律体系涵盖核、生物、化学和导弹等各类敏感物项及所有军品。
3. 高水平：现行的法律体系接轨国际公约及惯例
目前，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制度、许可证制度、控制清单制度、全面控制原则等国
际通行的出口管制方式已针对不同物项广泛采用。例如，就控制清单调整的领域而言，
《核
出口管制清单》囊括了“桑戈委员会”清单的所有物项和技术，《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
制清单》覆盖了“核供应国集团”控制清单的全部内容；就生物和化学领域而言，全面涵盖了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及“澳大利亚集团”控制清单的全部物项和技术；就导弹领域而言，控
制范围和有关参数与“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附件总体一致。

13

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
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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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统一出口管制法典的分散立法模式
纵观世界各国，出口管制立法的模式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将管制物项分为军品和两用品，并根据管制物项的不同分别制定基本法，并制
定配套的法律法规。遵循此种模式的典型国家是美国，还有法国、意大利等。以美国为例，
其出口管制的基本法律是 1976 年的《武器出口管制法》
（AECA）、1979 年的《出口管理法》
（EAA），前者由国务院颁布的《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TAR）具体实施，后者由商务部通
过的《出口管理条例》（EAR）具体实施。
第二种是国家制定统一的出口管制法典，并辅之以相应的条例具体实施。遵循此种模式
的典型国家是英国，还有俄罗斯、日本等。以英国为例，
《出口管制法（2002）》是出口管制
方面的基本法律，随后出台的《出口管制法令（2008）》是对基本法的具体落实。
综合上述两种出口管制的法律模式判断，中国并不属于任何一类。我国是在没有颁布统
一的出口管制法典的情况下，通过一系列的单行立法和部门规章来对出口管制进行调整。

二、我国出口管制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出口管制的基础性法律尚待制定
《对外贸易法》、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构成了我国现行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但是，出
口管制领域迫切需要一部上位法进行专门规定。虽然《对外贸易法》已规定了指导性的原则，
但从立法理念考虑，出口管制立法与对外贸易立法是存在差异的，对外贸易法更多从经济利
益角度出发，在维护对外贸易秩序的同时，扩大和发展对外贸易，而出口管制法则更多的从
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出发，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同时，权衡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之
间的关系。14从世界主要国家近些年的法律实践活动看，出口管制基本法的创建与完善有其
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二）出口管制的机构职能尚待明确
《对外贸易法》对出口管制相关部门职能的规定较为原则。相关部门的出口管制职能散
见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之中，缺乏明确统一的分工协调机制。行大多数政法规并未明确主
管部门的职能。由于出口管制涉及多个部门，且缺乏协调机制，由此出现的深层次矛盾难以
解决。对出口企业而言，部门职能的不统一不协调无疑会对企业的经营效率造成负面影响。
《出口管制法（草案）
》对出口管制相关部门的职能规定依旧模糊。例如，
《草案》第五
条规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承担出口管制职能的部门（以下统称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
承担出口管制工作。其他有关部门做好有关工作……国家建立出口管制工作协调机制，统筹
协调出口管制工作重大事项。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密切配合，加强
信息共享……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出口管制专家咨询机制，为出口管制
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开
展有关出口管制具体工作。”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其他有关部门”具体是指哪些机构？出口
管制协调机制和专家咨询机制如何构建？
（三）配套的出口管制制度尚待建立
有待对出口管制的刑事犯罪行为专门入罪。《草案》第五章规定了出口管制违法行为的
14

程慧：《中国出口管制立法的完善》，《国际经济合作》201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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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责任。此外，“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就出口管制的刑
事处罚而言，我国《刑法》并未专门规定出口管制的专门罪名。例如，在未获许可就私自出
售管控物项和技术的，私自超出许可范围出口相关物项的，伪造、变造或买卖出口许可证的，
仅能依据走私罪、非法经营罪、泄露国家秘密罪等追究刑事责任，认罪标准的不统一导致刑
罚的不一致。
出口管制制度与海关执法制度有待进一步衔接。中国海关负责监督两用物项的出口清
关。由于海关更容易发现出口货物违规问题，海关一直是调查、处罚违反《出口管制法》的
主要机关。根据目前的规定，商务部对发证程序有管辖权，并对该程序中的违规行为予以处
罚。海关对出口清关程序有管辖权，并对违反海关监管的行为进行处罚。如果一项违规行为
导致两 项不同的处罚，则适用更严厉的处罚。15对物项的控制，从海关监管的角度来看，
仍 30%多的物项尚未进行海关商品编码化，虽然这一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但仍需完善。16
（四）实践中的操作标准需完善
《草案》并未对敏感技术及敏感物项的出口管制规定特殊的监管措施。尤其是在主管部
门的执法手段方面，并未考虑到敏感技术及敏感物项出口的特殊性，给予主管部门采取扣押、
强制检验、查封有关证据等手段，严重影响了执法的效果。
《草案》第十五条引入了“全面控制”原则，控制物项已不仅限于清单内的物项，而可以
扩展到任何危害国家安全、任何有助于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被用于核、生物、化学恐怖
主义目的物项。但管制的对象的范围不应无限扩大，否则将妨碍正常贸易的开展。采用何种
标准进行限定以及如何限定，有待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措施。
《草案》第八条规定，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可以对管制物项出口目的国家和地区进行
评估，确定风险等级，采取相应的管制措施。未来，在实践中，可以采取哪些管制措施？具
体的评估标准是什么？
此外，有关过境、转运、通运货物的出口管制问题，虽然中国《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
口管制条例》、
《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管理办法》
、
《核产品转运及过境运输审批管理办法》
等对其进行了一些规定，解决了法律正当性的问题，但如何实施查验以及如何办理相关的许
可证尚属探索阶段，没有具体的规定。

三、美国出口管制的立法经验
1949 年，美国第一部《出口管制法》（Export Control Act，ECA）生效，其内容涵盖实
体性规定和程序性规定。随后，配套的细则逐步完善。就出口管制而言，国会享有立法权，
总统享有否决权和立法提议权，同时，总统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对出口管制的法律、执行机
构、执行程序、控制清单等进行调节以符合实际的具体发展情况，并运用判例法来确定处罚。
美国将管制对象分为军用品和军民两用品，并分别制定基本法及实施细则，设置了相对
独立的控制清单和出口许可制度。
（一）通过界定重要概念扩大美国出口管制法律的域外适用性
1. 将“产品国籍”“技术国籍”作为管辖连接点

15
16

赵德铭：《中国现行出口管制制度与新法草案刍议》，《海关法评论》2018 年 00 期，第 294 页。
程慧：《中国出口管制立法的完善》，《国际经济合作》2012 年第 6 期，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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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出口管制法以“产品国籍”和“技术国籍”为连接因素，这意味着，当原产于美国本
土的产品或技术在外国再出口或在外国内部不同自然人（或法人）之间进行流转，美国都可
对其行使管辖权。例如，2016 年 3 月 7 日，“中兴通讯”17及其三家关联企业18被美国商务部
工业与安全局列入“实体名单”，此即意味着，美国供应商为“中兴通讯”及其三家关联企业提
供产品需获批出口许可。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的指控理由是：“中兴通讯”和“中兴康讯”
共谋，企图规避美国出口管制法，向与伊朗政府有关的实体提供基于美国产品19搭建的通讯
网络；此外，“中兴通讯”向北朝鲜提供电信设备的做法同样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理条例》。
该案以“中兴通讯”向美国政府缴纳将近 9 亿美元的罚金结束。美国之所以能对“中兴通讯”予
以管辖，主要是“中兴通讯”生产的产品非常依赖美国出口的高端零部件，而前者在短期内也
很难在市场上找到相应的替代产品，因此，“中兴通讯”也不得不接受美国出口管制部门的“天
价”罚单。
2. 将“控制关系”作为行使美国管辖权的连接点
以“控制关系”作为管辖的连接因素是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的又一特点。只要外国实
体受“美国管辖的人”（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控制，那么生产的产品
即便不是在美国制造，该外国实体仍然受制于美国法律。美国出口管制法律的域外适用分为
“一级禁运”（a primary boycott）和“二级禁运”（a secondary boycott），前者针对域外美国人
的行为，后者针对域外的外国人行为。而“二级禁运”的管辖权一部分是建立在“控制关系”的
基础上。其实，美国多部法律中规定了基于“控制关系”行使管辖权的规定。例如，《与敌国
贸易法》中将“受美国管辖的人”规定为：
（1）任何美国国民；
（2）在美国的任何人；
（3）根
据美国法成立的或在美国有主要营业地点的任何商业企业；（4）由前述三类中的任何一类
“人”所拥有或控制的任何商业企业（不论其成立地点）。其后经过不断演变，在《外国资产
管理条例》中对“人”做出以下定义：
（1）美国公民或居民，无论位于何地；
（2）美国境内的
任何人；（3）依据美国法律设立的任何公司；（4）前述三种人拥有或控制的任何合营公司、
团体、企业或其他机构。简言之，依据前述两部法律对“人”的规定，由美国母公司控制的在
美国之外设立的公司，美国法律都对其有管辖权。1979 年《出口管理法》也采前述理解。
此外，《出口管理法》缺乏在紧急情况下才予适用的规定，此即意味着总统可根据实际自主
适用。
3. 扩大对“出口行为”概念的理解以扩张美国法的域外适用
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美国对“出口”概念的界定十分宽泛。具体来说，出口包括四
种类型：
（1）直接出口，即从美国出口到任何其他国家；
（2）再出口，即购买美国产品或技
术的国家再出口到其他国家；
（3）流转，即由美国出口的产品和技术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内部
不同的用户之间进行转让；
（4）视同出口，即技术、信息等数字化物项通过通讯设备（包括
邮件、演讲、电话等）传播至美国以外的国家或非美国人。扩大“出口”的范围，有助于增强
美国对源自于其本土的产品和技术进行域外管辖。例如，当美国研发了一项具有重大战略价
值的技术时，就会通过特别许可的形式对该项技术进行管制。实践中，进口国很可能对美国
出口的产品和技术进行升级改进，那么如何识别来源也会引发纠纷。

（二）通过多部门联合执法的协同安排形成严密的监控网络
“中兴通讯”，全称“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在深交所和港交所上市的中国公司。
三家关联企业分别是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康讯”）、中兴伊朗有限公司、北京
八星有限公司。
19
例如，路由器、微处理器、数据库等，该产品均属于商品控制清单上的物项。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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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管制机构和执行机构多元，包括国务院（DOS）、商务部（DOC）、国土安全部
（DOHS）、财政部（DOT）、国防部（DOD）、能源部（DOE）、司法部（DOJ）和美国出口
行政管理局（EAR）、出口政策咨询委员会（ACEP，由财政部、国防部、国务院等部门的
代表组成）和出口管制复审委员会（ECRB，由各部部长组成，直接向美国总统和参议院负
责）等部门，每个机构在出口管制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同时每个机构针对出口管制的具体职
能又不尽相同。国务院为加强国防贸易管制制定美国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防止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的出口；商务部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外交政策和经济利益而加强出口管制；国
土安全部负责确认和关闭易受攻击的边界、经济、运输和基础设施安全来阻止恐怖主义；财
务部为了国家外交政策的实现和国家安全目标，对目标国、恐怖主义者、从事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和导弹系统的交易商实施的经济制裁；国防部负责减少现在和预防未来的威胁，保护美
国免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能源部通过核能军事运用来加强美国安全系统；司法部负
责对违反国家出口管制的行为提起刑事诉讼，并促进新的防扩散执法机构、出口许可机构和
情报机构之间的协调；出口行政管理局为出口商提供出口行政管理信息。
（三）通过严厉的制裁措施给管制主体以极大的威慑力
美国对华实施出口管制政策主要以《出口管理法》和《出口管理条例》为法律依据，一
旦发现美国或境外企业或个人违反出口管制政策，美国商务部就会立即采取严厉的管制惩罚
措施。就自然人而言，会面临数十年监禁刑和巨额罚款，对企业来说，会被列入“实体清单”，
即意味着不能获取美国出口的技术和产品，而某些技术和产品很难在其他市场获取，进而使
企业失去交易机会。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奥巴马政府提出“出口倍增”战略，并全面评估现行出口管制体系，
正式启动出口管制体系改革程序。20特朗普继任以来，继续推动出口管制体系改革。2018 年
8 月 13 日，《2018 年出口管制改革法》取代《1979 年出口管理法》并正式签署生效。新法
将“美国安全”摆在第一要位，以出口管制作为战略安排遏制竞争对手。“新法”赋予美国商务
部更广泛的执法权限，加大了处罚力度21。
（四）通过制定详细的管制清单对技术出口进行全方位管控
针对不同的管制物项，美国的管制清单有两类，一是商业管制清单，二是军用管制清单。
前者共计 2400 多种商品，并将各种物项分为十大类，用数字表示，22每大类又细化为从字
母 A 到字母 E 的 5 个组别。23此外，每个管制物项都有一个分类号（ECCN），该分类号是
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五位号码，数字代表类别，字母代表组别，凭分类号可以识别受管制的
物项。商业清单进行出口管制的原因主要有：反恐、生化武器、犯罪控制、化学武器公约、
加密物项、武器公约、导弹技术、国家安全、核不扩散、地区稳定、供应短缺、联合国禁运、
重要物项、窃听。某种商品受到出口管制可能基于多种原因。在商业管制清单的不同控制原
因下，每个国家或地区之后都有一些“X”，“X”的数量越多，表示受到管控的原因越多，需

陈葵：《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改革及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4 年第 2 期，第 150
页。
21
对故意违法行为的刑事处罚最高可达 100 万美元，对个人最高可判处 20 年监禁；民事处罚最高可达 30
万美元或相应交易价值的 2 倍之间高者，并吊销出口许可且禁止其从事管制物项出口、再出口的行为。
22
这十类物项由数字 0 到 9 表示，每个数字代表不同的管制物项。具体而言，0 类指的是核原料、核技术、
核设备，1 类指的是化学制品、微生物、毒素有关的先进技术与材料，2 类指的是材料加工技术，3 类指的
是电子产品，4 类指的是计算机，5 类指的是通讯技术与信息安全，6 类指的是激光器与感应器，7 类指的
是导航与航空电子设备，8 指的是海洋探测的设备与技术，9 类指是航空和推进系统有关的技术。
23
A 表示设备、配件和元件，B 表示试验、检验和生产设备，C 表示材料，D 表示软件，E 表示技术。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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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获得许可的情况也越多。24
（五）通过国别清单对技术出口的国家进行区别限定
国别清单意味着产品或技术出口到美国以外的国家是否要获批许可。国别清单由三机构
制定：国防部、商务部 BIS 及国务院反恐协调委员会。美国对不同国家实行区别管制。EAR
中的国家一览表（Commerce country chart）按照管制程度不同，将除加拿大以外的国家和地
区分为七组，分别用字母Ｚ、Ｓ、Ｙ、Ｗ、Ｑ、Ｔ、Ｖ表示，对 Z 组国家的出口管制程度
最严，表示全面禁运，对 V 组国家的出口管制最为宽松。之后，美国就出口许可例外将其
他国家和地区分为Ａ、Ｂ、Ｃ、Ｄ、Ｅ五组，从 A 组到 E 组，出口管制的程度逐渐加严。
2018 年，ECRA 加强对武器出口的许可审查，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受此规定
影响最深。
（六）积极进行出口管制改革以应对局势
为解决美国出口管制立法和执法体系的效率低下问题，2009 年 8 月 13 日，奥巴马颁布
总统令，正式对出口管制进行体系性改革。改革内容主要涉及管制清单、许可机构、执法机
构、信息共享系统。
1. 统一出口管制清单
美国政府将商业管制清单与军用品管制清单进行整合，实现了出口管制清单的统一，并
化解了实践中的商品管辖争端。同时，出口管制清单也在不断更新并不断缩小，并将管制程
度分为最严格类管制、中度管制和一般管制三类。
2. 统一发证机构
改革前，美国颁发出口许可证的审批机构是商务部 BIS、国务院 DDTC、财政部外国资
产管制办公室，这三家机构基于不同的管理政策分别发放民用品、军用品、禁运国家的许可
证。改革后，许可证审核签发权归于单一机构，审批条件和审批程序也得到统一和简化。信
息技术系统更是便利了许可程序，加快了评审速度。
3. 统一执法协调机构
改革前，执法调查权由商务部 BIS 出口执法办公室、国土安全部移民海关执法局、联
邦调查局行使，多头执法降低了出口管制的效率。2010 年 11 月 10 日，执法协调中心建立，
强化了执法监察工作。
4. 扩充管制物项种类
对尚未列入管制范围，但对美国国家安全又影响重大的新兴基础技术，由美国商务部、
国防部、国务院、能源部等部门组成的协商机制共同认定，是否需要将其列入管制清单。例
如，人工智能、机器人等行业。

四、我国出口管制立法的完善
24

从该国家一览表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加拿大出口管制最为宽松，而中国与阿富汗、巴林、缅甸、
埃及、约旦、科威特、黎巴嫩等国家受到相同的管制，对于古巴、伊朗、朝鲜、叙利亚等国，则在《出口
管理条例》第 746 部分予以详细规定，进行最严厉的出口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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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我国的出口管制立法应坚持如下指导思想：
1. 以维护国家安全为根本宗旨
国家安全是一国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最高目标，失去国家安全，经
济发展便无从谈起。基于国家安全的出口管制可能造成经济发展缓慢，但绝不可能为了经济
利益放弃国家安全。
2. 积极践行我国缔结的国际条约义务
履行国际条约是我国的义务。我国已加入 3 个与出口管制相关的国际条约，分别是：
《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化学武器条例》、《生物和毒素武器条约》。此外，我国还是 WTO 的成
员国，理应遵守 WTO 协定中对出口管制措施的限制性规定及例外。在制定出口管制法律时，
要将国际条约义务和 WTO 的相符性纳入立法考量。
3. 参照出口管制多边机制的管制标准和清单
世界五大出口管制多边机制制定了多项出口管制标准和清单，在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情
况下，积极采纳这些标准，并制定我国的出口管制法，有助于树立我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的良好形象。
4. 借鉴最新的出口管制实践经验
随着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增加，许多国家建立了出口管制机制。尤其是签署所有出口管
制国际条约以及加入所有出口管制多边机制的国家，其制定的出口管制法律非常严格和完
善。这些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5. 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
对多边出口管制机制和相关国家的实际经验进行借鉴，应以符合和满足我国的实际情况
为前提，因为，超过我国发展实际的出口管制标准会对我国的出口贸易规模造成重大影响。
同时，还要注意我国法律中相互不协调的地方。
（二）立法模式
根据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基本法和配套的实施细则是主要国家的发展模式。由此，我
国出口管制的基本法律为《出口管制法》，配套的实施细则为《出口管制实施条例》。目前，
完全统一出口管制部门很难，比较可行的路径是，先制定基本法，由国务院制定实施条例，
各部门按管控领域的不同划分职能，并相应制定规章或清单。《出口管制法》作为宏观的上
位法，全局性的指导出口管制工作，其他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均不得违反。
（三）具体路径
1. 加强出口管制法的域外适用性
首先，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将“产品国籍”“技术国籍”为连接因素，使原产于中国本土的
产品或技术在外国再出口或在外国内部不同自然人（或法人）之间进行流转，我国都可对其
行使管辖权。此外，还可扩大“人”的范围。除中国公民或居民、中国境内的任何人、依据中
国法律设立的任何公司，前述三种人拥有或控制的任何合营公司、团体、企业或其他机构都
可认定为“受管辖的人”的范围。最后，扩大对“出口”的理解。“出口”囊括了直接出口、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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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流转、视同出口。
2. 充分发挥主管机构和其他机制的协调作用
为长远计，由一家出口管制机构统管两用品和军品，是提高治理效率和协调性的最优解。
例如，美国出口管制体系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将军用品、两用品以及民用品的出口管制权
归口统一的许可审批机构，提高行政审批的便利化，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
鉴于出口管制物项认定的专业性和复杂性，有必要建立专家征询机制，辅助出口管制机
构对出口物项进行管理。必要时，出口管制机构在出口许可审批程序中，应征求相关部门及
专家意见。我国现行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中，已在一些领域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机制。
现阶段，统一出口管制机构可能有一定难度，但分散管理模式既容易造成管制清单、管
理权限的重叠，也可能出现监管漏洞，还可能存在对同一事项的管理措施不一致等情况。因
此，有必要由国务院筹建出口管制协调机构，以辅助出口管制权向单一机构的过渡。
3. 进一步完善出口管制清单和国别清单
出口管制不仅是贸易政策，更是保障国家安全和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产品和技术出口
到不同国家，对出口国国家安全造成的潜在威胁是不一样的。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
都制定了国别清单，即针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出口管制措施。虽然国别清单已为大多数国
家所采纳，但具体内容及对外国的态度却大相径庭。例如，美国严格管控对伊朗出口的产品
和技术，但欧洲国家倾向与伊朗进行经贸往来。建议我国在制定国别清单的同时，建立国别
评估机制，综合考虑对不同国家出口的风险系数，动态监测，实时调整。
出口管制清单需要不断根据世界局势、外交政策进行经常性的变动，建议采用单独发布
模式，相较于作为附件形式发布，更能突显其灵活性，也无需启动繁琐的修法程序。因此，
今后即便是出台了《出口管制法》，管制清单也应单独发布。除此之外，管制清单针对的是
货物、服务和技术，建议通过列举的方式予以明确，尤其是“技术”出口与一国对外战略布局
联系密切，对管制物项的概念进行清晰厘定，既可以降低出口经营者的贸易成本，也可以增
加法律体系的预测性。
4. 进一步细化出口许可制度的审批程序
目前，我国对出口管制许可规定的审查因素过于简单，不予核准的情况尚待明确。建议
《出口管制法》及其《实施条例》完善出口审查需考虑的因素，在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情况
下，借鉴出口管制多边机制和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其次，我国出口管制部门已在出口许可
审查中对最终用户进行评估，并且会根据实际情况对内发布重点监控名单，但这仅是内部操
作，有必要上升为法律化的条文规定。如此，国家出口管制部门方可根据法律途径进行调查，
防止权力滥用，通过对外公布重点监控名单，可提高出口经营者的可预见性，并发挥法律的
威慑作用。最后，有必要对豁免申请出口许可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规定。
5. 颁布指南指导企业建立内部合规机制
我国目前实际上已采取该做法。在制定《出口管制法》时，应该将现有规定和做法纳入
其中，并适当借鉴大多数国家出口管制法的做法以及瓦森纳指南的建议，鼓励出口经营者建
立出口管制内部合规机制。
6. 完善出口管制的刑事法律责任
我国现有出口管制法律针对不同违法行为均做出了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规定，但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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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规定过于简单，而且对同一违法行为在不同法律中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罚，导致违反出口管
制法律的责任机制很不统一，不利于统一执法和维护出口管制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结合现
有出口管制法律的规定，《出口管制法》应该作出统一规定并予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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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国有企业规则分歧的竞争政策路径
应品广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 201620）

摘 要：当前，国际社会对于是否应当以及如何在多边、区域或双边贸易协定中纳入国有企业规
则存在立场分歧。主要依托于贸易政策框架的现有方案无法妥善解决问题。相比之下，竞争政策
更宜作为解决国有企业规则争议的有效路径。国有企业问题不仅是贸易问题，更是竞争问题。竞
争政策的诸多特性，包括广泛的覆盖范围、所有制中性、全覆盖的规制体系以及建立在效果原则
基础上的规制逻辑等，更加符合各方诉求，能够为达成共识创造有利条件。有必要重新认识竞争
政策，更多关注政府限制竞争和混合限制竞争，通过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推广实施竞争政策有
效化解分歧。
关键词：国有企业;竞争政策;贸易政策;竞争中性

近年来，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深入，国际社会对将国有企业（以下简称“国企”）
作为政策工具扭曲全球贸易的担忧日益凸显。特别是 2017 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各方对中
1
2
3
国国企的关注与日俱增。一个典型例证是，美国、 欧盟、 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相继单独或联合 发
布声明，直接或间接地指责中国利用国企扭曲全球贸易。在近期达成的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中，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



应品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WTO 亚太培训中心执行主任，贸易谈判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1

See USTR, 2018 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 February 2019,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

iles/2018-USTR-Report-to-Congress-on-China%27s-WTO-Compliance.pdf,2020-03-24;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
ommerce, Memorandum on China’s Status as a Non-Market Economy,26 October2017,https://enforcement.trade.gov
/download/prc-nme-status/prc-nme-review-final-103017.pdf,2020-03-24; USTR, 2019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8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Trade Agreements Program, March 2019,https://ustr.
gov/sites/default/files/2019_Trade_Policy_Agenda_and_2018_Annual_Report.pdf,2020-03-24; USTR, 2019 National T
rade Estimate Report on Foreign Trade Barriers, March 2019,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2019_National_Trade_
Estimate_Report.pdf, 2020-03-24.
2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WTO modernization -introduction to future EU proposals,28 June 2018，http://trade.

ec.europa.eu/doclib/docs/2018/september/tradoc_157331.pdf，2020-03-24;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on Significant Distortion in the Econom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the Purpose
of Trade Defense investigations,20 December 2017,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7/december/tradoc_156474.
pdf, 2020-03-24.
3

自 2017 年 12 月 12 日第 11 次 WTO 部长级会议召开以来，美欧日三方已联合发布 7 份联合声明。这些声明将产

业补贴和国有企业视为典型的“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呼吁通过制定专门的补贴规则和国企规则应对其对国际
贸易造成的扭曲。所有这些声明均可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网 (https://ustr.gov/)查询。最近一次声明可参见：Joi
nt Statement of the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
n,14 January 2020,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0/january/joint-statement-trilater
al-meeting-trade-ministers-japan-united-states-and-european-union, 2020-03-24.

131

《综合性经济贸易协议》(CETA)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等，也都纳入了国企章节，试图建
立专门规则，削弱国企的竞争优势。考虑到美国是 USMCA 成员，日本是 CPTPP 成员，CETA 的成员
为欧盟和加拿大，EPA 的成员为欧盟和日本，上述经济体之间极易达成国企规则的共识，上述协定
也很可能成为各方今后“重写”针对国企的国际规则的“模板”。
理论上看，在国际层面构建国企规则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国企相比于私企更有“动力”和
4
“能力”实施扭曲贸易的行为。 理由在于：（1）国企因与政府存在天然联系而在税收、补贴、信
5
贷和监管等各方面享有竞争优势；（2）国企常常成为政府的政策工具，特别是产业政策工具；（3）
国企与私企存在不同的价值追求，不以“利润最大化”作为主要目标；（4）国企经常采取非公司
化的或有别于私企的运行模式，人事任免和经营决策均受到政府干预。这些特征被认为不利于资
源的有效配置，会在国际层面对跨国贸易和投资产生负外部性。
有学者认为，通过充分利用现有 WTO 规则（比如补贴和反补贴措施、中国的入世承诺），就
6
足以应对国企带来的贸易扭曲挑战。 还有学者认为，现有多边规则不足以解决问题，应通过在自
贸协定中纳入至少包含五方面内容的专门国企章节予以应对：（1）明确的国企定义和广泛的适用
范围；（2）明确一般权利和义务；（3）明确专门的国企规则和例外；（4）改进透明度条款；（5）
7
确立执行和争端解决机制。 上述建议均是在现有贸易政策框架内寻求出路。
问题是，除了承认现有 WTO 多边规则以外，在中国参与的区域或双边贸易协定中，均没有纳
入专门的国企规则。相反，在中国提交的 WTO 改革文件中，明确提出“国有企业和其他各类企业
在从事商业竞争时都应该是平等竞争的市场主体”，反对“借世贸组织改革对国有企业设立特殊
8
的、歧视性纪律”。
可见，各方对于国企规则的立场存在重大分歧。鉴于中方不接受在现有贸易政策框架内构建专
门的国企规则，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所担心的局面并不能得到有效缓解。制度竞争（比如
CPTPP/USMCA 和 RCEP 之间的竞争）的情况可能出现，但是这只会加剧割裂，不利于全球经济一体
化以及全球贸易与投资的发展。
显然，依靠争论和施压无法有效解决问题。最佳的解决方案是各方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形
成基本的多边框架。这是因为，全球化背景下企业行为的外部性，决定了其不是对某个或某些国
家产生影响，而是对全球竞争产生影响。如果不能取得共识（哪怕是有限的共识），这个问题就
很难得到解决。本文认为，竞争政策是一个被忽视的替代路径或补充路径，可以最大程度整合各
方立场，形成“最大公约数”，解决国企的贸易扭曲（实则“竞争扭曲”）问题。
4

Tālis J. Putniņš, Economic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3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18

(2015).
5

OECD 发布的一系列国企报告对此进行了详细总结，具体可参见：www.oecd.org/daf/ca/achievingcompetitiveneutr

ality.htm, 2020-03-24; See also Antonio Capobianco and Hans Christiansen, Competitive Neutrality and State-own
ed Enterprises: Challenges and Policy Options, OECD Corporate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 No.1, 1 May 2011;
Przemyslaw Kowalski and Kateryna Perepechay,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by State Enterprises, OECD
Trade Policy Paper No.184, 29 September 2015.
6

See Weihuan Zhou, Henry S Gao, Xue Bai,China's SOE Reform: Using WTO Rules to Build a Market Econo

my, 68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977-1022 (2019).
7

Ines Willemyns, Disciplines 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re We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19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657-680(2016).

8

参见《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2019 年 5 月 13 日，http://images.mofcom.gov.cn/sms/201905/201905

24100740211.pdf, 202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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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贸易政策框架不足以有效应对国企问题
当前国际层面的国企规则隶属于贸易政策框架，主要有两大载体：一为 WTO 多边框架，二为
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框架（以 CPTPP/USMCA 为代表）。但是，这两大载体均无法有效解决国企的
所谓贸易扭曲问题。
（一）多边贸易政策框架
WTO 框架下的国企规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直接针对国企的规则，比如《1994 年关税
与贸易总协定》（GATT）中的国营贸易企业条款；（2）间接涉及国企的规则，比如《服务贸易总
协定》（GATS)中的垄断与专营服务提供者条款，以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SCM 协定)中的
补贴条款；（3）针对特定经济体的国企规则，如《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涉及国企的条款。
传统多边规则应对国企问题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9

第一，WTO 规则奉行“所有制中性”原则， 未专门关注国企并设定额外义务，由此也导致国
企的定义不明。GATT 第 17 条将国营贸易企业定义为“各成员政府建立或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的企
业，并给予企业正式或事实上的独占权或特权”。据此定义，国营贸易企业可以是政府企业，也
可以是非政府企业，只要其被授予“独占权或特权”。GATS 第 8 条提及“垄断与专营服务提供者”，
但是未给出明确定义，从字面理解，其也非与国企直接相关。因此，不论是货物贸易规则还是服
务贸易规则，均未提供认定国企的明晰标准。此外，《中国入世议定书》也没有明确国企定义。
第二，WTO 国企规则的适用范围有限。一方面，其只适用于货物贸易（国营贸易企业规则）和
有限的服务贸易（垄断和专营服务提供者规则）；另一方面，只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国企必须遵守
非歧视待遇和商业考虑义务，在国内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国企不受纪律约束，即使它们的商业
10
行为对外国供应商或相关市场的参与者有影响。 此外，被授予“独占权或特权”的实体（包括但
不限于国企）只有在与贸易挂钩（“通过购买或销售影响进出口的水平或方向”）时才受到规制，
11
○

进一步缩小了对从事贸易的国企的适用范围。

第三，WTO 国企规则只规定了有限的义务。根据 GATT 第 17 条，各成员针对国营贸易企业主
要有三项义务：（1）在涉及出口或进口的采购或销售中遵循非歧视待遇原则；（2）根据商业考
虑进行任何采购或销售；（3）根据惯例，给予其他缔约方的企业充分的机会参与采购或销售的竞
争。但是，并未对何为“商业考虑”进行阐述，非歧视义务本身也是不完整的：只是针对各成员
政府提出要求，而没有对国营贸易企业本身设定义务；且这里所指的非歧视义务通常认为只包括
11
最惠国待遇，不包括国民待遇。 因此，不能被认定为政府措施的企业行为，或者仅违反国民待遇
义务的行为，无法适用 GATT 第 17 条进行规制。与此类似，尽管 GATS 第 8 条规定，垄断和专营服
务提供者的行为方式不得违背成员根据 GATS 第 2 条承担的义务（最惠国待遇）及其具体承诺，但
是由于 GATS 规定的国民待遇义务仅限于成员作出承诺的具体部门，未作出承诺的敏感部门的垄断
和专营服务提供者不受这一义务的约束。
第四，对于国企是否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可被认定为公共机构无法达成共识。根据 SCM 协定的

9
10

参见韩立余：《国际法视野下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法学》2019 年第 6 期。
Hyo-Young Lee, Applying Competition Policy to Optimize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EB /OL], 8 March

2017,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929110,2020-03-24.
11

See Canada-Measures Relating to Exports of Wheat and Treatment of Imported Grain, Appellate Body Report,

WT/DS276/AB/R, paras.6.46 and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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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提供补贴的主体是“政府”或“公共机构”。国企在何种情况下构成公共机构，已经成为
WTO 反补贴领域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美方坚持“政府控制”标准，主张可将政府拥有多数股权的
实体推定为公共机构；中方则坚持“政府权力”标准，认为只有行使政府职权的企业可被认定为
12
公共机构。 对此，已有不少案例诉诸 WTO 争端解决机制，得出的基本结论为：认定公共机构的关
键标准是某实体是否存在“履行政府职能的权力”，而非政府是否对其享有“控制权”。但是，
WTO 上诉机构同时指出，政府是否对国企实施“有意义的控制”，可作为认定公共机构的考虑因素。
13
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认定标准的模糊性。 尽管最新案例指出，公共机构的认定应该考虑政府和
14
企业的系统性关系和影响，而非仅考虑对具体交易的影响； 然而，正如没有两个政府是完全相同
的，公共机构认定也必然因实体、国家和具体案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国企在何种情况下
构成公共机构，永远只能在个案基础上确定。争议将继续存在。
第五，透明度义务仅限于通报义务，即各成员有义务主动或根据缔约方的要求，向货物贸易
理事会通报国营贸易企业的信息（包括进出口产品信息、经营信息和加价信息等）；在对其他成
15
员的通报不满时，各成员也可进行反向通报。 但是，没有惩罚措施或救济条款，对于未申报、未
及时申报或不完全申报行为，无法采取措施。
因此，传统 WTO 规则存在国企定义不清、适用范围有限、规则约束力不强和透明度不足等缺
陷，无法有效解决国企的所谓贸易扭曲问题。主要原因在于：（1）早期规则侧重关注降低关税壁
垒，而国企规则需要解决的是非关税壁垒问题；（2）对国企参与全球竞争的后果预计不足。对此，
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开始尝试通过签订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的方式进行突破。
（二）区域和双边贸易政策框架
鉴于 CPTPP 和 USMCA 是迄今为止最详细、最全面和最深入的含有专门国企规则的贸易协定，
下面主要以这两个协定为例，分析区域和双边协定在应对国企问题方面所做的探索及其局限性。
第一，明确国企定义并扩大主体范围。CPTPP 明确了认定国企的两个条件：（1）主要从事商
业活动；（2）政府拥有 50%以上所有权或表决权，或有权任免董事会或其他同类管理机构的多数
16
成员。 这使得界定国企的要素变得更加明确。USMCA 进一步明确了“控制权”标准，即通过“间
17
接的”或者“少数所有权”的方式实现的控制权，也落入规制范围。 至此，认定国企的要素扩展
到股权、投票权、任免权和决策权等多重因素，极大扩大了国企的内涵。而且，CPTPP 和 USMCA 国
企章节不仅约束国企本身，也约束“指定垄断”，包括任何政府授予特定垄断权的私人垄断或政
府垄断。因此，国企章节的主体范围大幅扩张。
第二，扩大国企规则适用范围。CPTPP 和 USMCA 国企章节不仅适用于货物贸易，还涵盖服务贸
易和投资。因此，只要政府向通常由国企加以运作的各类服务部门（如电信、银行、能源、航空

12

程卫东:《中美围绕国有企业的补贴提供者身份之争：以 WTO 相关案例为重点》，《当代法学》2017 年第 3 期。

13

See United States-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Appe

llate Body Report, WT/DS436/AB/R, paras.4.43-46.
14

See United States-Countervailing Duty Measur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 Appellate Body Report, WT/

DS437/AB/R, para.5.100.
15

参见 GATT 第 17 条第 4 款和《关于解释 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17 条的谅解》。

16

参见 CPTPP 第 17.1 条。CPTPP 的文本可参见：https://www.mfat.govt.nz/assets/CPTPP/Comprehensive-and-Progre

ssive-Agreement-for-Trans-Pacific-Partnership-CPTPP-English.pdf，2020-03-24。
17

参见 USMCA 第 22.1 条。USMCA 的文本可参见：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agreements/FTA/USMCA/

Text/22_State-Owned_Enterprises.pdf，202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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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提供支持，就可落入国企规则的范畴。国企规则适用范围的扩张还体现在：（1）不仅适用于
18
国企所在的缔约方，还适用于国企开展商业活动的其他缔约方和非缔约方； （2）不仅涵盖政府
对国企提供支持，还包括国企对国企提供支持（比如国有金融机构为国企提供信贷优惠）；（3）
19
明确国企规则中的非歧视待遇同时包括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4）对何为“商业考虑”做了
20
更明确的解释：“在相关业务或行业领域的私营企业在商业决策时通常会考虑的因素”， 实际上
相当于要求国企与私企具有类似的商业回报率。
第三，创设非商业援助条款，将传统的补贴规则与国企规则结合起来。CPTPP 和 USMCA 中非商
业援助条款的文本与 SCM 协定中的补贴条款文本十分类似，基本上涵盖非商业援助（补贴）、对
其他缔约方造成不利影响或对其他缔约方的国内产业造成损害、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等要素，
21
22
但是扩展到了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 同时,明确政府和国企均可构成非商业援助主体， 解决了 SCM
协定难以认定国企构成公共机构的问题。因此，创设非商业援助条款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政府本
身或通过国企向国企提供补贴。该规则在 TPP 中首次出现，CPTPP 全部承继，USMCA 则进一步升级：
一是进一步明确非商业援助的定义，即是指“对特定企业的支持”，特定企业包括“一个企业或
产业或者一组企业或产业”，并扩大对“援助”的列举范围，除了 CPTPP 已列举因素外，新增了
“采购货物”；二是补充规定“禁止性”非商业援助，禁止给生产和销售货物（电力除外）的国
企提供下列援助：（1）给信用不佳的国企提供贷款或贷款担保；（2）给破产或处于破产边缘并
在合理时间内无可信的重组计划的国企提供非商业支持；（3）以与私营投资者通常做法不符的方
23
式将国企的债务转为股份。如属于以上情况，可直接视为对特定企业提供非商业援助。
第四，强化透明度规则。在美国早期的贸易协定中，如一缔约方对另一缔约方提出信息披露
申请，一般应指出所涉实体，列明所涉市场，并包含可能限制缔约方贸易或投资做法的“指证”。
24
CPTPP 不再有指证要求，且同时规定了“主动披露”和“应请求披露”影响贸易或投资行为的义
务，并列举了披露信息，包括国企清单、国有股权比例、特殊股份或投票权情况、政府官员任职
情况、企业收入和资产情况、法律豁免情况和其他可公开获得的财务或审计信息，以及非商业援
25
26
助信息等。 USMCA 在 CPTPP 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应请求披露股权注资”的内容。
第五，建立执行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缔约方承诺就国企问题开展技术合作，包括交流信息
27
和分享最佳政策实践，并设立“国家企业和指定垄断委员会”监督国企规则的执行。 在争端解决
28
方面，一方面，要求各缔约方赋予其国内法院解决国企争端的管辖权； 另一方面，未在国企章节
对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专门规定，意味着各方既可利用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如根据 CPTPP
第 28 章），也可借助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如根据 CPTPP 第 17 章)，来解决国企争端。
18

参见 CPTPP 第 17 章脚注 9 和 USMCA 第 22.2 条。

19

参见 CPTPP 第 17.4 条和 USMCA 第 22.4 条。

20

参见 CPTPP 第 17.1 条和 USMCA 第 22.1 条。

21

参见 CPTPP 第 17.6—17.8 条和 USMCA 第 22.6—22.8 条。

22

参见 CPTPP 第 17.1 条和 USMCA 第 22.1 条。

23

参见 USMCA 第 22.1 条和第 22.6 条。

24

Robert Wolfe, Sunshine over Shanghai: Can the WTO Illuminate the Murky World of Chinese SOEs, 1 December

2017,https://cadmus.eui.eu/bitstream/handle/1814/45586/RSCAS_2017_12.pdf;jsessionid=8354D1D36241C485CA292E9
49DDB4594?sequence=1, 2020-03-24.
25

参见 CPTPP 第 17.10 条。

26

参见 USMCA 第 22.10 条。

27

参见 CPTPP 第 17.12 条和 USMCA 第 22.12 条。

28

参见 CPTPP 第 17.5 条和 USMCA 第 22.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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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第六，提供了大量的豁免。这些豁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主体豁免，如中小企业豁免、 次
30
31
中央级国企豁免、 特定类别的国企豁免； 二是行为豁免，如国企的非商业活动、政府采购活动、
32
行使政府职权、解决金融服务企业的破产或失败问题、缔约方保留的不符措施等。
CPTPP 和 USMCA 对 CETA、EPA 和欧盟-越南自贸协定等近期达成的贸易协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比如，它们都包含国企章节；规定了商业考虑和非歧视性义务，且明确后者同时包括国民待遇和
33
34
最惠国待遇； 将义务范围扩展到涵盖货物、服务和投资，但提供广泛的豁免。 在某些方面，这
些协议比 CPTPP 和 USMCA 走得更远。比如，EPA 和欧盟-越南自贸协定中的国企规则适用于所有层
级政府设立的国企，而非仅适用于中央实体。
这些“21 世纪规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规则的不足，但是并非没有局限。首先，
扩大国企定义、引入指定垄断等概念尽管确实扩大了国企规则的适用范围，但是仍然无法涵盖所
有受政府支持的、可能扭曲国际贸易的市场主体；其次，通过改进现有规则（特别是透明度规则）
和创设新的特殊规则（比如非商业援助规则），虽然大幅提升了国企规则的约束性，但是因其带
有明显的“歧视性”，违背了在多边规则中已被广泛认可的“所有制中性”的基本原则；最后，
新规则提供了大量的豁免和例外，实际上削弱了国企规则应对贸易扭曲的能力。
概言之，现有规则限于针对国企制定专门规则，但是忽略了更关键的问题，即如何防止政府
给予特定市场主体“竞争优势”。这并非贸易政策所能容纳，应诉诸竞争政策来解决。

二、引入竞争政策框架化解国企分歧
（一）国企问题不仅是贸易问题，更是竞争问题
当前的国企规则作为贸易规则的一部分，建立在贸易扭曲的基础之上。但是，国企行为之所
以在国际层面需要被规制，不仅因其与贸易相关，更因其与竞争相关。国企问题在全球层面备受
关注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企业竞争的跨境外部性，即竞争不再限于本国境内，而
是扩展到国际市场，并由于国企在某些方面享有竞争优势，从而在国际市场上产生“负外部性”。
如果国际竞争是建立在自由、公平的基础之上，不需要国际规则进行干预；但是由于存在垄断力
量，不管是私人的（比如达成卡特尔、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限制竞争的经营者集中），还是
政府授予的（比如通过授予特权、提供补贴），从而享有竞争优势并在国际层面开展不公平竞争，
因此必要在国际层面对这种负外部性进行矫正。对此，解决方案不仅只有在现有贸易政策框架内
纳入国企规则这一条路径，还应包括被忽略的竞争政策路径。
（二）规范国企行为需要重新认识竞争政策
竞争政策之所以尚未被普遍用于解决国企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目前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
竞争政策框架通常从狭义角度出发，将竞争政策理解为竞争法本身，而依靠竞争法本身无法解决
国企扭曲贸易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目前尚未形成国际竞争法，依靠国内法来处理竞争问题
会造成国企规则碎片化，缺乏可预见性和一致性；第二，竞争法主要针对私营企业，并假定其追

29

参见 CPTPP 附件 17-A 和 USMCA 附件 22-A。

30

参见 CPTPP 附件 17-D 和 USMCA 附件 22-D。

31

比如主权财富基金、独立养老基金。参见 CPTPP 第 17.2 条和 USMCA 第 22.2 条。

32

参见 CPTPP 第 17.2 条和 USMCA 第 22.2 条。

33

参见 CETA 第 18.4 和第 18.5 条，EPA 第 13.5 条, 《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EVFTA)第 11.4 条。

34

参见 EPA 第 13.2 条，EVFTA 第 11.2 条和附件 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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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利润最大化，但是国企通常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第三，竞争法只提供事后救济，无法对国
企行为进行全过程约束；第四，国企限制竞争行为通常具有法律或政策依据，从而可以取得豁免。
35

实际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学术界近年来对竞争政策的理解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广义视角。
竞争政策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禁止私人垄断的竞争法，也包括通过反垄断法和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进行约束，还包括其他经济和社会政策中“促进竞
争”的内容，比如国企改革中促进竞争的内容、产业政策中放松管制和减少有害补贴的内容、贸
易政策中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内容，投资政策中放宽市场准入和减少审批的内容等。

鉴此，有必要重新定义竞争政策，从广义角度对其加以理解。竞争政策关注的对象实际上包
括三大类：（1）私人限制竞争，这是传统竞争法关注的领域；（2）政府限制竞争，比如行政垄
断，这既可以通过竞争法进行事后规制，也可以通过竞争审查的方式进行事前控制；（3）混合限
制竞争，这是私人限制与政府限制的融合，是政府支持、容忍的限制竞争行为，比如将国企视为
实施产业政策的工具。当前，国际竞争政策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私人限制，政府限制和混合限制
被忽视了。
在广义的竞争政策视角下，认为竞争政策无法解决国企问题的上述理由将不再成立，或者可
以通过努力得到解决。
首先，当前确实没有国际竞争法，但是广义视角下理解竞争政策，为达成国际竞争规则提供
了更多可能。在 WTO 框架下纳入竞争规则的尝试尚未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 WTO 本身不是处理私
人行为的场所，只约束政府行为。如果竞争政策本身也关注政府行为对竞争造成的损害，那么通
过约束政府行为来达到维护公平竞争的目的，就符合现有多边贸易体制的逻辑，便于各方从现有
多边、双边和区域协定中寻求可达成“最大公约数”的条款。况且，当前确实有以 WTO 规则为核
心的国际贸易法，但是这没有改变现有规则无法对国企进行有效规制的现实。因此，竞争政策至
少提供了一条可以尝试的新路径。
其次，广义竞争政策不仅针对私营企业，还关注国企和政府干预对竞争造成的影响。因此，
对国企偏离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行为，可以通过竞争政策视角下的国有企业改革（比如分类改革、
公司治理改革）和规则构建（比如增加透明度、防止交叉补贴）来缓解。
第三，竞争法本身也具有部分“事前规制”的内容，比如经营者集中的事先申报和审查可以
有效应对国企并购可能对竞争产生的影响。广义上的竞争政策还关注事前措施，比如我国的公平
36
竞争审查制度 和欧盟的国家援助控制制度均是竞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专门通过事先审查的方
式防止扭曲竞争的政策措施出台，可有效预防特定政策措施对特定市场主体（包括国企）给予特
别优待。
第四，竞争法中豁免抗辩的适用条件十分严苛，比现有国企规则更有助于弥补因主张豁免而

35

See V. SINGH, Failed WTO Platform for Competition Law Convergence: Evolving Alternate Regime of Mous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54 Ind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68-394(2014)；王先林：《竞
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及其主要实现路径初探》，《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16 第 5 期；徐士英：《竞争政策研
究——国际比较与中国选择》，法律出版社 2013 版，第 19-64 页；王晓晔：《竞争政策优先——欧共体产业政策
与竞争政策》，《国际贸易》2001 第 1 期；刘桂清：《论竞争政策相对于产业政策的一般优先地位》，《经济问
题探索》2010 年第 6 期。
36

参见《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

6/14/content_5082066.htm，202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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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导致规则失效的“漏洞”。比如，仅仅证明政府授权通常不足以构成竞争法意义下的豁免。 各国
竞争法还通常要求垄断行为获得豁免的前提为行为不会对竞争产生严重影响，并且能够使消费者
38
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
最后，广义竞争政策倡导通过促进垄断行业改革和国企改革、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构建竞争
39
中性制度以及普及竞争文化等方式， 大幅度减少政府干预经济和垄断授权，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
不公平竞争（不论是否因国企导致）的土壤。
（三）竞争政策相比于贸易政策更有利于达成共识
首先，相比于国企规则专门指向国企，竞争政策通常将其主体范围界定为任何“人”或“经
营者”，这些术语一般被解释为涵盖从事商业活动的任何实体，不论其所有权、资金来源、法律
地位或国籍如何。比如，欧盟和中国的竞争法使用“经营者”（undertaking)的概念，美国反垄
40
断法则用“人”（person）来指代所有受约束实体。 这也反映在他们参与的自贸协定之中。 因
此，竞争政策的适用对象更广泛、更多元。这符合扩大国企规则适用范围的初衷，但避免了专门
针对国企设定歧视规则。
41

其次，在竞争政策视角下，所有制本身不是问题。 竞争政策关注如何改善竞争环境，因此适
用于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实体，而不论其所有制或法律形式如何。竞争政策奉行的所有制中性原
则与被普遍接受的 WTO 多边规则的定位相符，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接受。坚持所有制中性并
非意味着不解决国企问题，而是在竞争政策视角下探索解决问题的出路，尝试通过公平竞争审查、
42
实行竞争中性制度、实现行业法的“竞争法化”等方式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让不同经济体在市场
经济问题上取得更大共识，从而在国内和国际等各层面解决国企问题。
再次，竞争政策能够对国企行为和政府行为进行全覆盖，构建一整套涵盖事前、事后的规制
体系：（1）传统竞争法可通过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对国企“集中”进行事先审查和控制，防止国
企之间的整合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还可通过规制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行政性垄断，
在国企垄断行为出现后进行事后矫正。（2）以中国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和欧盟的国家援助控制为
代表的竞争审查制度，既可以对拟出台的政策措施进行事先审查，也可以对已出台的政策措施进
行事后评估（包括第三方评估），能够有效防止国企因获得垄断特权享有竞争优势。（3）发源于
37

比如，根据美国的州行为原则，只有在以下情况下，反竞争行为才能免受联邦政府监督：（1）限制竞争的政策

是明确阐述的；（2）州政府实施了积极监督。See Report of the State Action Task Force, September 2003, file:/
//Users/peterying/Downloads/stateactionreport_0.pdf，2020-03-24； Parker v. Brown, 317 U.S. 341 (1943), and Cali
fornia Retail Liquor Dealers Ass’n v. Midcal Aluminum Inc., 445 U.S. 97 (1980). 同样，在欧盟，除非经营者能
够证明限制竞争行为是成员国政府强迫的且其没有任何“自主权”，才可能因国家行为豁免而免除责任。See Case
T-513/93, Consiglio Nazionale degli Spedizionieri Doganali v Comm’n (CNSD), 2000 E.C.R. II-01807, and Case
C-198/01, Consorzio Industrie Fiammiferi v. Autorità Garante della Concorrenza e del Mercato (Italian matches),
2003 E.C.R. I-8055.
38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 15 条、第 28 条。

39

参见徐士英：《中国竞争政策论纲》，《经济法论丛》2014 年第 2 期。

40

比如，中韩自贸协定适用经营者（undertaking）这一概念（参见中韩自贸协定第 14.13 条）， CPTPP 和 USM

CA 使用“人”（person）这一概念（参见 CPTPP 第 1.3 条和 USMCA 第 1.4 条。
41

Mohammed Omran, The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Newly Privatized Firms: Does Privatizati

on Really Matter, 32 World Development,1038(2004).
42

应品广：《竞争政策视角下行政性垄断规制新模式:从“事后救济”到“事前控制”》，《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

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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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澳大利亚并已被中国官方认可的竞争中性制度体系， 能够形成一系列“中立标准”，不仅可用于
指导国企改革，还能解决国企的竞争扭曲问题，比如通过建立竞争中立投诉机制对国企享有的不
公平竞争优势予以事后矫正。
最后，在贸易政策和竞争政策视角下看待国企问题，还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前者绕不
开对“动机”的考察，比如对于“商业考虑”“非商业援助”等因素的考虑，均是关注行为的目
的而非行为的效果；后者则重点关注行为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即更加坚持效果
导向而非动机导向。显然，后者与国际规则的本质更加契合。因为动机通常属于国家经济主权的
范畴，很难达成共识；而效果是能够被感知和测量的。因此，竞争政策相比于贸易政策更容易被
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三、在竞争政策框架下规范国企行为的路径
如果广义竞争政策能够在国际社会得到普遍认同，那么国企问题将在竞争政策框架内得到很
大程度的解决。为此，一方面需要在国际层面探索相应的规则，另一方面需要推动各国构建相应
的制度体系。
（一）国际层面
目前，国际竞争政策的探索路径基本上可以归为两大类：一是“规则”路径，即通过达成具
有约束力的竞争规则的方式规制国际垄断行为；另外一种方式则是“趋同”路径，即通过国际交
流合作或国际组织的倡导性建议等，促进各国竞争政策的趋同，进而实现对国际垄断行为规制的
协调。这两个路径都在多边、区域和双边等多个层面展开。但是，这两个路径均主要限于对私人
垄断行为的防范，需要将其扩展至对政府限制竞争和混合限制竞争的关注。
对于规则路径而言，目前为止在多边层面的探索基本上以失败告终。先是 1948 年《有关国际
44
贸易组织的哈瓦那宪章》流产， 导致只在 GATT 中保留了有关贸易政策的内容。尽管当前的 WTO
框架仍散见一些竞争规则，但是并不构成体系。WTO 曾经作过构建竞争规则的努力，比如成立贸易
与竞争政策工作组，对有关贸易政策和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开展研究。然而，事实证明将竞争政
45
策议题纳入 WTO 谈判日程步履维艰，经过一系列努力后，于 2004 年从谈判议程中撤销。 在区域
和双边层面，尽管越来越多的自贸协定纳入了竞争政策章节，但是这些协定主要针对信息披露和
执法合作等程序问题，基本不涉及实体规则。
鉴于在多边层面达成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当前国际社会主要通过国际组织
43

如 2017 年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明确提出在中国“实行竞争中立制度”。 2018 年，若干高级

官员公开表达了对竞争中性的支持。参见新伟：《易纲行长在 2018 年 G30 国际银行业研讨会的发言及答问》，ht
tps://www.guancha.cn/economy/2018_10_14_475395.shtml，2020-03-24; 祝嫣然：《国企改革已符“竞争中性”原则，
还要提倡“所有制中立”》，https://www.yicai.com/news/100040010.html，2020-03-24; 李晓喻：《中国官方明确将采
取竞争中立政策》，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6369088988833143&wfr=spider&for=pc，2020-03-24。2019
年李克强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加快清理修改相关法规制度，参见宋岩：《李克
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落实降低社会保险费率、部署明确具体配套措施》，http://www.gov.cn/premier/2019-03
/26/content_5376991.htm，2020-03-24。
44

《哈瓦那宪章》第五章规定了一系列限制性商业惯例的纪律，包括解决争端的规定。See United Nations, Hava

na Charter for an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April 1948, E/Conf.2/78, available at http://www.wto.org/englis
h/docs_e/legal_e/havana_e.pdf,2020-03-24.
45

See WTO, the Decis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Council on 1 August 2004, WT/L/579, 2 August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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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实现竞争理念及规则的“趋同”。其中，在多边层面，尤其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以及国际竞争网络（ICN）作出的贡献作为突出。它们的努力主
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促进程序方面的合作，比如统一经营者集中的合并规制程序；（2）促
进实体方面的趋同，比如倡导有关卡特尔、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控制方面的核心原则和规
则；（3）竞争倡导。前两个方面都是传统竞争法意义上的协调，主要通过发布一系列无法律约束
46
47
力但具有相当重要影响力的竞争示范法、 建议、指南、报告等形式，以及包括同侪评审 在内的
各种交流和研讨来实现。竞争倡导则是探索在竞争法之外解决竞争问题，已触及广义竞争政策范
畴。比如，ICN 专门组建倡导工作组，重点关注如何回应政府干预导致的竞争扭曲。此外，OECD
48
发布的《竞争评估工具书》 对各国（包括中国）竞争审查制度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参考。
不论是规则路径抑或趋同路径，区域或双边模式都有局限：一是覆盖范围有限，只能覆盖到
协议各方，且通常只在具有相同或相似竞争政策理念的经济体之间达成，无法影响到协议外的成
员；二是合作内容有限，这些协议通常只关注基本原则（非歧视、透明度）和程序性问题（比如
执法合作），在构建统一的实体性规则方面尚无建树。因此，从规则的公平性和广泛性角度而言，
在多边层面进行规则和趋同的探索更显重要。
目前来看，WTO 仍然是现有的达成具有约束力的竞争规则的最佳平台。但是考虑到 WTO 当前面
49
临的困境，探索专门建立国际竞争组织， 也可作为备选方案。尽管达成多边竞争规则的框架目前
看是困难的，但是不代表在将来不可能实现。WTO 多边竞争规则失败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当时有很
多国家（包括中国）没有竞争法，各国竞争法和竞争政策的理念、体系与执行模式也均存在很大
差异，且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存在不同利益诉求，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传统
竞争规则关注商业行为而非政府行为，而这在 WTO 框架体系内很难实现。但是，广义竞争政策视
角为在多边层面达成竞争规则创造了可能性。
首先，WTO 具有在特定领域达成竞争规则的先例。比如，GATS 下的《基础电信协议》含有专
50
门针对电信行业的竞争条款， 对基础电信服务的主要供应商规定了特殊义务，这些供应商往往作
为国企存在。这为制定专门领域的竞争政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范例。

46

自 1980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一套多边协议的公平原则和规则》
（以下简称《原则和规则》
）

之后，UNCTAD 每隔五年组织一次部长会议审查其执行情况，并在此基础上于 1984 年完成了《消除或控制限制性
商业惯例法律范本》，后更名为《竞争法范本》。
47

比如，OECD 和 UNCTAD 均建立了同侪评审（peer review）平台。自 1998 年以来，OECD 对许多国家的竞争

法律和政策进行了深入的评审。这些评审详细地评估了每个国家如何处理竞争和管制问题，包括竞争法本身的健
全性以及竞争执法体系的结构和有效性。每次同行评审的报告均在 OECD 的官方网站上公布，不仅为各国提供了
审视他国竞争政策的机会，更为被评审国家改善自身竞争政策提供了参考意见。UNCTAD 则在其贸易和发展理事
会（TDB）下设有“限制性商业惯例政府间专家组”（Intergovernmental Working Group of Experts on Restrictive
Busiess Practices, IGE），旨在监管《原则和规则》的适用与实施情况。自 IGE 于 1997 年设立以来，每年举行一
次会议，对其中一个国家的竞争法和竞争政策实施同侪评审。UNCTAD 的同行评审与受评国家的技术援助和能力
建设紧密联系，极大地促进了国际竞争政策的发展。
48

《竞争评估工具书》通过提供识别对市场活动不必要的限制的方法，指导各国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考虑竞争

政策，以最小限制竞争效果的方式实现公共政策的既定目标。See http://www.oecd.org/daf/competition/assessment-t
oolkit.htm，2020-03-24.
49

于立：《关于推动建立国际竞争组织(ICO)的建议》，《竞争政策研究》2018 年第 4 期。

50

See WTO,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Reference Paper,24 April 1996,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erv

_e/telecom_e/tel23_e.htm,202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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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导致 WTO 竞争规则失败的原因很多已经不复存在。比如，美国的反对曾是多边竞争规
则流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当前美国是试图解决国企问题的最积极成员之一。很多当年没有反垄
51
断法的国家（比如中国）都已经有竞争法，竞争政策的趋同努力也已经取得显著效果。 更为重要
的，广义竞争政策不仅关注企业行为，还关注政府行为，这为在 WTO 框架内达成一致规则创造了
条件，可通过多边规则直接约束政府行为来防止企业（不限于国企）享有不公平竞争优势。
因此，在多边层面达成诸边竞争政策框架是一个可选方案。该框架可包括以下内容：（1）确
立核心原则，包括 WTO 已有的原则，如非歧视、商业考虑、透明度，以及竞争政策基本原则，如
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效果原则等；（2）实体规则，包括传统竞争法规则（禁止卡特尔、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和排除竞争的经营者集中）以及专门的行政性垄断规则、竞争审查规则等；（3）程
序规则，包括信息通报和共享、执法合作、竞争审查合作、透明度规则等；（4）执行和争端解决
规则，比如设立国际竞争委员会，适用现有 WTO 争端解决机制等。
另一方面，现有的趋同路径有待改进。当前国际组织聚焦的内容较少涉及实体性规则，也不
关注具体案件的调查和执法合作，更没有对各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可能引发的管辖权冲突作出
研究并尝试提供解决办法。而且，中国还不是 OECD 和 ICN 成员，这导致其对中国的影响有限。因
此，接下来趋同努力可在以下方面进一步着力：（1）更加关注私人限制之外的政府限制和混合限
制及其解决路径；（2）促进最佳实践内化为国内改革措施和国内法；（3）推广同侪评审机制；
（4）推动中国加入 OECD 和 ICN，或者是在类似平台加强中国问题的研究。
（二）国内层面
以竞争政策为指导推进各国在本国构建公平竞争法治保障体系是更加切实有效的路径。近年
52
来，中国一直致力于确立和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所谓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不仅体现
在强化竞争法的实施，更体现在将竞争政策的理念渗透到其他经济和社会政策之中，特别是渗透
53
到产业政策之中，实现产业政策的“竞争政策化”， 从而在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杜绝“妨
碍和限制竞争”的内容。这可以有效推动相关改革（包括国企改革），从而从源头上消除市场主
体（不论国企与否）实施不公平的竞争行为。
首先，推动国企改革朝着公司化、市场化、现代化的方向演进。十八大以来新一轮的国企改
革为我国建立符合“竞争中性”要求的国企管理体制创造了条件：第一，国企的公司化改革和分
54
类改革被 OECD 认为是实现竞争中性的重要举措, 因为公司化改革可促进国企的商业化改造，分类
改革可明确竞争中性的适用范围，即其只适用于商业类国企，不适用于公益类国企。第二，混合
所有制改革通过引入民资和外资，结合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可提升国企的经营自主权，促进公司
51

比如，ICN 有关执法方面的建议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采纳。调查显示，全球 69%以上的竞争主管机构积极地参

照和适用 ICN 推荐的各类研究成果。 See the ICN Factsheet and Key Messages, 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
onnetwork.org/uploads/library/doc608.pdf，2020-03-24.
52

自 2015 年以来，确立和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提法越来越多出现在官方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2015《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2016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再次提出“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201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强化
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
53

李胜利, 胡承伟：《论产业法“竞争法化”之缘由及发展路径》，《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6

期。
54

See Antonio Capobianco，Hans Christiansen, Competitive Neutrality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hallenges an

d Policy Options,1 May 2011,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5kg9xfgjdhg6-en.pdf?expires=1582525915&id=
id&accname=guest&checksum=0F0B785DF45CFFB0B639F1A312E64D57, 202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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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结构优化，推动“基于商业考虑”进行市场运作。第三，国企管理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国有
投资和运营公司的组建，有望在很大程度上化解国资委的“多重角色”问题，促进实现政企分开，
减少“俘获”可能性。但是，当前国企改革的目标尚未与竞争中性的目标完全契合，特别是没有
明确的改革举措或政策文件将推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作为国企改革的优先项。因此，
有必要将实现“竞争中性”作为国企改革的目标之一，将国企改革纳入到竞争政策体系之中。
其次，推动反垄断法的立法和执法优化。在立法方面，可推动实现“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55
56
入法，并尽可能消除各界对《反垄断法》第 7 条 为国企提供“特殊保护”的疑虑。 对此，建议
57
通过修法删除第 7 条，或可吸纳专家意见， 删除“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前缀，明确法律保护
“所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防止引起歧义。在
58
执法层面，进一步消除“选择性执法”的疑虑， 妥善解决因国企的行政级别比反垄断执法机构更
高而无形中构成的对国企规制的障碍。化解级别障碍的方式之一是逐步提升竞争主管机构的级别，
这也有助于促进实现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当前的机构改革将之前分散的竞争执法权统一整合
到市场监管部门，为进一步提升执法权限和执法能力提供了基础。
第三，推动已建立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完善优化。中国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已于 2016 年建
立，构建了一套事前防范政府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机制，对作为“事后规制”方式的反垄断法形
成了有效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国竞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了四大
59
类、18 项禁止标准（“18 不得”），其中许多表述体现了“竞争中性”原则的具体应用。 但是，
目前采取的是政策制定机关自我审查为主的方式，尽管这在政策实施初期具有现实合理性，但是
也不可避免产生审查工作不够规范（如将公平竞争审查与合法性审查混淆）、审查范围不够全面
60
（如仅关注规范性法律文件）、审查质量有待提升（如对审查标准的把握不足）等问题。 因此，
在文件审查或清理积累一定经验后，应考虑逐步向“以竞争主管部门或专门审查机构为主、政策
制定机构为辅”过渡的可能性，同时引进第三方评估，突出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第四，推动竞争中性制度体系的构建。如前所述，中国官方已经接受竞争中性概念并提出建
61
立中国竞争中性制度体系的设想。据此，除明确竞争中性的适用范围、具体标准之外， 还可考虑
构建竞争中性的事前合规机制、事中监督机制和事后矫正机制。具体包括：（1）参照贸易政策领
62
域的合规机制， 以及充分借助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开展事前竞争
5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 7 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

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
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前款规定行业的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严
格自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
56

徐晓松：《论垄断国有企业监管法律制度框架的重构》，《政治与法律》2012 年第 1 期。

57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专家修改建议稿全文对照》，http://www.competitionlaw.cn/info/1138/26864.ht

m，2020-03-24。
58

H Stephen Harris, Peter J Wang, Mark A Cohen, Yizhe Zhang, Sebastien J Evrard, Antimonopoly Law and Pr

actice i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96-97.
59

比如，安排财政支出不得与企业缴纳的税收或非税收入挂钩符合税收中性原则，不得对外地和进口商品、服务

实行歧视性价格和歧视性补贴政策符合补贴中性原则，不得违法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政策符合信贷中性原则，不
得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准入和退出条件符合监管中性原则。
60

参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五省区积极整改 2018 年公平竞争审查重点督查发现的典型问题》，《中国质量与标

准导报》 2019 年 2 月 8 日。
61
62

丁茂中：《我国竞争中立政策的引入及实施》，《法学》2015 年第 9 期。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贸易政策合规工作的通知》，http://ww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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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2）当相关制度或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损害了公平竞争时，允许受到损害的市场主体向有关
部门投诉和举报；（3）由专门的投诉机构（如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对被投诉对象是否有违“竞
争中性”进行分析，赋予其向违反竞争中性的有关部门提出建议的权力，必要时也可赋予其向由
于享受特别优待而取得竞争优势的经营者采取一定的“矫正措施”的权力。

四、结语
当前国际层面的国企规则构建在贸易政策框架基础之上。但是，国企问题不仅是贸易问题，
更是竞争问题。对于该问题的解决，更适合纳入竞争政策框架来解决。竞争政策可以成为解决国
企问题的替代方案，或者至少是补充方案。这有助于各方协调分歧并达成共识，从而推动构建公
平竞争的国际环境。对此，需要借助国际、国内两个渠道共同发力：在国际层面，重新认识竞争
政策的内涵，重点聚焦政府行为而非企业行为，重点关注限制竞争的效果而非限制竞争的动机，
探索基于竞争政策的国企规则和趋同路径；在国内层面，推动实现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在竞
争政策指导下推动相关改革和制度完善，包括但不限于以竞争中性原则指导国企改革、优化反垄
断立法和执法、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和推动竞争中性制度体系的构建等。

ov.cn/zhengce/content/2014-06/17/content_8887.htm，202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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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etition Policy Approach to Resolve the Disagreements
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ules
YING Pinguang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urrently has different positions on whether and how to reach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rules. Existing schemes relying mainly on trade policy frameworks
cannot properly address SOEs concerns. By contrast, competition policy is more appropriate as an
effective way to resolve disagreements in SOEs. Surrounding SOEs are not only trade-related, but also
competition-related. Characteristics of competition policy, including the extensive coverage, the
ownership neutrality principle, the full-process regulatory system and the regulatory logic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effect, are more in line with the demands of all parties and can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reaching a consensus. Accordingly, it is necessary to re-understand competition policy in a broader
context, pay more attention to governmental and mixed restrictions on competition, and settle
differences by promoting and enforcing competition policy at both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levels.
Key word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ompetition Policy; Trade Policy; Competitive Neut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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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自由贸易协定在国内法上的直接效力问题
刘彬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

以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自贸协定）为载体的中国自贸区战略正在不断推向纵深，相
关的法学研究也日益深入。以往法学文献多侧重于自贸协定文本的制度构建层面，但对另一
层面相对着墨不多，即国内层面对自贸协定经贸规则的制度支持。国际层面的制度构建与国
内层面的制度支持实现双翼并举，自贸区战略方能得到有效实施。本文立足于国际与国内这
两个层面的相互联系性，对中国自贸协定在国内法上的直接效力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一、问题的由来
自贸协定直接效力问题，是指自贸协定作为国际条约，其条款能否被缔约方国内私人直
接引用，以缔约方行为不符合自贸协定条款规定为由，据此在缔约方国内向司法机关提出起
诉，要求保护自己的相关权利，以及司法机关在裁判过程中能否以自贸协定条文作为直接的
裁判依据。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上是否具有直接效力在国际法学科中由来已久，之前学界对
GATT/WTO 的直接效力问题有较多讨论，1但自贸协定在国内法上是否具有直接效力却是一
个新问题。
关于条约的国内执行，或者说条约在国内法中的适用，两位国际法大家——美国约翰·杰
克逊与中国李浩培——的观点十分相似，都倾向于分为三个递进的层面：第一，条约是通过
转化方式还是并入方式在国内法上得到接受；第二，如果采用并入方式，条约在国内是否具
有自动执行效力，即个人是否根据条约规定在国内享有直接诉权；第三，如果条约在国内具
有自动执行效力，则当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内容冲突时，何者优先。2可见，国际条约在国内
是否具有直接效力的问题，基本属于上述第二个层面，即在满足第一层面的并入前提下，个
人是否根据条约规定在国内享有直接诉权。完整地讲，国际条约在国内是否具有直接效力，
首先要看一缔约国对其采取转化方式还是并入方式。如果是转化方式，当然不存在直接效力；
如果是并入方式，也未必就具有直接效力，还要看该条约是否属于自动执行的性质。
据国内典型文献的分析，条约的直接效力与“可引用性”
、
“自动执行”属同义语，这个
3
问题在美国叫作“自动执行”，在欧洲称为“直接效力”
。 至于“直接效力”与“直接适用”，
理论上应当说存在区别。“直接适用”意味着缔约国对条约采用了“并入”方式，但条约是
否具有“直接效力”还要视其是否属自动执行性质。简单地说，直接效力须以直接适用为前
提，但直接适用并不必然导致直接效力。但实践中，欧共体法院等司法机关对这两个词并未
严格加以区分。
回到本文的主题，今天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自贸协定中“私人权利条款”的讨论。这里所
其中又以讨论欧共体对 GATT/WTO 直接效力问题的处理态度的文献为典型。
参见：John H. Jackson, The Jurisprudence of GATT and the WTO: Insights on Treaty Law and Economic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01-304; 李浩培著：《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 1987 年
版，第 380—401 页。
3
参见余敏友、陈卫东：《欧共体围绕 WTO 协定直接效力问题的争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一）》，《法学
评论》2001 年第 3 期，第 94—95 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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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私人权利，是指私人直接援引自贸协定的有关规定提起诉讼或仲裁的权利。有学者专门
指出，当代自贸协定中出现了一类专门限制私人诉讼（仲裁）权利的条款，其中限制程度最
严厉的便是“私人权利禁止条款”。此种私人权利禁止条款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如 TPP 第
28.22 条所规定的：任何缔约方不得在其法律中规定以另一缔约方采取的措施与本协议不符
或者另一缔约方没有履行其义务为由的诉讼权利。这种条款禁止缔约方国内私人援引自贸协
定条款起诉另一缔约方行为；另一种是如 CETA 第 30.6（1）条所规定的：除国际公法为其
创设的权利义务外，本协定不得解释为为个人授予权利或施加义务，也不得解释为允许在缔
约方的国内法律体系中直接引用本协议。这种条款禁止了自贸协定对于私人的直接效力。4
TPP 第 28.22 条本质上是禁止缔约方国内私人援引自贸协定条款在本国法院起诉另一缔
约方的国家行为，但即便没有这样的规定，基于国家主权豁免这一重要的国际法原则，一国
国内法院本来也不可管辖以另一国经贸管理行为为起诉对象的案件。5但如果外国私人援引
自贸协定条款在本国法院提起针对本国政府的经贸管理行为的诉讼，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确
实存在，因此 TPP 第 28.22 条的规定就显得不充分了。CETA 第 30.6（1）条则指出了问题
的另一面，即缔约方国内法院如能在司法文书中直接引用自贸协定条款作为裁判依据，行政
机关如能在具体行政行为中直接引用自贸协定条款作为执法依据，也就等于条约为个人授予
了权利或施加了义务。这在中国并非无先例，根据 1987 年最高人民法院转发当时对外经济
贸易部《关于执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国内中级以上
地方法院、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海事法院须在涉外经济审判工作中正确执行该公约。通知还
指出，该公约与国内当时合同法律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以上表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
合同公约》在中国国内是采取“并入”方式，且具有直接效力（即美国所说的“自动执行”），
而且与中国国内法存在一定冲突，有待协调。如是，则中国自贸协定的直接效力问题也值得
认真对待。
在此问题上，中国自贸协定的现行状况如下：
（1）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中国—新加坡
自贸协定、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中国—瑞士自贸协定、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没有此
种条款。
（2）中国—马尔代夫自贸协定、中国—毛里求斯自贸协定因中国官方的自由贸易区
服务网尚未披露协定文本，不计入考察范围。（3）中国—智利自贸协定、6中国—巴基斯坦
自贸协定、7中国—秘鲁自贸协定、8中国—哥斯达黎加自贸协定、9中国—冰岛自贸协定、10
中国—韩国自贸协定、11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12均有专门的“私人权利条款”
，且均位于
各自的争端解决章中。
其中，大部分“私人权利条款”均采用同一模板的表述：任一缔约方都不得在其国内法
下提供以另一方措施不符合本协定为理由的诉讼权利。但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的表述有
些不同：“任何一方不得提供在其国内法下的诉讼权利，包括在其各自的国内法院以另一方
措施不符合本协定为理由，针对另一方启动诉讼程序。”这看起来似乎与前述模板大同小异，
但实际调整范围更广，还包括了外国私人在本国法院起诉本国措施的情况，因此更具周延性。
另外，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第 74 条较为独特，表述为：
“任何关于一缔约方是否采取与
参见漆彤著：《“一带一路”国际经贸法律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51 页。
当代不少国家规定外国国家的商业行为不得享有主权豁免，但国家的经贸管理行为实为体现纵向关系的
公法意义行为，并非体现横向关系的私法意义上的商业行为。
6
参见中国—智利自贸协定第 95 条。
7
参见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第 74 条。
8
参见中国—秘鲁自贸协定第 192 条。
9
参见中国—哥斯达黎加自贸协定第 157 条。
10
参见中国—冰岛自贸协定第 122 条。
11
参见中国—韩国自贸协定争端解决章的第 20.17 条。
12
参见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争端解决章第 1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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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定一致的措施的问题，应根据本协定第十章（笔者注：即争端解决章）提交和处理。”
这是以缔约方之间争端解决程序专门管辖的形式，间接排除了国内行政和司法机构处理此类
争端的可能性，同时在调整范围上也较前述模板更为宽广。
严格地讲，自贸协定的直接效力问题不但指向文本制度的效力层面，还指向争端裁决报
告的效力层面。其典型者便是中韩自贸协定，表述为：“专家组报告……不应对个人创设任
何权利或义务。”13但鉴于中国自贸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利用率迄今趋近于零，世界范围内
的同类实践除美洲地区外也大体如此，这一层面的实证意义不大。本文对这一层面不纳入讨
论范围，只讨论自贸协定文本制度本身的直接效力问题。

二、处理自贸协定国内直接效力问题的必要性
为何要处理自贸协定在中国国内的直接效力问题？将这一问题引入新时代中国自贸区
战略有何必要性？对此，可从理论和实践两层面进行分析。
1. 理论层面
目前“21 世纪贸易协定”渐成大国自贸协定实践主流，主要大国的自贸协定都在走向
深度一体化和规则高水平化。在此宏观背景下，本书认为，新时代中国自贸协定需要在议题
选择上呈现出重要变化。本章第一节认为：中国自贸协定适合引进的经济议题包括贸易和投
资便利化、竞争政策、电子商务、中小企业等，适合引进的社会议题包括环境保护、人力资
源、能力建设、发展合作等；中国自贸协定尚需进一步研究的议题大致包括监管一致性合作、
政府采购、服务和投资的负面清单开放模式、知识产权硬性规则等；另外，中国自贸协定还
有若干可以考虑增加的议题或独立章，如可持续发展、文化例外等。
由于议题面的急剧扩张，中国自贸协定的规则覆盖面也将越来越广，许多新领域将超出
商务部、海关总署主管的贸易投资范围。例如，竞争政策、服务和投资的负面清单开放模式
有可能涉及对外资的反垄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学界对此存在可诉性讨论。14知识产权涉
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国家版权局的职责；监管一致性涉及进出口检验检疫局的职责；电子商
务和数据流动可能涉及工信部的职责；人力资源涉及教育部、人社部的职责；环境保护涉及
生态环境部的职责；文化例外可能涉及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的职责。而发改委、财政部、
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与以上各个领域的议题都有可能发生牵连。以上现象意味着，新时
代中国自贸协定，尤其未来可能出现的以新兴经济体、大型经济体为对象的中国自贸协定，
将不再是简单的“贸易投资协议”，而是有可能与当初 WTO 一样，给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
带来重要影响。既然当初中国入世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那么上述自贸协定也将至少
成为中国的重要协定。既然 WTO 相关系列协定在中国的直接效力事实上已经被否定，15那
么上述自贸协定的直接效力问题也理应引起重视。
在对外协定的重要性上，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刘永伟教授曾就中国双边税收协定进行了
分析。他指出，中国事实上将对外协定（agreement）分为“重要协定”和“非重要协定”，
参见中韩自贸协定争端解决章 20.11 条第 7 款。
参见赵海乐：《论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中的投资者保护缺失》，《现代法学》2015 年第 4 期，第 139
—147 页；黄志瑾：《论国家安全审查措施在 WTO 中的可诉性》，《河北法学》2013 年第 12 期，第 121
—128 页；龚柏华、谭观福：《美国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外资并购令可诉性分析》，《国际商务研究》
2014 年第 3 期，第 45—56 页。
15
国务院《反倾销条例》和《反补贴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都体现了对 WTO 法的转化，由此可见 WTO 法在中国国内不具有直接效力。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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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重要协定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批准，而非重要协定原则上只需要国务院进行核准。
16
这种划分依据体现于中国现行的《缔结条约程序法》相关法条中。
该法第 7 条规定：
“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前款规定的条约和重要协定是指：（一）友好合作条约、和平条约等政治性条约；
（二）
有关领土和划定边界的条约、协定；
（三）有关司法协助、引渡的条约、协定；
（四）同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条约、协定；
（五）缔约各方议定须经批准的条约、协定；
（六）
其他须经批准的条约、协定。”
该法第 8 条第 1 款规定：
“本法第七条第二款所列范围以外的国务院规定须经核准或者缔约各方议定须经核准
的协定和其他具有条约性质的文件签署后，由外交部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会同外交部，报请
国务院核准。
刘永伟认为，中外税收协定理应属于该法第 7 条所说的“重要协定”，从而应超越国务
院核准层面，上升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层面。对此，他不但从税收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宏观重要性角度开展了论证，而且指出，中外税收协定事实上有可能在某些方面作出
了不同于中国国内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可归入该法第 7 条所列举的第四种情形。17
以上分析对于中国自贸协定的理论分析有重要启示。如前所述，新时代中国自贸协定基
于其日益广阔的议题覆盖面和日益强化的规则约束力，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重要
性可以说比之中外双边税收协定有过之而无不及，且相关条款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一些不同
于中国国内法的内容（下文分析中可见）。因此，新时代中国自贸协定完全可以被认定为重
要协定，上升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层面接受批准。至少可以设置一定的标准，例如像 RCEP
这样议题面广阔、成员数量达到 16 个且囊括了日本、韩国、印度、东盟、澳大利亚等重量
级经济体的巨型自贸协定，未来在中国国内应作为重要协定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而一
个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从而其效力地位等同于国家基本法律的重要协定，其在中国国
内是否具备直接效力，是应当予以明确的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
过程中迟早将要面对的涉外法律问题。
2. 实践层面
有学者指出，世界范围内大多数自贸协定在直接效力问题上要么没有规定，要么语焉不
详，相关案例和研究均较为罕见。18由此，该问题的实践意义似乎并不明显。然而笔者并不
赞成，兹以中国自贸协定与国内《外商投资法》可能存在的两个衔接问题为例进行说明。
（1）法律问题之一
这里涉及的是对“投资”的界定，即投资定义问题。中国自贸协定投资章基本上将双边
投资条约的内容直接纳入，在投资定义问题上系采取以资产为基础的定义方式，大体包括五
类核心资产：动产和不动产、公司权益、合同权利、知识产权、商业特许权利、其它资产等。
参见刘永伟：《重要协定与非重要协定——兼谈中外税收协定的重要性》，《政法论坛》2008 年第 5 期，
第 171—173 页。
17
参见刘永伟：《重要协定与非重要协定——兼谈中外税收协定的重要性》，《政法论坛》2008 年第 5 期，
第 175—177 页。
18
参见漆彤著：《“一带一路”国际经贸法律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51—152 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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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5 年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为例，其第 9 章第 1 条规定的投资定义为：
“投资者直
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具有投资性质的各种资产，……形式可包括：1.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2.企业的股份、股票或其他参股形式，包括其衍生权利；3.债券、信用债券、贷款及其他形
式的债务，包括其衍生权利；4.合同权利，包括交钥匙、建设、管理、生产或者收益分享合
同；5.合同项下的任何与投资相关且具有经济价值的金钱请求权和履行请求权；6.知识产权；
7.依据法律、法规或合同授予的权利，如商业特许经营权、许可、授权及许可证；以及 8.
其他有形及无形资产、动产、不动产以及任何相关财产权利，如租赁、抵押、留置权、质押
权。”显然，这里的投资定义的核心指向名词意义，是“资产”
。
19

但在中国国内的《外商投资法》中，投资定义的核心指向动词意义，是“行为”。
《外商
投资法》第 2 条规定：“本法所称外商投资，是指外国的自然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以下
称外国投资者）直接或者间接在中国境内进行的投资活动，包括下列情形：
（一）外国投资
者单独或者与其他投资者共同在中国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二）外国投资者取得中国境
内企业的股份、股权、财产份额或者其他类似权益；（三）外国投资者单独或者与其他投资
者共同在中国境内投资新建项目；
（四）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的投资。”
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旨在为
审理平等主体之间投资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提供解释，第 1 条专门界定了“投资合
同”，规定投资合同“包括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合同、股份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财产份
额或者其他类似权益转让合同、新建项目合同等协议”，另外“外国投资者因赠与、财产分
割、企业合并、企业分立等方式取得相应权益所产生的合同纠纷，适用本解释”。
以上国内法与国际条约的显著差异表明，明确自贸协定在国内法上是否具有直接效力是
有重要实践意义的。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投资章中诸如知识产权、债券、贷款、商业特
许经营权、抵押权、留置权、质押权等内容，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显然更多由知识产权法、证
券法、银行法、民法等其它领域调整，而非《外商投资法》的关注重点。诚然，目前中国—
澳大利亚自贸协定投资章与中国其它双边投资条约一样，内容仅限于准入后的投资保护，但
同时又规定：澳大利亚采取负面清单承诺模式，而中国继续采取正面清单承诺模式，并将在
未来合适时机与对方开启基于负面清单承诺模式的新谈判。20由此，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
定投资章以后将有可能涉及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那么，届时诸如知识产权、债券、贷款、
商业特许经营权、抵押权、留置权、质押权等内容，将与投资领域准入发生关联，如果中国
—澳大利亚自贸协定投资章在中国国内法上具有直接效力，那么将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外商
投资法》关于投资定义的规定是否具有周延性的问题，21或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投资章
的投资定义（事实上也是中国众多双边投资条约的通行投资定义）是否外延过广的问题。
（2）法律问题之二
这里涉及的是外国投资者待遇的公共政策例外。
“S. D. Myers 诉加拿大案”仲裁庭认为：
为保护公共利益而对本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区别对待的政府规章是正当的。“Pope &
Talbot 诉加拿大案”仲裁庭认为：当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背离国民待遇与东道国正当的、非
歧视的公共政策之间具有“合理联系”时，前者具有合法性。以上判例尊重了东道国公共政
策、公共利益的应有地位。而中国缔结的自贸协定对投资领域中缔约国公共利益的处理，要
么是体现于投资章的“一般例外”中，22要么是体现于自贸协定的例外章中，23要么是没有
See Norah Gallapher and Wenhua Shan, Chinese Investment Treaties, : Policies and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60-67.
20
参见 2015 年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服务贸易章第 24 条第 3 款、投资章第 9 条第 3 款。
21
关于周延性的概念，参见《逻辑学》编写组编：《逻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7 页。
22
例如参见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投资章、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的“一般例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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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及。24如果中国自贸协定在国内具有直接效力，这就意味着：对于那些在投资章和例
外章中作出了处理的自贸协定，中国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也就只能局限于其明确列举的“公共
道德”“公共秩序”“人类、动植物生命健康”
“保护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等情形，不会再包
括未来可能的其它内容（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基因编辑等新技术领域的
必要监管措施）；对于缔约方投资领域公共利益没有明确提及的自贸协定，中国甚至不能以
公共利益为由对外资采取必要限制措施。
反观中国国内法，2019 年《外商投资法》第 6 条规定：
“在中国境内进行投资活动的外
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不得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该条显然旨在为国家对外资的规制权保留空间，但并未解释“社会公共利益”的具
体含义。如果自贸协定在中国国内不具有直接效力，那么中国仍可在国内法层面上具体把握
“公共利益”，将主动权掌控在自己手中。这里存在国家的自主裁量空间，但自主裁量的前
提是自贸协定在国内法上不具备直接效力，否则便无从谈起。

三、否定自贸协定国内直接效力的主要理由
本文认为：中国应当否定自贸协定在中国国内的直接效力。主要理由如下：
1. 否定国际经贸协定直接效力存在他方前例
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无疑就是欧盟及其前身欧共体。这一实践最先始自欧共体法在成
员国的直接效力问题。欧共体法院在长期的判例法实践中确定，欧共体法的某一条款要具有
直接效力，必须满足几个条件：
（1）该条款必须是清楚的、不含混的；
（2）必须是无条件的，
如没有时间限制和无保留；（3）其实施必须不取决于欧共体和成员国机构采取进一步行动。
25
在这些标准的基础上，欧共体法院后来对欧共体大量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条款也作了司法认
定，认为：
（1）如果这些区域贸易协定自身有关于直接效力的规定，就从其规定；如果没有，
欧共体法院就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认定；
（2）按照欧共体法院自己的标准，这些区域贸易协定
的条款在欧共体成员国内原则上具有直接效力，例外情况下才没有。26
关于 GATT/WTO 直接效力的认定，欧共体法院的实践始于 1972 年“国际水果公司”
案。欧共体法院认为，GATT1947 基于互惠的谈判原则，其条款有极大的灵活性，这种结构
性弱点足以表明 GATT1947 不能赋予个人在国内法院中引用的权利。但问题在于，在本案
中，欧共体法院并未遵循它在考察欧共体法和区域贸易协定的直接效力时所采用的方法，即，
它并不是考察 GATT1947 有关条款的具体性质，其结构和措辞是否足够清楚、精确和明白，
从而是否满足直接效力条件，而是基于整个 GATT1947 体制的所谓“结构性弱点”而否定
了 GATT1947 所有条款的效力。27而且，欧共体所缔结的区域贸易协定，与 GATT1947 同样
是欧共体与第三方缔结的对外条约，诸如保障措施、争端解决机制等内容在这些区域贸易协
定中也同样存在，且相关措辞的精确性和程序的严格性还不及 GATT1947 的对应条款，但
欧共体法院在直接效力问题上却对两者采取了双重标准，也没有详细论证采用双重标准的理
23

参见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例外章中的“一般例外”。
典型者是中国—韩国自贸协定，既未在投资章中规定一般例外，也未在协定例外章中规定“一般例外”
条款适用于投资领域。
25
参见余敏友、陈卫东：《欧共体围绕 WTO 协定直接效力问题的争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一）》，《法
学评论》2001 年第 3 期，第 98 页。
26
参见余敏友、陈卫东：《欧共体围绕 WTO 协定直接效力问题的争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一）》，《法
学评论》2001 年第 3 期，第 98—99 页。
27
参见余敏友、陈卫东：《欧共体围绕 WTO 协定直接效力问题的争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一）》，《法
学评论》2001 年第 3 期，第 100 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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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8在之后多起案件中，欧共体法院都引用在“国际水果公司案”中形成的标准，否定
GATT1947 有关条款在欧共体具有直接效力。
以上是过去欧共体针对 GATT 规则的直接效力问题的立场。在 WTO 取代了 GATT 之
后，晚近以来，围绕着欧盟对 WTO 规则及 WTO 争端解决报告的直接效力问题的立场，又
出现了一些新的司法和学说动态。但总体而言，可以认为欧盟对 WTO 规则及 WTO 争端解
决报告大体上拒绝承认其具有直接效力，其基本考虑有二：一是 WTO 规则的灵活性、不确
定性；二是在承认 WTO 规则的直接效力上缺乏互惠性。欧盟（欧共体）的以上实践，无疑
为中国处理同类问题提供了先例，值得中国认真思考和借鉴。但欧盟（欧共体）在对待区域
贸易协定和 GATT/WTO 时的双重标准式的摇摆，又是一种历史教训。笔者认为，与其像欧
盟（欧共体）那样，先承认较为简陋的区域贸易协定规则的直接效力，后又否认更为精确、
严格的 GATT/WTO 规则的直接效力，然而在法律上又说不出实行双重标准的理由，中国不
如对区域贸易协定和 WTO 的直接效力一并否定，如此方能保持法律立场和政策考量的一致
性和连贯性。
2. 中国自贸协定的“政策治理”模式导致软法条款、不明确条款大量存在
欧盟（欧共体）反复强调，GATT/WTO 规则的灵活性、不确定性甚至模糊性，是导致
其不能享有直接效力的根本内在因素。而中国自贸协定在这一维度上，相比 GATT/WTO 可
谓大大有过之而无不及。笔者认为，中国自贸协定总体上奉行的是一种“政策治理”模式，
这就注定非约束性、合作性的软法条款将大量存在。由此，也就使得中国自贸协定作为整体
的直接效力应当被否定。国内有其它学者也提出了类似思想，也主张中国自贸协定是一种“政
策治理”模式。29“政策治理”模式的原因在于：中国目前面临着两方面的复杂多样性，一
是自身状况的复杂多样性，二是自贸协定对象的复杂多样性，因此就不宜采用“一衣适众体”
的简单方式来处理自己的自贸协定文本。当代中国处于转型期，在许多具体议题上面临进取
和防御的双重处境（如资本输出与资本输入、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产权限制等）
，不宜如美
国那样推行单一的僵化立场。中国近年来国际经贸政策导向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从过去处处
强调防守需要的发展中国家立场，逐渐转向展示主动性、进取性的特征。但中国毕竟还没有
全方位迈入发达阶段，目前比较中肯的定位是一个发展尚不平衡的转型期大国。新时代的中
国国际经贸实践，身份与利益的双重性凸显，主动进取性和被动防御性的两种角色并存，使
得其对国际经贸议题的相关立场和处理难度更为复杂，这在自贸协定谈判中有集中体现。
新时代中国自贸协定在具体议题上应具体分析，秉持普适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场，该
普适则普适，宜灵活则灵活。这可得到国内顶层设计文件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的佐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要坚持“分类施策、
精耕细作”。在自贸协定“政策治理”模式下，中国应深入分析各个议题的利弊得失，秉承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践论，深入研究各种议题是否应接受、是否能接受以及如何接受，在
议题设置和标准设定上也应当务实灵活。这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更是如此，因为“一带一
路”倡议是非约束性、弹性灵活的顶层设计，而中国自贸区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恰恰是
相互包含、相互服务的。
中国自贸协定的软性合作章充满大量软性条款，自不待言。即便审视中国自贸协定近年
来引进的竞争政策章、环境章，也可以明显看出，中国事实上意图保留这些领域的立法、司
参见余敏友、陈卫东：《欧共体围绕 WTO 协定直接效力问题的争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一）》，《法
学评论》2001 年第 3 期，第 100 页。
29
参见王燕：《区域经贸法治的“规则治理”与“政策治理”模式探析》，《法商研究》2016 年第 2 期，
第 161—171 页。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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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执法的自主权。例如，中韩自贸协定“竞争政策”章第 14.2 条第 2 款规定：
“各缔约方
应依据各自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反竞争商业行为采取相应措施，防止贸易自由化利益受损。”
第 14.11 条规定：
“本章不应干预缔约双方竞争执法的独立性。”在这里，何谓“反竞争商业
行为”、
“贸易自由化利益受损”、
“竞争执法的独立性”都属于没有明确界定的概念。第 14.12
条第 2 款规定：“对于本章下产生的任何事项，任何一缔约方不得诉诸本协定第二十章（争
端解决）。”显然，这也表明了“竞争政策”章的软性特征。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环境
与贸易”章第 1 条规定：“缔约双方重申每一缔约方各自拥有确定各自环保水平及其环境发
展优先领域，以及制定或修订其环境法律和政策的主权权利。”第 2 条第 2 款规定：
“本章的
任何内容都不应被理解为授权一方有关当局在另一方领土内开展环境执法活动。”这些条款，
要么软性特征仍然十分明显，要么仍然高度强调缔约方主权权力的保留。
即便是比较成型的货物贸易规则，例如贸易救济领域，中韩自贸协定“贸易救济”章第
7.7 条第 3 款规定：“缔约双方同意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实施 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6 条的协定》
，不采取任何武断或保护主义的行动。
”中澳自贸协定“贸易救济”章第 10
条第 4 款规定：“附有适当证明文件的反补贴调查申请一经接受，且无论如何在发起任何调
查之前，进口一方应向另一方提供合理的磋商机会，以澄清申请中提及事项的情况，并寻求
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对于新指控的补贴项目的调查应以透明的方式进行，应给予另一
方合理的磋商机会以维护其权益。”第 5 款规定：
“调查机关应对涉及另一方的反补贴调查申
请中的证据的准确性和适当性进行认真审查，以确定所提供的证据是否足以证明发起调查是
正当的。”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贸易救济”章第 64 条第 1 款规定：
“当一方根据 GATT 1994
第十九条及《保障措施协定》采取措施时，如果原产于另一方的货物的进口并未造成损害，
则可将其排除在该措施之外。”以上各条款中，何谓“武断或保护主义的行动”、
“合理的磋
商机会”、
“透明的方式”、
“认真审查”、
“并未造成损害”，在法律上明显没有得到明确界定。
笔者的理解是，这些措辞实质上旨在强调缔约双方应努力建立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
“政策治理”模式下软法条款、不明确条款的大量存在，决定了中国应采取与欧盟（欧
共体）相似的态度，在国内否定自贸协定的直接效力，以确保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充分主权。
3. 中国自贸协定的硬性规则中也存在各种谈判疏忽
即便是中国自贸协定的硬性规则，也可能由于人力有限、推敲不足等因素，出现各种文
本疏漏。本文在此围绕“规则密集型”的知识产权章，试举数例。
第一例：中国—瑞士自贸协定第 11.17 条第 1 款关于中止放行的边境措施程序中，效仿
TRIPS 协定第 57 条规定了在中止放行之后申请人及其它相关人员应享有的“货物检查权”
（英文文本为 opportunity to inspect the goods）。但这其中有个问题，TRIPS 协定第 57 条不
但赋予申请人检查权，也赋予进口人（极可能是侵权方）检查权，而涉及“检查”的 TRIPS
协定英文原文是 have the products inspected，是“请人检查”而不是自己检查。我国知识产
权法前辈郑成思教授早就指出，TRIPS 协定在这里的本意必然是“请人检查”
，以杜绝进口
人（侵权方）在检查过程中擅作手脚的可能性。对此中瑞自贸协定无论中文本或英文本均未
有体现。另外，中瑞自贸协定第 11.17 条第 3 款规定了 TRIPS 协定所没有的内容：“涉嫌侵
权货物的申报人、持有人或所有者可在检查中出席。”此款中的“申报人、持有人或所有者”
显然代表侵权方。那么从此款规定来看，第 1 款中的“其它相关人员”自然就不应如 TRIPS
协定那样包括侵权方，因为如果赋予了侵权方检查权，则又何必规定侵权方“可在检查中出
席”？“出席权”跟“检查权”显然不是一回事。则侵权方是否被第 3 款剥夺了检查权，仅
有权在检查中“出席”？还是说，按照第 1 款侵权方同样有权请人检查，并且按照第 3 款在
检查中也有权出席？协议规定得很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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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例：中国自贸协定知识产权章中的知识产权定义，大体沿袭 TRIPS 七大权利对象
的规定。而近年来中国自贸协定投资章所规定的投资定义因受美式双边投资条约影响，大多
已将知识产权权利列入其中。则两者之间是何关系，彼此是否需要协调，并非是毫无意义的
问题。30国内还有学者指出，美式双边投资协定将知识产权纳入投资定义，使其接受投资协
定中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最低标准待遇、限制间接征收等条款的多重保护，变相加大了
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31中国自贸协定既然已将投资章与知识产权章同时纳入，那么上述投
资规则与知识产权章相应规则之间是什么关系，目前似乎尚未引起重视。例如，若一缔约方
根据知识产权章提及的《TRIPS 协定与公共健康宣言》实施专利强制许可，是否会触发投资
章中的限制间接征收的规则？
第三例：中韩自贸协定知识产权章的内容十分丰富，改变了过去中国自贸协定知识产权
章空泛笼统的一贯做法，规定了不少实质性条款。其中，知识产权执行部分的条款相当详尽，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涉及自贸试验区的若干条款。中韩自贸协定第 15.26 条标题为“有关边境
措施的特殊要求”，规定：
一、各缔约方应当根据国内法规定，采取程序使有正当理由怀疑在一个自由贸易区进口、
出口、转运、存放及在保税仓库存放侵犯知识产权货物的行为有可能发生的权利人，能够向
行政或司法主管机关提出书面申请，要求海关中止放行此类货物进入自由流通或者扣留此类
货物。
二、各缔约方应当根据国内法预先规定，在进口、出口、转运以及进入包括自由贸易区
在内的保税区环节，如提供足够的信息（例如涉嫌侵权的进口商或出口商、涉嫌侵权的货物
的识别方法），权利人可以请求海关保护其权利。如海关发现与权利人请求保护的权利相关
的涉嫌侵权货物，可以告知权利人包括出口商和进口商名称、进口商地址、产品说明、数量
和申报价格等在内的细节，并可给予权利人申请启动中止放行货物程序的机会。

很明显，这里的第 15.26 条第 1、2 款表明：（1）中韩自贸协定将进出口贸易中的知识
产权边境保护措施不但适用于彼此的一般关境，而且扩大适用于国内的自贸试验区；
（2）在
国内自贸试验区中，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但适用于 TRIPS 协定本身所要求的进口环节，32也
适用于中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所涵盖的出口环节，33并且进一步，扩大适用于转运
环节，这是中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没有规定的。问题就在于此。
这个例子表明：在中韩自贸协定的文本谈判过程中，出于我们不清楚的原因，中方谈判
者事实上作出了超越当时（乃至直到现在）的中国国内法规定的条约承诺。如果我们不承认
自贸协定在中国国内的直接效力，那么如果有知识产权权利人要求中国海关当局对上海、广
东等自贸试验区内的转运货物进行知识产权执法，并就侵权人或不作为的海关当局提出相关
诉讼，此类案件将面临国内无明确法条可依的局面，或许只能从中国《海关法》的一些笼统、
原则性的规定中去寻找救济了。而随着上海等地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深入进行，自贸试验区内
转运货物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不容小视，需要在法律上作出及时反应和处理。国内已有知识
例如参见中韩自贸协定投资章第 12.1 条，对投资的定义包含了第 6 项——“知识产权”，并指出包括著
作权及相关权利、专利权，以及与实用新型、商标、工业设计、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商号、
产地标志、地理标志及未披露信息相关的权利，但中韩自贸协定知识产权章所列举的知识产权保护类型并
无商号和产地标志。中澳自贸协定投资章第 1 条对投资的定义第 6 项仅仅是“知识产权”四字，未作进一
步列举说明，则是否就严格限于该自贸协定知识产权章所限定的那些保护类型，还是另有其它解释？
31
参见何艳：《美国投资协定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知识产权》2013 年第 9 期，第 88—98 页。
32
参见 TRIPS 协定第 51 条。
33
参见中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第 3 条。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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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法学者专门深入分析了此问题，也同样指出中国目前国内法的空白状况。34
目前，中国国内自贸试验区已经出现了不少新型民商事案件，为此中国国内专门成立了
若干自贸试验区法院，专门受理自贸试验区内的相关案件，这足以表明自贸试验区这一新生
事物在将改革开放推向纵深的同时，也将为中国带来更多的法律挑战。中韩自贸协定第 15.26
条第 1、2 款超越中国国内法的规定是个潜在的谈判疏忽。而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谈判
人才资源仍然较为紧张，在当代繁重的各种对外经贸谈判中，出现法条议定上的疏忽可能仍
然在所难免。由此，处理自贸协定在国内的直接效力问题，就有了不可忽略的现实必要性。
这些文本疏漏现象表明，中国目前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外经贸谈判的人才储备厚度
仍显不足，谈判人力资源较为紧张，谈判任务相对繁重，有许多法律问题仍然没有明确解决。
在这种现状下，如果赋予自贸协定在国内的直接效力，将可能带来无法确定的后果。因此，
从硬性规则的不完善角度而论，中国也不宜承认自贸协定在国内的直接效力。
4. 承认自贸协定的直接效力将导致缔约方国内法院在解释协定上自行其是
徐泉曾就 WTO 的直接效力问题指出：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条约解释与适用，可以让
WTO 法得到统一实施；如果赋予 WTO 法直接效力，则成员方国内或域内法院对 WTO 法
将出现解释不一致现象，从而影响 WTO 法的统一实施。35可以说，这是反对赋予 WTO 法
直接效力的一个精当理由。法律追求稳定性与可预测性，对于自贸协定这个道理也是一样，
成员数量越多的大型自贸协定越是如此。例如在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中，缔约方多达 11 国，
承认自贸协定的直接效力将会导致各缔约方国内法院自行其是地解释协定，完全可能在同一
条款上出现不同的解释，这对于中国和东盟的企业与商界人士而言，实非幸事。
目前，包含 16 个成员国的 RCEP 谈判已经接近完成。2019 年 11 月，第三次 RCEP 领
导人会议发布联合声明称：15 个 RCEP 成员国已经结束全部 20 个章节的文本谈判以及实质
上所有的市场准入问题的谈判。声明指示各国启动法律文本审核工作，以便在 2020 年签署
协定。印度有重要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所有 RCEP 成员国将共同努力以彼此满意的方式解决
这些未决问题。印度的最终决定将取决于这些问题的圆满解决。36以上内容表明，RCEP 谈
判已经接近成功，这将是全球范围内巨型自贸协定谈判的重大成就，将构成南南合作与南北
合作的典范。16 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利益立场差异较大，有日本这样的顶级发达经
济体、韩国等高收入经济体，也有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还有东盟众多发展中国家乃至
最不发达国家。如果承认 RCEP 在成员国内的直接效力，极可能导致各国法院从本国角度对
条约文本作出有利于己的解释，这将加剧本已令人诟病的国际贸易法的“碎片化”态势。
RCEP 具体的条款解释，最好还是交给 RCEP 的各方联合经贸委员会或争端解决机构进行，
以保持其条款含义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四、对待自贸协定国内法律效力的恰当方式
综上所述，正确处理新时代中国自贸协定在国内的直接效力问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
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其它重要经济体的立场前例、自贸协定“政策治理”模式下大量的软性
或不确定条款、谈判人力资源紧张和推敲不足导致的硬性规则疏漏等因素，吸取欧盟（欧共
参见王迁：《上海自贸区转运货物的知识产权边境执法问题研究》，《东方法学》2015 年第 4 期，第 37
—46 页。
35
参见徐泉：《WTO 争端解决机制下私人诉权之审视》，《现代法学》2007 年第 3 期，第 75 页。
36
参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三次领导人会议联合声明》，
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zhengwugk/201911/41744_1.html，2019 年 11 月 16 日访问。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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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对待区域贸易协定和 WTO 上的摇摆态度的教训，中国应明确否定自贸协定在国内具
有直接效力。围绕此问题，本文作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中国在具体否定方式上应选择在自贸协定中作出完整定性
首先，在否定方式上有两种，一是如 TPP 第 28.22 条、CETA 第 30.6（1）条那样作出
文本规定，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或国务院核准自贸协定之际加上明确说明。本文认为：
前一种方式更为稳当，因为后一种方式是中国国内单方面意图说明，其国际法上效力存疑。
37
假设韩国私人在中国国内法院以中韩自贸协定的条款为诉由，起诉中国经贸主管机关的相
关行为，则中国国内单方面说明仍无法避免争端。
其次，在自贸协定中的定性方式上，中国应意识到现行自贸协定中的“私人权利”条款
表述不完整的局限。建议综合 TPP 第 28.22 条、CETA 第 30.6（1）条的精神，再补充若干
要素，作全面表述：一是不赋予私人在缔约国国内的诉权（无论起诉本国政府还是外国政府）；
二是不直接为缔约方私人授予权利或创设义务（无论协定制度本身还是争端解决机制裁决报
告）；三是不得直接引用自贸协定的条款为法律依据（无论缔约方国内司法机关在作出司法
裁判时还是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行为时）。
再次，在定性条款的位置上，基于上述完整意义上的定性，中国不宜再将其置于自贸协
定的争端解决章中，而应置于“初始条款”“一般条款”或“最终条款”等更具宏观意义的
部分。38
（二）中国应细化国内法相关规定以避免潜在法律风险
否认自贸协定的直接效力是一方面，但否认之后如果国内法规定还是不完善，那么法律
风险依然存在。仍以投资领域为例，2019 年《外商投资法》对之前 2015 年商务部《外国投
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
（以下简称商务部原草案）作了明显简化，例如商务部原草案中“外
国投资者”的定义以及“控制”标准等内容被删去。笔者个人并不赞同这样的简化，因为粗
线条立法难免在实施中出现争议，新时代中国需要更加精细化的立法技术。在《外商投资法》
的具体实施环节上，商务部原草案仍然极具价值。
在“外国投资者”的概念上，2019 年《外商投资法》仅界定为“外国的自然人、企业
或者其他组织”，这是简单的属人法原则。39中国现有自贸协定的投资章对“缔约一方的投
资者”（即外国投资者）的界定，表面上似乎也大体遵循简单的属人法原则， 40但值得注意
的是自贸协定投资章在投资定义上往往引入了“控制”标准，41也就等同于在“外国投资者”
的界定上增加了控制标准。对照《外商投资法》与中国自贸协定投资章的规定，可发现《外
商投资法》在“外商投资”的界定上没有规定“控制”标准，只规定了“间接”一词，但对
何为“间接”投资又未作任何说明，后来的《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间接”也未作任何解释。国内法
与国际条约之间在这一点上差异明显。由于中国现有自贸协定投资章多将中国双边投资条约
的内容直接纳入，因此这种不一致，实质源于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相关规定。
而商务部原草案在“外国投资者”的界定上采用的是综合原则，在自然人国籍标准、企
业成立准据法标准之外，又特别规定了“控制”标准，并对何为“控制”的具体情形作了详
37
38
39
40
41

在 1951 年国际法院的英伊石油公司案中，伊朗对过去不平等条约的单方面声明就不能确定其法律效力。
参见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的结构。
参见 2019 年《外商投资法》第 2 条第 2 款。
参见中澳自贸协定投资章第 9 章第 1 条、中韩自贸协定投资章关于“一方投资者”的界定。
参见中澳自贸协定投资章第 9 章第 1 条、中韩自贸协定投资章、中瑞自贸协定投资章的“投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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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明。42商务部原草案在这里设置了比较详细的“控制”标准，就能在相当程度上缓解国
内法与国际条约之间的法律冲突。归纳起来，本文认为中国有必要仔细研究自贸协定与国内
法的衔接问题，在一切关联领域中细化国内法相关规定，以堵塞可能出现的法律漏洞。
（三）中国可考虑在自贸协定中设置“国内法优先条款”
即便《外商投资法》以商务部原草案为蓝本，与自贸协定的现有文本仍存在差异，且中
国现有自贸协定的相关条款并不统一。面对国内法与国际条约在关联领域的这种差异，除了
进一步细化国内法规定之外，中国还可考虑在自贸协定中设置“国内法优先条款”。
此话题的由来，在于美国若干自贸协定中含有“国内法优先条款”，类似于先前关贸总
协定时期的“祖父条款”。43典型例子是原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涉及投资的最惠国待
遇、国民待遇的第 1103 条，有关附件中规定了美国国内《1975 年能源政策与保护法》和《企
业平均燃料节约法》关于企业节约燃料的条款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输美汽车的适用，这不得
视为违反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国内法优先条款”是，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中还规定了美国国内“301 调查”条款的例外。美国的经贸单边主义历来臭名昭著，中
国当然不学。美国“301 调查”这种霸道的国内机制，中国更不学。但在自贸协定中，明确
约定本国一些国内法基本制度的优先地位，似乎属于一种中性的法律技术工具，只要是基于
谈判各方的自愿约定，并无先天的褒贬色彩。改革开放长期以来，中国的习惯性思维是“与
国际接轨”，强调国内法要适应国际义务，然而我们却可能忽略了，让国际义务在一定条件
下服从国内法优先地位，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更好维护，而这样做并不为国际法所禁止。何况，
若未来外国投资者引用自贸协定投资章的条款，在“解决他国国民与东道国投资争端国际中
心”
（ICSID）提起以中国政府为被申请方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仲裁庭根据 1965 年《华盛
顿公约》的规定，完全可能以中国国内法规定作为裁判依据。44
显然，如果中国自贸协定采纳“国内法优先条款”，规定在“间接控制”等情形下，中
国国内法居于优先效力地位，同时中国国内法又在“间接控制”等问题上作细化规定，这就
能从根本上化解自贸协定与国内法的冲突风险。另外，在前文提及的投资领域中东道国公共
政策问题上，中国也完全可以在《外商投资法》的配套立法中，直接将公共政策列为外国投
资者待遇的例外，强调公共政策的正当性和非歧视性，明确“公共政策”的内涵，并为未来
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情势留下必要的政策自主空间。如此，即可通过自贸协定的
“国内法优先条款”，弥补自贸协定投资章对东道国公共利益列举未尽或界定不明的问题。
这里的“国内法”，不一定只是一部《外商投资法》，还可以包括一切与《外商投资法》解释
相关的国内法律渊源，如《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外商投资法》
的司法解释、与《外商投资法》直接配套的外资负面清单、与外资相关的其它法律法规等。
以上分析表明，国际经贸条约中的“祖父条款”并非都是不好的，它对于缔约国以国内
法掌控主导权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考虑到中国自贸协定尚存许多不稳定、不一致、不清晰
的条文，在自贸协定中确立“国内法优先条款”有助于中国掌控进一步开放带来的风险，更
能体现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产业政策需求与公共监管需求。
（四）中国可积极运用其它国内机制使私人充分享受自贸协定利益
参见 2015 年商务部《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 11、14、15、18、19 条。
关于关贸总协定“祖父条款”的经典论述，参见：John H. Jackso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Law and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The MIT Press, 1997, pp. 40-41.
44
参见 1965 年《华盛顿公约》第 42 条第 1 款：“仲裁庭应依照双方可能同意的法律规则对争端作出裁决。
如无此种协议，仲裁庭应适用作为争端一方的缔约国的法律（包括其冲突法规则）以及可能适用的国际法
规则。”
42
43

156

尽管否定自贸协定的直接效力，但中国仍可积极运用其它国内机制，使私人能够充分享
受自贸协定所赋予的种种利益。有学者曾就 WTO 的直接效力问题指出，在国内层面不宜让
私人享有直接诉权，但可以让其享有“间接诉权”，典型做法便是外贸壁垒调查制度，让国
内私人就外国贸易壁垒向国内商务主管机关提起申诉，要求国内商务主管机关进行贸易调查
或与外国机关进行磋商协调。45当然，中国的外贸壁垒调查制度早已建立。不过在当代，中
国自贸协定的国内配合工作尚有其它方面可为，例如建立贸易调整援助制度、自贸协定第三
方评估制度、公众参与制度，以及组织人才队伍积极研究自贸协定与国内法衔接问题、继续
完善国内配套立法等。

五、结论与展望
自贸协定在国内法上的直接效力问题，表面似乎风平浪静，但暗流涌动，不可等闲视之。
从中长期来看，可虑者有二：
一是当前多边贸易体制深陷泥潭，多边回合谈判持续停滞，且对于方兴未艾的数字贸易
和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新型法律问题，多边贸易体制囿于其庞大的成
员数量和协商一致的决策体制均不能作出迅速回应。而自贸协定尤其巨型自贸协定由于其谈
判的相对便利性，事实上已经崛起为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最活跃舞台甚至中心舞台，地位日
益突出。未来一些自贸协定完全可能具备中国国内法上的“重要协定”地位，其在国内法上
的直接效力问题也会逐渐浮出水面。
二是新时代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面对的涉外法律挑战必定越来越多，其中外国
私人向中国提起的法律挑战不在少数。46按照中国自贸区战略顶层文件的构想，未来中国将
更多面向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缔结自贸协定，RCEP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英国“脱欧”后
也浮现出与中国开展自贸谈判的可能，而中国未来加入 CPTPP 也并非遥不可及。因此，虽
然中国自贸协定在履行过程中暂未发生重大争端，但以后中国的经贸管理行为仍可能遭遇来
自发展阶段较高且具有丰富国际讼争经验的自贸协定伙伴国（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印度等）的私人的强劲法律挑战。
因此中国对自贸协定的直接效力问题宜未雨绸缪，提早预备。除了在自贸协定中更明确、
更全面地否定其直接效力外，中国还应认真细化国内法关联规定，考虑在自贸协定中添加“国
内法优先”条款，积极运用其它国内机制使私人充分享受自贸协定的利益。此外，中国可能
还需要在自贸谈判中注重字斟句酌，在条约文本特别是中文本上及时查漏补缺，特别在服务
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规则密集型”领域，更应加强关注。

45
46

参见徐泉：《WTO 争端解决机制下私人诉权之审视》，《现代法学》2007 年第 3 期，第 76—77 页。
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外少数私人对中国提起的一系列“索赔”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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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导向标准与竞争中立制度的耦合
荆鸣

摘 要：市场导向标准是 2016 年后美欧为规锁中国国有企业炮制的新标准，核心判断依据为
市场扭曲，与其在区域自贸协定中推行的竞争中立制度存在耦合。市场导向标准与竞争中立
制度均聚焦国有企业，竞争规则与贸易规则存在勾连，是耦合的内因；市场导向条件呈现竞
争规则特性，竞争中立制度的射程波及贸易投资政策，是耦合的外化。美欧借助新标准超出
WTO 框架对所谓非市场导向国家提出额外条件，违背“约定必须遵守”原则。这套新标准过
度强调对非商业援助的限制，将补贴问题变纵向为横向，泛化至国有企业的各方面，成为非
市场经济国家的特殊问题，存在悖论。中国可化危为机，借机打造市场导向标准中国话语，
并恪守 WTO 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底线，谨防歧视性限制。
关键词：市场导向标准；竞争中立制度；耦合；国有企业；WTO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市场（或非市场）经济标准问题从复关，入世谈判始就备受各成员方关注，这与
中国从计划经济过渡而来的独特发展历程密切相关。中国政府在《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中
曾经作出明确承诺，中国的国有企业将基本遵照市场规律运行，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投资企业
的采购和销售行为将基于商业考量进行。1《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15 条将中国的（非）市场
经济地位问题与反倾销领域的替代国比较方法挂钩，2（d）款规定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调
查因非市场经济的问题而采用的替代国比较方法应在中国入世 15 年后终止。中国入世 15
年后的 2016 年，美国和欧盟没有停止替代国方法的使用，中国向 WTO 提起与美欧磋商的
努力（DS515，DS516 两案）也无疾而终。3
从 WTO 总理事会上中美两国大使的唇枪舌剑可判断出这一问题已成为中美贸易战的
核心争议点。丹尼尔＊什叶大使提出中国实行非市场导向模式，非市场资源分配和经济模式，
这有悖入世时调整贸易政策，适应国际贸易体系的承诺，也给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带来巨大
的压力。4张向晨大使则坚定回击，世上没有四海皆宜的市场经济标准，WTO 没有赋予任何
一个成员以自己的标准空降定义的权力。5 这场交锋中，两国大使所采的语词存在细微差别，
什叶大使偏好运用“市场导向”（market-oriented），张大使的回应则坚持使用“市场经济”
(market economy)。贸易摩擦开始前，“市场导向”在国际贸易相关法律政策中出现并不频



荆鸣（1994 年 2 月出生）
，大连海事大学博士研究生，13162337001，mj2164@nyu.edu；辽宁省大连市高
新区凌海路 1 号，法学楼 305，116000。
1
见《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第 43，46 段。
2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15 条（a）款 2 项内容为“如被调查的生产商无法清楚地表明生产同类产品的行
业在该产品的制造、生产和销售等以市场经济为主，作为进口方的世贸组织成员可使用某种不严格意义上
以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的比较为基础的方法。
”
3
中国于 2016 年 2 月 12 日向美国，欧盟提起磋商，WTO 案件号分别为 DS515，DS516，WTO 未能成立
专家组审理 DS515，2017 年 7 月 10 日 WTO 成立专家组审理 DS516，美国等国作为第三方参加，专家组未
能出具报告。2019 年 5 月 7 日，中国正式要求暂停专家组工作，同年 6 月 14 日专家组同意中国请求并停
止工作。中国企业在反倾销领域的替代国比较方法并未实质改变。
4
2018 年 7 月 26 日，WTO 总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实录。
5
同上注，另见中国商务部网站:《张向晨大使开场陈述:中国政府在中国诉欧盟反倾销“替代国”做法世贸争
端 案 (DS516) 专 家 组 第 一 次 听 证 会 上 的 口 头 陈 述 ( 节 选 ) 》 ,
http://wto.mofcom.gov.cn/article/xwfb/201712/2017120268521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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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国内学界的研究中“市场经济”的用法更为普遍，我们亦对后者更为熟悉。“市场导向”
与“市场经济”两个语词有何差别？
“市场导向”并非新概念，在上世纪末杰克逊教授的著作中就曾出现，“WTO 应保持
较为纯粹的市场导向，还是应包容一些市场导向特征不是特别显著的经济体制呢？”6杰克
逊教授将这一语词用作定语，表达一个经济体的宏观特征，与“市场经济”并无二致，可解
读为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便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导向特征显著的国家便是市场经济国家。
2020 年 2 月 20 日，美国向 WTO 递交《总理事会关于<市场导向条件对世界贸易体系的重
要性>的决定》，在标题中使用“市场导向条件”（market-oriented conditions）的概念，且
在文本内容中提出了八项具体指标作为判断标准。这一用法与杰克逊教授的用法已有明显不
同，“市场导向”不再是一个宏观修饰语，而成为一个有具体指标的评价体系，或曰“市场
导向标准”，用以衡量评价的具体指标是“市场导向条件”。结合常用的“市场经济”这一
语词，我们试探性地对市场导向标准如此定义：所谓市场导向标准，是通过较为具体的市场
导向条件（market oriented conditions）判断一国的经济制度为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
还是非市场经济（non-market economy）的标准，即以管窥豹，选取有代表性的指标，通过
微观要素的组合洞察宏观制度属性的标准。比照杰克逊教授的用法，不难发现美国所用的“市
场导向”的功能不再是修饰“市场经济”，而变为评价甚至定义“市场经济”。
何为市场经济？GATT 与 WTO 确实均未就缔约方，成员方的经济制度发表意见，也无
从提供这套用以定义市场经济的标准。中美就这一问题的争执在现行的多边贸易规则体系中
找不到直接答案。按照经济学的原始定义，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在配置各项资源中发挥主导作
用，而市场的核心机制在于竞争。7美国诘难中国的所谓非市场导向时，多次提到中国在经
济运行中强化国家的影响力，认为这与市场导向的要求背道而驰。8欧盟亦频繁表达对中国
的 2025 制造业振兴战略的关切，认为这极有可能巩固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本国市场的优势地
位，间接损害其他竞争者的利益。9美欧对中国市场导向的关切不同程度地将中国的国有企
业的体量和影响力与对公平竞争环境的威胁联系起来，竞争成为了市场导向标准的一个隐形
重要因素。
竞争规则与贸易规则的勾连亦不是新问题，自现代国际贸易体系建立以来就处于各国的
关注视阈内。WTO 还曾成立专门工作组，就贸易与竞争政策的联系及其对经济发展与全球
繁荣的影响进行广泛研究，但因影响力较大的成员间分歧过大，就后续谈判方式，意愿均未
能达成共识。10 在 WTO 框架下协调竞争规则的尝试受阻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转而寻求竞
争规则的区域化整合，美国主导的区域自贸协定都对竞争规则的协调高度重视。澳大利亚于
上个世纪末提出的旨在规范国有企业商业化运作的竞争中立（competitive neutrality）制度在
2010 年前后异军突起，衍生出各种形态版本融入这些协定的竞争条款，国有企业条款。2018
年 5 月 31 日，美欧日作出市场导向条件三方联合声明，将第三国非市场导向政策视为产能
过剩，企业间不公平竞争，科技创新滞涩，国际贸易规则难以运行的原因，提出七项指标以
判断市场导向。11这套标准整体上围绕对市场扭曲的防御和控制，从外观到内容都与美国主
导的区域自贸协定中的竞争中立制度很是相似。市场导向标准与竞争中立制度存在何种联系，
二者缘何于相近时间出现，并在内容上交互影响？
自 2016 年以来，集中探讨入世 15 年后反倾销领域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文章已汗
牛充栋，侧重竞争法律和政策，针对区域自贸协定中竞争中立制度的成果也不罕见。12但遗
约翰＊杰克逊著，张乃根译：
《世界贸易体制：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与政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361 页。
7
张久琴：
《竞争政策与竞争中立规则的演变》，
《国际贸易》2019 年第 10 期，第 27-34 页。
8
2018 年 7 月 10 日，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文希泽就 301 调查的发言。
9
Li-Wen Lin & Curtis Milhaupt, We are the (National) Champions, 65 STAN. L. REV., 697 (2013).
10
参见金善明：
《困境与路径：竞争法国际化的规范分析》，
《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1 期。
11
The Third Joint Statement of the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Europ
ean Union, and Japan (21 May 2018),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
may/joint-statement-trilateral-meeting.
12
有关入世 15 年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代表性研究有：左海聪，林思思：《2016 年后反倾销领域中国（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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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的是，立足竞争规则和贸易规则的勾连，深度梳理市场导向标准与竞争中立二者的耦合关
联的研究尚未见得。本文采规范分析的方法，追踪市场导向标准的演进，并比较一些区域自
贸协定中的竞争中立条款，在梳理二者耦合关联基础上，直面美欧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真
正关切，进而洞悉市场导向标准的本质，反思这一标准的困境，并就中国如何因应提出相应
策略。

二、为何耦合，又如何耦合？
市场导向标准针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提出，是一套体现贸易规则的标准，竞争中立制
度在竞争法中具备法理基础，二者缘何会交互影响？二者的耦合有何表现形式？
（一）耦合的内因
市场导向标准与竞争中立制度均聚焦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因在权属，经营等方面与政府
具备一定联系，事实上兼受竞争规则与贸易规则约束。这一共同规制对象身份不明，需要相
应规则来辅助澄清，是二者耦合的内生需求。一国的竞争规则与贸易规则同为宏观经济政策
的重要内容，在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生产方面具备功能互补性，为二者耦合提供内在土壤。
13

1. 耦合的需求——国有企业的身份不明
国有企业比之私营企业，因其公共权属具备先天的因公优势外观，但同时也在商业活动
之外承担一些公共服务职能，不严谨地说，具备公法人的一些特征，14为其正名也成为一项
世界性难题。15 世界银行 2006 年的公司治理报告提出，国有企业身份不明引起的困惑早已
不容小觑，已实质地波及多个方面，包括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国家所有人的角色定位，国
有企业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界定等。16作为市场导向标准和竞争中立制度的共同规制对象，
国有企业的身份危机亟待解决，恰好为二者花式演绎创造空间。市场导向标准和竞争中立制
度都可以大胆界定国有企业是何属性，如何运作，商业属性应如何体现，公共职能属性应如
何行使等各类问题。
国有企业与产业政策具有密切关联，造成其商业属性不明。许多国有企业的诞生本身就
是特殊历史时期，国家大规模实施产业政策的结果，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国的不同时期都曾出
现。如西欧二战后“废墟上重建”很大程度上依赖国有化政策的大规模推行，美国大萧条时
罗斯福总统也依据凯恩斯主义创设一大批国有企业。正因为这一密切联系，国有企业的兴衰
起落往往伴随国家特定阶段的产业政策安排，发展不甚均衡，产能过剩等情形有其必然性。
现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多认为是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个别行业或部门给予财政补贴，

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彭德雷：
《2016 年后的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争论，探究与预判》；李思奇，姚远
等：《2016 年后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前景：美国因素与中国策略》；朱兆敏：
《论世贸组织与中国的市
场经济地位》；Yanning Yu “Rethinking China’s Market Economy Status in Trade Remedy Disputes after
2016: Concerns and Challenges”, 刘学文，朱京安：
《国际贸易救济中我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困境与突围》；
余敏友，刘雪红：
《从外部基准看中国补贴领域的超 WTO 义务》等；有关竞争中立的代表性研究有：刘雪
红：
《国有企业的商业化塑造——由欧美新区域贸易协定竞争中立规则引发的思考》；赵海乐：
《是国际造法
还是国家间契约——“竞争中立国际规则形成之惑》
；冯辉：《国企改革，贸易投资新规则与国家间制度竞
争》
；闻韬：
《区域贸易协定中的竞争章节研究》；伍艺：
《自贸协定竞争政策条款发展现状及模式分析》
；赵
学清，温寒：
《欧美竞争中立政策对我国国有企业影响研究》；李晓玉：
《竞争中立规则的新发展及对中国的
影响》；张琳，东艳：《主要发达经济体推进竞争中立原则的实践与比较》；王自刚：《国际经贸规则中的竞
争中立要求演变与我国的应对》等。
13
参见丁茂中：
《竞争中立政策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
14
参见叶红军：
《港口法解析》，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27 页。
15
王金存：
《破解难题——世界国有企业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40 页。
16
World Bank Corporate Governance, Held by the Visible Hand – the Challenge of SOE Corporate Gov
ernance for Emerging Markets, 8, (2006),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396071468158997475/p
df/377110CorporateGovernance0SOEs01PUBLIC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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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给予一些规则的豁免适用（如竞争法的豁免）等特殊待遇。17顾名思义，产业政策对公平
竞争的确存在威胁，产业政策的大量使用容易造成对市场的损害和扭曲。在一些学者看来，
这种威胁是对竞争根本上的排斥和抗拒，而与产业政策关联极为密切的国有企业也是市场上
的一般竞争参与者，国有企业与其它市场主体的竞争并不公平。18有无可能通过对国有企业
的规制，使之成为普通的竞争参与者？又有无可能通过限制或逐步取消过度的产业政策，减
少对市场竞争的损害，创设公平的竞争环境？市场导向标准和竞争中立规则正是应这一需求
而生。
这一内生需求不仅是对国有企业和产业政策的限制，还要合理地调整和塑造。绝对自由
的市场竞争亦有弊端，故体现政府对市场干预的产业政策绝非一无是处。自由竞争的优胜劣
汰机制在较短时间内也许能起到一定刺激作用，改善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竞争力，但推
动企业的重大技术革新，调整不合时宜的产业结构等前期投入较大又收效甚微，具备长远意
义的事项放任交由市场，后果不堪设想。国有企业在体现商业属性的同时，还承担这类职能
和使命。如何规制国有企业和产业政策，才能创设公平竞争环境的同时，非但不影响还能促
进国有企业的技术革新和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也是为国有企业正名的内在需求，市场导
向标准和竞争中立规则聚焦国有企业，也需纳入考虑。
2. 耦合的土壤——竞争规则与贸易规则的勾连
竞争规则与贸易规则在属性定位上存在差异，但功能上呈现互补。竞争规则意在规范企
业的竞争行为，防止企业从事人为改变公平竞争条件，阻碍其他企业进入市场等反竞争行为
或不正当竞争行为，以维持市场的有效运行。贸易规则意在阻止或削减政府对国际贸易放置
壁垒或障碍，以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一国的国有企业是否因近水楼台，享受了得天独
厚的竞争优势，损害本国私营企业或外国企业的利益，关乎一国的竞争环境是否公平，是竞
争法律和政策的规制对象。而一国在多大程度上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运行，是否影响了外
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享受 WTO 下的各项待遇，则是贸易法律和政策的规制对象。二者的功能
互补直接表现为一些事项可能同时违背两类规则。一国的国有企业因接受特定的产业政策获
得竞争优势，该国市场上其他竞争者利益因此受损，如这一损害对外国企业构成歧视，该产
业政策也构成政府对市场的不合理干预，这一情形对竞争规则和贸易规则都构成挑战。
竞争规则与贸易规则的功能互补性还表现为各自定位中良性功能的发挥可相互替代，恶
性功能的扩散也容易“外溢”。一国的贸易规则如较为开放，能够发挥竞争规则的部分作用。
一国政府采取贸易自由化措施，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冲国内经济环境中的竞争问题。尤其在政
府对市场的干预不明显的国家，适当引入来自国外的企业可以短时间内有效地约束国内企业
的反竞争和限制竞争行为。19一国的竞争规则如较为完备，能有效规范企业的竞争行为，创
造公平的市场条件，将有助于改良营商环境，吸引大量外国投资者，产生推行贸易自由化措
施的作用。一国的贸易规则如较封闭，没有外国企业的竞争，本国企业为所欲为，肆无忌惮
地从事反竞争行为的概率会极大升高。一国的竞争规则如不甚公平或限制过多，特定领域的
法规或行政措施（许可要求等）对企业构成较大负担，即使削减贸易壁垒，也很难见证贸易
自由化的长效收益。20
竞争规则与贸易规则存在差异，也存在勾连，一国政府如针对国有企业推行某项措施，
可能同时触碰市场导向标准和竞争中立制度。竞争规则与贸易规则的功能互补性为市场导向
标准和竞争中立制度的耦合提供了内在土壤。

17

王晓晔，陶正华：
《WTO 竞争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兼论制定反垄断法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年第 5 期，第 50 页。
18
Tatsuo HATTA, Competition Policy vs. Industrial Policy as a Growth Strategy, ERI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March, 2017); Roberts Simon, Competition Policy, Industrial Policy, and Corporate Conduct, Competition and
Development (2013).
19
参见徐孟洲，孟雁北：竞争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20
同注释 7，张久琴，王自刚：《国际经贸规则中的竞争中立要求演变与我国的应对》，《知识经济》2017
年第 2 期，第 44-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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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耦合的外化
市场导向标准能够体现鲜明的竞争规则特性，竞争中立规则的射程已能够影响贸易，投
资等多方面国际规则的制定，21是二者耦合的外在表现形式。
1. 市场导向标准的演进及其竞争规则特性
竞争法律和政策源自一国国内的经济环境，在产生最初是名副其实的国内法；贸易法律
和政策伴随国际交往出现，贸易规则诞生最初就具备国际（international）规则的特征。由
于全球化引起了企业反竞争行为的“外溢”效应——扭曲国际竞争秩序，甚至抵消贸易自由
化的硕果，各国意识到进行竞争规则协调的需要。但竞争规则即使经协调实现了国际化，亦
是一种跨国（transnational）规则，仍然具有鲜明的国内法色彩。虽然“市场导向”这一概
念的出现时间较晚，评价市场经济标准的具体条件已经过漫长的发展和流变，始终蕴含着对
第三国的市场竞争状况的评价，呈现保护本国企业免遭不公平竞争的影响的特性。
市场经济标准最早可溯至美国 1930 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GATT 中有关国营
贸易国家的规定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这一法案的影响。该法案第 771 节第 18 条(b)款内容为，
在根据本节本条(a)款确定一个国家是否是非市场经济国家（NME）的时候，应当参考货币
的可自由兑换程度，劳资方工资谈判的自由度，设立外资企业与合资企业的自由度，政府多
大程度上控制生产方式，多大程度上控制资源分配、企业产出与价格决定，以及主管部门认
为合理的其他考虑这六个方面。22这几项条件中，除兑换货币的自由度涉及外汇管制，设立
外资企业与合资企业的自由度有赖贸易自由化措施，这两项与贸易规则联系较密切，其余几
项均体现竞争规则的特性。劳资方工资谈判的自由度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工人工资能否符合
市场价格，因为排除恶意罢工的情形，工人正常情况下不会要求高于市场价格的工资，这一
条件仍然体现生产要素（劳动力）的价格由市场决定。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意味着企业作为
市场上的竞争主体需凭借自身能力争取相应资源，是竞争条件公平的表现。政府对生产方式，
资源分配，企业的产出与价格决定的控制程度不能过高蕴含着对不合理的产业政策的抵制，
防止政府干预过多对市场造成损害和扭曲。这套标准的六项条件交叉体现了贸易规则和竞争
规则的特性，对竞争规则的特性更为偏重，对美国的后续立法和贸易竞争政策均产生深远影
响。1988 年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明确规定非市场经济的定义，并为商务部判断某一出
口国是否为市场经济体提供了直接依据，基本延用了这套标准。23
市场经济标准在欧盟法中出现已是 GATT 之后，一些学者看来是欧共体利用多边规则
的缝隙（附件九的说明和补充条款）表达冷战思想，限制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的产物。24欧共
体于 1968 年 4 月 17 日出台保护共同体内企业免遭非欧共体国家的倾销或补贴的不利影响的
第一份基本条例 Council Regulation（EEC）No. 459/68，其中第 3 条使用“几乎以垄断或者
完全垄断方式进行贸易，且国内价格均由政府予以规定的国家”作为对 GATT 第 6 条第 1
款的说明和补充。251979 年 8 月 2 日出台的 Council Regulation（EEC）No. 1681/79 首次使
用“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概念，并规定对来自这些国家的产品适用不同方法计算产品的正常
价格。26这份文件援引两份部长理事会分别针对中国和十一个国营贸易国家发布的进口保障
措施二级立法文件，以“非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 No. 2532/78 No. 925/79 适用的国家” 取
代 “几乎以垄断或者完全垄断方式进行贸易，且国内价格均由政府予以规定的国家。” 欧
射程（range of force）源自英文法系，最初含义为司法决定得以产生效力的范围，本文语境中侧重一项
制度覆盖的客体范围。参见章程，日台民法学坛过眼录，.载《北航法律评论》2015 年第 00 辑，法律出版
社；荆鸣，论南海仲裁案实体裁决中岛屿和岩礁判断基准的瑕疵，载《中国海商法研究》2018 年第 1 期，
第 41-50 页。
22
Tariff Act § 771, 19 U.S.C. §1654, (1930).
23
The 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 Act of 1988 (OTCA), P.L. 100-418, 102 Stat. 1007 (1988).
24
参见邵景春：
《欧洲联盟法律与制度》，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1-82 页。
25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59/68 on protection against dumping or the granting of bounties or subsidies by
countries which are not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26
Article 3(2)(c) of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59/68, as amended by Article 1 of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1681/7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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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体法律替代了 GATT 中国营贸易国家的基本含义，成为适用特殊计算方法的依据，但这
一替代是以循环规定的方式完成的，当时的欧共体法律中也不存在具体的评价指标。1998
年 7 月 1 日的部长级理事会条例 No. 905/98 在第六份基本条例第 2 条第 7（c）款中增加了
有关“市场经济待遇”（market economy treatment）的规定，包含五项具体标准：企业依据
市场信号作出有关价格、成本、投资的决定，不受重大政府干预；企业有符合国际财会标准
的基础会计账簿；企业生产成本与金融待遇不受前非市场经济体制的扭曲；破产法及物权法
适用于企业；外汇汇率的变化由市场供求决定。27这五项具体条件已与美国的标准相当接近，
除外汇问题更贴近贸易规则，其余几项均体现较明显的竞争规则特性。依照这套标准，转型
国家需提供证据自我证明符合其条件，才能取得所谓市场经济待遇。
欧盟的最新反倾销基本条例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通过，改此前的市场经济待遇为“市
场扭曲”（market distortion）界定标准，具体指标包括六项：企业所在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
上受政府的控制或主管部门的政策督导；企业定价活动与生产成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政府
干预；市场中存在为支持国内企业、或为公共政策而设的歧视性措施（包括其他影响自由的
因素）；没有正式的公司法、破产法或财产法或存在申请差别以及执行不充分，劳工的工资
扭曲，企业的融资受制于政府或其公共政策目标。28比之此前的五项标准，为支持国内企业、
或为公共政策而设的歧视性措施这一新增条件与产业政策的概念极为接近，字里行间能传达
出针对国有企业的倾向性。这一新增条件又恰好处于竞争规则与贸易规则的勾连地带，既能
体现对国有企业竞争行为的规范，也能传达对国家采取歧视性贸易措施的限制。如一国经济
环境呈现这些特征，则形成市场扭曲，反倾销领域仍采用替代国计算方法。这套新标准整体
上“换汤不换药”，但改变了举证责任的承担，调查国需证明被调查国存在市场扭曲。实践
层面欧盟的调查部门享有很大的自由度，这一调整未必能对转型国家的反倾销领域的实体待
遇产生多大影响，但能让贸易伙伴感觉较为舒适，这是立法技巧的高明之处。整体而言，对
“市场扭曲”的判断主要根据企业的生产活动和内部治理是否受政府的重大干预判断，这仍
然体现竞争规则的特性，“市场导向”的概念在这一条例中仍未出现。
美欧日三方贸易代表在巴黎作出的第三次联合声明采用了“市场导向”(market-oriented)，
“非市场导向”（non-market-oriented），“市场导向条件”（market-oriented conditions）的
表述，并使用市场导向修饰一国的政策和行为（policies and practices）。声明提出市场导向
条件主要包括七项评价指标：价格、成本、投入、采购与销售的决定均是企业结合市场信号
自主作出的；关于投资的决定同理；资本分配及其他影响企业的决定同理；资本、劳工、技
术及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由市场决定；企业适用包括独立核算在内的国际公认的会计准则；
企业受公司法、破产法与私有财产法调整；上述所有商业决策均不受严重的政府干预。29这
套标准整体上侧重限制政府对企业和市场的干预，接近欧盟新反倾销条例中的市场扭曲标准。
但欧盟标准中体现竞争规则和贸易规则勾连的“为支持国内企业、或为公共政策而设的歧视
性措施”却未出现，这一定程度上体现美国的主导地位。故这一标准是名副其实的竞争标准，
公平的竞争环境近乎贯穿始终，体现在每项条件中。
2020 年 2 月 20 日，美国将《总理事会关于<市场导向条件对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性>
的决定》通过 WTO 传送给全体成员，提出市场导向标准的八项条件，在此前联合声明的七
项条件基础上，增加了一项企业能够获取相关信息，并以此作为决策基础的自由。30美国这
一最新标准实际上整合了本国国内法和欧盟最新立法中的各项条件，以此前的三方联合声明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905/98 of 27 April 1998 amending Regulation (EC) No. 384/96 on protection
against dumped imports from countries not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28
Regulation (EU) 2017/2321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2 December 2017, Amending
Regulation (EU) 2016/1036 on protection against dumped imports from countries not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Regulation (EU) 2016/1037 on protection against subsidized imports from countries not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7 O.J. (L 338) 1.
29
同注释 11, The Third Joint Statement.
30
Communic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 Importance of Market-Oriented Conditions to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WT/GC/W/796 (20 February 202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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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继续发展，但核心问题仍然是企业依据市场信号自由决策，生产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
并不受政府干预这三项体现竞争规则的关键条件。31
市场导向条件作为判断市场经济标准这一宏观问题的微观依据，其发展演进经历了从美
国的国内法到美欧日基本达成共识的过程。美国此次推出的市场导向标准八项条件仍然以市
场扭曲为核心判断依据，体现较鲜明的竞争规则特性。
2. 竞争中立制度的射程推广
竞争中立最初是澳大利亚针对本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提出的，在竞争法中具备法理基础，
其射程却在国际法中迅速推广，已能够影响贸易，投资等多方面国际规则的制定。
竞争中立的制度出发点是消除国有企业在商业经营活动中的资源分配扭曲，国有企业从
事商业活动不因其公共权属享有私营企业不能享有的不公平优势，32从而与私营企业公平竞
争，这与市场导向标准存在耦合。竞争中立得到美欧极大重视，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它瞄准
国有企业的单一指向性，非一般竞争规则所能比拟。33竞争中立发展至今已有诸多版本，澳
版的原始竞争中立表现为税收中立，债务中立，商业回报率要求，监管中立等要求。34澳大
利亚依这些要求推行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革，促成企业公共服务职能与商业经营职能财务上
的分离，杜绝“搭便车”的交叉补贴；保证国有企业不因“国有”享受额外优势，与私营企
业同起跑线竞争；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等重大核心利益的领域实现“准入前”竞争中立，允许
私人竞争者进入一些垄断经营的领域。35“同起跑线竞争”的改革措施对国有企业与私营企
业一视同仁，并不阻止国有企业凭借与“国有”无关的规模，信誉，资源等优势参与商业竞
争。36不享受额外优势包括融资中立，偿债中立，以及规则一致，其中规则一致主要指国有
企业不得因“国有”免受卫生，安全等法律标准的规制。37对一些国有企业豁免适用一些法
律规则是产业政策较隐蔽的表现形式，澳版竞争中立制度将规则的不一致作为额外竞争优势
予以限制，体现了将隐蔽的政策支持透明化，对产业政策进行全面管理和规范的目标定位。
这一要求与市场导向标准中的法律适用条件，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同等适用公司法，破产法
的要求如出一辙，是澳版原始竞争中立与市场导向标准的耦合点。
竞争中立制度的射程近年来通过美欧主导的区域自贸协定迅速推广，已涵盖贸易政策，
投资保护，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等各个领域。38《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和《美墨加协定》（USMCA）都将国有企业设为独立于竞争政策的专门章节，且协定文本
中均未出现竞争中立的文字表述，不将竞争中立作为一项制度规定于某一具体章节，而将其
内容在竞争政策和国有企业章节中交叉体现，这体现了纵向问题横向化演绎的倾向。两份协
31

倪 建 林 ，“ 市 场 导 向 条 件 标 准 ： 问 题 与 应 对 ”， 中 国 贸 易 救 济 信 息 网
https://cacs.mofcom.gov.cn/article/flfwpt/jyjdy/zjdy/202002/162634.html.
32
参见李晓玉：《竞争中立规则的新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129-137
页。
33
参见张琳，东艳：《主要发达经济体推进竞争中立原则的实践与比较》，《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5
年第 4 期，第 26-36 页。
34
齐琪：
《反垄断法视角下的竞争中立法律制度研究》
，
《国际商法论丛》第 11 卷，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250 页。
35
赵海乐：《是国际造法还是国家间契约——“竞争中立国际规则形成之惑》，《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2015 年第 1 期，第 116－124 页。
36
多起案例表明澳大利亚调查机关在严格要求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在法律面前平起平坐的同时，并不禁止
国有企业凭借实力与民争利，只要其优势与“国有”无关联。Commonwealth Competitive Neutrality Complaints
Office 1999,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Sport Swim School, Investigation No.2, 7-8; Australian Government
Competitive Neutrality Complaints Office 2011, NBN Co, Investigation No.14, 20; Australian Government
Competitive Neutrality Complaints Office 2005, EDI Post, Investigation No.12, 6.
37
“澳大利亚邮政局”案中，澳大利亚邮政在海关清算程序中有更大自主权，则就构成了规则适用方面的
额外竞争优势。Commonwealth Competitive Neutrality Complaints Office 2000, Customs Treatment of Australia
Post, Investigation No.5, 11-13.
38
参见张琳，东艳：
《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新变化：竞争中立原则的应用与实践》，
《国际贸易》2014 年第
6 期，第 48-51 页。

164

定在竞争政策章节中都要求缔约国制定和维护本国的竞争法，就执法程序相互协调，分享先
进经验，这体现了竞争中立制度本是竞争法的初始面目，没有充分的竞争规则也无从约束国
有企业。在国有企业章节中，两份协定对国有企业的概念从股权、所有者权益、任命权等方
面都进行全面严格的界定，对国有企业的产品服务出口和境外投资都作出限制，在非歧视待
遇，商业考量，非商业援助等核心条款上也作了近乎一致的规定，如都要求将非歧视原则适
用于区域内国有企业的全部商业活动。39CPTPP 明确规定一国国有企业的商业活动不得对其
他缔约国企业的市场准入条件构成减损，缔约国应将给予本国国有企业的待遇作为国民待遇
的基准，也因此被视为第一份试图全面解决国有企业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公平竞争问题的
自贸协定。40
对这两份协定中的国有企业条款稍加分析便不难看出，其中体现的竞争中立内核与强调
国有企业商业特征的澳式竞争中立已迥乎不同，没有将国有企业作为普通企业对待，反而强
化了国有企业的政府色彩。非歧视待遇是贸易规则中传统意义上的政府义务，将其适用于国
有企业的全部商业行为，这一范围比照原 WTO 框架下的适用明显扩张，使得非歧视待遇横
跨贸易规则和竞争规则，成为政府和企业需同时承担的一项义务。这一耦合将对公共机构的
传统限制施加于国有企业的商业行为，不但无助于解决，反而加剧了国有企业的身份危机。
商业考量强调企业的重大决策皆根据商业需要作出，而非根据国家行政命令，也就是依据市
场信号作出决定，这与市场导向标准中的多项条件存在耦合。非商业援助可理解为专门规制
补贴的另一种形式，而限制产业政策，控制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也是市场导向标准的
核心要求。在 CPTPP 的前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过程中，美国就已
经将国有企业条款视为横向议题，41单一指向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制度的射程扩展，一定程
度上是可以预见的。美国似乎也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射程超出竞争规则的范畴，具备与市
场导向标准耦合，诠释一国经济制度的潜质，才将其推至贸易规则层面。

三、耦合为何？耦合又如何？
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虽是老生常谈，“市场导向”的概念 2018 年才在美欧日的联合声明
中出现，美国就迫不及待，不遗余力在 WTO 框架内强力推行这套标准，要求 WTO 必须首
先面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带来的挑战。竞争中立制度从澳大利亚的一项国内竞争政策疾速发展
为涵盖国际贸易投资的综合规则，其射程迅猛推广在一些学者看来同样诡异又突然。42二者
的演进路径亦存在耦合，这一耦合蕴含何种战略考量？二者的疾速扩张又有何隐患？
（一） 聚焦国有企业的全面规锁
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国有企业虽然在一些国家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不是一
类普遍的商业存在。市场导向标准与竞争中立制度都以国有企业为焦点，凸显国有企业为全
球竞争带来的威胁，难免耸人听闻。两者的共同关注点之一——政府对市场直接或间接干预
造成的一些不公平竞争因素，则是任何国家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存在的现象，大多时候通过适
时调整国内的竞争规则即可缓冲。美欧为何针对国有企业这一小众现象煞费苦心？43市场导
向标准与竞争中立制度的耦合绝非巧合，而是隐藏着从竞争规则，贸易规则两个维度全方位
规锁国有企业的深远战略考量，44为其商业经营活动，行政管理职能双双铐上枷锁。1
1．市场导向标准的“2016 年后”色彩
CPTPP Article 17.4, USMCA Article 22.4.
同注释 7，张久琴。
41
纵向议题聚焦特定的章节，横向问题往往覆盖多个章节，贯穿协定始终。参见沈铭辉：《竞争中立视角
下的 TPP 国有企业条款分析》
，《国际经济合作》2015 年第 7 期，第 19 页。
42
同注释 7，张久琴。
43
同注释 41，沈铭辉。
44
规锁（confinement）不同于遏制，意在锁定中国的经济增长。廖凡：《从《美墨加协定》看美式单边主
义及其应对》，《拉丁美洲研究》2019 年第 2 期；转引自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
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清华金融评论》2018 年第 7 期。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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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任何正式文件都未明确界定市场经济国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非市场经济国家原
是美国国内法的单方措辞。因《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15 条（a）、（d）两款的规定，一些
国家的国内法中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在特定时间内（2016 年 12 月 11 日前）成为了反
倾销问题上替代国的比较方法能否使用的判断标准，45对我国产业带来重大影响。中国入世
时，WTO 框架下没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义，将下定义的利刃交由一些国家的国内法，是当
时条件下为入世不得不作出的妥协。期限届满后，一些国家的国内法是否承认中国具有市场
经济地位，理论上已不能作为替代国方法能否使用的评价标准。只要 WTO 框架下在反倾销
领域没有其他导致中国被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被给予差别待遇的规定，中国就已经实际
上取得与其他成员一致的待遇。
然而，这 15 年间中国经济增速惊人，一些国家的国内法可作为下定义依据的期限将至
时，美欧对中国的产能过剩怀有极度焦虑。46如再反倾销领域不能再对中国使用替代国方法，
中国的倾销幅度可能导致的本国失业率提高，冲击本国制造业，这些问题都使其忧心忡忡。
47
如何能在 2016 年后继续将为中国下定义的剑柄握于手中，美欧采两条路径齐头并进之策。
其一，通过文字游戏式的解释技巧剖析《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15 条，改变其正常的字面意
思；48 其二，继续适用其国内法为中国下定义并稍作变通，再将变通后的规则推至国际舞
台。市场导向标准正是伴随第二条路径应运而生，并被推至风口浪尖的。
欧洲议会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通过《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决议》，认为中国未能实现入
世时承诺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国家权力对于市场的干预过多，以至于价格，成本，投入和产
出不难反映正常的市场信号，中国尚未满足欧盟给予市场经济待遇的五项标准。49无独有偶，
美国商务部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发布《作为非市场经济的中国状况备忘录》，认为中国政
府在经济活动中作用巨大，中国政府与市场以及私营部门的关系复杂，中国经济从根本上是
扭曲的（fundamental distortion），依美国法仍然是非市场经济国家。50二者都通过单方实践
试探性地继续使用其国内法为中国的经济制度下定义，而且推理论证中瑕疵颇多，将政府与
市场关系密切这一现象层面的问题与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结论直接等同，这一跳跃式推
理恐为日后将产业政策直接视为补贴存在的证据的始作俑者。欧盟作出这一决议后，很快就
通过新反倾销基本条例改变了上述标准，以市场扭曲的新标准取而代之，美欧日的市场导向
联合声明采用的七项条件深受欧盟的新标准影响。这一方面体现了欧盟法在规则输出方面的
强大“布鲁塞尔效应”，51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敲响警钟，美欧日在市场导向标准上已基本达
成一致。2020 年初美国希望在声明的标准基础上再添一笔，除可能对声明中的七项条件仍
不满足，更大程度上是在为推广市场导向标准造势，展现其推动国际规则更新的主导能力。
2、竞争中立的“金融危机后”易质
美欧主导的区域自贸协定的竞争中立条款早已背离澳式竞争中立强调国有企业的商业
属性，放平起跑线的初心，转而将国有企业视为公共部门，为其施加传统贸易规则中政府需
承担的非歧视待遇等各项义务。竞争中立从何时开始易质？

左海聪，林思思：
《2016 年后反倾销领域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法学研究》2017 年第 1 期，
第 157-174 页。
46
希拉里＊克林顿曾在竞选演讲中表达，认同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将使美国的反倾销救济措施失去爪牙。
Hillary Clinton, If Elected president, I’ll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on Global Trade, Portland Herald Press (23
February 2016).
47
Gary Clyde Hufbauer, Cathleen Cimino-Isaacs, The Outlook for Market Economy Status for China,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1 April 2016).
48
主要观点为 15 年期限届满后，《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15 条(a)项(ii)目终止，(a)项 (i)目和序言仍然存在，
除非中国根据缔约国国内法证明符合市场经济标准，仍可适用替代国比较方法。参见 Bernard O’ Connor, The
Myth of China and Market Economy Status in 2016, NCTM (2015), 2-3.
49
China’s Market Economy Status, Resolution of European Parliament, 2016/2667 (RSP), (12 May 2016).
50
The Memo of China’s Status as a Non-Market Economy, DOC (26 Octobor 2017).
51
基本含义是对于国际贸易中的非弹性，不可变市场（如食品安全，劳工权利保护等）
，高标准最终会扩
张其影响力，发展为全球标准。Anu Braford, The Brussels Effect: How the European Union Rules th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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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国有企业在国际竞争领域引起广泛注意，比中国入世 15 年这一时间更早，
2008 年金融危机是个较有说服力的时间节点。至少在此之前，美欧对国有企业可能带来的
问题并未给予太多关注。52上世纪 GATT 诞生时，与畸高的关税和各国的严格外汇管制相比，
国有企业何足挂齿？故 GATT 中仅第 17 条对国营企业提出非歧视待遇，商业考量等要求。
金融危机对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传统强国伤害巨大，而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主导
产业政策的发展模式对美欧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带来极大压力。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巨大体量
和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引起世界关注，也正是这时开始。532011 年 5 月，美国时任副国务卿罗
伯特－霍尔马茨发表充满火药味的《竞争中立：确保全球竞争的合理基础》一文，提出中国
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构成挑战，呼吁各国加入制定竞争中立框架机
制，更新国际贸易投资规则。54
竞争中立的迅速推广也很大程度上依靠作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经合组织（OECD），美
国在该组织中的作用和影响力无需赘述。CPTPP 的国有企业条款还直接援引经合组织的指
引，有将软法硬化的倾向。从 OECD 发布有关竞争中立的工作文件的时间来看，正是霍尔
马茨的演讲掀起了 OECD 针对国有企业各个侧面进行专门化研究的热浪，有显著影响力的
几个文本包括《竞争中立与国有企业——挑战与政策选项》（2011 年 5 月），《竞争中立
与澳大利亚的国有企业——实践的回顾以及与其他国家的相关性》（2011 年 8 月），《竞
争中立——经合组织的推荐，指南和最佳实践概要》（2012 年 4 月），《竞争中立——维
护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水平的竞争场域》（2012 年 5 月），《有利的所有权和控制——一
个比较研究——披露，信息和执行》（2013 年 1 月），《国有企业——贸易影响和政策启
示》（2013 年 4 月），《全球市场中的国家投资企业——水平竞争场域的启示》（2014 年
7 月），《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指南》（2015 年 11 月）以及《有关国有企业国际化的关切
——从监管者，政府所有人，更为广阔的商业社区的视角》（2016 年 4 月），《作为全球
竞争者的国有企业——挑战还是机遇》（2016 年 12 月）等。这些文件相互补充，勾勒出
OECD 版竞争中立的几个核心要件：核算每一项职能的成本，简化国有企业经营的方式，要
求商业回报，理清公共服务义务的边界，公共采购中立，税收、债务及补贴、监管中立等。
这些要求一定程度上没有完全脱离澳式竞争中立的原始形态，对企业的商业化运作仍然保持
较高的热情。但 OECD 版的竞争中立已囊括一些针对国有企业行使政府职能的要求，只是
覆盖范围，强度不及后来的自贸协定中竞争中立条款直接而鲜明。55OECD 版的竞争中立，
从产生发展的时间及内容上看，更像是澳版竞争中立向美版的过渡形态。
2011 至 2016 年这五年期间，OECD 的工作可谓硕果累累，然而 2016 年后，随着中国
入世 15 年引起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热度增加，美国的战略重点发生变化，OECD 针
对竞争中立，国有企业的专门研究进入长达三年的休眠状态，其工作文件列表自 2016 年底
到 2019 年上半年近乎呈现空白。56到 2019 年 6 月，一份专门探讨区块链技术在公司治理中
应用前景的文件出现，才接续了 OECD 的出版清单。从战略意义上，至 2016 年底，OECD
为市场导向标准铺垫研究基础的使命也已基本完成。
（二）催化新标准的困境
市场导向标准是中国入世 15 年后，美欧出于对中国的独特发展模式的忌惮，为从战略
上抑制中国的国有企业而提出的一套新标准。这一新标准借助竞争中立制度的射程推广得以
迅速扩张，其具体内容已事实上背离中国入世时承诺遵守的 WTO 框架，直接挑战国际法中
参见彭五堂：
《国家资本主义概念辨析》，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 年第 2 期，第 27-30 页。
同上注。
54
Robert Hormats, Ensuring a Sound Basis for Global Competition: Competitive Neutrality (5 May 2011).
55
OECD 已经开始关注竞争规则和贸易规则的联系，对国有企业在贸易领域的影响的研究已体现美版竞争
中 立 的 关 注 点 。 OEC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rade Effe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Trade Policy Paper
No.147 (2013).
56
笔者通过在 OECD 图书馆的官网搜索这几个关键词得出此结论。https://www.oecd-ilibrary.org/search?val
ue1=state-owned+enterprises&option1=quicksearch&facetOptions=51&facetNames=pub_igoId_facet&operator51
=AND&option51=pub_igoId_facet&value51=%27igo%2Foecd%27&publisherId=%2Fcontent%2Figo%2Foecd&
searchType=quick.
52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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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约定必须遵守”原则。同时，市场导向标准过分强调非商业援助的危害，有将补贴制度
泛化至国有企业各个层面之势，这不仅会抑制国有企业的正当竞争优势，还将补贴问题变纵
向为横向，57使之发酵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特殊问题，不仅使 WTO 规则首尾乖互，也在实
践中引起悖论。
1．出尔反尔的正当性赤字
有关 WTO 框架协议是何性质，杰克逊教授和伊万斯等知名学者认为是贸易领域的宪法，
并认为 WTO 有能力推动贸易领域实体法规则一体化。58亦有学者认为 WTO 是契约，上诉
机构在“日本含酒精饮料案”中的论述表达了这一立场，各成员国达成框架协议，是行使各
自国家主权，追求各自国家利益的表现，成员国一致同意按照协议中的承诺来行使主权，方
能实现各方的期待利益。59比之“契约说”，“宪法说”对各国遵守 WTO 义务的要求只会
更严格，不会降低。故本文的论证采“契约说”，假定 WTO 为契约，美欧的事后反悔亦是
出尔反尔，缺乏正当性依据。
条约作为国际法的一项重要渊源，基于缔约方的同意对其产生约束力。60而“约定必须
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国际法原则，即使条约义务对一些缔约国
构成不合理的沉重负担，在签署，批准后欲撤回其同意也绝非易事，至少需在现有国际法规
则中寻求一个冠冕堂皇的正当性基础。61一个老生常谈的理由是该条约不平等， 62这种不平
等表现为谈判方地位实力相差悬殊，条约的权利义务分配明显失衡，以及条约缔结过程中存
在国际不法行为（如胁迫）等方面。63有关条约内容的不平等还存在三种情形：其一，条约
的权利义务安排表面失衡，将绝大多数权利分配至一些缔约方，而让其他缔约方承担过重义
务；其二，条约的权利义务分配虽表面平衡，但付诸实践后，实际效果失衡；其三，条约缔
结时权利义务的分配表面，实际效果均不失衡，但一段时间后，未曾预见的新情况出现导致
失衡。64美国大力倡导其市场导向标准时，虽对“不平等条约”这一概念只字未提，但曾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致函 WTO 要求修改特殊和差别待遇规则的使用，在向总理事会提交的文
件中亦提到 WTO 给予发展中成员国的待遇必须符合国际贸易发展现状。65在其他场合，美
国也多次表达中国，印度等经济体早已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诸多特征。66其言外之意是，今
非昔比，过去的 WTO 规则已不再适合当下的国际贸易现状，再适用旧规则会导致国际贸易
严重失衡。这是在诉诸时间变化引起的权利义务安排不平等，为其试图修改 WTO 规则寻求
正当性基础。
真实情况是否如此？如将 WTO 视为契约，必须首先意识到它不同于一般的双边契约，
而是开放式的多边契约。美国作为 WTO 的创始成员国，在早期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绝非中
国等搭便车入世的成员国所能比拟。由于 WTO 采取的是“一揽子”模式，除诸边协定，后
申请加入的成员国无权对任何条款提出保留，必须无条件接受，且非创始成员国在加入时还

57

纵向议题聚焦特定的章节，横向问题往往覆盖多个章节，贯穿协定始终。冯辉：《国企改革，贸易投资
新规则与国家间制度竞争》
，《环球法律评论》2016 年第 2 期，第 156 页。
58
John Jackso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onstitution and Jurisprudence (London: 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8); Gail Evans, Lawmaking under the Trade Constitution (Bost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4).
59
Japan-Taxes on Alcoholic Beverages, WT/DS8/AB/R (adopted 1 November 1996), 14.
60
Kenneth W. Abbott & Duncan Snidal, Hard and Soft Law i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2000) 54 INT’L ORG.,
426.
61
一些多边公约存在退出机制，但整体上退出机制的利用率并不高，某种程度上也和“约定必须遵守”原
则有关，退约的声誉成本也让缔约方心存忌惮。
62
与之相关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较为密集，到上个世纪末，各国都很关注这一问题，但近些年围绕这
一 领 域 的 研 究 成 果 相 对 减 少 。 Matthew Craven, What happened to Unequal Treaties? The Continuities of
Informal Empire, (2005) 74 NORDIC J. INT’L L., 335.
63
同上注，Craven, 345.
64
Stuart S. Malawer, Imposed Treaties and International Law (Buffalo, NY: William S. Hein & Co., 1977), 9.
65
WTO General Council, WT/GC/W/751/Rev.1, (14 February 2019).
66
“US stops treating India, China as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trade benefits”, Addressing at Pennsylvania,
https://theprint.in/world/us-stops-treating-india-china-as-developing-countries-for-trade-benefits/36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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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根据《马拉喀什协定》第 12.1 条“与 WTO 议定条件”。所谓“超 WTO 义务”正是由此
产生，《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反倾销领域的替代国比较方法，也是入世谈判中被“挤水式”
漫天要价的产物。67中国入世后的经济增长已承受了超 WTO 义务带来的巨大压力，早期的
规则制定者也已从各方面享受到了创始成员国的贸易自由化福利，以多边谈判的方式分摊了
关税协调的成本。后退一步，即使条约内容的确存在一些不平等因素，轻易开一国立约后企
图反悔并重新谈判之先，也不利于国际条约实践的可预见性。准许反悔的门槛过低，将致使
很多谈判前功尽弃，也会极大影响日后成员国进行谈判的意愿。在 WTO 规则诞生后相当长
的时间，在许多领域享受其红利的国家，二十余年后再以条约内容的不平等为由，将自身包
装为亲手打造的规则的受害者，甚至不惜以毁灭这套规则体系为代价寻求改变，其行为正当
性实在堪忧。
2．泛化补贴问题的悖论
2016 年后美欧的国内法是否承认中国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理论上与反倾销领域的替代
国方法已不具有相关性，但仍然会影响反补贴措施中的补贴利益计算。此前也有学者意识到
反倾销领域的替代国期限届满后，未作期限规定的补贴领域定会成为各国分歧的主战场。68
近些年区域自贸协定中的国有企业条款近乎无一例外地对非商业援助（non-commercial
assistance）作出严格限制，非商业援助已发展为美版竞争中立的核心内容。非商业援助产生
的前提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或控制权，可理解为与国有企业有关的补贴，对非商业援
助的限制强化了补贴与国有企业的联系。
非商业援助的雏形在竞争中立制度的射程疾速扩张之前就已出现。美国早在 2007 年就
提出修改 SCM 协定第三条（禁止性补贴范围）的提案，除已存在的与出口或进口竞争相关
联的补贴外，还将政府提供股本的行为视为禁止性补贴。69依 TN/RL/GEN/1465 提案，如政
府部门或公共机构作出的投资决策与该成员国的境内私人投资者通常投资惯例（也包括提供
风险资本）存在不一致，就是禁止性补贴。70CPTPP 和 USMCA 的非商业援助要求基本复制
了这一提案的精神，由政府控股或其他与政府关系较密切的国有企业都可能被推定为接受政
府援助。禁止性补贴的外延在政府或公共机构提供的财政资助基础上极大地扩张，这将事实
上修改 WTO 框架下的《反补贴协定》（SCM）确立的红绿灯规则。这一对 WTO 规则的实
质修改并未经过充分论证，CPTPP、USMCA 对国有企业的概念界定已经很广的情况下，这
一限制在实践中存在矛盾。缔约国政府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如被要求保证不向国有企业直
接或间接提供协定所禁止或限制的非商业支持，很难判断是被要求作为还是不作为。国有企
业如基于技术创新，成本降低而降低价格，市场份额也相应提升，政府阻止其降价，则反而
干预市场运行，也不利于企业的独立商业化经营。71政府如隔岸观火，国内市场只要存在产
能过剩，特定领域的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明显增加，极容易被认定为市场扭曲，从而陷入被
提起反补贴行动的风险。
对补贴规则的整合与更新，也成为美国推行市场导向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欧日的第
七次联合声明就明确提出构建产业补贴的新规则，主要包括禁止特定类型的补贴，认定产能
过剩的扭曲效应，将国有企业视为公共机构，扭转对补贴行为的举证责任等方面。72补贴本
身就体现了产业政策，对补贴规则的规制更是将矛头直指产业政策，补贴问题也成为市场导
向标准与竞争中立制度的耦合之处。将国有企业视为公共机构并对其行为加以规制，体现了
余敏友，刘雪红：
《从外部基准看中国补贴领域的超 WTO 义务》，
《国际贸易》2015 年第 3 期，第 58-64
页。
68
同注释 45，左海聪，林思思。
69
TN/RL/GEN/1465 (June 2007).
70
何剑波：《全球多边贸易格局重塑背景下国有企业补贴规则研究》，《南海法学》2018 年第 6 期，第
73-83 页。
71
参见孙南翔：
《<美墨加协定>对非市场经济国的约束及其合法性研判》
，
《拉丁美洲研究》2019 年第 1 期，
第 65-67 页。
72
The Seventh Joint Statement 其中，对产能过剩行业的融资，豁免企业债务，以及对企业提供无限担保等
都属于声明中禁止的特定类型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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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版竞争中立的要求，但实质地篡改了 WTO 对公共机构“拥有，行使或被授予政府权力的
实体”的概念界定，会导致国有企业开展经营活动被视为对其他企业的补贴，竞争中立的射
程再度推广。市场扭曲是市场导向标准的核心内容，认为产能过剩直接引起市场扭曲，实质
地抬高了市场导向标准。由此可推导出一国市场只要存在产能过剩，该国就很大程度上是非
市场经济国家，这一推论武断又荒谬。
补贴原本不是一个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特殊问题。恰恰相反，美国商务部最初的立场
甚至因非市场经济国家“奖励或赠与”（bounty or grant）不好评估而排除反补贴法对非市
场经济国家的适用。73而市场经济国家也曾因为特定市场受政府控制而被采取外部基准，
“美
国加拿大软木案”便是典例。以市场扭曲为核心的市场导向标准与射程无限推广的竞争中立
在补贴问题上耦合，产生了泛化补贴问题至国有企业各个层面的效果。对产能过剩现象引起
市场扭曲效应的认定更是直接将补贴标签化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典型问题，产能过剩国家如
鲠在喉，有口难辩，被采取歧视性贸易救济措施的概率会极大增加，74于实践，于逻辑都存
在悖论。

四、耦合能如何？
市场导向标准体现了 2016 年后美欧不愿放弃其国内法为中国下定义的资格，从而为中
国施加歧视性待遇的战略构想，是新全球竞争背景下抑制中国产业政策，全面规锁中国的国
有企业的所谓新一代“文明标准”。75国际造法需考虑国际社会的客观需要，76而非写意式
的绘就空中楼阁，现有证据尚无法得出国有企业对国际竞争环境的影响必须通过修改甚至毁
灭多边贸易规则来解决的结论，故美欧造法不具有客观性。国际法规范的诞生还要求在各国
间达成一定程度的共同确信，而非单边强力推行，77当下的市场导向标准虽已在美欧日之间
达成共识，但比之国际造法要求的普遍程度仍有较大距离。既然国际法中尚不存在市场经济
的定义，中国可化危机为机遇，适时推出中国版市场导向标准，建构中国话语，并借机深化
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营造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
（一） 市场导向标准的中国话语建构
杰克逊教授早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就意识到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的异质问题可能成为
多边谈判的瓶颈，并提出聚焦自由化中的技术性问题，促成不同国家在多边贸易中的“接合”
与协调。78这一主张在当下仍有强大的理论说服力，拥有独特制度模式的中国可以主动出击，
探索新时代背景下与美欧再度进行经贸合作的接合点，打造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导向标
准。
1. 为国有企业正名
美欧的市场导向标准，整体而言，以西方长期信奉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对待
公有制国家的国有企业配有先天有色眼镜。美国国会智库研究员卡萨尔曾直言不讳地承认，
政府无论装扮地如何私有化，其基于宪法的约束仍然是国家的代理人。79与西方主导的任何
具有文明标准色彩的国际制度类似，美欧的市场导向标准同样隐藏精心布置的术语陷阱。建
73

白巴根：
《反补贴法能否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以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为素材》，
《国际经济法学刊》
2009 年第 4 期，第 153-157 页。
74
参 见 孙 南 翔 ：《 美 欧 日 联 合 变 革 国 际 经 贸 规 则 的 动 向 与 我 国 的 因 应 》， 石 瓦 坡 国 际 法 ，
https://mp.weixin.qq.com/s/pwNDSCF4ioCYTlhnh2WnWg.
75
参见韩逸畴：
《从欧洲中心主义到全球文明——国际法中文明标准概念的起源、流变与现代性反思》
，
《清
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5 期。
76
古祖雪：
《国际造法；基本原则及对国际法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2 期，第 127-131 页。
77
同上注。
78
John Jackso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 Law and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The MIT
Press, 1989), 219-288.
79
Kevin R. Kosar, Federal Government Corporations: An Overview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8 June 2011), 5.
https://fas.org/sgp/crs/misc/RL3036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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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中国版的市场导向标准，需格外警惕美欧为解决本国的棘手经济问题，设置双重标准的花
式门槛阻却异质经济体参与全球竞争的贸易保护意图。我们可以在批驳美欧市场导向标准的
瑕疵基础上，推进公平竞争制度和补贴规则的合理化，化解国有企业的身份危机，为其正名，
并促进其良善化发展。
市场导向标准从一些国家的国内法进入国际规则的视阈，并在有限的时间，特定的问题
上与中国建立联系，是我们同意的结果。这一有限的同意仅在有限的时间就特定的问题上对
中国产生影响。美欧在 2016 年后仍然把持为中国下定义的剑柄，无论其国内法作何调整，
都已不具有合法性。“市场导向”的基本含义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不该附加
其他条件。市场导向标准并非排斥政府介入市场，而是在全球化竞争背景下对政府角色的要
求更为综合且更为高级。政府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都存在，新冠疫
情期间美欧亦出台多项措施调控经济运行。产业政策也并非从根本上抗拒和排斥竞争，而是
在特定时期出现市场无法解决的特定问题时作为“看得见的手”发挥适度调控作用，市场导
向标准应定位为限制和优化产业政策，而非取缔产业政策。
市场导向标准在 2016 年后接续了竞争中立制度的战略使命，其具体条件也蕴涵着抑制
甚至消除国有企业竞争优势的美版竞争中立用意。建构中国市场导向标准话语，亦离不开对
竞争中立制度各项内容的充分研究和吸收。所有制中立是探讨竞争中立的前提，竞争中立只
规制国有企业的竞争行为，不触及国家的经济制度。面对美版竞争中立中的商业考量，需高
度重视国有企业可能被认定为公共机构的情况下，它由企业义务转化为国家义务对经营活动
和商事交易的影响；需对事实的认定以及证据的认定均作出周密安排，80谨防美欧的国内法
因中国规范技术性问题的规则不够明确产生域外效力。面对已有横向化倾向的补贴（非商业
援助），应及时指出美欧日第七次联合声明将现象与结论等同，倒置举证责任的逻辑和实践
悖论，立足 WTO 框架下现行的红绿灯规则审慎推进；必要时借助经济学理论和《维也纳条
约法公约》的文意解释规则澄清补贴行为与损害，产能过剩与市场扭曲之间的正常因果关系。
国有企业除股权为国家所有或由国家控制外，与私营企业并无根本性差别，国有企业亦
是企业，不是公共机构。私营企业也可能以社会责任的方式承担一些政府职能，不能因国有
企业的“国有”或承担一些公共职能忽视其企业的属性。世界各国的经济制度都需经历较长
时间的探索，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才能作出最为适合的选择。何为适合一国的发展模式，
具备相当的本土性和主观性，即使逻辑上没有瑕疵的论证也需在实践中找到土壤，才能生根。
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与西方迥然不同，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结
构性改革不可能脱离实际环境一蹴而就。况且改革开放四十年余来，有关国有企业的各项法
律和政策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落后的产业政策已经取缔。贴近美欧的市场导向标准
的发展探索，中国也曾进行多项。1990 年到 2010 年之间，试点性的私有化改革曾在一些地
区和领域进行，山东诸城的“卖光”运动，江苏宿迁的医疗机构私有化措施在当时产生很大
震动，最终却收效甚微。受撒切尔主义深刻影响的国家多经历惨痛教训，81这更提醒我们，
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的道路并不适合中国。以资源更优配置为目标的公私合营模式（PPP）
反而在一些行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显著作用。肖亚庆主任在回应 WTO 前总干事拉米对
中国国有经济的评价时，坚定不移地表达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会缩减，反会做大做强。只要我
们规范产业政策，遵循现行有效的国际法约束，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不但不违反国际法，反而
为全人类促进增长，创造财富，有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2. 合理设置但书条款
在造法尚未完成之时建构中国话语，如能增强市场导向标准与当下国际现实的兼容性，
真诚地表达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国国情的巨大差异，催生能够反映我们与广大发展中国家
所处发展阶段及这一阶段的正当利益的条件标准，则更为切中肯綮。设置但书条款是实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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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兼容性目标的良策。美欧多年积累的谈判与立法技巧为我国带来的巨大损失令人唏嘘，但
换个角度，亦可为我国学习借鉴。以隐性特殊规定的方式安排适宜的例外条款，既实现对有
关国家安全等重大利益的产业的保护，又让其他成员国无话可说。
但书条款具体可分为过渡期条款，一般性例外条款，特定行业或机构的例外条款，争端
解决机制的排除条款这四种情形。其中，过渡期条款在 WTO，CPTPP 中都有应用，主要考
虑为国有企业转型以及公司治理模式的改进预留合理的时间。一般例外条款在 WTO 及各类
自贸协定中都有体现，明确保护人类的生命健康，动植物的生命健康，生态环境等体现公共
政策的目标可排除市场导向规则，尤其是补贴规则的适用。对于新型反补贴规则，竞争法条
款，国有企业相关条款排除争端解决的适用亦是近年区域自贸协定的已有实践。CPTPP 稍
有不同，创设了一个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专门委员会针对国有企业章节的争议进行磋商，但
将非歧视待遇，商业考量以及非商业援助引起的争端纳入了争端解决机制。考虑到我国未来
一段时间产能过剩不会迅速消除，将包括非歧视待遇，商业考量在内的国有企业相关条款，
尤其是非商业援助排除适用争端解决程序对我国更为稳妥。
特定行业或机构的例外则需要精准的考量，既要纳入对我国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部门，
又要提防其他国家类似部门搭顺风车，否则可能产生例外规定的反面效应。需要额外保护空
间的特定行业包括人工智能，环境保护，金融产业以及一些文化产业，在此基础上参考
CPTPP 中应对经济危机，执行政策指令等重要例外的设计，以及联邦层面基本不存在国有
企业的美国别有用心地排除次级政府实体适用竞争中立要求的实践。举例而言，国有企业中
党委的作用如能排除市场导向标准的适用，将极大减轻市场导向条件标准对中国的国有企业
运行的约束，但这一问题早已受到各国广泛关注，82在文本明确表达党委对企业的指导不构
成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国际社会估计难以接受，建构中国话语的影响力也因此大打折扣。故
市场导向标准的中国话语建构需伴随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逐步进行，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更易
发掘尚未受到西方密切关注，又对中国具有战略价值，适合设置为例外条款的焦点问题。
（二）以公平竞争环境为基础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公平竞争始终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创设并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亦是中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的内在要求。美欧的市场导向标准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全面规锁的同时，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处在向更高质量迈进的爬坡阶段。内外两方面的压力都对中国的国内
改革配套措施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建构市场导向标准的中国话语过程中，健全符合国际惯例
的国内规则体系，完善营商环境，加快推进自贸区改革试验，配合已经在进行的分类改革措
施加强对商业类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塑造，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 国内规则体系的健全和执行
美欧市场导向标准中要求的《公司法》，《破产法》我们早已颁布，并分别于 2018 年，
2020 年作出修订。我国首个《个人破产条例》也在深圳特区破冰，并将于明年 3 月付诸实
施。以《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主要内容的竞争法规则体系我们也已具备，后
者于 2019 年修订。《外商投资法》于 2020 年 1 月生效，力求为外资企业，本国的国有企业
和私营企业创设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还颁布了与之配套的《实施条例》和《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通过立法方式回应了西方国家针对强制技术转让的关切。中国已初步具备一个相对
公平的竞争环境，但仍然缺乏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和以文本方式固定下来的政府补贴规则。公
平竞争审查机制是澳版原始竞争中立的要求，将其法律化并将与国有企业相关的一些政策和
行政措施纳入审查范围中（必要时也可设置但书），将有助于提升竞争执法中的透明度，为
竞争环境监管降低难度。如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政府补贴制度的基本框架也就紧随其后，
何为可纳入审查机制的补贴，何为符合例外的补贴，一目了然。补贴制度的具体程序和规则
包括透明度，申报的项目和程序，对竞争产生影响的评价指标等。

Statement by Jennifer A. Hillman before the Committee of Finance United States Senate,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a Reformed WTO Now (29 Jul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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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行国情相符合的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扶持政策可以通过一些制度安排得以保留，但
对国有企业保留的补贴也需从范围到程序全面提高透明度，只有透明化才能规范化。83许多
国家的经济史都经历过这一教训，过度的政府干预确实容易滋生腐败，84区域经济刺激政策
中的隐形补贴还容易形成地方利益团体。学习欧共体曾经作出的“竞争政策就是最好的产业
政策”的选择，二者并重，冲突时竞争政策优先整体上是符合中国当下经济运行状况的。在
完善立法的同时，仍需将关注点投向执法层面，加强对行政垄断进行审查时的透明度，85保
证执法程序公正，竞争规则有效付诸实施，全方位阻止政府对市场竞争的过度干预。
2. 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和扩大规模是中国探索具有地方特点的高标准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
取得显著成效的标志。86中国当下已经建立起 21 个自贸区，1 个自贸港，87覆盖沿海各省级
行政单位，引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包涵面向地区开放的边境自由贸易。加速推进先试先
行的自贸区建设，对标国际贸易投资便利化规则，金融监管规则，有利于我国尽快适应更高
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实现更为公平，更受外国投资者欢迎的营商环境。中国迄今已签订
17 份双边自贸协定，88并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
继续推进与其它国家的双边自贸协定谈判，并加速 RCEP 谈判进展，也有利于配合市场导向
标准的中国话语建构，展示中国打造公平竞争条件，优化营商环境的成果。
市场配置资源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需遵循这一规律，
解决市场体制不够完善，政府干预过度，以及监管不够及时不到位等问题正是市场化改革的
目标，这与市场导向标准的字面意思并不冲突。中国自 2015 年起推行的国有企业分类改革
一定程度上也是学习借鉴欧盟模式（主要是法国模式），89要求参与商业活动的国有企业依
照商业考量原则进行市场化经营，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这也是为何美欧主导的自贸协
定中国有企业条款中的商业考量比 WTO 的非歧视待遇更为严格，但仍然在国际社会迅速推
广。中国在《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中作出有关商业考量的承诺，趁分类改革推行之际加强
对商业类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塑造，结合宏观营商环境的全面改善，推行国有企业的职业经理
人制度，资本化的运作模式，监管制度的严格落实，强化信息披露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都
是以提供公平竞争环境为基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举措，尤其需强调监管中立，即监
管机构不得对商业类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施加任何不当影响。

结束语
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自始就是 WTO 的精神内核，对其规则作出任何修改都应坚守尊
重各成员国不同发展模式的底线。贸易自由化和公平化是支撑 WTO 运行多年的两支并行不
悖的中坚力量，90个别成员国的要求无论以何为名，如不可避免地使其它成员国陷入不公平
的歧视性待遇，都不符合 WTO 以共同规则为基石在全球范围内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初心。市
场导向标准与竞争中立的耦合蕴含着美欧全面规锁中国国有企业的战略考量，对 WTO 规则
的冒然修改不具备合法性基础，于现实，于逻辑皆有矛盾之处。中国可采扬弃之策，吸纳市
场导向标准中的合理成分，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注入动力，优化营商环境，调整已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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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政策，同时对这一新“文明标准”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坚守 WTO 公平贸易的底线，
91
谨防陷入歧视性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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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arket-oriented Standard and Competitive
Neutrality
Abstract：The market-oriented standard is a new label concoc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to restrict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fter 2016. Its core judgment is based on market
distortion, which is coupled with the competitive neutrality that is strongly promoted in the
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 There is a connection between competition rules and trade rules.
Both market-oriented standards and competitive neutrality focus 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ich are internal reasons for the coupling; market-oriented conditions present the color of
competition rules, and the scope of competition neutrality rules can cover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ies. The specific terms of the two also reflect each other. , Is the externalization of coupling.
With the help of the new label,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go beyond the WTO framework to
impose additional conditions on so-called non-market economy countries, which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agreement must be followed". Its leading 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
overemphasizes the restriction of non-commercial aid, which has generalized the subsidy issue to
all aspect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ich has become a special problem of non-market
economy, and there is a paradox. China turns crises into opportunities, deepens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mproves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abides by the inclusive bottom
line of the WTO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nd guards against falling into discriminatory
restrictions.
Keywords: Market-oriented standard ； Competitive neutrality ； State-owned enterprises ；
Connection；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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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背景下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完善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 16 条为切入
陈丹
（北京城建集团国际事业部，北京 100088）

摘

要：近年来，随着各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和对于外国投资进入本国市场的鼓励，企业在东道国国内设立子公

司或分公司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间接跨境采购形式已成为外国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的重要形式之一。针对该类政府
采购形式，世界范围内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国际法领域的标志性成果是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
（简称“GPA”）
中的非歧视原则。由于 GPA 要求各参加方的域内政府采购立法需符合 GPA 的规则，在 GPA 的指引下，各个法域
的立法状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 GPA 参加方的立法，以欧盟、美国为例，其域内的政府采购制度体现了 GPA 的
基本原则和程序规定。另一类是非 GPA 参加方的域内立法，其立法往往包含各类歧视性规则。
放眼国内，我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之时便成为 GPA 的观察员，近年来加快了加入 GPA 的步伐，在国内政府采购领域
也建立了一套法律体系。然而，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我国政府采购活动时仍遭受歧视。近几年，随着对外开放和优化
外资企业营商环境政策的推动，我国开始重视外资企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的待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简称《外商投资法》）第 16 条的问世传递了我国政府采购领域不断开放、向 GPA 靠拢的信号。
《外商投资法》第 16 条体现了我国的政府采购市场从保守到开放的趋势，该条款要求采购主体对内外资企业一视
同仁，不得对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实行歧视待遇。然而，该条款的问世也给我国外商投资立法和政府采
购立法带来了挑战：首先，该条款属于概括性规定，缺乏操作性。其次，现行的政府采购制度中有明显的歧视性规
定。最后，外商投资立法与政府采购立法尚未有机衔接，中国现行的政府采购立法内部不协调，与目前要求进一步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外资企业给予平等对待的基调不相适应。
为回应上述挑战，笔者提出完善外商投资背景下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的建议。首先，应考虑外商投资立法与政府采
购立法的衔接，明确《外商投资法》与现行中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关系。其次，在外商投资法配套立法中，需要对外
商投资企业和政府采购领域进行明确界定。最后，在消除歧视性规则的前提下，从程序性规定和救济机制入手，使
现行的政府采购制度有机融合《外商投资法》 第 16 条的非歧视原则。
关键词：政府采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政府采购协定》，外商投资企业

在国际贸易的发展中，政府采购从来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政府通过采购必要的产品和服务以提供公民所需的各
种服务，例如教育、安全、公共卫生、运输和公共基础设施。政府采购的结果是为公众服务，且采购的花费绝大部
分来自于纳税，因此政府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必须是公正的，得以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并维护公共利益。1
然而，为了保护和发展本国经济，政府采购活动中频繁出现对本国产业的倾斜优惠政策，这些政策限制了竞争，
使得本国企业缺少提供符合“物有所值”目标的产品和服务的动力，也造成了经济成本的损失。2 为了保证物有所
值和采购决定的合法性，竞争必不可少。


陈丹：北京城建集团国际事业部合规管理部法务专员。
See European Parliament. Policy Department. Directorate-General for External Policies, ISBN 978-92-846-1253-6: Study: Openness of Public
Procurement Markets in Key Third Countries, 5 (2017).
2
See Christopher R. Yukins & Johannes S. Schnitzer, GPA Accession: Lessons Learned on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WTO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7 Trade L. & Dev. 89, 91 (20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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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国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及其规制的概况
为了加强竞争，国内和国外的优质企业要有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的机会。目前，在欧盟境内，专家学者将外国供
应商参与政府采购的活动称为跨境采购，跨境采购一般主要分为两种模式：直接跨境采购和间接跨境采购。3
所谓直接跨境采购，表现为一个在母国市场经营的供应商竞标并赢得另一国的采购合同的形式。4 外国供应商
以商品直接进口的方式供应给采购主体。5
而间接跨境采购中的主要模式，则是外国供应商以“商业存在”的方式参与政府采购的形式，即通过在东道国
设立企业参与政府采购合同的竞标，也就是本文探讨的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形式。6
目前从全球范围来看，外国供应商以间接跨境采购的形式参与政府采购的，多出现于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的发达
国家，而这些国家也主要是承诺非歧视原则的 GPA 参加方，这是由于，间接跨境政府采购活动是否活跃，取决于
实行政府采购的国家是否有鼓励外资的政策保障，以及在其境内设立企业的难度。7
由此可见，随着世界范围内各国吸收外资的力度加强，外国供应商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形式参与政府采购的规模
不可小觑。
目前，对政府采购的国际规制主要体现为世贸组织（WTO）框架下的《政府采购协定》（下称“GPA”）。事
实上，WTO 早在 2012 年对 GPA 进行修订时就关注到了间接跨境采购的趋势，并在最新版本中加入了与之相关的
非歧视规则。
外国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的问题，主要涉及 GPA 项下的非歧视原则以及确保其实施的若干程序性规定。其中
非歧视原则是 GPA 的基石，规定在该协定第 4 条（“一般原则”）的第 1 款和第 2 款。8
具体而言，第 4 条第 1 款糅合了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明确表明，在 GPA 参加方的政府采购国内立法中，
除了不得基于产品和服务进行歧视，在对待不同国家的供应商方面也不得有所歧视。简而言之，GPA 的参加方应该
允许外国供应商与国内供应商在相同的条款和条件下参与政府采购。9 第 4 条第 2 款针对企业在东道国所设立的子
公司/分公司的待遇问题，明确表示应对在 GPA 参加方内部设立的企业适用非歧视原则。从内容上看，首先，不得
基于外国的附属程度和外国所有权程度而对本地设立的企业进行歧视；其次，不得基于货物和服务的来源对该类企
业进行歧视，即不得由于企业提供非源自本国的货物和服务进行歧视。根据 WTO 政府采购与竞争政策处负责人罗
伯特·安德森所言，大量的数据显示，相比于通过直接跨境的招投标行为，外国供应商更倾向于在东道国设立企业
参与政府采购。因此，为了保护外资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GPA 因时制宜，制定了该条款。10

See DG Internal Market and Services (European Commission), Ramboll Management Consulti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HTW Chur,
KM-31-13-707-EN-N: Cross-Border Procurement above EU Thresholds, 35 (2011).
4
See DG Internal Market and Services (European Commission), Ramboll Management Consulti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HTW Chur,
KM-31-13-707-EN-N: Cross-Border Procurement above EU Thresholds, 35 (2011).
5
See Kutlina-Dimitrova, Z., Government Procurement: Data, trends and protectionist tendencies, DG TRADE Chief Economist Note 2018(3),
European Commission, 20 (2018).
6
在对间接跨境采购进行界定时，不同文献针对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设立的实体有 “affiliate/subsidiary/commercial presence”这几种表
达，笔者认为其实都是表达“外商投资企业”（FIE，即 Foreign Invested Enterprises）的意义，与 GPA 中“locally established supplier”
（中文译为：当地设立的供应商）的内涵实为一致。See DG Internal Market and Services (European Commission), Ramboll Management
Consulti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HTW Chur, KM-31-13-707-EN-N: Cross-Border Procurement above EU Thresholds, 35 (2011);
See also,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19-414: INTERNATIONAL TRADE: Foreign Sourcing i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3 (2019).
7
See European Parliament. Policy Department. Directorate-General for External Policies, ISBN 978-92-823-3941-1: Study: Public
Procuremen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21 (2012).
8
See Alan W. H. Gourley, Jean Heilman Grier, and Frederick F. Shaheen,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35 INT'L L. 395, 400 (2001).
9
See Christopher R. Yukins & Johannes S. Schnitzer, GPA Accession: Lessons Learned on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WTO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7 Trade L. & Dev. 89, 107 (2015).
10
See Robert D. Anderson; Anna Caroline Muller, The Revised WTO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GPA): Key Design Features and
Significance for Glob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48 Geo. J. Int'l L. 949, 981 (201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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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款的设立说明 GPA 针对政府采购市场存在的歧视性待遇所给予外资的保护，已延伸到外商直接投资领
域。通过上述规定，GPA 鼓励和保护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政府采购领域的活动，正因为如此，对于外国投资者而
言，GPA 参加方的国内政府采购法律也必然符合保护投资的国际最优法律实践。11
总体而言，在第 4 条非歧视原则的指引下，各参加方政府进行采购不考虑供应商的来源以及其提供货物和服务
的来源，只有所提供货物和服务最符合“物有所值”标准的供应商才能赢得合同。基于此，政府采购的歧视性规定
得以消除，采购市场的开放使得各参加方可以发挥各自的比较竞争优势，促进优质商品和服务的流通。12
此外，为了保障 GPA 非歧视原则的实施，确保潜在供应商之间切实公正的竞争，GPA 对于整个政府采购流程
有明确且详细的规定。鉴于篇幅所限，此处不再赘述。
由于 GPA 是当前对政府采购市场进行国际规制的最重要国际协定，13 且依照 GPA 第 22 条的规定，参加方的
内部立法需与 GPA 中的规则保持一致，因此 GPA 对各参加方的政府采购立法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冲击和影响。14 这
就不难理解为何 WTO 体制下的 GPA 参加方的政府采购制度多以 GPA 为样本，向后者看齐。同时这也可以解释为
何非 GPA 参加方的政府采购立法呈现参差不齐的局面，一些国家致力于加入 GPA，因此立法也努力向 GPA 靠拢，
而另一些国家并未打算开放本国政府采购市场，立法上仍存在保护主义的倾向。

二、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我国政府采购的长期困境与立法进展
由于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十八条规定供应商“必须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因此外国
供应商参与我国的政府采购活动只能通过“间接跨境采购”的形式，即通过在我国境内设立的企业——外商投资企
业参与政府采购的招投标活动。15
如前所述，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前提，是一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对外开放和法律制度的相应完善。外商
投资企业参与我国政府采购活动的活跃度，取决于我国在外商投资领域的宽松度、在政府采购的开放度以及相应立
法的完善状况。
（一）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我国政府采购的长期困境
随着我国谈判加入 GPA 的步伐开启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我国政府采购规模自 2007 年首创历史新高后连
年呈现增长趋势，据财政部数据显示，从 2007 年至 2018 年，采购规模已从 584 亿美元到达 35861.4 亿元，如今采
购金额可占 4%的 GDP 比重。16
然而，尽管我国的政府采购市场规模庞大，市场的开放程度却不高，与本土企业相比，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仍
遭受一定程度的歧视。据在华美国商会 2019 年调查报告显示，2017 年和 2018 年仍有约 28%的在华美国外资企业认
为在公共采购方面相比于本土企业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17 不仅是美国企业，欧盟企业也有类似抱怨，认为由于“一
带一路”的采购项目中存在不公平和不透明的政府采购机制，在华欧盟企业无法有效参与。
11
12
13

14
15

16

17

See Christopher R. Yukins & Johannes S. Schnitzer, GPA Accession: Lessons Learned on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WTO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7 Trade L. & Dev. 89, 91 (2015).
See Christopher R. Yukins & Johannes S. Schnitzer, GPA Accession: Lessons Learned on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WTO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7 Trade L. & Dev. 89, 107 (2015).
See Christopher R. Yukins & Johannes S. Schnitzer, GPA Accession: Lessons Learned on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WTO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7 Trade L. & Dev. 89, 91 (2015); See also, Robert Anders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Renegotiation of
the WTO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What it Means for the Agreement and for the World Economy, 21 PUB. PROCUREMENT
L. REV. 83-94 (2012).
See Neumannová, P., & Štěrbová, 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Procurement Regula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August 2019, Vol. 7, No. 08, 356, 358 (2019).
依照我国《外商投资法》第三条，外国投资者在华投资设立的企业统称为外商投资企业，即“全部或者部分由外国投资者投资，依
照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经登记注册设立的企业”。
参 见 《 财 政 部 公 布 2018 年 全 国 政 府 采 购 数 据 采 购 规 模 达 35861.4 亿 元 较 上 年 增 长 11.7% 》 ，
http://www.ccgp.gov.cn/news/201909/t20190904_12826207.htm，2019 年 12 月 1 日。
See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2019 Business Climate Survey, 51 (2019).

178

具体而言，外商投资企业遭受的歧视表现为行政执法上的不公平待遇，具体可体现为两方面：第一，政府通过
“许可要求”自动排斥外资企业，尤其体现在施工、工程和建筑、设计领域。第二，招投标程序不合法，即采购主
体在采购过程中未按照相关法规执行，如只向本土企业提供与招标相关的其他信息，或以不符合招标实际所需的技
术规格、专利、商标或品牌要求为由淘汰外资企业。18
究其缘由，上述对待外商投资企业的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根本上是由于我国目前尚未成为 GPA 的参加方，
还未全面开放本国政府采购市场，因此我国的法律法规存在一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19 这使得各级政府在采购活
动中优先考虑国产的商品和本土企业提供的服务。20
正是由于外资企业在我国参与政府采购的不利境况，《外商投资法》第十六条应运而生。在对《外商投资法》
进一步介绍之前，需要先了解我国的现行政府采购制度，以探究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情况。
（二）我国政府采购立法的历史沿革
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发展，当时为了落实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我国在
国际组织的协助下引进招投标体制。该体制使得中国认识到透明和具有竞争性机制对于国家的好处，随后逐步搭建
起政府采购的法律框架。21
于是，财政部在 1998 年 4 月颁布了《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该法根据 GPA 的精神并参照部分 WTO 成员
的域内立法建立。22 而后，在入世的推动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简称《政府采购法》）于 2002 年
正式颁布，规范政府采购商品、服务和工程的行为并由财政部负责监督管理。该法要求政府采购遵循公平竞争和公
正等原则，也要求不得设置不合理条件实行差别待遇。
总体看来，《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是中国加入 GPA 的第一步，共同构成了我国政府采购法律体系
的基石。23 随着加入 GPA 进程的推进，我国逐步完善政府采购立法，愈发关注保障供应商的利益。
（三）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我国政府采购的立法突破：《外商投资法》第 16 条
虽然《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采购主体不得对供应商基于所有制形式进行歧视，24 然而，在政府采购
的实践中，歧视性的政策持续存在，外资企业频繁遭受不平等的待遇。
自 2015 年起，该不利境况有了转机，我国开启了积极利用外资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探索，25 提倡为外资企业创
造良好营商环境。
在 2017 年的政府报告里，中央政府开始关注在政府采购领域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26 2017 年 1 月 17 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财政部牵头，在政府采购领域为外商投资企
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该文件明确规定：“应对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境内生产的产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以促进
内外资企业公平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27 随后，各省也积极参与制定相关的配套措施，如上海市公布的《关于进
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就有同样的表述。
基于国务院的指示，同年 4 月 25 日，财政部首先从增强政府采购程序的透明度入手，制定并发布了一系列文
件。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See 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Public Procurement Working Group, Executive Position Paper 2015/2016, 108 (2015)
例如《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首购和订购管理办法》、《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关于优先购买国产医疗设备产品的财政部第
119 号通知》等规定。
See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2009 American Business in China, AmCham China White Paper, 72-3 (2010) .
See Rothery, Robert, China’s legal framework for public procurement, JOURNAL OF PUBLIC PROCUREMENT 3.3, 370, 388 (2003).
参见《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WT/ACC/CHN/49，2001 年 10 月 1 日，第 337 段。
See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2009 American Business in China, AmCham China White Paper, 72-3 (2010) .
See 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Public Procurement Working Group, Executive Position Paper 2015/2016, 108 (2015).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2015 年 5 月 5 日。
参见《政府工作报告》，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2017 年 3 月 5 日。
参见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7〕5 号，第 1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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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项规定在 2019 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被充分肯定，该报告再一次强调在政府采购中应坚持竞争中性
原则，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28
在这一步步的推进中，滴水成河，我国的外资立法有了重大突破。在 2019 年 3 月 15 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通过的《外商投资法》崭新出台。该法不负众望，把政府采购方面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条款明确规定在“投
资促进”章节中第 16 条。而后，为了使得《外商投资法》具体落实，配套立法的第一步——《外商投资法实施条
例》也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公布。对应《外商投资法》第 16 条，《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中第 15 条至第 17 条涉
及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细化规则，丰富了前者的内容。

三、《外商投资法》第 16 条给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我国政府采购立法带来的
挑战
（一）《外商投资法》第 16 条的内涵及意义
《外商投资法》第 16 条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通过公平竞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政府采购
依法对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平等对待”。
总体而言，该条款体现着平等和非歧视原则，表明政府采购主体对待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国企业应一视同仁。在
内容上看，该法条下有两款，每一款各有侧重。
第 16 条第 1 款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政府采购需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这是由于只有通过鼓励竞
争，才能促进资金的最优利用，从而实现“物有所值”的采购目的。29 第二，该款提及的“公平竞争”在《外商投
资法实施条例》得到了具体体现。该条例第 15 条规定，“在政府采购信息发布、供应商条件确定和资格审查、评
标标准等方面，不得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不得以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股权结构、投资
者国别、产品或者服务品牌以及其他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予以限定”。此外，若公平竞争原则不被遵守，实施条
例第 16 条提供了救济机制，即外商投资企业可根据《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对政府采购活动进行质疑或投
诉。30
第 16 条第 2 款要求对待外资企业提供的产品、服务要一视同仁。该条款内容在《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 15
条中再次得到强调，要求“不得对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和内资企业区别对待”。该条
款旨在解决外资企业长久以来的担忧，由于我国的法律法规中有明显的“国货优先”政策，相比于本土企业，外资
企业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往往被挡在政府采购门外，这也使得中国的消费者不能享受最先进有效的产品和高新技术，
对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31 直至《外商投资法》第十六条的问世，中国政府“一视同仁对
待外资企业的产品”的承诺得以兑现，解决了外资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易受歧视的困扰。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外商投资法》第 16 条的出台与 GPA 有诸多内在的默契。如前所述，GPA 第 4 条的第 1、
2 款涉及本地设立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待遇，第 1 款特别规定了政府采购中，针对本地设立的外国企业以及其提供
的产品和服务的非歧视原则，第 2 款同时强调不得基于所有制形式或提供的产品、服务的来源而在本地设立的企业
之间进行歧视，这显然与《外商投资法》第 16 条和《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 15 条的内容不谋而合。此外，GPA
中反复提及的“公平”和“竞争”的精神内核也得以在《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彰显。

28
29

30
31

参见《政府工作报告》，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2019 年 3 月 5 日。
参见姜爱华：《推进政府采购“物有所值”制度目标的实现》，http://www.ccgp.gov.cn/llsw/201802/t20180226_9608903.htm，2019
年 8 月 26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 16 条。
See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2009 American Business in China, AmCham China White Paper, 77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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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纵观《外商投资法》全文，第 16 条在并非孤立存在的条款，该法中也有其他条款为外资企业营造良好
营商环境、提供平等待遇保驾护航，如第 9 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适用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
第 14 条则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的规定享受优惠待遇”。这些条款共同作用，
为外资企业参与我国政府采购活动开创了立法先河，体现了我国的政府采购市场正朝着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转
化。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外商投资法》第 16 条的发布给现行的政府采购制度带来了挑战。
（二）《外商投资法》第 16 条过于空洞抽象
从《外商投资法》第 16 条本身的规定来看，其仅仅只是从政府采购需遵循的原则本身进行了规定，使用“公
平竞争”、“平等”等原则性描述，并没有更多的条款辅助进行解释。这些原则性规定的表述过于宽泛，没有可操
作性，这将导致《外商投资法》很难真正落地。
造成该部法律缺失细节性规定的原因，在于立法过程的短暂以及对后续出台实施细则的过度依赖。从《外商投
资法》草案初审到表决通过，仅仅用了不到 3 个月的时间。与 2015 年发布的包含 170 条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简称《外国投资法草案》）相比，正式出台的《外商投资法》仅 41 个条款，内
容显著精简。由于外商投资涉及的事项复杂繁多，在最终的精简版本中，关于政府采购的规定只能占据有限的篇幅。
根据官方层面的反馈，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当前进行完备立法的时机尚未成熟。在此背景下，确保外资企业在政府采
购中获得平等对待的具体操作未能在法律中得到体现。
尽管不久前出台的《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进一步细化了《外商投资法》的规定，但涉及“非歧视原则”的条
款，也仅从宽泛的指导原则入手解释对待外商投资企业的平等待遇，没有具体的程序予以保障，缺乏操作性，不能
为外资企业提供准确的指导作用。
（三）现行政府采购立法明文歧视外商投资企业
我国现行政府采购立法以《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细则为主，其中第 10 条却明确规定了“本国优先”原则。
2015 年实行的配套行政法规《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也并没有对上位法《政府采购法》中的“本国产品、服务”
进行界定。
《政府采购法》第 10 条的规定使得优惠本国供应商的行为变得合法化，32 将外商投资企业置于不利地位，实
际上是一种隐性歧视。在实施政府采购过程中，采购主体对于国有自主品牌的依赖使得外商投资企业常常不被认定
为本国产品的供应商而失去参与政府采购的机会。33 在欧盟商会的调查报告中，以不符合该规定（如产品来自供应
商原产国）为由淘汰外资企业的政府采购活动屡见不鲜。34 如深圳市卫健委出台的采购政策鼓励医院购买符合质量
要求的国产医疗器械，明确规定部分器械需为“国产品牌”35。
可见，《外商投资法》出台并未消除《政府采购法》第 10 条体现的对于国有产品的优惠以及对于外资企业的
歧视。我国未来的立法中需要为“本国产品和服务”等概念提供合理的解释，并将“本国优先”的政策限定在合理
范围内。
（四）现行政府采购立法的内部有失协调

32
33
34

35

See Chao Wang, China and the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Costs,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of Accession and Implementation, 2
J. INT'L & COMP. L. 259, 266 (2015).
See European Parliament. Policy Department. Directorate-General for External Policies, ISBN 978-92-846-1253-6: STUDY: Openness of
public procurement markets in key third countries, 37 (2017).
See 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European Business in China Business Confidence Survey 2019, 30 (2019); See also,
Branstetter,
Lee,
What
is
the
Problem
of
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China?,
https://econofact.org/what-is-the-problemof-forced-technology-transfer-in-china (last visited 21 December 2019).
参见深圳市卫生委员会《关于向医疗机构配置 B 型大型医疗器械设备的审批清单》，深卫计发〔2018〕3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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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政府采购立法主要由《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两部法律及一系列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组成。
然而，《招标投标法》与《政府采购法》的关系并不明确，使得《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关于“平等对待所
有投标者”的规定，不能适用于涉及采购公共工程的《招标投标法》。而由于《招标投标法》并没有要求给予外资
企业平等待遇，地方政府大可以在《招标投标法》调整的公共工程采购领域对外资企业有所歧视。36
其次，由于两部法律的管理主体分别归属于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这两个执法主体在政府采购领域均被赋予了
法规制定和监督的权利，在政府采购领域的执法权限上均有话语权。于是，由不同部委和级别不同的政府各自管理
政府采购活动的分散现状，极易引发冲突。37 实践中，在 2012 年现代沃尔诉财政部的案件中，争议焦点就聚集在
财政部和发改委在政府采购上的监督职能。38 该案中，由于适用法律不同，管理主体的权限不一致，造成监管部委
之间相互推诿、拖延解决投标企业合理诉求的情况。因此，明确这两部法律的关系以及各执法主体之间的职责和分
工是协调政府采购领域立法的重要环节。
总而言之，《外商投资法》第 16 条的问世给我国的外商投资立法和现行政府采购立法带来了双重挑战。为了
应对这些挑战，我国不仅需关注各部法律之间的协调，而且应逐步对外商投资法以及现行政府采购立法的不足之处
进行填补。

四、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我国政府采购的立法完善
如前所述，《外商投资法》第 16 条的问世反映了我国在政府采购立法方面的重大突破，但要求我国直面法律
的矛盾和问题所在。由于 GPA 要求参加方与政府采购相关的立法需与 GPA 保持一致，因此，完善外商投资背景下
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不仅包括充实《外商投资法》中与政府采购相关的条款即第 16 条的内容，也需要对于现行
的政府采购立法进行完善以体现非歧视原则。
随着《外商投资法》的出台，该法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领域的立法也在逐步完善之中，例如，在《行政许可法》
第 5 条新增要求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适用“非歧视”原则。39 顺应这一趋势，我国现行政府采购立法也在适时修
改和补充。为配合《外商投资法》第 16 条的贯彻实施，应针对《政府采购法》本身的缺陷以及政府采购领域的现
有规制不足，切实落实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平等待遇的要求。
（一）对《政府采购法》第 10 条“国货”规定进行修改
如前所述，我国政府采购立法的明显特征是对于国内产业的保护，这显著体现在《政府采购法》的第 10 条，
强调在政府采购中需要购买本国货物、服务和工程。这
如今，随着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中国亟待过渡到高科技的发展轨道上，过度保护本国市场的政策将会使
国内企业减少竞争的动力，不愿在提高效率的技术上进行投资，从而难以使本国产业实现创新发展。日本国家经济
局曾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高端技术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其调查报告也证实了该观点。40 此外，由于中国加快
进入 GPA 的步伐，GPA 中明确规定对于各参加方的产品和服务需给予国民待遇，且不能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提供非
本国产品而实行歧视，因此我国应对现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中的缺陷进行调整。
36
37

38
39
40

See 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Public Procurement Working Group, European Business in China Position Paper
2015/2016, 108 (2015).
参见《中国的公共采购：欧盟企业在中国参与公共采购合同竞标的经验》，中国欧盟商会公共采购工作组，2011 年，第 5 页；See also,
Ping Wang and Xinglin Zhang, Regulating the Procurement of St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olicy Considerations,
8 FRONTIERS L. CHINA 1, 31 (2013); Chao Wang, China and the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Costs,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of Accession and Implementation, 2 J. INT'L & COMP. L. 259, 265 (2015).
See Chao Wang, China and the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Costs,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of Accession and Implementation, 2
J. INT'L & COMP. L. 259, 270 (2015).
郭丽琴：《<外商投资法>配套渐落地“非歧视”原则首入行政许可法》，《第一财经日报》2019 年 4 月 4 日，第 A01 版。
See S. James Boumil III, Chinas Indigenous Innovation Policies Under the TRIPS and GPA Agreements and Alternatives for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2: No. 2, Article 12, 755, 776 (2012).

182

我国可通过修改《政府采购法》或《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修缮《政府采购法》第 10 条的规定。
首先，参照 GPA 参加方的立法，如前述，美国的法律法规中对“国货优先”的适用条件进行了限定，具体而
言，采购主体仅针对非 GPA 参加方或未与其签订 FTA 的国家适用“国货优先”的规定。借鉴该立法经验，我国可
在《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增加条款，说明“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服务和工程。但货物和服务以及
供应商来自《政府采购协定》的参加方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国际条约的国家或地区的，可以按照国际条约的
规定执行。”通过这样的修改，我国既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产业，又履行了 GPA 的非歧视原则。
其次，在认定本国货物时需要结合我国的“原产地规则”和海关编码。加拿大在此方面的立法提供了良好的参
考，对于使用进口原材料在加拿大本地生产的产品，只有当产品的加工在加拿大进行实质性改变时才可认定该货物
属于加拿大本国产品。41
事实上，当时在我国《政府采购法实施细则》的征求意见稿中，本国货物的定义较为明确，是指在中国境内生
产且国内生产成本超过一定比例的最终产品。42 然而，正式出台的实施细则删去了该条款。可见，我国原本对于“本
国货物”的界定以货物的生产地和生产成本为基础，考虑了“原产地规则”，与国际立法通行的做法一致。因此，
我国可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和我国具体国情，在修订的《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增加
对于“本国货物、服务”的认定以避免歧义和歧视。
此外，为了配合歧视性法律文件的修改，我国还需要逐步废除和取缔优惠本国货物和服务的法规文件，尤其要
特别关注可能导致外商投资企业遭受隐形歧视的法律文件，例如前述要求采购国有品牌的地方政策。
（二）增强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透明度
对于外资企业而言，参与政府采购中遇到的突出难题是采购制度缺乏透明度，主要表现在：对于即将开展的项
目，难以获得及时和准确的信息；对项目的具体评估标准缺乏沟通；公共采购授标流程的不公平等。43 总而言之，
执法不透明是外资企业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重要缘由。44
为了真正实现政府采购中“透明度”的目标，首当其中的是建立电子采购程序。WTO 在 2012 年修订 GPA 时
便意识到了在政府采购中电子适用的普遍性和重要性，因此专门加入了电子采购的相关规定，鼓励各国在采购公告
的发布、供应商清单的建立等方面采用电子手段。45
为了加强与 GPA 的衔接，我国应该在政府采购立法中逐步完善电子程序的内容。尽管我国于 2013 年出台了《电
子招标投标办法》，但该法仅适用于《招标投标法》规制范围内的活动。此外，我国的电子采购平台“中国政府采
购服务信息平台” 也在 2017 年上线，但是，该平台系统目前的功能较为单一，在对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建议和指导
方面比较薄弱，有待进一步完善。为此，可考虑借鉴各国现有的较为成熟的电子采购系统和程序规范。
目前，世界范围内不少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完备的电子采购体系。作为 GPA 的主要参加方，欧盟就建立了完备
的电子采购方式和程序，服务其已经相当完善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欧盟建立了电子招标网站（TED），该网站不
仅有实时的招投标信息，还有关于欧盟政府采购信息的汇总和分析。此外，欧盟还建立了政府采购合作网络，专门
分析跨境政府采购的案例，并为从事跨境政府采购的企业提供指导和建议。46 为了解决采购主体和投标者之间信息
不对称的问题，欧盟还提供了跨境证书存储库，即称为 e-Certis 的查询网站，帮助辨别欧盟境内的证明和认证文件。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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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Supply Manual, Public Works and Government Services Canada Search, Section 3.130 Canadian Content Policy (2019).
参见国务院法制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2010 年 1 月 10 日，第 10 条。
参见中国欧盟商会公共采购工作组《中国的公共采购：欧盟企业在中国参与公共采购合同竞标的经验》，2011 年，第 4 页。
See 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European Business in China Business Confidence Survey, 51 (2019).
See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rticle VI and Article VII (2012).
See Sandler, Susan R., Cross-Bord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Public Procurement and the European Defense Equipment Market,
WASH. U. GLOBAL STUD. L. REV. 7, 373, 397 (2008).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ISBN 978-92-79-77537-6: Public Procurement Guidance for Practitioners, on avoiding the most common errors
in projects funded by the European Structural and Investment Funds, 5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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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国在《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应增加“电子采购”的相关条款，参考 GPA 关于电子采购的规
定和前述立法经验，要求采购主体将年度计划采购公告、招投标文件、供应商常用清单、中标的决定过程和原因以
及相关文件、政府采购指南等在电子平台上等信息进行公示。由此，政府采购过程的一举一动可通过电子采购平台
为公众所见，受社会监督，保证政府采购程序的透明。
当然，建立和完善电子采购网络仅是加强透明度的途径之一，更多的制度保障还包括为便利外资企业参与政府
采购而制定技术性规范，如通用的共同采购词汇、标准通知合同等由此提高可见度和透明度。从而，通过公平的政
府采购程序促进竞争，确保外资企业充分参与。48
（三）设置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救济机制
当前，在我国的政府采购体系下，救济体制主要体现为财政部 2017 年公布了《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以
及《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中的零散规定，其中规定由各级财政部门负责投诉的处理。在我国的制度下，财政
部门既是政府采购的法律文件制定部门、监督部门，又是投诉审查部门，形成职能混同的局面，难以有效确保审查
决策的公正性。
鉴于以上原因，我国需要设立切实保障外资投标者的有效救济机制。由于 GPA 第 18 条明确要求，参加方应建
立一个独立于采购实体的公正的行政或司法主管机关，并进行司法审查。GPA 的参加方如加拿大就专门建立了政府
采购监察专员办公室，并建立了相关的监管规则，以独立审查政府采购活动的合法性。此外，该机构每年都会发布
审查报告，明确该年度供应商的关切和机构为供应商提供的各项争端解决机制，保证了投诉的有效处理以及处理过
程的透明。49
我国可以通过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设立独立的救济机制，有两种方式可供参考：其一，可在现行的《政府采购质
疑和投诉办法》中加入司法审查环节，为供应商提供另一救济选择。其二，可仿照加拿大政府采购监察专员办公室，
设立独立的政府采购审查部门和审查机制，该部门为独立于发改委和财政部的行政部门，当投标者对于采购主体的
决定和解释不服时，可以请求该监管机构进行最终裁定，由该机构对采购条件、选拔标准等是否合法做出判定。此
外，该部门可作为供应商和采购主体、执法主体之间的联结点，为矛盾的解决和采购的便利提供润滑。通过此类程
序的设立，采购主体有动力遵守程序，在采购中不偏不倚选择“最优”报价。50 并且，我国在国内审查方面的法律
法规也将符合 GPA 对参加方的要求。
综上，尽管《外商投资法》第十六条的出台为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我国政府采购的立法带来挑战，但我国可通过
诸多立法的调整和补充应对这些挑战。从而使得现行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得以配合《外商投资法》第 16 条的贯彻落
实，为外商投资企业在华的政府采购活动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为我国加入 GPA 的道路添砖加瓦。

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已通过《外商投资法》第 16 条及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明确了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政府
采购的非歧视原则，无可否认，这是我国在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方面的重大突破。然而，由于该条款本身的操作性不
强，需要在后续立法中明确相关概念以保证其得以实施。与此同时，我国现行的政府采购立法也需要与时俱进，进
一步完善以配合《外商投资法》非歧视原则的落实。
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是中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对外开放、与国际规则接轨
的关键环节。由于外国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倒逼我国的企业进行转型升级，国内外企业平等参与的政府采
48

49
50

参见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竞争法和竞争政策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十二届会议，TD/B/C.I/CLP/14：《竞争政策与公共
采购-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2012 年 7 月 9 日至 11 日，日内瓦，第 3 页。
See Office of the Procurement Ombudsman, Procurement practice review: Review of bid solicitation processes,
http://opo-boa.gc.ca/praapp-prorev/2017-2018/epa-ppr-eng.html (last visited 1 March, 2020).
参见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竞争法和竞争政策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十二届会议，TD/B/C.I/CLP/14：《竞争政策与公共
采购-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2012 年 7 月 9 日至 11 日，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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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市场环境更具竞争性，既有利于优质产品和服务的流通，也能保障政府资金的最优化使用，有效维护公共利益。
因此，未来在国内立法上，我国还需以更开放的心态，允许外国的产品、服务及供应商参与我国的政府采购。
事实上，除了针对国内立法的推陈出新，我国目前在自贸协议例如和以色列的双边协定谈判中也加入了政府采
购议题的探讨。51 可见，中国正在为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坚持不懈地努力着，我国建成符合 GPA 的公正、透明、非
歧视的政府采购体系指日可待。

51

参见《中国-以色列自贸协定第 6 轮谈判开展政府采购议题磋商》
，http://www.ccgp.gov.cn/wtogpa/news/201905/t20190528_12154482.htm，
2019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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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fection of China'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egal System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Foreign
Investment—A Study in the Context of Article 16 of Foreign Investmen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en Dan

Abstract ： For a long time, with the open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markets and the encouragement of entry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in various countries, indirect cross-border government procurement which means enterprises
participating i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ivities in host countries through its subsidiaries or affiliates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forms of foreign suppliers'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There are also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round the world governing this form of public procurement. A landmark achievement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law is the principle of non-discrimination reflected in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referred to as
“GPA”) with which each Party shall ensure the conformity of its domestic laws applied by its procuring entit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PA, the legislation of each jurisdic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first category is the
legislation of the GPA parties. Taking the EU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examples, their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egal
system reflects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GPA. Another category is the legislation of non-GPA parties,
which often contains various discriminatory rules.
As for China, China has become the observer of GPA since it acceded to the WTO.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also
accelerated its pace of accession to GPA, and has also established a legal system in the field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However,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still suffer discrimination when they participate i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in China.
In the past few years,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policies of opening up and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foreign
investment, China has begun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treatment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i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The advent of Article 16 of Foreign Investmen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ferred to as Foreign
Investment Law) has transmitted the signal that China'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market is continuously open and its
legislation moves closer to GPA.
Article 16 of Foreign Investment Law reflects the trend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market from being conservative to
being open. This article requires that the procurement entity shall treats domestic and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equally,
and shall not discriminate against products and services provided by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brings the
challenges to legislation abou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 procurement. First, Article 16 is a general provision and
lack feasibility. Second, there are obvious discriminatory provisions in the current government procurement system. Finally,
foreign investment legislation and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egislation have not yet been organically linked. China's current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egislation is not coordinated internally, which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current tone of opening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market and equal treatment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In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raised in the third part,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China'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egal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foreign investment. First,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oreign investment legislation and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egisl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Investment Law and current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egal system should be clarified. Second, in the follow-up
legisl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Law, it is necessary to clearly define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ivities in which those enterprises could participate in. Finally, on the premise of eliminating discriminatory
provisions, current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egislation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the non-discrimination principle of
Article 16 of Foreign Investment Law by improving procedural regulations and relief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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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法》下我国负面清单的透明度困境与突围
李南宇

摘 要：开放的市场必须提供透明的规则已经逐渐成为一项共识，而政策稳定性和准确性是
反映其透明度的重要因素。我国 2019 年外商投资法确立了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为整体营商环境的优化奠定了基础。然而，新法下的负面清单存在调整程序不明、更新频繁
的问题，影响其稳定性。存在与现行法规适用冲突和措施法律依据不明的问题，影响其确定
性。这些问题导致我国外资政策透明度提升面临困境。通过引入听证程序及重视特别规定、
继续清理法规和披露设定依据，可减少清单设置的权力滥用风险和保护投资者合理期待，实
现清单透明度的进一步提升，更好地将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纳入法治轨道。
关键词：负面清单；透明度原则；外商投资法；法治

引言
开放的市场必须提供透明的规则已经逐渐成为一项共识。1各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在透明度规则的改革与实践中秉持不同的态度和立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以下合称“外资三法”）
，为
三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然而该阶段我国对于外资准入适用正面清单管理模
式，这一阶段我国外资政策的透明度较低。2直至 2013 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下，上
海市政府发布了首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以下称负面清单），这是我国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开端，之后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试
点改革在各自贸区陆续实施。3在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承诺下，4立法对负面清单制度
进行不断改革。相比正面清单，负面清单列举的行业范围通常更窄，所涉措施内容也更少，
出现模糊性规定的概率和解释空间更小，可以大大提升东道国投资政策的透明度。5201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以下简称外商投资法）及配套实施条例通过，标志着全国
范围内对外资准入的行政管理模式也从“逐案审批”转变为新法确立的“普遍备案制”加“负面
清单下的审批制”，6该模式为增强对外资政策透明度，优化整体营商环境奠定了良好基础。
然而，尽管外资管理模式有了较大的改观，外资政策透明度改革仍面临一些困境，比如清单
稳定性不足、与原外资法律适用仍存冲突和清单依据准确性有待提升，这些问题都有损我国
外资政策的透明度。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本文将在新法实施的背景下，分析负面清单模式在透明度方
面存在的困境，建议引入正当程序原则下的听证制度增强清单稳定性，并通过进一步清理有
李南宇（1997-）
，男，复旦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 2019 级硕士研究生，邮编 200438，联系方
式手机 15290537695，邮箱 19210270015@fudan.edu.cn。
1
See Meinhard Hilf, “Power, Rules and Principles: Which Orientation for WTO/GATT La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4, Issue 1 (2001), p. 119.
2
这个阶段我国对外资准入实行全链条审批制度，实行逐项行政审批，实行的是“正面清单”管理模式。正
面清单模式的列举逻辑难以穷尽对外资开放的行业领域及限制措施，导致赋予东道国政府过多对于清单内
外的模糊规定的解释权，清单内容过多会使其简洁性降低进而影响透明度。
3
刘志云、温长庆：
《新一轮对外开放背景下外商投资立法的革新》
，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第 128 页。
4
习近平：“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
权益的保护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参见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8 年 4 月 14 日。
5
张庆麟、钟俐：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比较研究——以透明度原则为视角》，
《经贸法律评论》2019
年第 5 期，第 50 页。
6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 28、29、30 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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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和增加法律依据具体条款进一步提高清单的确定性，以提高清单透明度。

一、透明度原则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一） 透明度原则
透明度原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已成为判断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核心
标准。7透明度原则源于美国，深受美国行政程序法的影响。8它最初出现在《哈瓦那宪章》
（Havana Charter）中，要求缔约国在贸易法规的公布和实施上必须具有透明度。9在世界贸易
组织（以下简称 WTO）诞生之后，透明度规则成为贸易体系中的关键性规则被各国所遵守，
其中缔约国的规则透明度成为衡量一国贸易自由度和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
WTO 的透明度原则，是指各成员方应当将其有关或者影响贸易的法律、法规、行政规
章、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国际协定等迅速予以公布，并确保这些法律、法规、行政规章、
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和国际协定在其关税领土内得到统一、公正和合理实施。该原则在 WTO
管辖下的各项法律文件中均有体现。根据 WTO 各项协定的规定, 透明度原则对各成员方主
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要求：（一）公布其贸易法律规章和措施；（二）统一 、公正和合理地实
施其贸易法律规章和措施；
（三）通知其贸易法律规章和措施的变化情况；
（四）设立咨询点。
10
在 WTO 法律框架的附件中，透明度原则本身的内涵得到了强化。透明度原则不再是单
纯的法律或者政策公开，它还应当包含法律制定以及实施中的正当程序以及措施本身的合理
性。就正当程序要求而言，其已经成为了与透明度原则相生相伴的原则。11
近些年来透明度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并体现在各国新签订的 BIT 和 FTA 及国际仲裁机
构新颁布的仲裁规则中。12透明度原则也同样体现在我国外资统一立法中，我国外商投资法
第 10 条规定了制定法规征求外商意见和及时公布与外资有关的规范性文件、裁判文书的要
求，听取意见和及时公布属于透明度原则的要求。
（二）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negative list）是指一国法律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
遇不符的管理措施，就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单形式列明，这样的
清单即为负面清单。就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法而言，负面清单是一个俗称，在双边投资协定
中，负面清单通常是“不符措施”的代称。13对于负面清单，多数学者用“法无禁止即自由”
来表述其特征，而将正面清单管理模式特征归结为“法无许可不可为”。14负面清单管理模
式从制度层面明确了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使私法主体知晓其不得从事的行为范围。15通常
认为，负面清单模式所对应的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其所隐含的“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思想
与贸易自由的观念更为契合。
对于外商投资者来说，我国的负面清单是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承诺的落实，是其对我国
法治和营商环境信心的来源，也是其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权恣意侵害的重要保障。在简政放权
See Friedl Weiss & Silke Steiner, Transparency as an Element of Good Governance in the Practice of the EU
and the WTO: Overview and Comparison, 30 FORDHAM INT'l L.J. 1545 (2007), p.1552.
8
See Padideh Ala’i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Center? The Evolving WTO Jurisprudence on Transparency and
Good Govern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11, (2008), p.779-780.
9
早在 1947 年，关贸总协定(GATT)中就确立了透明度原则。然而在诞生之后，透明度原则在 GATT 体系
中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参见刘征峰：
《负面清单、透明度与法治原则——兼评我国自贸区外资管理的路径
改革》
，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第 124-125 页。
10
参见赵生祥：
《透明度原则及其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现代法学》2003 年第 4 期，第 179 页。
11
刘征峰：《负面清单、透明度与法治原则——兼评我国自贸区外资管理的路径改革》，《暨南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第 126 页。
12
齐湘泉、姜东：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透明度原则》，
《学习与探索》2020 年第 2 期，第 81 页。
13
商舒：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
，《法学》2014 年第 1 期，第 29 页。
14
参见王利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私法自治》，《中国法学》2014 年第 5 期；龚柏华：《“法无禁止即可
为”的法理与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模式》
，《东方法学》2013 年第 6 期。
15
王利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私法自治》
，《中国法学》2014 年第 5 期，第 35 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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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下，负面清单承担进一步厘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功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已成为当
前政府改善治理的一个平台、先手棋和路径。16政府要将对外资的管理重心放在事中和事后监
管，而不是事前监管，该管的需要管，不该管的交给市场，将政府审批权力限缩在负面清单
内，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三） 透明度原则对负面清单的要求
透明度原则既是《WTO 协定》的一般原则，也是中国加入 WTO 所作承诺中的一个重
要原则。透明度原则在《中国加入议定书》中被赋予重要地位，议定书中的相关条款表达了
与透明度原则相关的行政程序上的其他一些从属性原则：公开、参与和通知义务。17笔者认
为这些原则要求我国对外资政策具有确定性和准确性，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也需
要遵循公开、参与和通知原则。公开原则要求我国政府在通过负面清单限制或禁止外资进入
我国特定行业时，需要将对限制行业拥有许可审批权的行政主体、权力配置、决策程序、救
济程序等信息进行披露，使外资了解取得许可的路径和获得救济的途径，以期提升准入许可
的结果和程序的可预测性，保障投资者据以作出投资规划的法律体系和司法环境是可以预见
的。参与原则和通知义务要求在政府的外资管理决定可能对投资者产生不利影响之前，需要
告知投资者该不利决定，比如调整清单可能使外商投资必须停止并撤出，并通过各种形式听
取投资者意见，使投资者参与决策过程中。此外，由于我国是在 WTO 法律框架的基础上
提升开放水平，其在透明度方面应当比 WTO 的要求更高，因而任何对投资者具有影响的决
定均有法可依的透明度标准是可以要求的。
除了上述我国法律公开可以提升准确性，政府贸易政策稳定性，也是透明度原则的要求。
从法理上来说，保持立法的相对稳定性是维护法律权威的一个基本要求。若立法频繁变动，
则会导致人们对法律内容难于把握，进而对法律产生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感，这就使其难以形
成对法律的信任，从而大大降低了法律所本应有的权威。法律的产生未尝不是基于人们对秩
序化自由的渴望，即人们渴望通过法律来建立一种能保障其适度自由的秩序。18鉴于投资者
在投资前会仔细考察东道国的法律，所以东道国必须始终认识到其法律秩序是投资者合理期
待的基础，并在之后进行改革时予以考虑。19有案例20表明，若东道国投资政策改变，投资
者要求东道国解释，但收到的回复模糊不清，则完全不能令投资者满意。因此即使是要对清
单进行调整，调整的理由也需要对投资者充分披露，并确保调整有程序可遵循，以减少行政
恣意性，补强程序正当性。

二、我国负面清单透明度的现实困境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贸易法律政策的透明化成为消除变相贸易保护的重要工具。尤其
是在国际层面，如果协议的谈判、制度的设立或争端的解决缺乏透明度，则会被认为是非法
的，至少是不民主的。21一国对外资政策的透明度，也是判断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标准。但
是，审视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我国的沿革和现状，会发现在《外商投资法》统一立法时代，
负面清单仍然面临稳定性和确定性不足的困境。

（一）负面清单的稳定性不足

张红显：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法治之维》，
《法学评论》2015 年第 2 期，第 70 页。
刘文静：
《WTO 透明度原则对我国行政公开制度的影响》，
《江汉论坛》2004 年第 4 期，第 102 页。
18
刘长秋：
《浅论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及其矫正——兼论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协调》，
《同济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4 年第 6 期，第 62 页。
19
鲁道夫·多尔查、克里斯托弗·朔伊尔：
《国际投资法原则》，祁欢、施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14 年版，第 153 页。
20
Occidental v Ecuador, Award, 1 July 2004.
21
Quoted from William B. T. Mock，An Inter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to Legal Transparency: A Tool for Rational
Development, 18 Dick.J.InTl.L.293, 295(2000). 转引自张潇剑：《WTO 透明度原则研究》，《清华法学》2007
年第 3 期，第 131 页。
16
17

190

1.负面清单更新过于频繁且正当性不足
“法律的稳定性保证了某种程度的连续性、可预见性”。22频繁修改的法律和溯及既往
的法律都表明立法的不稳定和不可预见，立法的动荡将损及投资者对东道国法律政策的合理
期待，减损其对于东道国法治的信心和投资的意愿。而保护投资者合理期待恰是透明度原则
关键之所在。合理期待是从国内行政法中借用的词语，国内有学者认为该原则的核心要求是：
相对方基于法的安定性要求以及对政策连续性的信赖，对政策或行政行为所产生的合理期待
及相关利益，应当受到法律上的保护。23保护合理期待有助于保证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特
定关系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进而提高行政机关的可信赖程度，促使行政机关更加谨慎从事。
24
近年来，合理期待原则开始渗透到国际投资领域。从有关的仲裁案件来看25，仲裁庭对东
道国“法律和商业体制的稳定性”极为关注。东道国对外资准入方面的管理措施及政策应当兼
具相对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以维护这种合理期待。然而，我国自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
（2013 年版）到全国通用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
（2020 年版），对负
面清单的修改频率近乎一年一次。26即使近几年的趋势是负面清单的项目数量在逐渐减少，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但是这种密集的修改仍会侵害法规范的安定性，进而减损外国投资
者的“合理期待”，某种程度上将构成清单透明度的阻碍。27有学者在考察印度尼西亚和菲律
宾的负面清单历史沿革后指出，投资负面清单的修改周期过于多变，这与负面清单的确定性
要求相矛盾。28
此外，调整标准和条件的模糊性导致调整结果正当性不足。在直接用于调整政府市场规
制的负面清单之上，还存在调整、适用、解释负面清单的规则。对于此类规则，也有必要通
过确定的法律规范加以规制，从而强化负面清单本身的稳定性，增进市场主体的行为预期。
29
我国负面清单的内容大部分是国内相关法律法规有关限制性规定的汇总，随着相关法律法
规的变化，缔结国际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定及其投资准入政策的修订，负面清单应处于不断变
化的状态，具有动态性。而外商投资法和配套的实施条例都没有说明触发名单调整的条件。
我国一年一次修改似乎成为一种惯例，但是这种惯例并没有法律依据，负面清单面临随时调
整的风险，这种因修改期限无明确规定产生的任意性变动也会造成对外资合理期待的削弱。
2.新兴产业调整的不确定性强
法律的安定性固然能“满足将现实既定的纷乱纳入秩序之中从而掌控无序的人们的渴
望”，但法律不是僵化的，庞德曾说：“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30经济的发展和
开放程度的变化要求负面清单的内容及时做出调整。透明度原则要求法律存在一定的可预期
性。然而，在没有承诺的情况下，负面清单不是只减不增的，如 2015 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
目录就对 2011 年版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并未禁止的中国法律事务咨询进行了限制，同时也
对地质勘查业增加了更多限制。又如，2017 年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在 2015 年版的
基础上新增了 2 项限制性条目、6 项禁止性条目。31《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7 页。
王锡锌：
《行政法上的正当期待保护原则述论》，
《东方法学》2009 年第 1 期，第 18 页。
24
杨慧芳：
《投资者合理期待原则研究》,《河北法学》2010 年第 4 期，第 75 页。
25
如 Tecmed 诉墨西哥案，荷兰投资者 Saluka 诉捷克案，LG&E 诉阿根廷案反映出，投资者合理期待已成
为仲裁庭判定东道国是否有违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重要因素。参见杨慧芳：
《投资者合理期待原则研究》,
《河北法学》2010 年第 4 期，第 76 页。
26
目前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有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几个版本，
全国适用的负面清单有 2018，2019，2020 年版本，遵循后法生效前法废止的原则。
27
张庆麟、钟俐：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比较研究——以透明度原则为视角》
，
《经贸法律评论》2019
年第 5 期，第 57 页。
28
参见申海平：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印度尼西亚经验及其启示》，
《东方法学》2018 年第 4 期，第 145 页。
申海平：
《菲律宾外国投资“负面清单”发展之启示》
，《法学》2014 年第 9 期，第 41 页。
29
王利明：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私法自治》，
《中国法学》2014 年第 5 期，第 39 页。
30
[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
，邓正来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 页。
31
新增限制类条目涉及通用航空公司和银行，新增禁止类条目涉及地面移动测量，图书、报纸、期刊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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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2018 年版）在教育领域新增对宗教教育机构的投资禁止规定。这都表明负面清单是
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的，虽然整体趋势是开放的但绝不仅仅是删除原先的条目不会增加限制。
此外，近两年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单边主义抬头使贸易自由主义遭受冲击。面对日新月
异的科技前沿领域，当面临涉及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尖端产业时，外商投资是存在政治风险的。
2020 年 8 月 28 日，商务部、科技部对《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做出调整，新增
对航天、基建、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领域核心技术的出口限制，其中对基于数据分析的个
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术和人工智能界面交互技术普遍被认为与美国总统“豪夺”TikTok 事件
有关。面对国家间对尖端技术的竞争，不难想象未来涉及大数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行业
将因为政治局势的变化而被增加入负面清单，这会加剧清单变动的随意性，降低对清单规定
的可预测性，进而对清单的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
总之，如果频繁调整负面清单的范围，则势必会进一步降低负面清单的透明度优势。因
而，对于负面清单的调整不应过度频繁，需在调整的必要性和可预期性上寻找平衡。32
（二）负面清单的确定性待增强
1.负面清单与法律法规仍存冲突
透明度原则对负面清单的一项要求体现为清单要与东道国国法律相协调。我国的负面清
单是本国对外资限制政策的梳理与陈列，本应在在本国外商投资法规变动之后才发生调整的，
我国先更新负面清单，再修改法规，似乎存在倒置因果的风险；即使在特定情势下这种顺序
是可接受的，但若不及时清理与负面清单规定不相符的具体法规，也会使投资者无可适从，
负面清单的适用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深入审视现行外商投资法律体系，可以发现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与法律法规仍存在适用冲
突。在 2020 年负面清单第 26 条、2020 年自贸区版负面清单第 23 条都规定“医疗机构限于
合资”，但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已撤销）和商务部于 2014 年联合颁布的《关
于开展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工作的通知》33，医疗机构采取“独资”这种形式突破了负面清
单的限定，清单与该通知都是政策性文件，两者时效性都是现行有效，那面对已经设立的外
资独资医院是否要求根据溯及既往原则整改，现行规定并未给出明确适用规则。此外，在
2020 年负面清单第 31 条规定“禁止投资电影制作公司、发行公司、院线公司以及电影引进
业务”，但现行有效《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2015 年修正）34第 6 条却“允许境
内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中方）与境外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以下简
称外方）合资、合作设立电影制片公司（以下简称合营公司）”。在清单与现行法规存在冲
突时，若不及时解释、清理滞后规范，则会导致外商投资体系法律适用逻辑的紊乱，降低负
面清单管理模式所要求的确定性，进而减损其透明度。
2.清单措施法律依据不明确
透明度原则对负面清单的另一项制约体现为清单依据应依据清晰、准确。国务院领导的
外资管理机关行使公权力，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改革尝试中，必须时刻牢记“法无授权即
禁止”的理念。任何管理措施的实施都应当有清晰明确的法律依据，这是限制公权力滥用，
避免公权力机关以一己之好恶恣意滥权，进而保证法律实施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所必须遵循的
“合法性原则”。对于投资者，其需要对投资地点的商事、法律环境做好尽职调查，否则贸然
务，互联网公众发布信息服务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32

刘征峰：《负面清单、透明度与法治原则——兼评我国自贸区外资管理的路径改革》，《暨南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第 130 页。
33

参见“国卫医函【2014】244 号”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商务部关于开展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试点

工作的通知》
，时效性：现行有效。
34

参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撤销)2015 年 8 月 28 日发布、现行有效的《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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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可能招致重大损失。这也要求当地的法律规定、解释和适用高度明确，方能有助于外国
投资者做出理性决定。35一段时期以来，政府管理的多项投资审批并没有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既不透明也不规范，长期为外资所诟病。36负面清单是特别管理措施的列表，来源于现行有
效的法律法规。如果没有明确标明特别管理措施的来源，投资者需要在浩如烟海的法律条文
中寻找，这将大大减损负面清单的透明度。我国的负面清单在形式上虽然几经变化，但是始
终缺少对于特别管理措施法律依据的表述。
审视近几年的负面清单，仍然存在清单中特别管理措施依据明确性不足的问题。我国
2020 年全国版和自贸区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均是“说明+特别管理措施”体例，清单列表具体
包括序号、领域和特别管理措施三个部分。并且在针对外资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中，直至最新的 2020 年版都未给出明确的法律依据。值得注意的是，现行有
效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2019 年版）在清单附件 1 中列出了与市场准入相关的禁止性规
定，并在禁止措施后附上了设立依据，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等规范性文件的名称，
但遗憾的是并未具体到相应条款。

三、可能的突围：正当程序与规则完善
（一）增强稳定性：引入听证程序及重新审视特别规定
1.听证程序：将调整权纳入法治轨道
202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 4 条第 2 款规定了国务院拥有清单
调整的决定权，但并未进一步规定调整清单的程序。37为了更加规范政府拥有的清单调整权
力，可以通过引入听证程序来保持清单稳定性进而增强政策透明度，保护外商合理期待。对
于尚未出现的产业和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行业，需要在负面清单中作出特殊规定。
为了保证清单的稳定性，避免国务院过于频繁的修改，可以针对调整行为引入听证程序
等正当程序。首先，确立听证程序要求政府决策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这可以降低清单调
整的任意性。在召开听证会前需要确定参与人，并需要把拟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和理
由以书面方式传递到相对人，之后相对人阅览行政机关作出行为依据的事实和法律材料，之
后召开听证会，并在会上阐述辩论，行政机关说明理由，相对人表达意见并整理听证笔录，
之后行政行为作出，行政程序终结。38这个过程所耗费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会迫使政府在
拟作出调整决策前理性思考手段和目的的合理性，这种前置的法定的成本收益分析过程可以
促使政府规制的理性化，避免拍脑袋决策。在方法论上，成本收益分析并非建立在主观判断
的基础上，可以对行政权的恣意和滥用构成限制。39
此外，听证程序还能通过正当程序增强调整行为的正当性。任何权利必须公正行使，对
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他的意见，这是英国普通法的自然公正原则。40之后，英国的正
当程序观念融入美国法律之中而成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并通过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得以
发扬光大。41如前所述，国际实践表明，透明度原则还应当包含法律制定以及实施中的正当

张潇剑：
《WTO 透明度原则研究》，
《清华法学》，2007 年第 3 期，第 132 页。
商舒：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
，《法学》2014 年第 1 期，第 31 页。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2020）第 4 条第 2 款仅规定“调整负面清单的程序，适用前款
规定。”即由发改委会同商务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发布，也即国务院拥有清单调整的决定权。而第 7 条
第 1 款规定的听取外商意见的程序，似乎与调整负面清单的程序是不同的，从规范结构安排和语言逻辑出
发，似乎需要采取听证程序的是除了调整负面清单外的与外商投资有关的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制
定程序，调整负面清单只能依据第 4 条，清单调整的权力仅由国务院享有并行使。
38
参见章剑生：
《现代行政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21-226 页。
39
毕洪海：
《作为规制决策程序的成本收益分析》，
《行政法学研究》2016 年第 3 期，第 6 页。
40
参见王名扬：
《英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6-117 页。
41
参见周佑勇：
《行政法的正当程序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4 期，第 115-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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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以及措施本身的合理性。42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就是听证程序。而对于调整清单
这个可能对投资者产生不利影响的法律过程，应至少包括几项最低限度的程序要素：
（1）程
序无偏私地对待当事人；
（2）在行使权力可能对当事人之权利义务产生不利影响时必须提供
某种形式的表达意见和为自己利益辩护的机会，以及（3）说明理由。43若《实施条例》第 4
条增设行政听证程序，则在听证程序中，国务院或外资主管部门会将调整事项告知有法律上
利害关系的投资者，投资者将获得为自己利益表达意见的机会，在听证会上拥有权力者也需
要阐明与采取调整行为的理由。在这个过程中，听证制度发挥听取意见功能，实现意见交流
与对峙。44此外，投资者的参与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可以为行政主体意志的形成即行政结果带
来正当性，它还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因为各方一旦能够参与到程序过程中来，就更易于接
受裁判结果；尽管他们有可能不赞成判断的内容，但他们却更有可能服从它们”。45通过充
分交流与对峙，东道国政府与投资者之间可以相互了解对方的意愿和意志形成过程，在消除
误会和摩擦后，达成合意，使最终结果具有可接受性、公正性、准确性和效率性。
总之，在调整行为做出前增设听证程序，可以保证最低限度的公正，最低限度正当程序
要求也能保证稳定性，从而维护投资者合理期待。由此，程序的正当性转移至行为进而至于
结果的正当性。
2.未雨绸缪的例外规定
对于新兴产业和核心技术行业，应该未雨绸缪，提前做出特别规定。
一种可行的做法是在负面清单的说明部分明确保留对本国尚未出现的产业制定不符措
施的权利。尽管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清单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但是在国际双边投
资协定中已有先例，如日本与马来西亚双边投资协定中，马来西亚不符措施清单明确保留对
本国尚未出现的产业制定不符措施的权利。46我国 2020 年负面清单和自贸区版负面清单说
明部分第五项为清单适用的例外情况，其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特定外资可以不适用本清单，
换句话说国务院批准能让某些投资者获得超越清单的“特权”，对此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
某些投资者可以进入清单排斥的领域，另一种理解是某些投资者可能被禁止进入清单规定有
限制的领域，获得一种消极“特权”，然而无论何种理解，国务院都拥有一种超越清单规范的
批准权，这无疑是有损于负面清单透明度的。因此，不妨将第五项特权的批准换成东道国政
府对于本国新兴产业或欲保护产业制定不符措施的权利，这样既有国际先例在前，又可以相
比较而言提升条款的透明度，不失为一种可行之选。
另一种做法是设置“第二类负面清单”47，在负面清单中设定对现在没有作出特别管理措
施规定，但是将来有可能发生的产业部门，保有制定特别管理措施的权力。有学者研究了美
国 BIT、FTA 中的负面清单，48发现美国签署的 BIT 或 FTA 都设置了第二类负面清单，给
予东道国较大的自主权，东道国保留了对不符措施进行修改或设立新的更严格限制措施的权
利，以此来巧妙保护东道国产业的核心利益。相比于前一种做法，第二类负面清单更加明确，
尽管东道国政府依然具有未来增减特别管理措施的裁量权，但这是建立在第二类负面清单之
42 刘征峰：
《负面清单、透明度与法治原则——兼评我国自贸区外资管理的路径改革》，
《暨南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第 126 页。
43
王锡锌：《正当法律程序与“最低限度的公正”——基于行政程序角度之考察》，《法学评论》2002 年第 2
期，第 28 页。
44
马怀德主编：
《行政法前沿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53 页。
45
Michael D. Bayles, Principles of Law, by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p.32. 转引自周佑勇：
《行政法的
正当程序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4 期，第 123 页。
46
龚柏华：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模式法律分析》
，《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
2013 年第 6 期，第 28 页。
47
第二类负面清单是对现在没有或是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产业部门做出保留的负面清单。国际实践中，无论
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第二类负面清单都十分重视，韩国最为突出。参见唐晶晶：
《外商投资准入
领域负面清单法律问题研究》,大连海事大学 2018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139-140 页。
48
参见陆建明、杨宇娇、梁思焱：
《美国负面清单的内容、形式及其借鉴意义——基于 47 个美国 BIT 的研
究》，《亚太经济》2015 年第 2 期。聂平香、戴丽华：《美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探析及对我国的借鉴》，《国
际贸易》201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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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即限缩于第二类清单所声明保留的领域内的。以清单形式列出，相比于说明中的一条
例外声明更具有可预测性和稳定性，行政机关拥有的裁量权更少。因此，这种做法既能发挥
负面清单准入模式的优越性，即保持透明度优势，又能使我国政府保有调整清单的必要政策
空间。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提高清单调整的可预期性，调整必要性与可预测性间的平衡将有
途径得到实现。
（二）相关规则的及时清理与继续披露
1.及时清理法规以澄清使用规则
法律法规未及时清理，与负面清单存在不同步会造成法秩序的紊乱，使投资者在面对清
单和具体规定时无所适从，产生负面清单被具体规范架空的风险。这不仅有损于我国法律体
系的威严，也会减损投资者的合理期待，不利于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透明度的提升。因此
需要对现行有效的外商投资领域的法律法规应进行稳妥且理性的清理。对此，可以借鉴我国
在 2001 年加入 WTO 时的经验，自上而下进行法律法规修改。我国《立法法》明确了法律
体系的效力层级，按照效力等级，自上而下地进行清理会使这项工作顺畅，以免反复。同时
在解释和适用层面，自上而下清理可以确保更迅速的正确适用，当上位法修改而下位法尚未
修改，直接适用上位法即可；而当下位法更早修改，则仍然会面对正确的下位法和错误的上
位法之间的适用选择困境。及时调整相关外资管理规范，与负面清单相协调，是维护负面清
单权威性和确定性的必要举措，这将有助于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透明度的进一步提高。
2.进一步明确清单制定依据
除了及时清理外商投资领域的法律法规，还需要充分披露负面清单中限制措施的制定及
实施依据。任何管理措施的实施都应当有清晰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实践中对有关的具体法律
规定进行充分的描述和披露，让外商投资者可以全面了解有关行业的限制条件，有助于增强
投资的便利化程度。从国际实践来看很多国家负面清单中的特别管理措施都有细致到条款的
披露。菲律宾外国投资负面清单中每个小项后面都会有设定禁止或限制的依据，包括法律编
号和对应条款，这种形式让设定依据一目了然，提高了“负面清单”的透明度。49TPP 成员国
的负面清单中采取的禁止性措施一般都有国内法律、法规、规定作为依据，法律体系较完善
的发达国家大多会在负面清单中列出国内法律依据，并且往往会明确列出所涉及法律的具体
名称、章节、条款等。50其实我国也有具体到条款的负面清单，现行有效的《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负面清单指引（2017 年版）》在措施来源后加上了措施
描述，将法规依据具体到条款，51这是值得肯定和推广的。充分披露法律依据，一方面可以
降低投资者搜集信息成本，充分发挥清单的指导作用，一方面有利于提高负面清单合法性，
避免权力滥用。

结语
《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的施行标志的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来到一个新的起点。对外资
准入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增强外资管理政策透明度，优化整体营商环境提供了可能。审视
新法关于负面清单的规定，发现外资政策仍存在清单稳定性欠缺、清单内容准确性不足的问
题，这会减损外资准入管理的透明度，不利于更好的利用外资，有违我国进一步开放的承诺。
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我国负面清单透明度的提高。通过增加清单调整的听证程序及时清理
有关规定，继续明确法律依据，既可提升清单透明度保护投资者合理期待，也可实现程序的
价值以减少公权力滥用风险，更好地将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纳入法治轨道。
申海平：
《菲律宾外国投资“负面清单”发展之启示》
，《法学》2014 年第 9 期，第 41 页。t
参见杨荣珍、陈雨：
《TPP 成员国投资负面清单的比较研究》，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
7 年第 6 期，第 77-78 页。
51
详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服务业对
外开放负面清单指引（2017 年版）
》的通知，http://www.china-shftz.gov.cn/PublicInformation.aspx?GID=eaa2
6add-72fa-4a54-b78e-8291aeac0036&CID=953a259a-1544-4d72-be6a-264677089690&Type=99&navType=0，最
后访问时间：2020 年 10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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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法律构建
费秀艳

摘 要：构建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有利于完善我国“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回
应《新加坡调解公约》在构建国际商事调解多边执行机制方面的努力。我国应立足于我国国
情，借鉴相关国际经验，以制定专项的《商事调解法》为制度构建路径，一方面保障当事人
参与国际商事调解的权益，便利和解协议的执行，另一方面平衡当事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兼顾国际商事调解所追求的个别正义和法治所追求的公共正义之间
的关系。据此，应首先确立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和国内商事调解的非歧视原则、调解的保密性
及其例外原则、长臂管辖原则，再适当设置具体的制度建设方案，包括设置我国政府和特定
类别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商事调解应遵守的适度披露义务、调解员应履行的最低行为准则、法
院应确立的执行与审查机制、以及预防虚假调解的配套方案。
关键词：《新加坡调解公约》；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构建；挑战；国际经验

引言
2020 年 9 月 12 日，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
（即《新加坡调解公
约》，以下简称《公约》）正式生效。《公约》增强了国际商事调解在执行阶段的确定性和可
预期性，是国际社会构建国际商事调解多边执行机制的法治化成果，必将促进国际商事调解
在国际社会的繁荣与发展。新加坡、斐济、卡塔尔等六国已率先批准了《公约》
，我国与美
1
国、智利、印度、土耳其等其他四十六个国家已签署《公约》但尚未批准。 “签署”是签
署国对《公约》的背书和认可，
“批准”表明批准国即将付诸实施《公约》。批准国有义务接
收国际商事主体就《公约》项下的调解所提起的执行请求，探索并积累与《公约》相关的国
内法治建设和经验，为国际商事主体提供更便利、更友好的国际商事调解执行环境，最终形
成《公约》与国内法的良性互动、促进本国国际商事调解服务业的繁荣发展。我国已签署《公
约》但尚未批准，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缺乏与《公约》相衔接的商事调解制度，缺乏审查和
2
执行《公约》项下的和解协议 所需的国内法配套机制，尚不能为国际商事主体选择调解解
决商事争议提供最佳的营商环境。
实际上，我国具备调解的传统和文化底蕴，但在国际商事调解层面面临着“实践先行、
立法缺位”的问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即已采用调解解决豪门贵族内部纠纷和国家之
3
间的冲突。 我国古代调解深受儒家德治思想的影响，调解过程更像是道德说教过程，彰显
4
5
了“以和为贵”、
“无讼”的价值取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率先确立了人民调解制度， 还
有行政机关所实施的行政调解、法院所主导的司法调解、调解机构或仲裁机构所负责的机构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讲师，联系方式：电话 18317009176、邮箱 2694@ecupl.edu.cn。
关于批准过和签署国的具体信息，参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网站，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medi
ation/conventions/international_settlement_agreements/status， 2020 年 10 月 4 日
2
《公约》项下的“和解协议”区别于“调解协议”，前者指当事人通过调解所达成的争议解决方案，后者指当
事人同意将争议通过调解解决的合意。
3
刘露瑶：
《传统中国社会的民间纠纷调解机制》，
《黑龙江史志》2009 年第 4 期，第 32 页。
4
张波：
《论调解与法治的排斥与兼容》，
《法学》2012 年第 12 期，第 57 页。
5
我国分别于 1954 年、2010 年颁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根
据这两部法律规定，人民调解制度是指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的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民
间纠纷的调解形式。其中，人民调解委员会由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设立，企事业单位根据需要可以设
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其特点在于调解员的专业素养不高、调解免费、调解争议多为婚姻家庭、宅基地、邻
里纠纷。参见刘青：
《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变迁制度研究：1978-2015》，湘潭大学 2016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85-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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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等多种调解形式。就国际商事调解而言，我国已设立了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上海经
1
贸调解中心、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等调解机构。 最高人民法院已于 2018 年提出构
建“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初步方案，支持当事人采用调解方式解决国际商
2
事争议。 然而，如何界定国际商事调解机制在我国的运作范围？如何保障国际商事调解机
制在我国的运作效率和质量？如何协调国际商事调解所涉的当事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和公共
利益之间的关系？此等问题亟需我国立法作出规定。
目前，我国学者已分析了我国商事调解立法缺位、调解员资质认定标准缺失、调解的专
3
4
业化水平不高等问题， 探讨了《公约》在促进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方面的积极意义， 提出了
5
衔接《公约》与我国调解法律体系的相关建议， 但尚未有效解决上述提出的问题。现有研
究侧重于我国应如何完善国际商事调解在执行阶段的法律规制，对于我国应如何构建完整的
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制度构建过程中将面临哪些挑战、国际社会可提供哪些先进的制度建设
经验等分析相对不足。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我国构建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必要性及其挑战，
然后借鉴相关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提出在法律上构建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原则和方案。

一、我国构建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调解制度的主要形式是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相较于
国际商事调解的国际化和专业化要求，这两种形式的调解制度难以有效支持我国“一站式”
国际商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建设，也无法与《新加坡调解公约》所倡导的国际商事调解规则
相衔接。为完善我国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并与国际商事调解的专业化相匹配，我国确有必
要构建独立于法院调解、与《公约》相匹配的国际商事调解制度。
首先，构建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是优化我国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需要，有利于促进调
解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的采用。诉讼、仲裁、调解构成我国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主要
组成部分。国际商事调解可降低争议的解决成本，缩短争议解决时间，激发当事人创造性地
解决争议。国际商事诉讼方式极不灵活，由于当事人无权选择可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跨
国诉讼中的法律问题和程序问题也比较复杂，导致了诉讼费用普遍较高、耗时较长的弊端。
虽然国际商事仲裁比诉讼灵活，当事人也可选择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则，但是，《纽约公约》
在促进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其司法化的进程，国际律师越来越熟悉仲裁的运作
机制，并对此引入了大量的诉讼技巧，准据法和程序法问题增加了仲裁的复杂性，造成国际
6
商事仲裁的优势日渐消磨。 调解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以当事人利益为导向，不以适
用法律为其必要条件，可以避免法律对实体和程序问题的限制，帮助当事人灵活便捷地解决
争议。选用调解方式，调解员和当事人可以从多角度剖析争议问题及其根源，探求更符合当
事人利益的解决方案，包含追求继续合作所带来的未来利益，而不只是限于当前争议所涉的
权益。例如，在一起珠宝买卖纠纷中，双方约定买方向卖方购买价值 43,500 英镑的珠宝、
卖方以邮寄方式发货。买方没有收到货物，认为卖方没有发货或根本就没有存货，因此向卖

前 述 调 解 机 构 分 别 设 立 于 1987 年 、 2011 年 、 2016 年 ， 具 体 设 立 信 息 参 见 各 自 的 网 站 介 绍 ：
https://adr.ccpit.org/articles/25
，
http://www.scmc.org.cn/page112?article_id=70&menu_id=40
，
http://www.bnrmediation.com/Home/Center/index/aid/150.html， 2020 年 10 月 4 日。
2
参见 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确定首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国际商事
仲裁及调解机构的通知》
。
3
参见唐琼琼：
《<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完善》
，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4 期。
4
参见赵云：《<新加坡调解公约>：新版<纽约公约>下国际商事调解的未来发展》，《地方立法研究》2020
年第 3 期；温先涛：《<新加坡公约>与中国商事调解——与<纽约公约><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相比较》，《中
国法律评论》2019 年第 1 期；陶南颖：
《<新加坡调解公约>之简析》
，《东南司法评论》
（2019 年卷）。
5
参见高奇：
《论国际和解协议在我国的跨境执行：理论分析与制度建构》，
《理论月刊》2020 年第 8 期；赵
平：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中国调解法律体系的衔接》，
《中国律师》2019 年第 9 期；梁修齐：
《我国调解制
度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衔接问题初探》
，《东南司法评论》
（2019 年卷）
。
6
See S.I. Strong, Increasing Legalism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 New Theory of Causes, a New
Approach to Cures, 7 World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Review, 2013, p.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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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索赔。卖方认为已按约定寄送货物，货物能否安全送达已超出了其控制范围，因此拒绝赔
偿。双方已将争议提交诉讼 5 个月，诉讼费已达几千英镑，仍未得以解决。后来通过调解达
成和解，卖方同意将丢失珠宝的价格降至 30,000 英镑，同时承诺未来将以更优惠的价格持
续向买方供货。本案调解仅用了 4 个小时，双方各自仅花费 425 英镑，同时又延续了双方之
1
间的买卖合作。
其次，构建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是我国建设国际商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需要，不仅能够
保障我国国际商事调解行业的良性运作，还能激励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和诉讼朝着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优化裁决质量的方向改革。2018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确定首批
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国际商事仲裁及调解机构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
，意在“建立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机衔接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形成便利、
快捷、低成本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构建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有利于
规范调解员的资质和行为，保障当事人充分有效参与国际商事调解的权利，防范虚假调解等
不当行为，培育具备国际化和专业化水平的调解员和调解机构。另外，调解、仲裁、诉讼三
者之间具有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功能，调解的良性运作亦可为仲裁和诉讼在精简程序方面
的改革提供思路。对于法治国家而言，一个国家法治越发达，立法内容越丰富，司法解决事
项越繁杂。若司法资源增长不及立法扩张迅速，则容易导致案件积压、审判迟延、诉讼费用
高昂等问题。调解和仲裁可将部分案件从司法体系中分离出来，减轻法院负担，有利于法院
集中精力做出高质量判决。目前，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相对完善，亟需制定相关立法确立
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制度。
再次，构建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是创造更好的“一带一路”营商环境的需要，有利于“一
带一路”商事争议解决制度的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法治并不发达，立法本身不
公正、司法腐败和司法独立性欠缺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与之相关的争议事项难以通过当地诉
讼获得有效救济。调解制度不仅能减少沿线国家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适用问题，还能降低
沿线国家商事主体在争议解决中所面临的宗教、文化、传统等冲突。鉴于调解所达成的和解
2
协议并不具有国籍概念， 通过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所达成的和解协议在沿线国家不会因
为国籍问题而受到歧视对待。另外，我国可联合沿线国家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
解机制，发挥调解在争议解决方面的优势。联合国自冷战以来即推动调解作为和平争议解决
3
方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建设， 并将调解纳入国际组织的法治援助项目，敦促一些法治不发达
4
国家实施法律体系现代化改革，从而实现对法治的更大尊重。 我国可联合沿线国家合作探
讨与调解相关的法治项目，包括调解员的培训、修改法律来实现对调解的支持、宣传替代性
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开发与调解相关的技术支持和培训材料等，从而推动沿线国家加强法
治建设，优化“一带一路”总体营商环境。
最后，构建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有利于化解当事人在商业冲突中的误解和偏见，建立和谐
的商业关系。虽然国际商事调解主要涉及经济纠纷，不像婚姻或家庭纠纷那样充满情感色彩，
但是，成功的调解需要调解员给当事人以情感关照，理解当事人的想法、感受、行为方式和
5
决策模式。 调解员在单独与一方当事人会谈过程中通过倾听当事人的指责与控诉，为当事
人排解负面情绪提供了通道。同时，调解员帮助当事人分析自己和对方当事人主张的合理性
与不足，有利于当事人客观理性地对待争议，避免一叶障目。因此，调解不像诉讼或仲裁那

1

该案来源于伯明翰调解公司网站，https://effectivedisputesolutions.co.uk/mediation/case-studies/birminghammediation-contract-dispute， 2020 年 1 月 30 日。
2
当事人不仅可能选择多个地点进行调解，还可能通过网络进行调解，这导致难以判断调解所在地。因此，
《新加坡调解公约》已放弃调解的国籍概念。See Timothy Schnabel,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
tion: A Framework for the Cross-Border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Mediated Settlements, 19(1) Pep
perdine Dispute Resolution Law Journal, 2019, p. 13.
3
UN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Enhancing Mediation and its Support Activitie
s, S/2009/189, p. 4.
4
Jean R. Sternlight, Is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Rule of Law? Lessons from A
broad, 56 Depaul Law Review, 2007, p. 572.
5
David A. Hoffman & Richard N. Wolman, The Psychology of Mediation, 14(3) Cardozo Journal of Co
nflict Resolution, 2013, pp. 7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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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泾渭分明地区别出胜诉方和败诉方，最终所达成的和解协议可视为各方当事人共同努力的
结果，可以提升当事人对争议解决的满意度，化解当事人之间的负面情绪。以一起市场开发
合作纠纷案件为例，当地家族企业总裁怀疑合作方跨国公司提出解约的原因是利用其作为幌
子在当地寻找更佳商机，而不是真诚合作。双方在诉讼中僵持不下。经过调解，跨国公司总
裁陈述解约是因为公司认识到先前战略失误而决定剥离业务，并不是针对个别企业的行为，
同时就解约所引起的误会向对方道歉，消除了家族企业总裁的误解。双方仅用半天时间达成
1
和解。 由此可见，调解可抚慰当事人的情绪，更好地平息争议；而诉讼和仲裁不直接承担
法律以外的情感关照，难以消除争议对当事人造成的不良情绪影响。

二、我国构建国际商事调解制度面临的挑战
调解通常具有较强的保密性、以当事人利益为导向、当事人意思自治等特点，决定了其
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个别正义的一种手段。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发挥争议解决的功能，
但程序规范和法律适用方面的欠缺决定了调解无法替代司法裁判而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功
2
能。 就此来看，要构建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实际上面临着诸多挑战。
第一，就参与国际商事调解的各方当事人而言，如何防范调解过程中可能滋生的一方当
事人欺骗或欺压另一方当事人，是我国构建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所面临的一个难题。由于调解
员缺乏类似法官的职权，不承担查清事实、依据法律做出公平判决的职能，这为一方当事人
恶意利用调解程序达到非法目的提供了可能。具体而言，调解的保密性强于仲裁的保密性。
非公开仲裁通常要求各方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所提交的材料、仲裁裁决过程和裁决结果不得
3
公之于众。 然而，调解的保密性不仅可要求前述事项不得公开，当事人还可要求调解员就
其所做出的陈述不得向另一方当事人披露，这种高强度保密导致各方当事人或其律师在调解
4
中的不实陈述难以被对方当事人和公众所发现，因此容易导致欺骗。 调解过程中可能产生
的欺骗行为有：隐瞒达成和解的最低要价、提高和解要求、夸大本方优势或对方劣势、隐瞒
本方在多项诉求中所要达成的最重要诉求、律师故意表示无权就某一要价做出和解决定、故
5
意不向对方披露一些信息。 另外，如果参与调解的各方当事人实力不相匹配，实力较弱的
6
一方当事人可能受到强势一方的欺压。 例如，一方当事人若急需资金周转，该方当事人可
能被迫接受对方给出的较低出价而达成和解；下游企业为获得上游企业所提供的高科技产品，
可能同意上游企业的某些不合理要求而达成和解。各方当事人或其律师若利用调解的保密性
而采取一些不宜公开的谈判伎俩，甚或做出不实陈述或不合理主张，将影响纠纷解决的程序
和实质正义。
第二，对于当事人与第三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关系而言，如何保障未参与调解但与调解事
项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权利或所涉的社会公共利益，是我国构建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所面临的
又一难题。具体而言，调解的保密性导致第三人无从知晓并参与到调解过程，当事人可能为
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相互串通，利用调解的合法形式达到非法转移财产的目的或将损失转
7
嫁给第三人，从而损害第三人利益或公共利益。 即使当事人不存在转嫁损失的意图与行为，
调解这种秘密争议解决方式也可能损害第三人于法治项下所享有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例如，
就买卖行为而言，对于一般消费者难以发现的存有安全隐患的高科技产品，经销商和生产企
Michael J. LeVangle, Mediation-Evolving Methods: Exploring the Three Basic Types of Mediation, 45(3)
Vermont Bar Journal, 2019, pp. 48-49.
2
See Ronan Feehily, Commercial Mediation: Commercial Conflict Panacea or an Affront to Due Process
and the Justice Ideal?, 48(2)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 2015, p. 31
9.
3
See Matti S. Kurkela & Santtu Turunen, Due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36-37.
4
See Jeffrey Krivis, The Truth About Deception in Mediation, 4(2) Pepperdine Dispute Resolution Law J
ournal, 2004, p. 255.
5
同上，第 253-255 页。
6
See Owen M. Fiss, Against Settlement, 93(6) The Yale Law Journal, 1984, p. 1076.
7
See David Luban, Settlements and the Erosion of the Public Realm, 83(7) Georgetown Law Journal, 19
95, p. 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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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可能就产品质量纠纷达成和解协议，生产企业以较低价格持续供货给经销商，经销商继续
销售存有安全隐患的产品而不向公众披露产品质量问题，从而实现经销商和生产企业的持续
获利。鉴于经销商和生产者之间所达成的和解协议仍属商业性质，而不是《新加坡调解公约》
所禁止适用的私人消费领域，前述和解协议可依据《公约》在各成员国间得以执行。对于我
国而言，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但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等思想蔓延
1
滋生，社会诚信体系尚不完备， 虚假调解案件时有发生，我国社会各界担心批准《公约》
可能进一步引发国际虚假调解案件激增不无道理。另外，就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
争议而言，通常牵涉到东道国环境保护、当地居民利益等社会公共利益。若由政府机构代表
当地居民或公众参与调解，这首先涉及到政府机构问责和法治政府建设问题，还涉及到是否
剥夺了当地居民或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调解的保密性不符合当前国际社会所发起的提高
2
投资仲裁透明度的改革趋向，能否协调或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值得深入探讨。
第三，在国际商事调解所追求的个别正义与法治所体现的公共价值层面，如何防范调解
对我国核心法律秩序及我国司法体系所承担的公共职能的不良影响，是我国构建国际商事调
解制度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参与调解的各方当事人可搁置法律规定，按照商业惯例、一般常
3
识或其他准则进行调解，现行法律所承担的公共价值难以体现。 调解程序的保密性意味着
调解无法承当公开审判所发挥的教育功能，这必然要挑战正当程序所体现的“看得见的正义”。
和解协议不能提供达成和解的缘由和具体说理过程，无法像判决那样公开法律推理和法律解
4
释，过度采用调解甚或导致国际商事关系处于混乱和无序状态。 对大陆法系而言，过度采
用调解会减抑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所应发挥的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功能，侵蚀司法所承载
的澄清法律规范含义、统一适用法律的功能。我国在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法院为支持高层决
策机构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曾于 2004 年后的一段时间掀起了法院调解的热潮，过
度追求调解结案率导致调解成为一种司法目的，而不是解决纠纷的手段，同时导致法律虚无
5
主义蔓延，这不仅损害了调解本身的定位和职能，还侵蚀了我国法治建设。 经过我国学术
界与实务界的反思，2012 年《民事诉讼法》第 93 条明确规定法院调解应在事实清楚的基础
6
上分清是非，这标志着“事清责明”已成为法院调解的标准。 对于独立于诉讼的国际商事
调解而言，我国虽然已存在相关实践经验，但仍处于摸索建设阶段，一些国际商事争议解决
7
机构虽然提供调解服务，但尚未制定调解规则或调解员守则， 我国也尚未确立国际商事调
解应遵守的一般原则。考虑到《新加坡调解公约》将可能在我国及国际社会掀起国际商事调
解的热潮，我国应避免先前在法院调解领域所出现的盲目追求，防范过度追求国际商事调解
对法治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

三、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
8

调解起源较早且无从考据， 在二十世纪转折之际，调解发展成正式的、体制化的、被
9
认可的职业。 贸法会在推动国际商事调解发展、促进国际调解制度的协调和统一方面做出
刘鋆：
《论虚假调解的成因及其防范与规制》，
《探索与争鸣》2014 年第 9 期，第 17 页。
Catharine Titi, Mediation and the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 in Catharine Titi &
Katia Fach Gomez (edt.) 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nd Investment Disputes, Oxford Universi
ty Press, 2019, pp. 22, 35.
3
Owen M. Fiss, Against Settlement, 93(6) The Yale Law Journal, 1984, p. 1085.
4
David Luban, Settlements and the Erosion of the Public Realm, 83(7) Georgetown Law Journal, 1995,
p. 2623.
5
张卫平：
《诉讼调解：时下态势的分析与思考》，
《法学》2007 年第 5 期，第 21-23 页。
6
陆晓燕：
《“裁判式调解”现象透视：——兼议“事清责明”在诉讼调解中的多元化定位》
，
《法学家》2019 年
第 1 期，第 101 页。
7
例如，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网站虽然载有调解员名册，但尚未发布调解规则和调解员守则。参见上海国际
仲裁中心网站，http://shiac.org/SHIAC/index.aspx， 2020 年 9 月 1 日
8
有学者认为：自地球上存在三个人以来，即存在第三人帮助双方当事人解决纠纷这一争议解决方式。See
Jay Folberg, A Mediation Overview: History and Dimensions of Practice, 1 Mediation Quarterly, 1983,
p. 4.
9
Christopher W. Moore, The Mediation Process: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Resolving Conflict, Jossey-Bass,
2014, p.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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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卓越贡献。 2014 年，美国向贸法会提议在国际社会构建类似于《纽约公约》那样促进国
2
际商事和解协议得以执行的多边条约。 2018 年 6 月，贸法会批准了《新加坡调解公约》，并
于 2019 年 8 月在新加坡供各国开放签署。目前，美国、韩国、菲律宾等 56 个国家签署了《公
3
约》，
《公约》将于 2020 年 9 月生效。 为配合《公约》规定，贸法会于 2018 年修改了《国
际商事调解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至此，贸法会系统确立了国际商事调解在启动
阶段至执行阶段的示范法和国际规范。鉴于贸法会所取得的立法成就凝聚了联合国各成员国
相关制度建设的智慧和经验，下文将以贸法会立法为主，结合美国、欧盟、新加坡、香港地
区等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阐述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
（一）便利和解协议的执行
和解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经调解而自愿达成的争议解决方案，其实质为合同属性；若一方
当事人拒绝执行，另一方当事人仍需就执行问题提起诉讼或仲裁。为便利和解协议的执行，
赋予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是近年来各国的立法趋势。《新加坡调解公约》发布前，由于国
际社会不存在直接执行和解协议的多边机制，各国通常以“转化”方式赋予其强制执行力：
4
即允许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将和解协议转化为法院判决， 或允许当事人向仲裁机构申请将和
5
解协议转化为仲裁裁决。
《新加坡调解公约》生效后，各成员国有义务直接执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但凡当事人
6
能够证明和解协议产生于调解、且当事人已签署和解协议，主管机关应尽快执行。 《公约》
对和解协议的“书面形式”作出了宽泛规定，任何可记录形式均满足书面要求，电子通信所
7
含信息可备日后查用亦可。 由此可见，国际社会致力于赋予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的同时，
简化对和解协议的书面要求，便利和解协议在多边框架下获得执行，进而推动调解在国际商
事争议解决中得以采用。
（二）规范调解员行为、保障当事人权益
调解员虽不能决定调解的程序事项或争议解决方案，但并不意味着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
处于消极被动地位。优秀的调解员不仅应通过与当事人会谈掌握更多信息，还应帮助当事人
客观分析自己和对方诉求的合理性、认识到对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协
议。《公约》未规定调解员应遵守的具体准则，但规定调解员若严重违反适用于调解员或调
解的准则、或调解员未披露可能对其公正性或独立性产生正当怀疑的情形，若前述行为与当
8
事人达成和解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成员国可拒绝执行和解协议。 《示范法》要求调解员为
确保其中立性和独立性而应自调解程序开始至程序结束承担持续披露义务，在调解过程中公
9
正对待各方当事人。 调解员保持中立性和独立性、公平公正、避免利益冲突，通常构成各
1
贸法会先后于 1980 年和 2002 年发布了《调解规则》《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
，2002 年《国际商事调解示
范法》已被美国、加拿大、瑞士等 33 个国家采纳。信息来源于贸法会网站，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a
rbitration/modellaw/commercial_conciliation/status， 2020 年 3 月 1 日。
2
Planned and Possible Future Work – Part III, Propos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
erica: Future Work for Working Group II,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UNCITRAL, UN Doc. A/CN.9/822 (2
014).
3
信息来源于贸法会网站，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mediation/conventions/international_settlement_agree
ments/status， 2020 年 3 月 25 日。
4
例如，我国 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3 条规定，当事人经国
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员或国际商事调解机构调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当事人可要求国际商事法庭依据和解
协议制作判决书；2017 年新加坡《调解法》第 12 条载由类似规定，允许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作出后的八个
星期内或法院所准许的期限内向法院申请将和解协议转化为法院指令，此等法院指令与法院判决具有同等
执行力。
5
例如，新加坡调解中心与新加坡海事仲裁院合作建立了“仲裁-调解-仲裁”机制，当事人于该机制下所达成
的和解协议可转化为合意裁决，与一般仲裁裁决具有同等执行力。参见新加坡调解中心网站，https://www.
mediation.com.sg/resources/model-clauses/， 2020 年 1 月 5 日。
6
2018 年《新加坡调解公约》第 4 条。
7
2018 年《新加坡调解公约》第 2.2 条。
8
参见《新加坡调解公约》第 5.1(1)(e)、(f)条。
9
参见 2018 年《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第 6.5 条、第 7.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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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律规定的调解员最低行为准则。
除上述法定准则，美国、欧盟、新加坡、香港地区等国家和地区以调解行业自律方式规
范调解员行为，确保调解质量。行业自律内容通常包括相关机构发布调解员行为守则或指南、
设立调解员认证制度、定期培训调解员等。其中，美国 2005 年发布的《调解员行为示范准
则》
（以下简称《示范准则》
）内容较为丰富详实，确立了美国调解行业共同体发展的九项准
则。《示范准则》除包含一般法律规定的调解员准则，还要求调解员参加培训、具备能够胜
任调解的相关经验、技能等其他素养；调解员若在调解过程中无法胜任调解工作，应退出调
解、请求适当援助等；调解员应促进调解行业的多元发展，尊重同行的不同观点，与其他同
1
行共同努力提升调解的专业化和服务水平，参加调解知识普及教育活动等。 为防止一方当
事人欺压或损害另一方当事人，
《示范准则》规定，若调解员意识到当事人之间存在欺压或
2
暴力行为，调解员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包括推迟调解、退出调解、或终止调解。 新加坡和
3
香港地区也分别设有调解行业自律机构，负责调解员资质认证。 因此，虽然理论上当事人
可协议指定任何第三人担任调解员，但实际上当事人通常指定那些具备专业知识且获得调解
员资格认证的人担任调解员。
（三）平衡个别正义与公共正义之间的关系
国际商事调解以当事人利益为导向，决定了其所追求的是当事人之间争议解决的个别正
义。为平衡个别正义与他人利益、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之间的关系，国际社会主要从调解的
适用范围、调解的保密性及其例外、和解协议的执行审查三个方面予以规制。
1、国际商事调解的范围
禁止以调解方式解决那些涉及国家核心法律秩序或公共利益的争议，是国际社会界定
“国际商事调解”范围的主要目的。《公约》规定了“国际”和“调解”的定义，但未规定
“商事”所涵盖的事项范围。其中，“国际”与我国法律中的“涉外”含义基本相同，只要
双方当事人在不同国家设有营业地、或和解协议规定的部分义务履行地所在国不同于当事人
营业地所在国，即可满足“国际”要求。“调解”是指在一名或几名第三人（调解员）协助
下，且调解员无权对争议当事人强加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当事人设法友好解决其争议的过程。
4
虽然《公约》未对“商事”做出界定，但《示范法》对“商事”做出了广义解释，其所列
5
举的商事关系包含投资、开发协议和特许权等。
此处的主要问题是国际商事调解的事项范围是否包含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议。
由于投资争议发生在私法人和公法人之间而兼具私法和公法的特点，各国可能对其是否属于
“商事”调解范围做出不同规定。例如，代表美国参与《公约》磋商的施纳贝尔认为“商事
6
争议”至少应包含工程建筑或自然资源开采领域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议。 欧盟
7
将调解可适用的案件范围交由各成员国本国法处理。 俄罗斯一向将投资争议视为与私法相
关的商事争议，其 2016 年所发布的《关于缔结投资鼓励和相关保护条约的规定》明确依据

See 2005 Model Standards of Conflict for Mediators.
See Standard VI(B) of 2005 Model Standards of Conflict for Mediators.
3
新加坡于 2014 年设立了负责调解行业自律的新加坡国际调解学院；香港地区于 2012 年设立了负责调解
行业自律的香港调解资历评审协会有限公司。
4
参见《新加坡调解公约》第 1.1 条。
5
《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第 1.1 条注释解释了“商事”的含义，认为应对该词做出广义解释，以涵盖一切商
事性质关系而发生的事项，无论这种关系是否属于合同关系。商业性质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交易：供应
或者交换货物或者服务的任何贸易交易；销售协议；商业代表或者代理；保理；租赁；工程建造；咨询；
工程技术；发放许可；投资；融资；银行业务；保险；开发协议或者特许权；合营企业和其他形式的工业
或者商业合作；航空、海路、铁路或公路客货运输。
6
Timothy Schnabel,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A Framework for the Cross-Border Recogn
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Mediated Settlements, 19(1) Pepperdine Dispute Resolution Law Journal, 2019,
pp. 22-23.
7
See Art. 1.2, On Certain Aspects of Mediation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Directive 2008/5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1 Ma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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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原则确立了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争议信息的保密原则。 我国在批准《纽约公约》时明
确表示国际商事争议不涵盖国际投资争议，对《新加坡调解公约》是否还应坚持这一立场需
要进一步考虑。
2、调解的保密性及其例外
为保障国际商事调解的顺利进行，各国立法均对调解的保密性予以保护。成功的调解需
要当事人和调解员深刻理解争议问题及其发生的原因和背景，进而探讨克服现有争议并达成
和解的可能性。调解过程中所探讨的事项不仅局限于争议本身，而应涵盖与争议解决相关的
各种可行方案，包括重组当事人之间的未来商业关系、共同让步达成妥协等，这可能涉及在
2
仲裁或诉讼程序中不予探讨的敏感信息或机密信息。 若调解的保密性得不到保障，当事人
则担心对方当事人在调解失败后利用调解过程中所获取的事实和信息作为证据，对其提起不
利诉讼或仲裁。因此，保障调解过程中所披露的事实和信息不在其他争议解决程序中予以披
露或采用对于确保当事人充分参与调解程序具有重要意义。
《示范法》和各国立法通常在以下三个方面保障调解的保密性：其一，对外保密原则，
即所有与调解相关的信息均应保密，不应对调解程序以外的第三人予以披露。前述调解信息
包括：
（1）一方当事人提出调解的请求或一方当事人愿意参与调解的事实；
（2）调解过程中
一方当事人就可能达成的争议解决方案所表达的意见或建议；
（3）调解过程中一方当事人所
作出的陈述或所承认的事项；
（4）调解员作出的提议；
（5）一方当事人表示愿意接受调解员
3
提出的争议解决方案；（6）仅为调解程序所准备的文件。 其二，对内保密原则，即调解员
可单独会见一方当事人，若该方当事人提出保密要求，调解员不得向另一方当事人披露其单
4
独会见时所获得的信息。 其三，禁止证据准入原则，即所有调解参与人不得在其他争议解
5
决程序中将调解过程中所获得的信息作为证据使用。 诚然，若当事人同意放弃调解的保密
性，或为执行和解协议之目的而向主管机关提供必要的调解信息，是常见的调解保密例外情
况。
值得注意的是，调解的保密性会限制公众获取有关争议事实、争议处理过程和争议解决
结果的相关信息，这与公开审判原理背道而驰，可能损害透明争议解决机制所承担的公共价
6
值。 为平衡当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各国调解立法通常规定保密的例外条款。
此类例外条款包括：为研究、评估或教育目的而适当使用调解信息；为指控调解员行为不当
或失职而向主管机关提供调解信息；公众在公开场合所获取的调解信息；威胁他人人身安全
7
的调解信息；用于犯罪或隐瞒犯罪的调解信息。
3、执行审查权
赋予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并不意味着各国执行机关必需无条件执行，对和解协议作出
形式审查是执行机关的职责所在，这对于确保和解协议的真实性、保障国际商事调解的良性
运作、确保各国核心法律秩序和公共秩序得以遵守都具有重要意义。《公约》规定主管机关
See Dmitry K. Labin and Alena V. Soloveva, Russia's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y: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Trends in Terra (In)Cognita, in Congyan Cai and Huiping Chen (eds.) The BRICS in the N
ew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on Investment, Brill, 2020.
2
United Nations,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ciliation with Guide to Enact
ment and Use 2002, p. 39.
3
参见 2018 年《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第 9 条、第 10 条；新加坡 2017 年《调解法》第 9.1 条；香港 2017
年《调解条例》第 8.1 条。
4
参见 2018 年《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第 8 条、2017 年新加坡《调解法》第 3.2 条；2017 年香港《调解条
例》第 4.2 条。
5
参见 2018 年《国际商事调解法》第 11 条、2017 年新加坡《调解法》第 10 条、2017 年香港《调解条例》
第 9 条。
6
Rainer Kulms, Mediation in the USA: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between Legalism and Self-Deter
mination, in Klaus J. Hopt & Felix Steffek (eds.) Mediation: Principles and Regulation in Comparative P
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289.
7
参见美国 2003 年《统一调解法》第 6 条、2008 年欧盟《调解指令》第 7 条、2017 年新加坡《调解法》
第 9 条、2017 年香港《调解条例》第 8 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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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情况可以拒绝执行和解协议：
（1）调解过程中的当事人处于某种无行为能力状况；
（2）
和解协议无效、失效、无法履行或已履行、不具约束力或不具终局性，或和解协议内容不清
楚或无法理解，或准予救济有悖和解协议条款；
（3）调解员严重违反适用于调解员或调解的
准则、或调解员未披露可能对其公正性或独立性产生正当怀疑的情况，前述行为与当事人达
成和解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4）和解协议违反成员国公共秩序或争议事项依据成员国法律属
1
于不可调解事项。

四、构建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原则和方案
构建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应立足于我国国情，以《新加坡调解公约》和相关国际立法
为参照视阈，以制定专项的《商事调解法》作为制度构建路径，一方面保障当事人参与国际
商事调解的权益，便利和解协议的执行，另一方面平衡当事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之间的关系，兼顾国际商事调解所追求的个别正义和法治所追求的公共正义之间的关系。
对此，构建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应确立适合的基本原则，并以之为基础寻求相应的具体建
设方案。
（一）确立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基本原则
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调解员无权将争议解决办法强加于当事人，是调解的本质特征，
自然应成为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基本原则，此处不再赘述。除此之外，我国国际商事调
解制度还应确立和坚持以下方面的原则。
2

一方面，应确立国际商事调解与国内商事调解之间的非歧视原则，准予个人调解 。考
3
虑到近年来外商在我国的广泛投资和我国已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 基于商事关系是否具有
国际性而区别对待国际商事调解和国内商事调解已不合时宜。另外，《公约》规定国际商事
调解无论是由机构做出还是个人做出，不能成为成员国拒绝执行和解协议的理由。虽然我国
尚未批准《公约》，但不应无谓背离《公约》规定。鉴于《公约》项下的调解并无国籍概念，
国际社会不再以国籍作为区别对待机构调解和个人调解的理由，我国不应采取仲裁领域的做
4
法来区别对待机构调解和个人调解。 因此，我国应允许个人调解，平等对待国际商事调解
和国内商事调解，为当事人自主决定采用何种形式的调解提供选择的余地。
另一方面，确立调解的保密性及其例外原则，防止绝对保密原则可能滋生的法治风险。
参与调解的各方当事人不应泄露有关调解的通讯内容，这是调解应遵守的一般原则；但是，
绝对保密原则容易滋生欺骗、欺压等行为，存在损害一方当事人利益、第三方利益、甚或公
5
共利益的风险。因此，参考外国及我国香港地区关于保密例外的规定， 我国至少应对以下
几种情况做出例外规定：其一，有合理理由相信，做出该项披露为防止或减轻对社会公共利
益或第三人利益所造成的损害所必需；其二，该项披露是按照法律规定或法院命令而作出；
其三，该项披露是为征询法律意见而作出；其四，该项披露是为研究、评估或教育的目的而
2018 年《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第 19 条；
《新加坡调解公约》第 5 条。
“个人调解”指当事人将争议直接交给调解员进行调解；
“机构调解”指当事人通过某一常设调解机构进行调
解。“个人调解”概念与“临时仲裁”概念相对应，“临时仲裁”指当事人将争议交给临时组建的仲裁庭而非常设
仲裁机构进行仲裁，一旦仲裁结束，临时仲裁庭即予以解散；“机构调解”概念与“机构仲裁”相对应，
“机构仲
裁”指当事人将争议交给某一常设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3
例如，2019 年《外商投资法》第 4 条规定“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2
019 年《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 13 条规定“商投资企业依法和内资企业平等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
4
在仲裁领域，我国《仲裁法》只承认机构仲裁，在执行《纽约公约》过程中面临着承认外国临时仲裁的
法律效力、但不承认我国临时仲裁合法性的双重标准问题。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目前已允许在自由贸易
试验区内注册的企业采用临时仲裁解决争议。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
障的意见》（法发〔2016〕34 号）规定：“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企业相互之间约定在内地特定地点、按照
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人员对有关争议进行仲裁的，可以认定该仲裁协议有效。
”
5
参见 2018 年《新加坡调解公约》第 9 条、2003 年美国《统一调解法》第 6 条、2017 年香港《调解条例》
第 8 条。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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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且没有直接或间接泄露该项调解信息所涉的当事人的身份。另外，在获得法院许可的
情况下，任何人可为下述目的披露调解内容：其一，执行或质疑经调解所达成的和解协议；
其二，为指控调解员失当行为而提供证据；其三，法院认为有理由支持的其它目的。
另外，确立长臂管辖原则，保障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良性运作和我国商事主体的海外利
益。鉴于参与国际商事调解的当事人和调解员可能来自不同国家，调解可能通过远程视频等
方式进行，这对传统的属人管辖和属地管辖提出了挑战。长臂管辖权使管辖规则更富有弹性
1
和灵活性， 这有利于应对调解的灵活性和非正式性所带来的法律风险。我国通过确立长臂
管辖原则可防止当事人为规避法律而以调解方式达到非法转移财产的目的。因此，但凡当事
人向我国法院申请执行和解协议，无论当事人或调解员是否来自于我国，无论争议事项是否
发生在我国，只要当事人或调解员违反我国《商事调解法》规定、损害我国商事调解法律秩
序，我国法院均应享有管辖权。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和我国企业越来越
多地“走出去”，我国企业在境外的合法权益若受到虚假调解或其他不当调解行为的侵害，
2
我国法院亦应行使管辖权，保护我国商事主体的海外利益。
（二）构建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具体方案
国际商事调解制度主要涉及制度的适用范围、调解员行为规范、调解的保密性及其例外、
和解协议的效力、法院的执行与审查。鉴于上文已探讨了保密性及其例外原则，此处不再赘
述。关于和解协议的效力，便利和解协议的执行、赋予其强制执行力，不仅是《新加坡调解
公约》对成员国的义务要求，也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我国应参照《公约》规定赋予
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继而，构建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棘手问题是：如何结合我国国
情适当设置制度的适用范围、调解员行为规范、法院的执行与审查来应对制度构建所带来的
相关挑战，以及如何解决我国部分学者和法律职业者所关心的虚假调解问题。
1．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
在适用范围方面，我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应否允许我国政府或国有企业作为一方当事
人参与国际商事调解。政府是公法人，法治政府建设要求政府对公众负责、履行政府信息公
开义务、接受公众监督，这与调解的保密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
济的重要支柱，部分国有企业承担类似政府所肩负的公共职能。因此，我国政府和国有企业
参与国际商事调解可能涉及公众利益或公共利益，应对二者参与国际商事调解做出专门规定。
（1）我国政府参与国际商事调解的问题
我国政府参与国际商事调解涉及两种情况：一是国际投资调解，其争议事项为我国政府
作为本国境内投资管理者与外国私人投资者之间就投资问题所发生的争议，其特点为双方当
3
事人法律地位不平等； 二是侠义的国际商事调解，其争议事项为我国政府作为平等商事主
体与国际商事主体之间就货物买卖等所发生的争议，其特点为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国
际投资调解比国际商事调解更复杂，不仅涉及政府对外国投资者的管辖权，还可能涉及当地
居民利益，例如，外商投资矿产资源开发争议可能涉及当地环境污染问题，进而关涉当地居
民的生活环境。下文将首先探讨我国应否允许我国政府作为一方当事人参与国际投资调解，
再探讨国际商事调解。
就国际投资调解而言，能否协调或如何协调国际投资调解的保密性与我国法治政府建设、
当地公民权利保障问题，决定着应否允许我国政府参与国际投资调解。国际社会已注意到调
解的保密性与法治政府公开原则之间的矛盾，认识到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程序规则》
4
的缺陷， 国际律师协会（IBA）于 2012 年制定了《国际律师协会关于投资者-东道国之间的
1

郭玉军、甘勇：
《美国法院的“长臂管辖权”——兼论确立国际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合理性原则》
，
《比较法研
究》2000 年第 3 期，第 268 页。
2
参见肖永平：
《“长臂管辖权”的法理分析与对策研究》，
《中国法学》2019 年第 6 期，第 60 页。
3
参见余劲松：
《国际投资法》（第四版）
，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43 页。
4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程序规则》最早生效日期为 1968 年 1 月 1 日，后经三次修改并生效的版本
为 1984 年版、2003 年版、2006 年版。2006 年《调解程序规则》没能解决调解的保密性与法治政府公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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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解规则》
（
《IBA 投资调解规则》
），规定了适度披露原则 来解决调解的保密性与法治政府公
开原则之间的矛盾。此外，国际社会注意到投资调解对调解员提出了更高要求，即调解员不
仅应掌握私人商事主体之间的争议解决知识，还应掌握政府参与调解所涉的国内责任和国际
责任方面的背景知识，国际调解协会遂于 2016 年发布了《投资者-东道国调解员资质标准》。
考虑到国际社会在推动投资调解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投资调解有望发展为当事人所青睐
2
的争议解决方式。 另外，我国与其他国家所签署的多数双边投资条约和 2010 年《中国投资
3
4
保护协定范本》中均含有投资调解条款， 同时已积累了投资调解方面的实践经验。 我国若
禁止我国政府参与国际投资调解，这将违反我国已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违背我国在《中国
投资保护协定范本》中所表明的立场，背离相关法律实践。因此，我国应允许我国政府作为
一方当事人参与国际投资调解，但应严格规定政府所应承担的义务。
就我国政府参与国际投资调解的规制而言，首先，可借鉴《IBA 调解规则》中的适度披
露原则，要求我国政府履行适度披露义务，对于调解所发生的事实和调解结果应予以公开，
接受公民监督。其次，若调解事项涉及当地居民利益，应准予当地居民推选代表参与调解程
序。最后，考虑到调解在程序规范和法律适用方面的欠缺、和解协议不能承载法律推理和法
律解释功能，对于涉及我国投资法律制度和我国政府行使外资管理权是否适当等法律问题，
5
应禁止采用调解方式解决此类争议。
就我国政府所涉的国际商事调解而言，由于国际商事争议比国际投资争议相对简单、不
直接涉及当地居民利益或公共利益，应允许我国政府参与国际商事调解，同时要求政府公开
其作为一方当事人参与国际商事调解的事实和调解结果，接受人民和社会监督。
（2）我国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商事调解的问题
参照前述我国政府参与国际商事调解的相关论述，我国亦应允许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商事
调解，这特别有利于国有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采用调解方式解决其与沿线国家
的相关争议，规避部分沿线国家立法和司法落后的弊端。然而，考虑到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
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我国应按照国有企业所承担的职能分类规定国有企业参与国
际商事调解所应承担的义务。
具体而言，我国国有企业包含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
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这几种形式。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按照政企分开、社会公共管理
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不干预企业依法自主经营的原则，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
6
7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国有企业主要分为两类：公益类和商业类。 公益类国有企业以保
则之间的矛盾，规定了以调解员为主导的调解程序，导致调解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仲裁或诉讼，未能充分
体现调解优势。截至 2020 年 1 月，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共受理了 669 件投资仲裁案件，10 件投资调解
案件，数据来源于 ICSID 网站，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Pages/cases/AdvancedSearch.aspx， 2020 年 1 月 14 日。
1
《IBA 投资调解规则》要求披露调解所发生的事实和所达成的和解协议；政府可于调解前向对方当事人
阐明需要遵守的披露义务，例如，需要遵守法定披露义务、法院命令或类似指令项下的披露义务、为防止
严重罪行或对公共安全的显著威胁等应履行披露义务，若当事人之间达成协议，可酌情予以披露调解通讯
内容。参见《IBA 调解规则》第 10 条。
2
目前，投资仲裁是投资争议的主要解决方式。See Monde Marshall,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Re
conceptionalized: Regulation of Disputes, Standards and Mediation, 17 Pepperdine Dispute Resolution Law
Journal, 2017, p. 250.
3
参见 2010 年《中国投资保护协定范本》第 13 条、中国与坦桑尼亚于 2013 年所签署的《投资促进与相互
保护条约》第 13 条、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于 2011 年所签署的《投资促进与相互保护条约》第 12 条等。但
是，我国与加拿大于 2012 年所签署的《投资促进与相互保护条约》并不含有投资调解条款，投资者若与东
道国磋商失败即可提交仲裁解决争议。
4
2006 年，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暂行办法》，调解被依法定为处理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我国
行政主管部门的争议解决方式之一。2018 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发布了《<CEPA 投资协议>
投资争端调解规则》
，专门处理香港、澳门地区投资者与我国内地行政部门之间的投资争议。
5
See Robert Zeineman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Public Sector Mediation, 24(2) Environs: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Journal, 2001, p. 62.
6
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5 条、第 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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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必要的产品或服务价格可以由政府调
控；商业类国有企业包含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的竞争类企业，也包含以保障国家
安全为主要目标的战略性企业。现有企业分类基于谁出资谁分类，缺乏统一标准，容易造成
1
分类混乱。 实际上，我国国有企业应分为三类：商业类（一般竞争类）、公益类、国家安全
2
类。 对于商业类国有企业，应按照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与其他私有企业处于平等地位，无论
是公司运营还是相关的争议解决，均应按照现代企业法人决策机制运作，应允许该类企业自
主决定是否选择调解方式解决争议。但是，对于公益类和国家安全类国有企业，因这些企业
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应参照前述我国政府参与调解的情况予以规定。
2．调解员行为规范
3

考虑到我国目前关于调解员的规定主要集中在人民调解制度领域， 而人民调解制度定
位于民间纠纷解决，这与国际商事调解对调解员的专业性、跨文化沟能力等方面的要求不相
4
匹配。 因此，我国有必要在未来的《商事调解法》中规定调解员所应遵守的最低准则，即
中立原则、保密原则、审慎原则。具体而言，中立原则要求调解员应不偏不倚地对待各方当
事人，不因当事人的性格特点、价值取向、财务状况等各种因素而对当事人持有偏见；同时，
中立原则要求调解员应履行持续披露义务，无论是调解开始前还是调解过程中，调解员有义
务向当事人披露其所知晓的可能影响其中立性的任何事项。保密原则是指调解员应按照约定
履行保密义务，除非法律做出例外规定。审慎原则要求调解员应确保各方当事人理解调解程
序且充分参与到调解过程；调解员应尽量避免调解过程中发生不当行为而导致和解协议无效；
同时，调解员若有合理理由认为当事人存在虚假调解的可能，应及时退出调解程序。
3．法院的执行与审查
法院一方面应便利和解协议的顺利执行，另一方面应在执行过程中确保我国公共利益和
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首先，关于我国执行法院的级别和地域问题，参照我国关于仲
5
裁裁决执行的规定， 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执行。然而，考虑到我国中级人民法院的任务较为繁重，我国可按照执行标的金额的大小
6
来分流执行，即达到一定金额标准的由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否则由基层人民法院执行。 其
次，关于和解协议的审查问题，为高效、便捷地执行和解协议，应由负责执行的法院予以审
查。参考《公约》规定，法院应对和解协议做出形式审查，不应做出实质审查。但是，若当
事人提出实质审查要求或第三人提出执行异议，同时存在初步证据支持当事人的诉求，最高
7
人民法院有必要指定专门审判机构予以查明。 最后，参考仲裁领域关于保全措施的实践，
8
鉴于几乎所有国家均承认当事人在仲裁程序进行中有权提出保全申请， 我国应在制度设计
上允许当事人在申请执行和解协议程序中提出保全申请。
4．预防虚假调解
9

由于我国社会诚信体系不够健全， 虚假调解是我国构建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时必需注意
2015 年国资委、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第 1
条。
1
韩立余：
《国际法视野下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法学》2019 年第 6 期，第 178 页。
2
同上，第 179 页。
3
参见 2018 年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人民调解队伍建设》。
4
参见唐琼琼：
《<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完善》，《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
19 年第 4 期，第 121 页。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2017 修正）第 283 条规定：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
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
6
赵平：
《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下的<新加坡调解公约>》
，《经贸法律评论》2019 年第 6 期，第 56 页。
7
孙巍：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我国法律制度的衔接》，https://www.sls.org.cn/levelThreePage.html?id=10450，
2020 年 1 月 20 日。
8
杜新丽：
《论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审查与立法完善》，
《现代法学》2005 年第 6 期，第 169 页。
9
汪勇钢、陈伟君：
《在幻象中寻求突破：虚假仲裁现象研究》，
《法律适用》2012 年第 1 期，第 104 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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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的风险。我国应在立法上界定虚假调解的构成要件，同时完善调解行为各阶段所涉的法
治建设。
目前，国际社会和我国尚未界定虚假调解的含义。借鉴我国关于虚假诉讼的要素规定，
理论上可将虚假调解界定为包含以下要件：其一，在主观方面，当事人存在恶意和谋取非
法利益的意图；其二，在客观方面，当事人存在串通、虚构事实、借用合法调解程序的行为；
其三，在效果方面，调解所达成的和解协议侵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合法权
益。至于调解员是否知道当事人从事虚假调解，鉴于调解的高度意思自治和调解员并不具备
类似法官的调查取证职权，这不应成为影响虚假调解认定的因素。然而，若调解员知道当事
人从事虚假调解，但未能及时退出调解程序，调解员亦应认定为参与了虚假调解。
1

然而，现实中的难题在于调解的保密性导致调解以外之人难于获知调解事由、调解过程、
甚至调解结果，调解的国际性更可能加剧了获取前述信息的难度。因此，社会公众或司法机
构难以对调解进行事前或事中监督，防范虚假调解的重点在于法院在执行和解协议时应予以
2
严格审查。 然而，调解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治的法律秩序，各国法院原则上仅对和解协议
进行形式审查。另外，由于和解协议一般只载明调解事由和结果，并不载明说理过程，法院
很难依据和解协议发现虚假调解问题。因此，这似乎陷入了无法解决虚假调解问题的困境。
实际上，虚假调解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社会公众信用意识的提高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
而这些有赖于法治的健全及其对失信行为的惩戒。我国不仅应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从事虚假调
解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还应从行业自律、加强诚信建设、提升法院执行信息的透明度来
防范虚假调解。其一，我国应确立国际商事调解行业自律，设立中国调解协会，负责制定《调
解行业准则》和《调解员行为守则》、监督我国调解机构的运营和调解员的相关活动、评估
调解在我国的发展情况、处理公众对我国调解机构和调解员的投诉等。对于参与虚假调解的
调解员，除应追究其法律责任，还应将其纳入失信名单、禁止再从事与调解行业相关的工作。
对于前述调解员所在的调解机构（若有），应责令其加强对调解员行为规范的培训和监督。
其二，就调解活动而言，凡由我国调解员或调解机构受理的，应要求调解员、当事人及其代
理律师签署《诚信调解承诺书》
，该承诺书应载明各参与人违反诚信调解的法律后果。在调
解过程中，若调解员有理由怀疑当事人从事虚假调解，调解员应退出调解程序。其三，就和
解协议的执行而言，我国应建立执行信息查询系统，法院在执行前应将执行信息录入系统供
公众查询。对于提出执行异议的第三人，若有确凿证据证明执行和解协议有侵害第三人利益
或公共利益的可能，法院应停止执行并移送相关部门进行调查。

五、结语
构建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是完善我国“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需要，不仅
有利于提升我国调解行业的国际化和专业化水平，高效便捷的解决国际商事争议，也有利于
化解当事人因国际商事争议所产生的负面情绪，构建和谐的商业关系。这对于改善我国营商
环境，促进“一带一路”商事争议解决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能够回应国际社会推动国际商事
调解发展的努力。然而，调解不能替代诉讼或仲裁发挥提供公共产品的功能，其在程序规范
和法律适用方面的欠缺可能导致调解中产生欺骗和欺压行为，侵害当事人和第三人权利。若
过度采用调解，甚至侵蚀法律所承担的公共价值，影响法官发挥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功能。
因此，我国应参考相关国际经验，以制定《商事调解法》为路径，在立足我国国情的基础上
确立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有其自身局限性，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各方当事人均保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 1 条：虚假诉讼一般包含以下要素：
（1）
以规避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
（2）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3）虚构事实；
（4）
借用合法的民事程序；
（5）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2
赵平：
《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下的<新加坡调解公约>》
，《经贸法律评论》2019 年第 6 期，第 58 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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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善意参与调解。对于一方当事人恶意参与调解、故意拖延争议解决进程的情况，另一方当
事人只能退出调解，再就争议提起诉讼或仲裁。在一定程度上，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有效运
作依赖于诉讼和仲裁为当事人所提供的威慑作用，即国际商事调解失败并不意味着争议无法
解决或正义无法实现，恶意参与调解并企图规避义务的当事人最终应接受法律的审判。因此，
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本身无法独善其身，需要调解以外的制度威慑或制度支持，包括法院强制
执行和解协议而为善意参与调解的当事人所提供的救济。另外，国际商事调解制度不能解决
争议在法律上的合法性问题，不能为国际商事关系确立先例。因此，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
的有效运作需要当事人选择合适的争议解决方式，同时需要国家立法完善调解、诉讼和仲裁
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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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China’s Legal Framework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Abstract: To build China’s legal framework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is beneficia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one-stop” multi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while
respon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establish a multilateral enforcement regime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by promulgating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Commercial Mediation, aiming. China should refer to relevant experiences, take into account
China’s specific circumstances, and stipulate Commercial Mediation Act as the roadmap to
establish the legal framework. On one hand, China should protect the parties’ interests and rights,
and facilitate the enforcement of settlement agreements.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should balance
the parties’ interests and third parties’ and social interest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vate justice pursued by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and public justice promoted by rule
of law. Therefore, China should initially establish the principles to ensure non-discrimina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and domestic commercial mediation, protect
confidentiality of the mediation with exceptions and establish long-arm jurisdiction, and then
appropriately design specific programs which include the design of the proper disclosure
obligations that China’s official bodies and specifie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hould honor when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the minimum standard of conduct mediators
should satisfy, the mechanism of judicial review and enforcement, and the comprehensive scheme
against false mediation.
Keywords: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legal
framework; challeng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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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理论的创新发展路径探讨：辅助履约原则
许艺馨
摘 要：本文以 Shihata 的“过程导向理论“为依托提出”辅助履约机制“，并进一步提出通过延伸现存国
际经济制度的功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及资金支持，辅助其履行国际经济义务，避免违约行为，或
及时纠正违约行为。辅助履约机制以辅助报告（assisted reporting）机制，因地制宜的监督系统（sitespecific supervision），和基于能力的渐变履约目标（capacity-based progressive compliance targets）为基
础。旨在辅助发展中国家履行国际经济义务，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推进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进程。

一、前言
考虑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异，采用“互惠” 、“非歧视”的自由竞争
规则，实际上是使发达国家凭借其国家实力（经济、科技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合法化，
从而进一步拉大两个世界的贫富差距。1为了达到实质上的公平，国际经济法中时常提及并为发展中国
家所主要应用的是“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而本文所指“辅助履约原则”是希望可以再此基础上更进一
步。
经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提出，WTO 法律体系确立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旨在强调“ 承担义务的非互惠模式” ，而后逐步被限制或转化为“履行义务的非互
惠模式” 。2无论是在订立义务时减轻发展中国家承担义务的范围与程度，还是在检验履行义务的实际
情况时降低对发展中国家的履行要求或放款履行时间与条件，其共同点是承担和履行义务的主体都是
发展中国家自己。
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资金、制度、技术方面的能力所限，一些国家无法独立完成某些义务，或
者完成义务本身意味者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或者在订立条约时意欲履行但是由于突发状况或实际困
难无法履行。以上原因可能阻碍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进程，出现公约各参与方就义务制定与履行争执不
下，数年谈判无果，无法达成合意的僵局；或是公约订立生效后没有受到某些缔约国的遵守，出现履
约瑕疵，公约无法继续实施，各参与方因此产生新的争议。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会降低国际经济规则
的公信力、执行力，使南北差距等经济发展问题没有办法得到有效解决。
而本文提出的“辅助履约原则（assisted-compliance principle）”正是针对此类问题探讨有效的解决
办法，辅助发展中国家履行国际经济义务，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推进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进程。本
文 以 前 世 界 银 行 高 级 副 主 席 ， 总 法 律 顾 问 （ Senior Vice President and General Counsel of the World
Bank），ICSID 秘书长 Shihata 博士主张的“过程导向方法”为基础，提出“辅助履约原则”。3
目 前 我 国 学 者 尚 未 开 始 讨 论 Shihata 的 理 论 。 关 于 国 际 公 约 的 履 约 机 制 及 （ 合 规 ） 理 论
（compliance theory）我国学者更多的是从评价我国或者外国的国家行为是否符合公约规定的角度进行
讨论。4由于国际公约不同于国内法，违约的情况下没有办法采取及时有效的救济措施。因此很多外国

1
2

曾华群.论"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发展及其法理基础[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13.
The World Bank, Dedication of former World Bank Board Room in honor of Ibrahim F.I. Shihata, November 7, 2019,
https://www.worldbank.org/en/events/2019/11/07/dedication-of-the-former-board-room-in-honor-of-mr-ibrahim-fi-shihata,
accessed on 9 Oct. 2020.
4
比如：沈肇圻. (2018). 国际海事公约的接轨与履约. 中国船检, 000(002), 92-94。 齐皓天. (2017). WTO 规则视角下美国农
业国内支持的合规性研究. (Doctoral dissertation)。高陆. (2019). 美国"232 措施"的 WTO 合规性分析. (Doctoral disserta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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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以国际法为对象探讨如何能够增强各国对国际公约的履行。5而 Shihata 的理论也不断的被一些学
者所引用以解释国际组织、国际经济发展的有关问题。6综合以上文献，下文将从“辅助履约原则”的含
义与渊源、实施方法、和对我国国际经济法理论发展的现实意义，可行性分析及限制四个方面展开讨
论，最后一部分进行总结。

二、“辅助履约原则”的含义与渊源
本文提出的“辅助履约原则”主张通过延伸现存国际制度的功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
助，来辅助其履行国际经济义务，防止履行瑕疵，或及时纠正违约行为，从而减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的政治经济摩擦，以最低的社会成本获得世界经济发展。7 其中“延伸现存的国际制度的功能”是指
在最小的程度上改变现存的国际制度，以现有的国际公约、国际机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为依托，增
加援助措施。之所以避免建立全新的国际法律制度是为了减少因此可能产生的成本，比如冗长的国际
谈判，增加提议获得实施的可能性。
此处所提“辅助履约原则”是源自 Shihata 的“过程导向方法”。8顾名思义，此方法既强调公约义务的
设置不能只看重履行条约的结果，而应关注履行条约的过程，只有把过程设计的清楚合理，考虑实践
当中的可行性，才可能达到最终想要的履行结果。他指出实践证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援助以发
展替代型技术、增强履约能力，并在接受援助的同时将这种行为模式融入到本身的社会文化当中，那
么发展中国家的履约情况会更好。
为了履行国际公约的义务，发展中国家经常需要制定新的国家发展规划，颁布新的法律，甚至建
立新的公共机构。比如中国在实施 TRIPS 协议时颁布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法律，成立的有关审查机
构和司法审理机构。要成功完成这些转变，只依靠国家的政治意向是不够的。政府必须具备必要的客
观条件。因此国际社会应将力量集中于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促使他们实现法律的颁布
与实施，机构的成立与运行。
“过程导向方法”是针对“顺序法（sequential approach）“而提出的（本文作者认为或应命名为“结果
导向方法”更为契合）。所谓“顺序法”是指传统国际法的制定与实施中使用的当出现违约行为时再采取
行动的思维方式。9这种规则和机制包括国际责任、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制裁和惩罚。其本身是强制和
补救性的。虽然重要，但是却不能有效的避免国际违约行为的发生，或是在不给其他国家经济带来负
面影响的情况下，真正意义上对遭受违约损害的国家给与合理的经济补偿。我们更需要的也许是一种
能够促使国家不断遵守条约、履行义务的方式，防止违约行为的发生，以尽量低的成本纠正违约行为。
Shihata 提出“过程导向方法”正式出于这样的初衷。
Shihata 提出这一方法的时候主要针对的国际环境公约。他指出现代的很多国际环境公约都是通过
间接的、结构相对松散的、合作的机制达到履行效果，虽然这些机制仍然有待完善。有趣的是他在行
文中也提到国际环境公约可以效仿 GATT，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规定适应期的履约方式。10而本文试图
提议国际经济贸易法律法规借鉴国际环境公约中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与技术的援助，从而达到履
约效果的措施。
E.g., Etienne, J. (2011). Compliance Theory: A Goal Framing Approach. Law & Policy, 33(3), 305-33. Lunenburg, F. C. (2012).
Compliance theory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holarly academic intellectual diversity, 14(1), 14. Gerhart, P. M. (2000). Reflections: Beyond Compliance Theory--TRIPS as a Substantive Issue. Case W. Res. J. Int'l L., 32, 35
7-88. Guzman, A. T. (2002). A compliance-based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Calif. L. Rev., 90, 1823-90.
6
E.g., Van Den Meerssche, D. (2019). Performing the rul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brahim Shihata and the World
Bank’s turn to governance reform.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2(1), 47-69. Ziadé, N. G. (2016). Ibrahim FI Shihata (1
937-2001): A Builder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a Leader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BCD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
eview, 3(1), 1-3.
7
Shihata, I. F. (1996). Implementation, Enforcement, and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Practical Su
ggestions in the Light of the World Bank's Experience. Geo. Int'l Envtl. L. Rev., 9, 37-54.
8
同上，第 38 页。
9
同时，第 45 页。
10
同上，第 42 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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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方法
以“过程导向方法”为基础，本文提出实施“辅助履约原则”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
组织（社会组织）相合作，共同推进国际经济义务在国内的有效转化与实施。其实施过程当中需要各
个主体之间更有效的信息交流、监督咨询、技术资金支持等。具体而言，除了延伸现存国际制度的功
能（extend the functions of exist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以提供技术资金支持外，国际
经济制度应采取辅助报告（assisted reporting）机制，因地制宜的监督系统（site-specific supervision），
并继续应用“特殊与区别待遇原则”实行基于能力的渐变履约目标（capacity-based progressive compliance
targets）。11
（一）延伸现存国际制度的功能
如前文所述，此项原则的提出以尽量少甚至不改变现有国际制度、机构、经济合作机制为前提。
本文提出两个此类设想。其一是利用世界银行现存的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项目。12项目本
身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减少贫困为前提，在多年的实施过程中，世界银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
验。何不设置在支持项目范围中加入帮助发展中国家履行国际经济义务的项目。此类项目的本身可以
有多种实施方式与目标，根据发展中国家的自身需求，可以是关于制定新经济法律法规的调查研究，
可以是推进新法实施的机构设立、基础设施建设、社会补偿等等。项目本身借用世界银行现存的项目
实施机制与专业人员，尽可能的降低成本，将额外援助尽量多的用于辅助履约。
另外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可以达成合意：发达国家给予一定的援助资源，而发展中国家承诺
利用这些资源的基础上承担一定的国际经济义务，则可以效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建立绿色碳基
金（Green Climate Fund），由 WTO 或其他国际经济公约有关的国际组织建立多边基金。该多变基金
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专业金融中介，专门负责国际经济有关的援助履约项目。其受公约
约束，承担管理援助资源，管理融资项目，控制投资结果的职责。
除此之外援助履约措施应与缔约国的履约汇报和履约监督相结合，以确保援助措施的切实有效。
（二）辅助汇报机制
目前国际经济法律法规存在各国向有关公约的秘书处报告履约情况的义务。但是公约秘书处本身
并不具备监督实施公约义务的能力。由于每个国家负责某项公约实施的内部机构不同，机构内部管理
机制及人员配置参差不齐，很多时候履约瑕疵也许不是某国政府有意为之，可能是因为实施机构不作
为或能力资源有限。
秘书如果根据公约中的汇报要求，向各国说明履约对于国内法的积极影响，并帮助成员国检验履
约情况，分享信息，尽早与违约国进行双边对话，或在多边会议上讨论此事，很有可能促进成员国的
履约行为。一般认为，公约秘书处的就职人员相对专业，与成熟的国际组织相比，其政治考量和官僚
主义都更少。此项建议对于秘书处的工作人员的外交能力与沟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与违约国的谈判并非为了谴责违约行为，而是希望与之磋商找到补救办法。提供技术、制度、资
金支持辅助履约，对于因违约而遭受损害的国家而言，很可能比诉诸争端解决或进行制裁所耗的社会
成本更小些。WTO 争端解决当中第一步的磋商也是出于双方达成合意的角度而设立。然而区别是该磋
商机制限定于原告与被告双方，并且完全保密。但是有时一方的违约行为影响的不仅是原告一方的利
益，在违约初期，或违约行为发生之前，将违约风险和给世界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被全面解析之后，
很可能多个国家支取分别提供少量的援助履约资源就可避免违约的发生。

同上， 第 43 页。此处同时提出英文命名，是希望可以和国际公约用语相结合，避免歧义。
Brazys, Samuel. "Aid and governance: Negative return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8.2 (2016): 294313.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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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地制宜监督系统
对于不同国家履约情况监督要求监督机制能够获得各缔约国的第一手信息，并在监视实施情况的
同时了解其国情，在出现初期违约的情况时及时发现、汇报、沟通，尽可能全面具体的了解出现违约
情况的原因。监督机构本身隶属于公约秘书处，并不隶属于某一缔约国，以避免政治利益的考量。监
督机构本身与各缔约国既有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也是合作的关系。汇报机制是根据各缔约国自身的
汇报而行事，而监督机构也许根据自身的调查得出结论，也许比缔约国自身（包括违约方和受损害方）
先一步发现违约行为的发生。调查结论还需论证评判，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及时与可能违约的缔约国沟
通，理清缔约国的国家情况，存在的困难，因地制宜的建议其他缔约国采取辅助履约措施，制定辅助
履约的完成目标，避免违约行为恶化。
（四）基于能力的渐变履约目标
强调辅助履约机制需要结合适合各国条件和需求的义务制定，而在辅助履约措施实施的过程中，
同样需要根据目标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需求来指定辅助履约措施和阶段性实施目标。这些措施和目标需
要反映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公共机构的实际能力，并基于其各项能力评估制定可行的，根据
能力提升逐步提高要求的渐变型目标。

四、对我国国际经济法理论发展的现实意义
我国经济于近些年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仍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劳动密集型产业及部门资
本米进行产业产能过剩，但高端技术服务，金融行业发展较缓慢有待提高竞争力等问题。13作为发展
中国家之一，在国际经济法律机制中推进“辅助履约原则“有利于减小我国履行一些国际经济义务的压
力，降低违约风险，保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五、可行性分析及限制
本文集中讨论的一个关于“辅助履约”原则可行性的问题是，发达国家是否会同意此类履约机制。
其实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和技术支持并未一个新的提议，包括世界银行在内，很多国际机
构都有运行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的项目。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减少贫困，减
少贫富差距，有利于国际政治稳定。14 因此国际上很多发达国家都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id (ODA)用于在目的国建设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项目等.15
同时正如提出“特殊与差别待遇”时学者们所指出的，西方国家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从发展中
国家积累了很多原始资源。除了经济掠夺之外，西方国家也从发展中国家劫取了很多环境资源，甚至
造成了一些不可逆转的环境损害。正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有关研究所示，除起初污染大气河流造成全
球污染外，发达国家将一些耗费自然资源，污染较为严重的产业转移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太健全，
只重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中国家。16在享受奢侈产品，获取终端销售的巨额利润的同时，从发展中国
家大量掠夺低廉的环境和人力资源。
正是因为此类原因，加之发展中国家的有限的经济技术实力，发达国家在国际环境公约中不仅承
担了更高的环保义务 （比如减少碳排放等），还同时承担着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支持进行环保

13

张延群,娄峰.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分析与预测:2008～2020 年[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138-146.
R. L. Ayres, Banking on the poor; the World Bank and world poverty (the MIT Press, 1984), at p. 245.
15
从北方（发达国家）到南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援助，用于缓解和减少贫困。 OECD, Glossary of
Statistical Terms, 28 Aug. 2003.
16
Faure and Smits, Does Law Matter? On Law and Economic Growth, 38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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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融资义务.17 公约还同时成立了如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und），绿色气候基金
（Green Climate Fund）等多变基金以确保融资及项目高效和有效的运行。18
那么既然因为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时期的环境掠夺和目前的发展水平差距而在国际环境公约中做出
了辅助履约的设计，为什么不能在国际经济公约中做出此类设计呢？其设计初衷同样是用以弥补发达
国家工业发展时期的经济掠夺并考虑到目前国家间发展水平的差距。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环保建设有
利于全球气候稳定及全球生物资源的保护，而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建设有利于减少国际贫富差距，
减少社会不平等，维持世界政治稳定与和平。辅助发展中国家履行国际经济公约，有助于有效进行经
济资源互补，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兼容。
但是，在实行辅助履约机制时仍需谨慎。援助措施与项目难免实施失败与成果瑕疵，给发展中国
家的当地居民、社会与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例如负面的社会经济影响包括，援助项目与原始农业活动
相比，反而较少了就业机会与居民收入。19 有些项目合同可能冻结当地人民权利几十年。 在合同期内，
项目区域屈于具有不同动机的投资者的控制。20 根据一些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的报道，洪都拉斯
的一个项目甚至导致 42 人死亡，其中五人涉嫌被项目开发商的安全部队杀害。21 而在环境方面的负面
影响则表现为许多项目用工业物种替代了符合当地生态系统的物种，以获得更高和短期的经济利益。
22
但是导致严重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土地退化。23 此外，一些项目将非法伐木等有害行为转移到项目
区域之外但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更高的地区。24
实施辅助履约机制的另外一个限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监督限制机制不健全而出现贪腐援助资
源的现象。贪腐问题每个国家甚至私人企业都有出现，是人性使然而非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产物。 25但
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控制减少贪腐的发生，从而最大限度的将援助资源应用于达成履约目的。实
践证明国际组织及发达国家更愿意将援助给与能够有效管理援助资源的国家。26有效抑制腐败和管理
援助资源既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增强发达国家的信心及继续扩
大援助的动机。
针对以上的限制，有学者认为，基于成果的问责制可以避免负面影响及腐败。27 因为付款是基于
产出的，如果实施措施产生了负面结果或者由于腐败而导致成果减少，那么付款会相应减少。但是此
类措施的前提是，援助措施及项目本身的设计不存在瑕疵，不会存在即使有效进行了援助措施仍然产
生负面结果或成果不尽人意的情况。同时如果负面结果的产生或正面成果的减少不是因为实施主体的
Art.4 (3) and (7), ibid.
In 1994, the GEF joined partnership with the Montreal Protocol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Ozone Layer Depleting Substanc
es. Subsequently, the GEF became the financial mechanism for the 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in 20
01,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in 2003, and the 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 in 2013. See G
EF, "About Us," accessed 2 March 2017, https://www.thegef.org/gef/whatisgef. GCF, "Background," accessed 2 March 2017, htt
p://www.gcfund.org/about/the-fund.html. Art. 2,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 (1992).
19
R.Carriere & L. Lohmann, Pulping the South: Industrial Tree Plantations and the World Paper Economy (Zed Books, 1996), a
t p. 102.
20
E. Turnhout et al., ‘Envisioning REDD+ in a Post‐Paris Era: Between Evolving Expectations and Current Practice’ (2017) 8
(1)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limate Change, pp. 1-13, at 1.
21
Carbon Market Watch, Open Letter to Honduran DNA: Approval of Project 3197, Aguán Biogas Recovery from Palm Oil Mill
Effluent, 17 Feb. 2012. The Carbon Market Watch is an international NGO which claims to have ‘in-depth policy expertise’ and
‘close work with community groups’.
22
Industrial tree plantation refers to ‘large-scale monocultures of tree crops, mainly eucalyptus, pines rubber tree and oil palm’. S
ee J. F. Gerber, ‘Conflicts over Industrial Tree Plantations in the South: Who, How and Why?’ (2011) 21 (1) Global Environment
al Change, pp. 165-76, at 165.
23
J. Phelps, E. L Webb, & A. Agrawal, ‘Does REDD+ Threaten to Recentralize Forest Governance?’ (2010) 328 (5976) Science,
pp. 312-13, at 497.
24
C. A. Harvey, B. Dickson & C. Kormos, ‘Opportunities for achiev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hrough REDD’ (2010) 3 (1) C
onservation Letters, pp. 53-61, at 55.
25
Part II, Chapter 20, Para. 4, Pigou,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ibid. Part II, Chapter 20, Para. 4,
26
Kaufmann, Daniel, and Aart Kraay. "Governance indicators, aid allocation and Millennium Challenge Account." Aid Allocatio
n and Millennium Challenge Account (December 2002) (2002).
27
Levin, McDermott & Cashore, n. 124 above, p.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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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错，而是因为怀有恶意的第三方或第三方过失导致的，那么让实施主体来承担因此减少援助的后果
有失公平。
因此有学者提出在援助措施及项目的设计中加入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预先审查，排除经济机制设计
本身存在危及社会及环境的可能。28那么有什么机构来进行这项审查呢？什么机构可以具备审查所须
的技术能力和资金，以及不偏颇的政治立场。什么机构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监督审查成果瑕疵是实施
主体的过错还是第三方的责任。如前文所述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一类的多变基金这是这些诉求之
下的产物。然而此类机构运行的项目也无法全然避免失败。29
此类多变基金具有不同的决策机制和管理机制，虽然多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合组成决策主
体，与社会组织和独立评审机构（certification entities）合作运行，但是其具体决策机制和合作运行机
制仍可能导致最终运行效果存在差异。同时还有对此类专业机构中的专家们的公正性、独立性，民主
合法性等提出的质疑和讨论。30而独立审查机构，其本身也可能存在采用格式标准，缺乏当地特性考
量，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31社会组织有利于对于项目，实施主体，及独立审查机构合规性的监督，
但是目前社会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有限，短期内是否能够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有待讨论。这些问
题给确保实施援助履约机制的成果提出了挑战，但是由于主题超出了本文中心论点在此不做过多讨论，
期待将来或其他学者进一步研究。

六、总结
本文以 Shihata 的“过程导向理论“为依托提出”辅助履约机制“，并进一步提出通过延伸现存国际经
济制度的功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及资金支持，辅助其履行国际经济义务，避免违约行为，或及时
纠正违约行为。辅助履约机制以辅助报告（assisted reporting）机制 ，因地制宜的监督系统（sitespecific supervision），和基于能力的渐变履约目标（capacity-based progressive compliance targets）为基
础。旨在辅助发展中国家履行国际经济义务，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推进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进程。

T. R. Berger, ‘the World Bank’s Independent Review of India’s Sardar Sarovar Projects’ (1993) 9 (1) American University Jou
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pp. 33-48. at 47.
29
B. Morse & T. R. Berger, Sardar Sarovar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Revie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search Centr
e, 1992), at pp. 349-52.
30
E. R. Graham, ‘Money and Multilateralism: How Funding Rules Constitute IO Governance’ (2015) 7 (1) IT, pp. 162-94, at 188.
31
Schneider, n. 87 above, p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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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ization: a Complete Departure or a Balanced Approach ?

Abstract: Institutionalization is introduced in response to the legitimacy crisis in the context of
ISDS reform discussed at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China and EU both go in that direction.
This paper generally evaluate EU’s proposal of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rt (“MIC”) and China’s
proposal of a permanent appellate body (“appellate+I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ina’s proposal
not only serves its own interests but also is more acceptable and realistic than EU’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examine why China may not support EU’s proposal on a micro level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on a more general macro level. Finally, the paper tries to provide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 the future discussion of ISDS reform in terms of how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EU and China.
Keywords: Institutionalization;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rt
(“MIC”); Appellate Body; China’s Position

制度化改革：极端还是平衡？
摘要：在联合国贸法会第三工作组中，有关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讨论正如火
如荼地进行。针对其合法性危机，进一步制度化是解决危机的重要方案。中国和欧盟是进一
步制度化方案的两个主要倡议者。具体而言，本文对欧盟提出的多边投资法庭方案和中国提
出的常设上诉机构方案进行总体评价。本文认为中国的方案不仅符合自身利益，而且比欧盟
的方案更符合现实且更容易接受。此外，本文还试图从微观制度设计的角度以及更宏观的角
度，探讨中国为何不支持欧盟方案。最后，本文试图对未来有关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讨论提
出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制度化；联合国贸法会第三工作组；多边投资法庭；上诉机构；中国立场

Introduction
A common feature of mos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thereafter referred as
“IIAs”) is that foreign investors are allowed to bring claims directly against the host
states bef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l tribunals. Under the old FCN treaties, investors
typically would go to their home states to seek assistance on a state-to-state level. The
justification for this unique development in IIAs is that, by bringi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to investor-state dispute resolution, IIAs depoliticize investor-state
disputes and help build a fair and efficient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To achieve
these goals, the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ss must be legitimate—both in appearance
and reality, particularly with the significant public interest involved. Absent with such
legitimacy, investors and states may lose confidence in the system and the intended
efficiency and predictability of the mechanism would decline on account of increasing
challenges to arbitrators and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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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criticize the current framework and functioning of the treaty-based
investment-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hereinafter referred as “ISDS”). For instance,
traditionally investment arbitration regime is considered as too pro-investor and
thereby do not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power of host states to regulate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1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now not satisfied with the
status quo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regime within ICSID which is one of the major
parts of the overall ISDS regime. Some countries even choose to denounce the ICSID
Convention, such as Bolivia (in 2007), Ecuador (in 2009) and Venezuela (in 2012).
Now we can see recent model BITs2 have attached more weight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3 More importantly, issues like inconsistency, cost, duration, etc., have
given rise a legitimacy crisis in the investment arbitration regime. Right now, there is
an ongoing heated discussion in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which is the main
multilateral forum working on the possible reform options to address the legitimacy
crisis.
Investment arbitration regime is a fragmented regime in the sense that unlike the
WTO we don't have one central set of agreements with investment arbitration. Instead,
investment arbitration is made up of thousands of investment agreements. Then when
it comes to the decision makers, we don't have a centralized body.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 at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is whether there is a need for
greater institutionalization. We will see below these concerns in the context of
legitimacy crisis of ISDS in one way or another are related to the ad-hoc nature of the
investment arbitration regime. Therefore, institutional reform is called for. Also, when
Sino-US relationship has unavoidably gone downhill and anti-globalization gone
uphill, it’s important for both China and EU deepen cooperation on global issues. The
ISDS reform is certainly one of them.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institutionalization as a key policy option in response to the
legitimacy crisis of ISDS regime fro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f EU and China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China) who are the two major proponent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EU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rt while
China supports a stand-alone appellate body and maintain a certain degree of party
autonomy. In the end, I argue that China’s proposal not only caters to its own interests
but also is a more acceptable and realistic option in the ISDS reform than EU’s
proposal. Also, I will try to provide some preliminary thoughts in the future
discussion of the ISDS reform through the lens of bridging gap between EU and
China.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will first introduce the major concerns and different proposals
See Tarcisio Gazzini,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5 J. World Investmen
t & Trade 929, p.929-930 (2014).
2
Many governments will use a so-called model treaty. The model treaty does not have the force of law.
This is simply an initial draft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present to the other side to begin discussions.
3
See The preamble of Netherlands model Investment Agreement (22 March, 2019), para. 3, 5. Notice tha
t Netherlands early treaty practice tend to be very investor-friendly, and this new 2019 model by the Net
herlands is a far more balanced agreemen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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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equence of declined level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Then the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two proposals by EU and China. After that, this paper will try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reasons why China does not favor the EU’s model from three
aspects: composition of the tribunal, transparency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interim measures. Also, the paper will explain China’s position from its history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 Finally, since it’s important for EU and China to cooperate, the
paper will try to provide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 the future discussion of
ISDS reform in the context of how EU and China can cooperate together based on the
common ground shared by both sides.

Section I: Concerns in the ISDS Reform
During its thirty-sixty session in Vienna, the Working Group III’s identified six
concerns are (1) excessive legal costs, (2) duration of proceedings, (3) legal
consistency, (4) decisional correctness, (5) arbitral diversity, and (6) arbitral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4 The first sections will try to introduce the relevant
concerns and relevant policy options in response to the concerns. Then the section
will try to evaluate the two proposals calling for institutionalization5 by matching the
solutions to the concerns. Finally, this section would argue China’s proposal is more
realistic and acceptable.
Lack of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
The lack of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 in appointment of arbitrators or the
perception thereof has been an essential concern in the legitimacy crisis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6 The concern is wide-ranging, but three
specific issues were highlighted by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repeat
appointments, issues conflicts and “double hatting.”7
Complete party autonomy in appointment incentivizes the parties to appoint
arbitrators who share closer views and are sympathetic with the party.8 It is also an
incentive for arbitrators to decide or to be perceived to decide in favor of the parties
who appoint them.9 More generally, there is a concern about implicit pro-investor
bias since pro-state decisions may disincentivize investors to submit claims in the
future.10 With those incentives combined, repeat appointments have emerged in
See 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36th session 29 October2 November 2018, Vienna), UN Doc. No. A/CN.9/WG.III/ WP.149 (5 September 2018).
5
This paper uses the ter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the sense that a more centralized institution governs th
e way investment disputes adjudicated, in opposed to the current ad-hoc, fragmented regime. This may m
ove the current regime resemble less to arbitration, and more to judicial adjudication.
6
See UNCITRAL,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I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Reform) on the work
of its thirty-sixth session (Vienna, 29 October–2 November 2018) UN Doc. No. A/CN. 9/964 (6 Novemb
er 2018), para. 67.
7
Id., para. 70.
8
See David Branson, Sympathetic Party-Appointed Arbitrators: Sophisticated Strangers and Governments
Demand Them, 25(2) ICSID Review - 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 367, p. 373 (2010).
9
See Puig, Sergio & Strezhnev, Anton, Affiliation Bias in Arbitration: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46(2)
Journal of Legal Study 371, 373 (2017).
10
See Pia Eberhardt & Cecilia Olivet, Profiting from injustice, 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 p. 36 (20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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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 empirical study confirmed that the top 25 arbitrators in the system
constitute nearly 50% of all appointments made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11 If a
certain individual arbitrator has received so much business from a particular firm or
particular counsel, they may become to some extent financially dependent on that
party.
The concern of issue conflicts may be compounded by repeat appointments. Issue
conflicts means that a general opinion on the disputing subject matter is known to the
public through a myriad of means, like public awards, academic articles, etc.12 Ruling
on the issue in the other case “will amount to prejudging the identical issue presented
in this case, without the Claimants having an opportunity to argue the issues” before
the arbitrator has made up her mind.13
Double hatting simply means arbitrators serve as counsels for or against one of the
parties or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generally.14 It’s shown in an empirical study that
47% of cases (509 in total) involve at least one arbitrator simultaneously acting
elsewhere as legal counsel in another ISDS case.15 This is because each tribunal is
created ad hoc and no institutional requirements regulated these behaviors. Criticism
has been raised in terms of conflict of interests, in the sense that when drafting awards,
arbitrators may think about the potential impact on other cases where they serve as
counsel.
Correctness
Correctness and inconsistency are really two separate concepts. An ISDS decision can
be correct but inconsistent with other decisions. On the flip side, a set of consistent
decisions could be categorically wrong. Commentators point out there are two core
components in the concept of correctness: one is the correct identification and the
other is precise application of applicable law.16 Under the current system, the ICSID
annulment procedure “does not provide a mechanism to appeal alleged misapplication
of law or mistake of facts.”17 Despite the fact that merits of awards can be reviewed
indirectly,18 the grounds for annulment generally does not consist of correctness of
the awards.19 An empirical study concluded that given the very low chances to
See Malcolm Langford, Daniel Behn, Runar Hilleren Lie, The Revolving Door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
nt Arbitration, 20(2)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301, p. 310 (2017).
12
See generally ASIL-ICCA, Report of the ASIL-ICCA Joint Task Force on Issue Conflicts in Investor-St
ateArbitration, ICCA Reports No. 3, para.2 (17 March 2016).
13
Tidewater Inc. v. Venezuela, ICSID Case No. ARB/10/5, Decision on Claimants' Proposal to Disqualify
Professor Brigitte Stern, Arbitrator of December 23, 2010, para. 18.
14
See Nathalie Bernasconi-Osterwalder, Lise Johnson &Fiona Marshall, Arbitrator Independence and Impa
rtiality: Examining the Dual Role of Arbitrator and Counsel, IV Annual Forum for Developing Country I
nvestment Negotiators Background Paper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 17 (2010).
11

See Malcolm Langford, Daniel Behn & Runar Lie, The Ethics and Empirics of Double Hatting, 7(2) P
luriCourts Research Paper, p. 3 (2018).
16
See Anna De Luca, Mark Feldman & Martins Paparinskis et al., Responding to Incorrect ISDS Decisio
n-Making: Policy Options, Academic Forum on ISDS Concept Paper, p. 5 (2020).
17
ICSID Secretariat, Updated Background Paper on Annulment for the Administrative Council of ICSID
(ICSID Paper on Annulment), para. 72 (2016).
18
See, Article 52(1)(b) and Article 52(1)(e) of ICSID Convention
19
See Anna De Luca, Mark Feldman & Martins Paparinskis et al., supra note 1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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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ed in annulment, the mechanism of annulment is only suitable for “redressing
grievous errors of law”, but not for “remedying incorrectness.”20 In the Non-ICSID
investment arbitration, under the UNCITRAL Model Law (which most non-ICSID
cases adopt), although the national court in the seat of arbitration has the supervisory
authority to review the awards, there is no provision granted the review based on the
merits of the decision. Correctness of the decisions generally can enhance the
confidence in the reliability of legal outcome arrived at and thereby effect the
normative legitimacy of the whole ISDS regime.21
Diversity
There are many dimensions to conceptualize diversity. The secretariat in the Working
Group III seem to be primarily concerned about geographic representativeness,22 but
there exist other criteria. According to a recent study, till August 2018, only 35% of
the 695 individual arbitrators who has been appointed to at least one ISDS case were
from non-Western countries23.24 One study shows that 90% of presiding arbitrators
received education in OECD countries25 and thus they are also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leg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therefrom. The lack of diversity could also partly be
attributed to the ad-hoc nature. Due to the ad-hoc nature, no one who holds an
institutional position is responsible to fix the diversity deficit.26 Also, there is no
institutional requirement in appointmen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diversity requirement.
It is suggested that institutional appointment27 show more diversity than party
appointment.28 When it comes to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experience trump
diversity in parties’ priorities,29 and those who enter this field very early tend to have
similar backgrounds (i.e., white men from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Since it may
create unfairness and bias or the perception thereof, the lack of geographic diversity
continues to undermine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and its

Daniel Behn, Malcolm Langford & Laura Létourneau Tremblay, Empirical Perspectives o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What do we know? Does it matter?, Academic Forum on ISDS Concept Paper, p.35( 2020).
21
See KURTZ, J., Building Legitimacy Through Interpretation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On Consisten
cy, Coherence,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Applicable Law, in C.F. Douglas, Zachary, Pauwelyn & Joost, et
al. eds., 1 ed., The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Bringing Theory into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274 (2014) (quality of legal reasoning ‘matters a great deal when it comes to fosteri
ng state commitment to the system’).
22
See 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ISDS tribunal members (Resumed 38th session 20-24 January 2020, Vienna),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UN Doc. No. A/CN.9/WG.III/WP.169 (31 July 2019), para. 47.
23
Here non-Western countries are used in the sense defined by United Nations.
24
See Daniel Behn, Malcolm Langford & Maksim Usynin, Does Nationality Matter? Arbitral Background
and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ESIL Annual Conference - Agora 10: Quest
ioning Univers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gimes, p. 10 (2018).
25
See Michael Waibel and Yanhui Wu, Are Arbitrators Political?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Working Paper, p. 15 (2017).
26
See Andrea K. Bjorklund, Daniel Behn & Susan Franck et al., The Diversity Deficit in International I
nvestment Arbitration, Academic Forum on ISDS Concept Paper, p. 13 (2020).
27
Here institutional appointment is used in the sense that the disputing parties have no or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appointment of adjudicators. Instead, a permanent body which pre-exists the disputes would decid
e the adjudicators.
28
See Andrea K. Bjorklund, Daniel Behn & Susan Franck et al., supra note 26, 14.
29
See Andrea K. Bjorklund, Daniel Behn & Susan Franck et al., supra note 26, 1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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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ute settlement process.30
Duration and Cost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emphasized that, “lengthy and costly ISDS
proceedings under some approaches raised concerns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to
respondent States as well as to claimant investors...”31 Efficiency is a core value in
any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However, a recent study shows that the average
length of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is 3.73 years in al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cases.32 On the other hand, commentators have also demonstrated that the major
causes for lengthy duration are made by parties themselves33.34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excessive duration may not be a problem. Notably, compared to
litigatio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is fast on account of the decentralized structure35.
Thus, we need to bear that in mind if further institutionalization is increased.
Regarding the cost, the investment arbitration generally includes high cost. For
instance, a study finds that in ICSID arbitration, “US$3,625,147.30 is the median for
claimant costs, and US$3,567,707.14 is the median for respondent costs”.36
Furthermore, duration and cost are interrelated. The relation is simple: the longer the
proceedings, the higher the cost. The impact of high cost is significant. The high cost
may unduly deny the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for small and median sized
enterprises, and may heavily burden the developing states.37
The Lack of Consistency and Coherence
There are several situations in which inconsistent decis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can
aris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including: (1) disputes involving the same
facts, parties, and similar investment rights, (2) disputes involving similar situations
and similar investment rights, (3) disputes involving different parties, different
situations, but the same investment rights, and (4) explicit disagreements with a prior
arbitral award.38
From Working Group III’s perspective, the most highlighted cases of unjustifiable
inconsistency are cases “where the same investment treaty standard or same rule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was interpreted differently in the absence of justifiable
See Gabrielle Kaufmann-Kohler and Michele Potestà, The Composition of a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
rt and of an Appeal Mechanism for Investment Awards, CIDS Supplemental Report, para. 49 (2017).
31
UNCITRAL,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I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Reform) on the work of it
s thirty-fourth session (Vienna, 27 November-1 December 2017), UN Doc. No. A/CN.9/930/Rev.1 (19 De
cember 2017), para 37.
32
See Anna De Luca, Crina Baltag & Daniel Behn et al., Duration of ISDS Proceedings, Academic Foru
m on ISDS Concept Paper, p. 11 (2020).
33
Namely bifurcation, arbitrator challenges and arbitrator replacement.
34
See Daniel Behn, Malcolm Langford & Laura Létourneau Tremblay, supra note 20, 23.
35
Id., 24.
36
Jeffery P. Commission & Rahim Moloo, Procedural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t p
ara. 10.1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37
See UNCITRAL Secretariat’s Note,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cost and
duration (36th session 29 October-2 November 2018, Vienna), UN Doc. No. A/CN.9WG.III/WP.153 (31
August 2018), para 94.
38
See Susan D. Franck, The Legitimacy Crisi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Privatizing Publlic Intern
ational Law through Inconsistent Decisions, 73 Fordham L. Rev. 1521, p.1558 (200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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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for the distinction.”39 In the language of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justice of which equity is a manifestation…should display consistency and a degree
of predictability.”40 Consistency in jurisprudence is important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for two reasons. First, investors need to ensure predictability, certainty and
clarity when investing abroad.41 Second, the host country also need to know how to
improve compliance in designing regulatory scheme so that the host state won’t incur
liabilities so as to pay millions or even billions of dollars out of the tax payer’s
pocket.42
The classic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 inconsistency issue are the five cases brought
after Argentinean crisis - CMS43, LG&E44, Enron45, Sempra46 and Continental
Casualty47. The factual background is essentially the same but the tribunal came out
different outcomes. Interestingly enough, not only did the tribunals deliver
inconsistent awards but also the ad hoc committee used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legal
interpretation in annulment proceedings.48 After reviewing relevant empirical
research, a recent study concludes that although inconsistency is anticipated under
different treaty wording and factual circumstances, unjustifiable inconsistency appears
to be present with most research highlighting issues of decentralized structure of
arbitrators and diversity of arbitrators.49
After analyzing the issue, it is now also understood that multiplicity of treatises
containing varied wording and multiplicity of arbitral tribunals constituted only for a
specific case give rise to the inconsistency issue.50
The inconsistency issue undermines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by
UNCITRAL,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I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Reform) on the work of it
s thirty fifth sesión (New York, 23–27 April 2018), UN Doc. No. A/CN.9/935 (14 May 2018), para. 21.
40
Continental Shelf (Libyan Arab Jamahiriya/Malta), Reports of Judgments, Advisory Opinions and Order
s, p.29-30, para. 45 (1985).
41
See Johanna Kalb, Creating an ICSID Appellate Body, 10 UCLA J. INT’L L. & FOREIGN AFF 179,
p.198 (2005).
42
Id.
43
See CMS Gas Transmission Co.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8, Award of 12 May
2005, Paras. 304-394.
44
See LG&E Energy Corp., LG&E Capital Corp., LG&E International Inc.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
SID Case No. ARB/02/1, Decision on Liability of 3 October 2006, paras. 226-261.
45
See Enron Corporation and Ponderosa Assets, L.P.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3,
Award of May 22 2007, paras. 323,342.
46
See Sempra Energy International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16, Award of Se
ptember 28 2007, paras. 364-391.
47
See Continental Casualty Company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9, Award of 5
September 2008, paras. 163-164.
48
See CMS Gas Transmission Company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8, Decision
of the ad hoc Committee on the Application for Annulment by the Argentine Republic of 25 September
2007, paras. 129-136; Sempra Energy International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
16, Decision on the Argentine Republic's Application for Annulment of the Award of 29 July 2010, para
s. 186-228; Enron Corporation Ponderosa Assets, L.P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
/3, Decision on the Application for Annulment of the Argentine Republic of 30 July 2011, paras. 400-40
5.
49
See Daniel Behn, Malcolm Langford & Laura Létourneau Tremblay, supra note 20, 29.
50
See Yas Banifatemi, Consistenc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ubstantive Investment Rules: Is It Achievable?
in Roberto Echandi and Pierre Sauvé eds, Prospect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Policy, Cambri
dge University Press, p.20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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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perception of unfairness in different disputes in the sense
that parties have been treated unjustifiably differently without any grounds under the
same factual circumstances. An expectation of consistency in adjudicative reasoning
is a crucial feature of the rule of law.51 Specifically, inconsistency in adjudicative
reasoning may erod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method of dispute settlement at hand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legal system as a whole. Given the significant public interest
involved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legitimacy should be weighted more than the mere
principle of finality highlighted in the context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 particular,
some scholars have pointed out that inconsistency is more problematic with rules than
with standards, and especially more of an issue with rules of the game (e.g.,
Most-Favored-Nation clause) than with primary obligations (e.g.,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52

Section II: Policy Options and Evaluation
After discussion of the major concerns, this section will introduce the main four
policy potions in response to the concerns. Those policy options are establishing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rt, introducing appellate body, maintaining investment
arbitration with incremental changes, and abolishing the whole ISDS system. The
former two proposals support greater level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The rest part of
this section will evaluate the two proposals’ pros and cons by matching the concerns
to the solution.

Policy Options in Response to the Reform
To enhance the degree of consistency, coherence and predictability across the
investment arbitration regime, a greater level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seems to be
desirable. The most radical way to achieve a far greater level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would be adopting the proposal by EU in the discussion of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The submission of EU call for a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rt (hereinafter
referred as “MIC”), which is structured to allow ISDS proceedings under existing
IIAs to be solved in a two-level standing mechanism with full-time adjudicators.53
EU takes the view that concerns identified in Working Group III are systemic and
interrelated and thereby a systemic reform is called for instead of a piecemeal
approach targeted at a specific concern.
Similar to the call for greater level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it is also proposed to
consider the creation of stand-alone appellate mechanism while keep investment

See Lon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at 65-70, 75-81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Rev ed).
See Julian Arato, Chester Brown, Federico Ortino, Parsing and Managing Inconsistency in ISDS, Acad
emic Forum on ISDS Concept Paper, p. 24 (2020).
53
See UNCITRAL, Submissio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UN Doc. No. A/CN.9/W
G.III/WP.159/Add.1 (24 January 2019).
5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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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itration.54 China supports this kind of policy options. It is suggested that such
mechanism would be viewed as higher judicial authority to function as an
error-correcting mechanism and also ensure consistency together with addressing
other concerns. The introduction of an appellate mechanism to investment arbitration,
is generally referred as “investment arbitration + appellate mechanism” (hereinafter
referred as “IA+appeal”).
In terms of a less institutional design, several states (including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prefer reforming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incrementally as exemplified by the
Agreement for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Incremental changes to the existing system without any structural reform is usually
referred as “investment arbitration improved” (hereinafter referred as “IA improved”).
The most radical reform on other side of the spectrum would be close to an
abolishment of the whole regime of ISDS. Other states, like India, voiced a strong
preference to let domestic court come into play. Reintroduction of the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is also suggested. Some states, in particular Brazil, have been active to
set up state-to-state (rather than investor-state)as a more favorable way to solve
investment disputes. The termination of ISDS altogether is commonly referred as “No
ISDS”.
From the above discussion, we can see in the Working Group III submission, China
and EU are the two major proponent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s the policy option.
China champions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particular, China is
open to considering appellate mechanism options, but at the same time China hopes to
preserve party autonomy at the first instance level particularly with respect to the
appointment of arbitrators by disputing parties.55 Compared to EU’s position, EU
wants a far greater level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particular with a proposal to establish
a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rt56 with full-time judges. Both EU and China support a
reform option with an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but the major difference lies in the party
autonomy at the first instance level.

Pros and Cons of EU’s “MIC” Option
In general, the “MIC” proposal would greatly enhance the legitimacy of ISDS by
responding the crisis with a systematic reform. Full-time adjudicators with
non-renewable terms can avoid the issues of multiple appointments, double-hatting
and correct the implicit pro-investor bias in the absence of economic incentive, which
See UNCITRAL, Sub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Morocco, UN Doc. No. A/CN.9/WG.III/WP.161
(4 March 2019); UNCITRAL, Sub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UN Doc. No. A/CN.9/WG.III/
WP.177 (19 July 2019).
55
See Supra note 54 (characterized the inconsistency problem in ISDS as a rule of law failure, which an
appellate body could help resolve).
56
See Supra note 53, para.20 (“Predictability and consistency can only be effectively developed through th
e establishment of a standing mechanism with permanent, full-time adjudicators.”).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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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uld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perceived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57
A
highly centralized court can generate highly consistent interpretation on common
treaty provisions and consistent approach in determining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drafting language on a systematic level.58 Relatedly, authoritative interpretation on
the correct iden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law could be yielded. However,
commentators pointed out that “MIC” may not necessarily enhance correctness of the
judicial opinions which is more relevant to the prospective judges’ expertise o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59 Also, unlike WTO in which only one set of agreements is under
interpretation, there are thousands of IIAs in ISDS regime. Hence, we need to think
about whether a very high degree of consistency is really desirable.

As for dur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MIC” model would likely to speed up some
stages in arbitral proceedings, in particular when “MIC” would regulate the time
limits of the proceedings and challenge to the appointed arbitrators, with the absent
process of constituting tribunals.60 In terms of cost, fixed salaries may be lower than
payment on hourly basis because there is no incentive to prolong the proceedings.61
Further, there will be no money spent on choosing arbitrators and challenges.62 In
regard with diversity,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scenario under “MIC” proposal may
simply resemble the imbalance under the current ISDS regime since the achievement
highly relies on states commitment.63 Further, most likely scenario with the EU
initiative is that EU will established an investment court system with its free trade
partner first and the representation would favor the Global North.64

Particularly, under the EU’s proposal with prospective adjudicators, there are lots of
requirements: high degree of expertise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full-time
commitment without any outside activities and no possibilities of reviewing the
long-term contracts.65 This is highly demanding. Thus, these requirements may limit
the qualified adjudicators to a very small pool which is exactly the issue the reform
aims to address,66 which China is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67 One reason for the
drastically decreasing qualified arbitrators is the economic reality. Although the EU’s
proposal suggested that the adjudicators are paid on salaries equivalent to those in
See Chiara Giorgetti, Steven Ratner & Jeffrey Dunoff, Shotaro Hamamoto et al., Independence and Im
partiality in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Assessing Challenges and Reform Options, Academic Forum o
n ISDS Concept Paper, p, 31-32 (2020).
58
See Julian Arato, Chester Brown, Federico Ortino, Supra note 52, 26.
59
See Anna De Luca, Mark Feldman & Martins Paparinskis et al., Supra note 16, 27-28.
60
See Anna De Luca, Crina Baltag & Daniel Behn, Supra note 32, 25-26.
61
See Gabriel Bottini, Julien Chaisse & Marko Jovanovic et al., Excessive Costs and Recoverability of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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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international court, the compensation could still be far below what active
arbitrators made under the current regime. For comparative purposes, the hypothetical
annual salary based on the fee rate of ICSID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salaries of
the highest paid domestic judges.68 If we enlarge the pool of the prospective full-time
tenured adjudicators, the enlargement probably will be achieved at the expense of
expertise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mportantly, expertise largely determine the
correctness and quality of the judicial opinion issued by the “MIC”. Therefore, we
need to think about the potential trade-off between the expertise and the institutional
requirement for EU’s proposal. Moreover, the selection of prospective adjudicators
may be highly politicized. The dysfunctioning of WTO appellate body is illustrative.
The politicization may contravene what ISDS was originally intended to achieve.

Another issue with EU’s proposal is that “MIC” basically removed the features of
arbitration out of th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jeopardizes the traditional benefits of arbitration as a cross-cultur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in which party autonomy and flexibility are highly valued. Furthermore,
secrecy and amicable relationship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East Asian country like
China and thereby may favor mediation over litigation in public as aforementioned.69

Pros and Cons of China’s “IA+appeal” Option
Many commentators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 impact of a standing appellate body
depends on how it is designed. In terms of cost, if parties have to plead cases anew
under the de novo review standard, the cost is expected to be higher.70 If the scope of
review is confined within legal issues, then, the cost may be roughly the same under
the current system.71 However, it is also worth mentioning that since the appellate
body would be able to amend the award, then the cost would be substantially reduced
in the absence of resubmission to a new arbitration.72 One weakness of the existing
ICSID annulment procedure is that if an ad hoc committee annuls an award, the
parties must start over from the beginning, which is costly in many ways. In regard
with duration, if the appellate mechanism is introduced as an addition to the existing
system, there would be a de facto three-tier ISDS adjudicating system. However, if
the reform can do away with current annulment and setting-aside system with only
appellate body to issue final and binding award, the duration may not be unnecessarily
lengthened although scope of review may play a role in the prolonged proceedings.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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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llate mechanism conceivably has the same function in generating consistent
jurisprudence but with a weaker effect.74 For legal correctness, the founding of
standing appellate body provides opportunity for states as gatekeepers to guarantee
the expertise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but institutionalization itself does not
guarantee legal correctness.75 The example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WTO show that gender parity and geo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could be achieved with
careful selection and passage of time but the goal of diversity and inclusiveness
ultimately depend on mandatory guidelines in the reform and careful cooperation
among states.76 Further, a standing appellate body could alleviate concerns in regard
to multiple appointments, double hatting, and implicit pro-investor bias because de
novo review of the law would seemed more independent of the parties and permanent
appointment of adjudicators could eliminate the economic incentive between
arbitrators and the parties.
Therefore, we can see that the achievement of the reform of introducing an appellate
body largely depend on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MIC” or “IA+appeal”
From above, we can see that each proposals have its respective trade-of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I would argue that China’s proposal to establish a
stand-alone appellate body will not just serve China’s interests, but also will be a
more realistic and acceptable reform option than EU’s “MIC”. This is because there is
rising backlash from unilateralism and protectionism towards globalization. Right
now it’s not a good timing to establish a multilateral but centralized forum in ISDS
regime. More importantly, we can see from above that China’s proposal is a balanced
approach between a “MIC” proposal and an “IA improved” proposal. “MIC” proposal
is a complete departure and “IA improved” attempts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In
contrast, China’s “IA+appeal” proposal is more inclusive and allow more policy space
in the future. Policy space is important since different countries may have different
interests in the ISDS reform. On the flip side, a highly institutionalized forum may
make many disputing parties lose interest on account of the lack of differentiation.
Also from investors’ perspective, a majority of interviewed investors do not favor
creation of a “MIC” (56%)77. Most interviewees express their concerns of losing the
abilities to select arbitrators, which is consider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e
current system78. Furthermore, given that there are thousands of IIAs, the need to
eliminate some of the concerns completely, for example inconsistency, as a “MIC”
proposal suggested, is questi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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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II: Where China differs from EU
As we have seen from EU’s and China’s submission, the solution to most of the
concerns seem to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evel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That means a
dramatic departure from arbitration which traditionally is a consensual exercise of
party autonomy. This is demonstrated by ICSID Convention’s efforts to create a
free-standing enforcement regime and to separate home state’s interference from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79 That is also illustrated by New York Convention’s efforts
to limit the grounds for set-aside proceedings without any particular procedural or
substantive requirements, and the efforts in validating arbitration agreement with
pro-arbitration tendency.80 In assessing different kinds of policy response opting for
institutionalization, the question remains to what extent we want for this kind of
institutionalized court-like adjudication at the expense of private arbitration’s
accommodating features in resolving disputes involving different legal systems or
cultures.
One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traditional arbitration’s party autonomy is the right to
appoint arbitrators, which is the key distinction between a “MIC” proposal and an
“IA+appeal” proposal. Another feature with which traditional arbitration is in contrast
starkly with judicial adjudication is the requirement of confidentiality,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One more feature that stands out between a
tribunal in arbitration and a court in judicial adjudication is the power to issue interim
measures, which has been surprisingly left out from the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discussion. This is important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because there is a
government measure being challenged in every dispute. This is sensitive since state
sovereignty is involved, especially for China.
This section intends to partially explore why China may not support an EU model by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 of China’s and EU’s positions on those three features, i.e. the
right to appoint arbitrators, and confidentiality, interim measures. Particularly, the
right to appoint arbitrators would be discussed in the context of composition of the
tribunal. Also, a relevant topic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would also be included in the
discussion of transparency.
Composition of the Tribunal
One of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difference between a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rt
proposal and appeals mechanism proposal is party autonomy in the first instance level.
The autonomy mainly involves appointment of arbitrators. In the EU’s model, there
will be permanent arbitrators sitting at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rt and disputing
parties are not allowed to appoint arbitrators. However, under the ICSID Convention,
each Member State may assign four arbitrators and four mediators, respectively, to the
ICSID for a term of six years. Under the current regime, by means of doing so, a lis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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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81 and disputing parties have the autonomy to appoint arbitrators on and off
the list.82 For instance, the arbitrators and mediators appoin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e seni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professors or practitioners.83 A
commentator argues that party autonomy in appointment of arbitrators improves
confidence in the proceedings and this flexible method to qualification may attract
necessary experts from commercial arbitration.84 For China, the right to appoint
arbitrators is especially emphasized in its submission in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85

Additionally, it is understood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may find it challenging to
appoint permanent arbitrators from their own countries. This concern is especially
echoed by China, since Chinese arbitrators have the language barrier with different
legal background and culture. So far, China had been involved in 12 cases. Among
these, China appeared in 7 cases as claimants and 5 cases as respondent states.86 As a
comparator, As of June 30, 2020, ICSID had registered 768 cases under the ICSID
Convention and Additional Facility Rules.87 Also, to date there are 11 arbitrators and
conciliators appointed to ICSID by China in total up till now. However, there are only
three of them truly have experience in adjudicating ICSID cases.88 Therefore, we can
say China and Chinese arbitrators are still inexperienced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Furthermore, in China’s position, China specifically expressed a real concern in the
sense that appointments of arbitrators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come from a very
small pool.89 This is confirmed in scholarship. A commentator has opined that the top
25 arbitrators all come from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four exceptions who
also live or pursue their career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y only account for
4% in the sampling of arbitrators but are represented in over a third of the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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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ointments.90 According to an early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I, “the view was
generally shared that the current lack of diversity in decision makers in the field of
ISDS contributed to undermine the legitimacy of the ISDS regime.”91

Therefore, if we have a highly centralized court with a very high bar of qualification
requirement of full time adjudicators as EU proposed, there may not be enough
adjudicators to be appointed by China. This may bring about two consequences: 1.
Many Chinese arbitrators will further enjoy less opportunities of sustained
participation to develop expertise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2. The composition of
tribunals could further exacerbate the bias of lack of diversity with deprived party
autonomy. 3. The composition of tribunals may also generate the tendency to
adjudicate in favor of states (especially western developed states) since adjudicators
receive income from the states.

Transparency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 discussion, many countries expressed their concern
on confidentiality in reform of transparency rules. China is one of them. China in
2010 did not consider it appropriate to impose publicity and transparency
requirements in the context of investment arbitration disputes.92 At that time, China
emphasized that arbitration by its nature has been at least traditionally confidential.
However, we have seen some progress. In recent treaty practice, according to
China-Canada BIT, it is the respondent state who decides whether the submitted
written and oral documents are relevant to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can be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or not.93 Also, pursuant to China-Australia FTA(hereinafter as “Chafta”),
the request for consultations, notice of arbitration and awards shall b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while pleadings, briefs and hearing may b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94 We can
see a certain level of flexibility has been given to the signatories. However, For EU, in
its Submission, EU calls for the adoption of UNCITRAL Rules on Transparency as
minimum standard which is already very high standard with respect to substance.95 In
EU’s treaty practice, If we take a look at CETA art. 8.36 for the potential EU’s rules
on transparency in future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rt, we can see that basically all
the written and oral submissions by the disputing parties, except the redacted
confidential or protected information, should be open to the public without delay. We
can see there is a gap between where China and EU are comfortabl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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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thing that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s legal culture. In Asia, parties may prefer
dispute resolution to be conducted out of public eye. One commentator in an
empirical study particularly finds that confidentiality is valued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sian than Western countries because parties are concerned about losing of faces and
being suited would give rise to loss of fame.96 One example is that we see very little
participation from Asian countries in Mauritius Convention which set up high
standards in regard with transparency. Another example would be the frequent
adoption of mediation. Mediation is generally conducted confidentially. We could se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fluencing treaty practice that certainly mediation has
become a core component of Belt and Road dispute resolutio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the Belt and Road, a research institution headquarter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a Blue Book on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for the Belt and Road
(hereinafter referred as "Blue Book") in October 2016. The Blue Book incorporated
the UNCITRAL Conciliation Rules and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ciliation and makes mediation a precondition for the commencement
of arbitration97.

The main participant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have bee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which are not quite active and thereby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ourt is
also not commonly seen in China. Therefore, high level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may not be acceptable for China. Actually, China has suffered
losses as a result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For example, in Myitsone dam project, the
loc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Myanmar protested agains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am and China suffered US$ 3.6 billion because of the suspension caused by
the protest.98 There are some progress embracing mor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reaty
practice of China,99 but the gap is still salient between EU and China.

Interim measures
Interim measures100 are very important especially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However, China’s position differs from EU mainly because of treaty practice,
conflicts of law and sensitivity in terms of sovereignty. It thereby seems impossible to
enforce interim measures issued by a foreign tribunal. For EU’s treaty practice,
according to art 8.34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hereinafter referred as “CETA”), the tribunal is granted to issue interim measure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disputing parties from irreparable harm and ensure enforcement
See Ali, Shahla F., Approaching the Global Arbitration Table: Comparing the Advantages of Arbitratio
n as Seen by Practitioners in East Asia and the West, 28(4) Review of Litigation 736, p. 783(2009).
97
See Guiguo Wang, Yuk-Lun Lee & Mei-Fun Leung,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for the Belt and R
oad Initiative, at 28 (Article 6 of Arbitration Rules ) (Springer, 2020).
98
See Brahma Chellaney, China’s Dam Problem with Myanma,r at https://www.mmtimes.com/opinion/2251
7-china-s-dam-problem-with-myanmar.html (last visited on Aug 18, 2020)
99
Pursuant to art. 9.16, para. 3 of Chafta Agreement, amicus curiae is allowed.
100
The term “interim measures” in this paper is used broadly, which encompasses interim measures under
UNCITRAL rules and provisional measures under ICSID rules.
96

232

across jurisdiction. In contrast, according to article 31 of Canada-China BIT, a
tribunal shall not recommend attachment or enjoining the application of a challenged
measure.
Furthermore, CETA’s interim measures rules are in conflict with Chinese Civil
Procedure Law 2017 under which the power to issue interim measures is exclusively
given to domestic People’s courts. Chinese arbitral institution can only play an
assistant role in delivering requests of interim measures to the courts. Interim
measures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is special in the sense that every investment
dispute will contain at least one government measure to be challenged. The potential
state sovereignty involved is a particular sensitive issue in China, which may remain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different views between China and EU.

One way to get around the domestic courts is to consider an order of interim measures
by the tribunal a final foreign arbitral award, which can bring in New York
Convention. However, New York Convention technically does not expressly support
that an order of interim measures is an arbitral award. Countries may or may not
consider an order of interim measures as a final arbitral award which is a precondition
for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Therefore, whether interim measures can be
enforced and recognized under New York Convention are certainly controversial.
Chinese pertinent law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of Supreme People’s Court are
silent on this issue. In practice, a Chinese court has indicated that the review of
validity of an interim measure falls within the ambit of court’s judicial power.101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s not empowered to arbitrate on this. Therefore,
the issue of validity of preservation of property is not arbitrable. Furthermore, China
explicitly excluded the investor-state investment arbitration from the scope of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rbitration awards when it joined the New York
Convention.102

Hence, we can infer that interim measures ordered by a foreign arbitral tribunal
generally will not be recognized and enforced by a Chinese court under art 5 (2) (a)
for a lack of finality. Furtherm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im measures is a
procedural matter and may bring conflicts with lex arbitri if the seat is in China in
non-ICSID regime. This indicates that an interim measure issued by a foreign tribunal
may not be enforceable in China. Furthermore, there are two issues in which Chinese
law remains silent. It is not expressly confirmed that if the seat is placed outside
China, whether the disputing parties can apply for interim measures in Chinese court
See Letter of Reply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o a Request for Instructions on the Non-Recogniti
on and Non-Enforcement of an Arbitration Award of the 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不予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裁决的请示的复函[[2008]民四他字第 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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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and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arbitral proceedings. Also it’s not clear that
during the proceedings of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whether Chinese court can
grant any interim measures. It’s seems that Chinese practice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 practice goes in different direction.103 Currently the only arrangement made
regarding interim measures offshore is the Hong Kong-Mainland China Arrangement
on Interim Measures. Though left out in the discussion of Working Group right now,
the issue of interim measures certainly should be included in future reform proposal.

Section IV: China’s Internal Perspective
The above section illustrates the gaps between EU and China from three institutional
design features. However, to understand China’s position, it’s essential to take a step
back to view the big picture from China’s internal point of view. Each country’s
position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its evolving history and domestic policy
consideration.

This section proposes to shed some lights on the big picture of ISDS reform from
three points. First, the section tries to describe briefly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a’s BIT
practices. Then, this section will try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connection between
domestic arbitral institution developments and ISDS reform. Finally, this section will
try to explain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a’s dual role in relation to China’s position.

The History of China’s BIT Practices
It has been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re are three generations of Chinese BITs.104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BITs were negotiated following the ‘Open Door’ policy in
the early 1980s, and no or limited access to ISDS system were permitted.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Chinese BITs, marked by the conclusion of China-Barbados BIT in
1998, provided broad ISDS clauses and warmly welcomed investors and investments,
together with the initiation of the ‘Going Global’ policy.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Chinese BITs, right after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in 2008, became more balanced.
All in all, China’s attitude in BIT practices has shifted from conservative to
progressiv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bitral Institution
Shenzhen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hereinafter as “SCIA”) and 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hereinafter as “CIET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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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two of the major arbitr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SCIA and CIETAC began to take
investment arbitration cases respectively in 2016105 and 2017106. This is a substantial
development because initially they only accepted commercial arbitration cases.

In particular, SCIA also drafted guidelines to facilit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cases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under Arbitration Rules of the UNCITRAL.107 Moreover, in
late 2017, the Shenzhen municipal government integrate the Shenzhen Arbitration
Commission into the SCIA to make the arbitral institution stronger and more
competitive. This movement indicates that the expansion of the SCIA’s jurisdiction to
include ISDS has won the government’s endorsement. SCIA is now working to build
its capacity to appeal to disputing parties in need of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nd
concluded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ICSID in June, 2018.108 Likewise In 2017,
CIETAC in particular for the first time adopted and implemented Arbitration Rules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109 The rules stipulated that CIETAC can accept
cases involv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 arising out of contracts, treat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or other instruments between an investor and a state.

In a way, the expansion of jurisdiction of the two arbitral institutions can be seen as
the prediction of future change of law and government’s future movement. That is, the
acceptance of cases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shows the government’s support of
institutional arbitration, which is also the view held by the government in domestic
arbitration.110

For IIAs to which China is a party, Chinese investors may refer their treaty-based
claims to the SCIA or CIETAC. After all, the submission of ISDS cases to the SCIA
and the CIETAC have advantages of low cost111 and efficiency112 which may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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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vored by foreign parties as well.

Additionally,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and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CICC)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started to operate officially
in June 29, 2018. This is noteworthy because CICC offer one-stop service which aims
to offer litigation,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on one platform. For instance, parties can
apply for interim measures for preservation of property or evidence from the CICC
directly before or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any arbitral proceedings in the
designated arbitral institutions. Given that interim measures in support of arbitration
can only be ordered by People’s court,113 the one-stop Service can greatly enhance
the efficiency for the parties at dispute and parties who want to commence arbitration
would go to the designated five institutions.

So far, the only designated arbitral institutions are all Chinese institutions among
which SCIA and CIETAC are listed. This shows that China hopes to build larger
influence of Chinese arbitral institutions based on Chinese experience. From this
perspective, it’s easy to understand why China would not prefer EU’s reform option
with very high level of institution. It is because that if the reform goes in the direction
of far greater level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there might not be opportunities for
institutions in China to develop expertise in the area of investment arbitration. That is,
some or all of the work would go to one, or perhaps a few, centralized global
institutions. Since Chinese arbitral institutions already face a lot of disadvantages
when it comes to language, legal culture, application of law, etc.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hina may not want to be further disadvantaged in China-related cases.

The Dual Role of China
China traditionally is considered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However, China now has
become one of the world’s major capital importer and exporter. According to
UNTAC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0, in 2019 and 2018, China’s FDI inflows hit
141 and 138 billion US$ respectively, ranking the second in 2018 on a global scale.114
In terms of China’s FDI outflows, the total amount rose to 117 and 143 billion US$ in
2019 and 2018 respectively, also ranking the second worldwide.115 It’s worth noting
that China’s FDI outflows account for more than 10% of the global share for three
years in a row with a peak of 14.1% in 2018.116 The figures show that China remains
a popular place for foreign investor and embraces an expanding role as a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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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er.
The Covid-19 pandemic swept the world in an unprecedented way. Despite that,
during the first quarter in 2020, China’s actual utiliz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nationwide was 31.2 US$, down 10.8% year on year, excluding banking, securities
and insurance117. Noticeably, in March, the actual utiliz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dropped 14.1% year on year but with a decrease of 11.5% from February.118 This
shows China’s economy begin to recover during the pandemic.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seeks to continue to invest in the infrastructure along the way.
In the first quarter, China’s non-financial direct investment totaled 4.2 billion US$, up
11.7% year on year surprisingly.119 In the post pandemic era, there is bound to be
more disputes if the downward pressure of economies continue to grow.
The dual role of China both as a capital exporter and importer is the starting point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position of China in Working Group III in UNCITRAL.
For one thing, China may want to protect its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provide a more
predictable regulatory framework if a more consistent investment arbitration
jurisprudence can be achieved. For another, China still has limited experience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with only few cases in ICSID. Also, state sovereignty is a
sensitivity towards China. Therefore, China favors a substantially more
institutionalized ICSID framework but does not want to go so far away with a “MIC”
as EU promoted. A more balanced ISDS regime seems more suitable for China.

Section V: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EU and China
The importanc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EU and China stands out, given the
worsening Sino-US relationship and the urgent need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ISDS
regime for China. The cooperation is possible because of the common ground shared
in each side’s position in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In cooperation with EU, I
argue that China can embrace higher standards in other respects like institutional and
personnel issues to cater for the interests of EU.
This section will delve into the importanc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EU and China.
After that, becaus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operation, this section will attempt to
provide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 based on each side’s position.
The Importance of Cooperation with EU for China
See Comments on China’s Absorp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0, at http://en
glish.mofcom.gov.cn/article/newsrelease/policyreleasing/202004/20200402956406.shtml (last visited on 7 July,
2020)
118
Id.
119
See Comments on China’s Outward Investmen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0, at http:/
/english.mofcom.gov.cn/article/newsrelease/policyreleasing/202004/20200402958025.shtml (last visited 7 Jul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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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Belt and Road projects involves Chinese SOEs undertaking to build
infrastructure financed by Chinese banks along the historical silk road, in which many
investor-state disputes are bound to arise. Nevertheless,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claimed by President Xi, still relies on current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and is not planning to “reinvent the wheel”.120Therefore, the ISDS reform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terms of providing effectiv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given the multiplicity and complexity of risk121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Some may
tout the rise of CICC, but CICC still faces a lot of limitation in terms of, for instance,
jurisdiction.122 The insufficiency of domestic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domestically also calls for an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ISDS regime.
Furthermor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worsening US-Sino relationship or many
Western countries at large, foreign investors from each side would further cast a
non-confidence vote in respective domestic courts. If disputes arise, they would be
even more eager to have disputes adjudicated independently unde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articularly when sensitive public interest is involved. This also calls for
an effective ISDS regime.
In order to build an effective ISDS regime, currently as the rising call for decoupling
and circumvention of China,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EU thu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China. On China’s side, the need to build an effective
investment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has never been more urgent given its dual
role both as a capital exporter and importer. On EU’s side, as the US continuously
withdraws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th the “American First” policy, EU is
also in need to maintain a multilateral regime to promote free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its own interests. Therefore, there are common interests for EU and China as active
rule makers. Fortunately, we have seen some positive sign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EU and China recently. Multi-Party Interim Appeal Arbitration Arrangement
(thereinafter referred as “MPIA”) have been successfully formed, in which both EU
and China play an active role. Apart from that, the Sino-EU BIT i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by 2020.123
Notably, although both countries share the dual role as a capital importer or exporter,
EU and China may have distinctly different path dependency. EU traditionally was a
home state of FDI and is transitioning to a host state while China used to be a host
state of FDI and now is becoming a home state. The development path may bring
Full text of President Xi's speech at opening of Belt and Road forum, at http://www.xinhuanet.com/en
glish/2017-05/14/c_136282982.htm(last visited on Aug. 18, 2020).
121
See World Bank, Belt and Road Economics: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Transport Corridors, chapter
4, p.97-122 (2019).
122
According to Article 3(1) of Provis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
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a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ase of first instance w
hich, by the choice of the parties by the agreement prescribed in Article 34 of the Civil Procedural Law,
fall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d whose amount of subject matter is above
300 million yuan. Meanwhile, Article 34 of the Civil Procedural Law choose the people’s court at the p
lace which is actually connected to dispute. This means the jurisdiction of CICC may not granted based
only on the agreement of the disputing parties.
123
See Jim Brunsden & Alan Beattie, Beijing and EU Agree Target of Next Year for Investment Access
Deal: Premier Li Keqiang Signals Willingness to Discuss Concerns on State Support and Technology Tra
nsfer, at https://www.ft.com/content/4a37a40c-5add-11e9-9dde-7aedca0a081a (last visited on Aug 1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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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ghtly different policy considerations between EU and China, because EU now has
to handle issues more involving FDI inflows while China had to deal with FDI
outflows. Thus, the EU is indeed now aiming more for the regulatory power. Actually,
the ultimate goal of creating a “MIC” is to remove regulatory chill by creating a fair
and predictable legal environment, while China may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vestment
protection due to an opposite path from a host state to the dual role. It is argued that
China’s increasing willingness to consent to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s incidental to
its status as a major hom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124
If EU and China can work together to come up with a proposal that both sides are
comfortable with, it would be much more productive to complete the reform, which is
meaningful for both sides as mentioned. It’s conceivable that other smaller countries
would follow up after the big blocs have come to a settlement. The cooperation is
feasible given the common denominators between the positions and inactivity of the
US in this reform.

Against this backdrop, I would argue that except for the right to appoint arbitrators at
the first instance level, China can embrace higher standards in other respects like
institutional and personnel issues to cater for the interests of EU.

It’s also important for EU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ssential interes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much party autonomy enjoyed under the current system, there is still
some voices calling for the completely different directions (like Brazil and India). It’s
not feasible for EU to simply impose its idea of “MIC” on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tunately, we have seen some positive signs. Colin Brown, an officer125 of the EU,
put forward some features of the envisaged “MIC” to serv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SMEs on debate held on 22 June, 2018. These features include ensuring geo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the creation of an Advisory Center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differential treatment on cost allocation for developing and least developed
contracting states, and guaranty access of SMEs to the court.126

Bridging the Gap with EU
Thinking of cooperation between EU and China, it’s worth noticing that there are
many common grounds between the positions of EU and China. China and EU both
share the concerns of inconsistency,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 of arbitrators,
See David Hallinan, The EU-Chin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A Challenging First Test of the EU's
Evolving BIT Model, 5 CHINA-EU L. J. 31, p. 39 (2016).
125
Colin Brown is a lawyer and Deputy Head of Unit of Unit F.2 - Dispute Settlement and Legal Aspe
cts of Trade Policy in the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Trade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126
See Eur. Comm'n., The European Union's approach to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The 3 rd Vienna
Investment Arbitration Debate, at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8/july/tradoc_157112.pdf (last vis
ited on Aug 1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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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ation and cost, and they both call for an error-correcting mechanism. The main
difference is the weight placed on party autonomy. EU cares so much about the issue
of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 that EU is willing to deprive the right to appoint
arbitrators entirely. In contrast to that, China still adheres to the basic feature of
arbitration and insists on the right of appointment in the first instance level.

Despite the difference, I take the view that China can side with EU on more
multilateral instruments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m and maintain the party
autonomy to appoint arbitrators in the first instance level when ironing out the details
of its reform option. For instance, code of conduct is one of the core instruments. In
China’s submission, China points out some of the issues the code of conduct need to
address.127 These specific issues actually are also pointed out by EU.128 I would
argue that China should take a step further, in support of incorporating the code of
conduct in the prospective new arbitration rules or statutes of the permanent appellate
body to impose rigorous ethical and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129 except for the
administrative requirement like long non-renewable term and prohibition on outside
activities. Also, China could propose an introduction of a single open roster with
demanding criteria on expertise. It’s also worth noticing the importance of
geographical diversity in the roster. China’s interests both as a capital importer and
exporter is special. Experts selected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the chairman of the
tribunal may not necessarily cater to China’s interests, while geographical factors may
be more important in terms of representative effect.130

On the appellate level, China may agree on EU’s requirement with full-time tenured
adjudicators in the appellate body as long as certain diversity and inclusiveness can be
maintained. That can address the concern of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 and
thereby enhance the reputation of the correcting mechanism. There is no need for
China to be intimidated by the potential pro-state bias. Since the adjudicators are
selected ex ante, countries would consider more neutral candidates committed to
uphold treaty parties’ agreement to protect both the potential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interests.131 By means of this, the essential concern of EU in terms of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 of arbitrators could be allayed.

Apart from th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arbitrators, China could also find
See Supra note 54, .5.
See Supra Note 53, para. 18-20.
129
See 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 Multilateral instrument
on ISDS reform (39th session 30 March - 3 April 2020, New York), UN Doc. No. A/CN.9/WG.III/WP.1
94 (16 January 2020), para. 103.
130
See Liang Yong & Zhao Daiwei, The Developments of ISDS Mechanism Initiated by the EU Investme
nt Court System and China's Choice, 11 Indian J. Int'l Econ. L. 127 (2019), p. 157
131
See Anthea Roberts, Would a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rt be Biased? Shifting to a Treaty Party Fra
mework of Analysis, EJIL: TALK! (Apr. 28, 2017), at https://www.ejiltalk.org/would-a-multilateral-investme
nt-court-be-biased-shifting-to-a-treaty-party-framework-of-analysis/ (last visited on Aug 18, 2020).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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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denominators. In its position, China notes that generally the tribunal on the
first instance level would contain complex fact finding issues. However, China should
not exclude fact error as an appeal ground. Here, I would argue that China should
think of a standard of review insisting on de novo review of errors of law and of
manifest errors of fact finding. This feature is actually mentioned in the ICSID
discussion paper on “Possible Improvements of the Framework for ICSID Arbitration”
of 22 October 2004. The grounds mentioned in the discussion paper is provided as, “a
clear error of law or on any of the five grounds for annulment of an award set out in
Article 52 of the ICSID Convention. A further ground for challenging an award might
consist in serious errors of fact; this ground would be narrowly defined to preserve
appropriate deference to the findings of fact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132 If adopted,
China’s position would be much closer to EU’s one in the “MIC” proposal and
thereby become more acceptable.

After all, the discussion in Working Group III emphasizes the open architecture
feature of the reform. Flexibility is granted to the states. I assume that an opt-in
strategy (like the BEPS Convention) would be adopted to make each state finally find
the reform option it comfortable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EU and China undoubtedly
would facilitate the process.

Conclus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is the major policy option proposed to address the concerns in the
legitimate crisis. This paper aims to assess the proposals regarding institutionalization
by China and EU in the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comparatively. Further, the
paper tries to explain at least partially why China may not favor EU’s model. Based
on above, I argue that China’s proposal will not only serve China’s interest but also
achieve the goals of the reform in a more realistic and acceptable way than a proposal
of “MIC”. With that being said, I argue that except the right to appoint arbitrators in
the first instance level, China should embrace higher level on other personnel and
institutional issues. From that perspective, I provide some preliminary thoughts of the
reform on the first instance level and appellate level. On the first instance level, China
should endorse incorporating the code of conduct into the prospective new arbitration
rules or statutes of the permanent appellate body and introduce a single open roster
with demanding criteria. On the appellate level, China should embrace de novo
review of errors of law and of manifest errors of fact finding. We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EU and China share many in common despite the differences and the common
denominators may give rise to a compromise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e proposed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Possible Improvements of the Framework f
or ICSID Arbitration. ICSID Secretariat, 2004, papa 6, at https://icsid.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Possi
ble%20Improvements%20of%20the%20Framework%20of%20ICSID%20Arbitration.pdf (last visited on Aug 1
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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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plan may fairly displease everyone, but that is how it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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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跨境电商综试区对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促动
*

谷向阳

摘要：跨境电商综试区是我国为了推动跨境电商健康发展而进行的探索。探索数字贸易国际
规则是其被赋予的重要使命，应当结合具体跨境电商相关国际规则议题和谈判场合两重因素
考量。在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议题方面，应当关注个人信息保护、知识产权保护、贸易便利化、
税收和争端解决等问题。在谈判场合方面，应当兼顾多边、区域和双边不同场合。应当在我
国跨境电商综试区探索的基础上，合理匹配具体议题和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谈判场合，努力提
升我国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方面的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跨境电商综试区；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议题；场合

一、问题的提出
从 2015 年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实验区至今，我国在短
短五年多时间内陆续设立了五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实验区（以下简称“跨境电商综试区”）
。
这五批试验区总体体现了从沿海到内陆、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不断扩大探索跨境电商健康发
展路径的特征。1在国务院批复及具体跨境电商综试区方案中，探索跨境电商国际规则成为
了其中的一个亮点。例如，在我国设立的首个跨境电商综试区——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的批
复中，国务院提出“逐步形成一套适应和引领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管理制度和规则，为
推动全国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因此，跨境电商综试区是
我国探索，不仅承载着探索国内法层面跨境电商规则供给的目的，还涵盖引领国际法层面数
*[作者简介]谷向阳，男，（1990.7-），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博士生，（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
西湖区之江路 51 号浙江大学之江校区 8 号楼 222 室，邮政编码：310008，电话：15700078385，电子邮箱：
guxiangyang@zjuedu.cn）
。本文为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 2020 年会青年优秀论文奖参评论文。
1
2015 年 3 月 7 日，国务院同意设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2016 年 1 月 6 日，国务院常
务会议决定，在天津、上海、重庆、合肥、郑州、广州、成都、大连、宁波、青岛、深圳、苏州这 12 个城
市设第二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2018 年 7 月 24 日，国务院同意在北京市、呼和浩特市、沈阳市、
长春市、哈尔滨市、南京市、南昌市、武汉市、长沙市、南宁市、海口市、贵阳市、昆明市、西安市、兰
州市、厦门市、唐山市、无锡市、威海市、珠海市、东莞市、义乌市等 22 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2019 年 12 月 15 日，国务院同意在石家庄市、太原市、赤峰市、抚顺市、珲春市、绥芬河市、徐州
市、南通市、温州市、绍兴市、芜湖市、福州市、泉州市、赣州市、济南市、烟台市、洛阳市、黄石市、
岳阳市、汕头市、佛山市、泸州市、海东市、银川市等 24 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2020 年 4
月 27 日，国务院同意在雄安新区、大同市、满洲里市、营口市、盘锦市、吉林市、黑河市、常州市、连云
港市、淮安市、盐城市、宿迁市、湖州市、嘉兴市、衢州市、台州市、丽水市、安庆市、漳州市、莆田市、
龙岩市、九江市、东营市、潍坊市、临沂市、南阳市、宜昌市、湘潭市、郴州市、梅州市、惠州市、中山
市、江门市、湛江市、茂名市、肇庆市、崇左市、三亚市、德阳市、绵阳市、遵义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
治州、延安市、天水市、西宁市、乌鲁木齐市等 46 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参见百度
百 科 词 条 “ 中 国 跨 境 电 子 商 务 综 合 试 验 区 ” ，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8%B7%A8%E5%A2%83%E7%94%B5%E5%AD
%90%E5%95%86%E5%8A%A1%E7%BB%BC%E5%90%88%E8%AF%95%E9%AA%8C%E5%8C%BA/1926
5634?fromtitle=%E8%B7%A8%E5%A2%83%E7%94%B5%E5%95%86%E7%BB%BC%E5%90%88%E8%AF
%95%E9%AA%8C%E5%8C%BA&fromid=50002401&fr=aladdin#reference-[1]-19701054-wrap，2020 年 9 月
20 日最后访问。
2
参见《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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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贸易规则制定的目标。这是我国在促进跨境电商健康发展中的具有创造性的尝试，然而，
这一探索在理论研究中得到的关注较少。本文拟探讨我国跨境电商综试区对数字贸易规则的
探索如何可能，并结合我国的既有实践进一步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二、我国跨境电商综试区何以能够促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
（一）跨境电商规制的客观需要
诚如马丁·沃尔夫所言，
“世界经济是全球的，但世界政治确实国家的”。跨境电商出现
和发展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表现，而相应的规则却需要通过国家间合作探索。随着跨境电商
业的发展，其带来的问题逐渐逾出一国的边界。例如，原本在国内电商中出现的“刷单”问
题也开始在跨境电商中出现。3截止到 2020 年 9 月 7 日，以“跨境电子商务”为关键词检索
中国裁判文书网，共得到 1144 个案例。其中 2015 年 6 件，2016 年 61 件，2017 年 216 件，
2018 年 252 件，2019 年 404 件，2020 年前三季度（截止到 2020 年 9 月 7 日）共 205 件，
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从案由来看，刑事案由有 99 件，民事案由有 861 件，执行案由有 115
件，行政案由有 62 件。从案件关键词来看，排在靠前的为“合同”、
“驳回”、
“赔偿金”、
“返
还”、“赔偿损失”、“合同约定”等等。
跨境电商作为一个新的业态得到了我国的重视，通过设立跨境电商综合实验区，我国新
设立的一些跨境电商综试区探索在跨境电商零售出口“无票免税”、跨境电商零售出口企业
所得税核定征收、通关便利化和放宽进口监管条件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4在确立跨境电商
综试区的发展策略之后，我国对促进跨境电商健康可持续发展展开了不同层面的探索。例如，
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已经开展了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业务双试点，率先建立了“清单核放、
汇总申报”通关模式，并采取线上单一窗口平台和线下综合园区平台相结合的方式，建立符
合现代国际贸易通行规则的新型自由贸易园区，推进跨境电商贸易便利化。5
在这些跨境电商综试区发布具体方案的同时，商务部、海关、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
等相关监管部门也在不断探索完善跨境电商的监管，促进跨境电商健康发展。例如，2018
年 11 月 28 日，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
布了《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在认定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主
要参与主体包括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经营者、第三方平台经营者、境内服务商和消费者的基础
上，确立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的监管原则，提出按照“政府部门、跨境电商企业、跨境
电商平台、境内服务商、消费者各负其责”的原则，明确各方责任，实施有效监管。同时，
该通知还提出各试点城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作为本地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
监管政策试点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本地区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实施推动、综合协调、监

据金华市市场监管局 2018 年 2 月 9 日下午公布的消息，该局根据举报，近日对一起跨境电商虚构交易、
刷单炒信案件进行立案查处，并对当事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 14 万元。据介绍，案情主要是：今年
有一段时间，美国宾夕法尼亚女子哈文·麦基汉（Heaven McGeehan）接连不断地收到从中国寄来的不值
钱的小包裹，包裹内是有着一个心形配饰的黑色发箍（扎头绳）
，这种发箍比较廉价，但是该包裹非其购买。
相关国外报道借此分析，指出跨境电商是完全无人监管的领域，并暗指中国某电商平台刷单。该报道在国
际上对我国电商行业经营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是浙江省首例跨境电商刷单案，并且刷单是通过
远在的美国的 wish 电商平台进行的。参见“金华查处全省首例跨境电商刷单案 刷单平台远在美国”
，
https://zj.zjol.com.cn/news/869843.html，2020 年 9 月 20 日最后访问。
4
“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能给东营带来啥？” http://www.sd.xinhuanet.com/sd/dy/2020-05/08/c_112
5955972.htm，2020 年 9 月 20 日最后访问。
5
“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http://zjnews.zjol.com.cn/system/2015/03/12/0205
49648.shtml，2020 年 9 月 20 日最后访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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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及措施保障，确保本地区试点工作顺利推进。62018 年 12 月 10 日，海关总署发布了
2018 年第 194 号公告（《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对跨境
电子商务平台企业、物流企业、支付企业等参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业务的企业的管理、
通关管理、税收征管、场所管理、退货管理做出了详细规定。7特别是该公告在通关管理中
做出的“清单核放、汇总申报”和“清单核放、汇总统计”的创新尤其值得关注。
（二）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互动的理论维度
国际关系研究指出许多国内规范事实上是国际规范的起源，国内规范可以通过各种规范
倡导者（entrepreneurs）的努力转变为国际规范。8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之间的存在着“由内
向外”的互动路径。9随着跨境电商的迅猛发展，国际和国内层面的法律规则出现了规制不
足的情况。跨境电商的全球性、跨国界的特征驱使规制其的国际和国内规则之间有必要实现
协调和统一。10探索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需要从国际法与国内法两个层面着手，并促进二者
之间的良性互动。
（三）我国在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提升的现实维度
2017 年，G20 峰会首次直接关注到了数字技术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随后，数字贸易
逐步进入了世界经济治理重要平台 G20 的议程之中。2019 年，日本大阪 G20 峰会期间发布
了《G20 部长会议关于贸易和数字经济的声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分别于 2013 年 7 月和 2014 年 8 月先后发布了两篇关于数字贸易的报告，
体现了其充分重视这一问题。
我国在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上话语权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我国在跨境电商建设中
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另一方面，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有必要有能力提出中
国的方案。

三、我国跨境电商综试区探索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议题
我国跨境电商综试区在具体规则探索的过程中既要结合现有数字贸易谈判中的焦点问
题，又要从我国自身实践出发，从而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数字贸易规则方案。
（一）跨境电商中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
当下，数据储存问题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得到了重视。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通过国内
立法规制数据储存。在上文提及的“金华跨境电商刷单案”中，查明的事实是当事人为提升
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网店的信誉和销量排行，以便增加销售额，擅自使用其他信息平台获得的
个人信息来虚假注册和下单，使用跨境物流发送包裹的方式进行虚构交易。这种侵犯个人信
息的行为当前在跨境电商监管中亟需加强国际合作。我国处罚这种跨境电商刷单行为的依据
是《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四）项，将其认定为“虚构交易行为”进行处罚。
6

《商务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
关工作的通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fwzl/201811/20181102812004.shtml，2020 年 9 月 30 日
最后访问。
7
“海关总署公告 2018 年第 194 号（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
，http://xia
n.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2141321/index.html，2020 年 9 月 20 日最后访问。
8
马莎·芬尼莫尔，凯瑟琳·斯金克：
《国际规范的动力与政治变革》，载彼得·卡赞斯坦等主编：
《世界政
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
，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01 页。
9
赵骏：
《全球治理视野下的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
《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 10 期，第 93 页。
10
赵骏，干燕嫣：
《变革中的国际经贸规则与跨境电商立法的良性互动》
，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年 06 期，第 88-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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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数据流动与自由贸易之间会存在一定冲突，容易引起国家间的争议，这需要探
索推动形成一定的国际共识来弥合分歧。如 2017 年，美国向 WTO 贸易服务委员会成员国
控告中国，声称中国的《网络安全法》及其一系列配套政策的有关规定将会阻碍数据跨境流
动，从而影响到世贸组织框架下的服务贸易和在华外企业务的开展。跨境电商发展中必然涉
及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这造成了一些国家和个人担忧隐私权遭受侵犯的潜在风险，因而在
数据信息流动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探索平衡之道是跨境电商建设的重要课题。11
（二）跨境电商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随着跨境电商的迅速发展，我国既有的相关国内法律法规亟需完善。1983 年，我国《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实施细则》施行后，外经贸部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颁布实
施了《出口商品商标管理办法》
。随着改革开放和我国外贸活动的发展，该办法逐渐对外经
济贸易合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制订了《关于对外贸易中商标管理的规定》。这一
规定距今也已经过去了 25 年，许多条款在跨境电商迅猛发展的情况下并不符合实际需要。
例如，其第十条规定，“对外贸易经营者在从事进出口活动中，对他人指定或者提供使用的
商标，应当要求对方出具真实有效的商标专用权证明文件或者被许可使用该商标且未超出许
可范围的证明文件，并予以核查。该商标不得与已在我国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上注册的商标
相同或者近似，其商品的包装、装璜也不得与他人已在我国使用的包装、装璜相同或者近似。”
（三）跨境电商中的贸易便利化问题
跨境电商交易与传统交易相比，主要有品种多、批次小、交易更为密集频繁的特征，这
给传统的海关、税务、商检、金融监管模式带来了严峻的考验。12跨境电商所涉及的贸易便
利化问题体现在不同环节。2018 年 12 月，我国海关部门为了更好地实现跨境电商零售进出
口商品的监管工作，促进跨境电商健康有序发展，发布了《海关总署公告 2018 年第 194 号
（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该公告为跨境电商零售及跨境
电商综试区的报关手续提供了优化手续，在通关管理上确立了八条提出在“跨境电子商务零
售商品出口时，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或其代理人应提交《申报清单》，采取‘清单核放、汇总
申报’方式办理报关手续；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商品出
口，可采取‘清单核放、汇总统计’方式办理报关手续”。跨境电商物流的便利化有助于降
低其交易成本，推动跨境电商交易的达成，对于跨境电商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促进跨境
电商贸易便利化的同时，不应当松懈对走私的打击力度。
（四）跨境电商中的争端解决问题
第一，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2020 年 7 月 15 日，杭州互联网法院跨境贸易法庭在中国
（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下沙园区正式挂牌成立，
“通过司法实践的累积，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的跨境数字贸易司法样本，总结提炼并输出跨境数字贸易相关规则，助力杭州
打造数字丝绸之路战略枢纽”。13在成立的当天，该法庭就审理了全流程在线审理第一案—
11

赵骏，向丽：
《跨境电子商务建设视角下个人信息跨境流动的隐私权保护研究》，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 期，第 58-71 页。
12
2015 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市长张鸿铭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同样 100
万元的进口贸易额为例，在传统贸易进口中对应的商品也许是 1 万瓶价值 100 元的同款红酒，采用一次报
关即可完成，而消费者网购对应的或许是 1 万件五花八门的商品，以目前的报关方式一一查验，将耗费大
量的人力物力，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http://zjnews.zjol.com.cn/system/2015/03/12/020549648.shtml，2020
年 9 月 30 日最后访问。
13
“杭州互联网法院跨境贸易法庭挂牌成立”
，
http://www.china-hzgec.gov.cn//detail/article/2020_3/7_21/1595524245173_1.shtml，2020 年 9 月 20 日最后访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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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用户起诉网购平台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通过集中管辖
14
跨境贸易纠纷，形成与输出相关案件国际管辖规则和裁判规则”。 此外，
《新加坡调解公约》
的生效也可能对跨境电商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跨境电子商务纠纷解决的证据问题。随着跨境电子商务在利用最新网络技术方面
的进展，交易证据的留存出现了积极突破。利用区块链技术留存证据已经走进现实，有必要
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探索进一步推广、适用的可能。

四、我国跨境电商综试区探索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场合
国际社会的分散性致使国际法并不成体系，在双边、区域和全球性的法律体系并存。15
数字贸易规则在国际法领域同样在双边、区域和全球性不同层面出现和发展。我国通过跨境
电商综试区探索得出的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经验可以通过多边、区域和双边等不同场合推出。
（一）WTO 对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探索。
WTO 自 1998 年就开始了“电子商务工作计划”，发挥 WTO 在贸易领域的规则谈判平
台作用。但随着 WTO 自身陷入重重困境，近期似乎比较不容易在 WTO 层面产生新的成果。
（二）以 FTA 覆盖数字贸易国际规则。
2002 年，欧盟与智利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首次出现了专门的电子商务章节，从此，
越来越多的国家引入电子商务章节。16近年来，美国通过 FTA 的方式逐渐将数字贸易规则纳
入其相关谈判之中。例如，通过将 USMCA 谈判，美国增加了原本 TPP 谈判中并不包含的
数字贸易规则章节。其中，
“数字贸易”单列一章，共计 18 条，重点在于“数据”问题。这
一趋势值得我国高度关注。
在我国参加的重要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数字贸易应当成为我国提供“中国方案”
的重要问题领域。我国应当重点关注的区域自贸协定谈判应当包括：1.亚太自贸区。2014
年 APEC 北京峰会出台了“亚太自贸区路线图”，正式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亚太自贸区已
经成为 APEC 区域一体化的新目标。2016 年 APEC 利马峰会上各会员国签署了《亚太自由
贸易区利马宣言》，“重申以全面、系统的方式推进最终实现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的
承诺，将其作为进一步推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方式”，并将其定位为“亚太自贸区
应当不仅仅实现狭义的自由化，应当是高质量、全面的，并包含及解决下一代贸易投资议题”。
APEC 正在不断增强其跨境电子商务能力建设，积极推动多双边跨境电子商务合作。 17这为
亚太自贸区倡议注入了新的活力。2.《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2016 年 8 月，
18
RCEP 地 14 轮谈判推进对电子商务领域案文磋商。 3.CPTPP。2020 年 5 月 28 日，在十三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回答日本记者关于中国是否打算参加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问题时回答，中国对加入 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持积极开放的态度。由于 CPTPP 的谈判已经完成，所以加入 CPTPP 意味着
我国接受 CPTPP 关于数字贸易领域的规则。从电子商务这一章来看，CPTPP 和 TPP 的区别
14

“杭州互联网法院跨境贸易法庭挂牌成立 全媒体直播跨境数字贸易纠纷审理第一案”
，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0/07/id/5355479.shtml，2020 年 9 月 20 日最后访问。
15
何志鹏：
《国际法哲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5 页。
16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
《数字贸易的国际规则》，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 页。
17
”APEC 跨境电子商务能力建设（CBET）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http://gjs.mofcom.gov.cn/article/af/ae/201910/20191002909046.shtml，2020 年 9 月 20 日最后访问。
18
“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第 14 轮谈判在越南胡志明市举行”
，
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zhengwugk/201608/33057_1.html，2020 年 9 月 20 日最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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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前者涉及 18 款，分别为定义、范围和一般条款、关税、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国内
电子交易框架、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在线消费者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无纸贸易、电子商
务接入和使用网络原则、电子形式的跨境信息传送、互联网互联费用分担、电脑设施的位置、
来路不明的商业电子讯息、合作、网络安全合作、源代码和争议解决。4.中日韩自贸区。2013
年 3 月，中日韩自贸区的第一轮谈判。2014 年，第五轮谈判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
开放方式及协定范围和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并同意将电子商务纳入协定，成立了相应工作
组。192019 年 4 月，在中日韩三方达成全面提速谈判共识后，中日韩自贸区第 15 轮谈判首
席谈判代表会议达成一致，决定在三方共同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
取得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水平，纳入高标准规则，打造 RCEP+的
自贸协定。202015 年 6 月，中韩已经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自由
贸易协定》。这一协定是签订时我国“对外签署的覆盖议题范围最广、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
的自贸协定”，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共 17 个领域，包含了电子商务、竞争
政策、政府采购、环境等“21 世纪经贸议题”。21
（三）单独签订专门双边数字贸易协定。
美国已经与日本单独谈判并签署了数字贸易协定，“确立行业高标准，以表明两国在全
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
。22
我国已经签署的双边贸易协定中已经包含了一些数字贸易规则。在一些特殊场合，单独
签订专门双边数字贸易协定是必要之举。为了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我国提出了发
展“丝路电商”的建议，已经于 17 个国家建立了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23
在我国与美国未来的经贸谈判中，数字贸易可能将会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我国需
要考虑是在既有的一些中美双边谈判中纳入数字贸易议题，或者是单独同美国签订一个单独
的专门双边数字贸易协定。

五、我国跨境电商综试区探索数字贸易国际规则中场合与议
题的匹配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并存的重要趋势，其中亚洲区
域经济一体化滞后的情况正在发生积极的改善。2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的自贸区战略应
当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建立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
网络。25因此，合理匹配我国跨境电商综试区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场合与议题两个方面的探
19

“商务部答中经网中日韩同意将电子商务等纳入自贸协定”
，
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fzdongtai/201508/27928_1.html，2020 年 9 月 20 日最后访问。
20
”中日韩自贸区第十五轮谈判在日本举行“，
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chinarihan/chinarhnews/201904/40290_1.html，2020 年 9 月 29 日最后访问。
21
“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签署”
，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chinakorea/koreanews/201506/21837_1.html，
2020 年 9 月 20 日最后访问。
22
“美日就农业和数字贸易达成协议”
，http://yn.people.com.cn/n2/2019/0926/c378441-33392750.html，2020
年 10 月 7 日最后访问。
23
“丝路电商”合作成效显著。2018 年，通过中国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管理平台零售进出口商品总额达 20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0%。参见“中国将与更多国家商建自贸区 推动形成“一带一路”大市场”，
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fzdongtai/201904/40397_1.html，2020 年 9 月 20 日最后访问。
24
谷源洋，郝忠胜：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性选择——建立自由贸易区及其相关理论问题》，
《财经问题研究》
2004 年第 2 期，第 40-41 页。
25
“习近平：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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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十分重要且必要。
（一）我国不同批次的跨境电商综试区定位存在差异
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的不同批次在探索数字贸易规则中也分担着不同任务。杭州作
为第一批，也是第一个跨境电商综试区，其探索方向主要是“着力在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支
付、物流、通关、退税、结汇等环节的技术标准、业务流程、监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
先行先试，通过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和协同发展，破解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中的深
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难题，打造跨境电子商务完整的产业链和生态链，逐步形成一套适应和引
领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管理制度和规则，为推动全国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发展提供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26第五批跨境电商综试区的探索是建立在吸收前四批的经验之上的，要在
“复制推广前四批综合试验区成熟经验做法”的同时，“着力在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对企业
（B2B）方式相关环节的技术标准、业务流程、监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探索创新”。27
即使是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之间，也往往由于区域一体化进度的不一而在数字贸易规则的形成
中处于不同阶段。
（二）议题与场合的匹配符合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实际状况
当前，美国在通过多种渠道推进探索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抢占数字贸易国际组织
制定的话语权。2020 年 8 月 21 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提出了 WTO
改革的五点建议，其中就包括“终止通过自由贸易区协议来跑马圈地（end the free-trade
-agreement land grab）”，提出除了临近国家之间签署的自贸协议之外（如 USMCA），WTO
成员应相互给予“真正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28我国在多变和双边场合具有不同的国
际话语权，探索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应当尊重这一客观现实。
同时，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数字贸易规则探索的不同场合之间并非绝对独立的，它们之
间可能存在着互动。例如，
《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就提出亚太自贸区的构建路径“应当建
立在正在开展的区域安排基础上的承诺，包括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可能路径加以实现。我们欢迎其他区域一体化安排为最终实现亚太自贸
区作出有意义的贡献。”这一互动现象要求我们协调在不同场合推进数字贸易规则的策略，
实现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不同场合下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
（三）我国匹配数字贸易议题和场合的具体策略
第一，不同场合的数字贸易规则发展的进程不一，我国需要相时而动。例如，对比 CPTPP
和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关于电子商务的条款可以看出，前者在范围上比后者覆盖面要明显多一
些，后者包含的关税、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个人信息保护、无纸贸易、电子商务合作、争
端解决等问题都为前者所包含。如果我国考虑加入 CPTPP，就要考虑其数字贸易相关规则
与我国既有主张和实践之间的区别。
第二，我国在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不同场合话语权不一，需要合理设置谈判议题。在多
边、双边设置跨境电商议题的难度和谈判达成的难度差异较大，我国在不同场合的话语权同
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zhengwugk/201412/19394_1.html，2020 年 9 月 20 日最后访问。
26
《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国函〔2015〕44 号》
，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3/12/content_9522.htm，2020 年 9 月 20 日最后访问。
27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雄安新区等 46 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国函〔2020〕
47 号）
。
28
How to Set World Trade Straight，https://www.wsj.com/articles/how-to-set-world-trade-straight-11597966341，
2020 年 8 月 22 日最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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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存在落差。我国应当合理处理这种落差，在不同层面上对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提出进度不
同的方案。
第三，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既有数字贸易规则产生机制的对接。“一带一路”倡议
下的规则创新、与多边贸易体系的协调都需要发挥各种双边、区域自贸协定的规则整合功能。
29
一些学者认为双边主义（或区域贸易协定）是反全球主义的，本质上是就是保护主义。30在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我国应当注意当前通过双边协定方式推动相关合作的潜在负面影
响，考虑通过新设多边合作机制来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规则发展。

六、结语
在探索数字贸易国际规则中，我国跨境电商综合实验区被寄予了厚望。未来将我国对于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探索凝练成国际法表达存在不同路径。在单独数字贸易协定和包含数字
贸易规则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选择中，我国需要权衡不同场景下数字贸易规则议题的选择
与谈判推进效果，进而采取科学合理的节奏推动我国跨境贸易综试区的探索贡献于数字贸易
国际规则的制定中。

29

毕莹：
《
“一带一路”倡议下亚洲区域贸易整合路径探析——以与中日韩自贸区的对接为例》
，
《浙江学刊》
2018 年第 3 期，第 124 页。
30
例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巴格沃蒂将其称为贸易体制中的“白蚁”
，认为其蛀蚀了自由贸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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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迷信，制止欧盟对华实施反倾销新替代价方法
傅东辉

一．关于中国停止诉欧盟替代价案（DS516）的原因和影响
2020 年 3 月 25 日智利锻造钢制魔球产业在对华进口锻造钢制魔球反倾销申请书中明确
指出，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反倾销调查机关都认定中国钢铁产品市场存在严重市
场扭曲，因而继续采用替代价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该申诉书尤其强调 2019 年 6 月 14 日中国
向 WTO 提出中止诉欧盟价格比较法有关措施案（DS516 案，以下称“中国诉欧盟替代价案”）
的专家组程序，接受欧盟继续依据非市场经济事实对华实施替代价措施（见申诉书第 54 段）
。
由此，一个崇尚自由贸易并高度依赖对华出口原材料的中等新兴国家智利政府，竟然追随美
欧采用替代价对华反倾销，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影响，严重破坏了规则导向的 WTO 反倾销秩序，
对中国产业出口构成了严重障碍，并使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企业继续承受不平等的国际贸易
地位。
2020 年 7 月 2 日欧洲法院开庭，审理常茂生化公司诉欧委会酒石酸反倾销日落复审案
措施（T-541/18），庭审辩论中，欧委会和欧盟产业反复强调中国在 WTO 诉欧盟替代价案已
经撤诉，相当于默认自己为非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很大。中国当事人，中国律师以
及代理中方的欧洲律师无以应对，因为没有看到 WTO 专家组的裁决报告草案，也没有看到中
国商务部对于终止该案专家组程序原因的说明。
那么，中国诉欧盟替代价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2016 年 12 月 11 日，根据中国入世
议定书第 15 条(d)款规定，对华反倾销替代价过渡期条款 15 年到期了。但欧盟却迟迟拖延
修改其反倾销立法，继续适用替代价对华反倾销。为此，中国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向 WTO
提出与欧盟进行磋商（相当于诉前谈判），并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向 WTO 争端解决机制正式
起诉欧盟替代价违规，提交了设立专家组请求（即起诉书），这就是中国诉欧盟替代价案
（DS516）。
至 2019 年初，经两年超长审理，专家组发出中期裁决报告，内部征求双方意见。2019
年 5 月 7 日，中国依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第 12.12 条向专家组提出暂时中
1
止诉欧盟替代价案专家组审理程序的请求。 2019 年 5 月 21 日，欧盟提交书面意见，要求
专家组在考虑中方请求时需多方考量。5 月 23 日，中国对欧盟进行回应，重申了中止专家
组工作的请求。
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第 12.12 条规定，专家组可应申诉方的要求
随时暂停其审理工作，但期限不得超过 12 个月。该条款还规定，如果专家组工作被中止超
过 12 个月，则设立专家组的授权将失效。2019 年 6 月 14 日，专家组同意了中国的请求，
2
暂停发出终裁报告。
2020 年 6 月 15 日，中国在停审一周年的时限内没有要求恢复诉欧盟替代价案的专家组
程序，被视为放弃了该案诉讼，引起西方媒体众多负面报道。对此，2020 年 7 月 11 日，商
1
2

WTO 中国诉欧盟替代价案专家组 2019 年 5 月 7 日通告，WT/DS516/13，17 June 201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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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条法司负责人就终止诉欧盟反倾销“替代国”做法世贸争端案诉讼程序应询发表谈话。
3

有记者问：近日，国外个别媒体和国内一些自媒体报道了我诉欧盟反倾销“替代国”做
法世贸争端案诉讼程序自 6 月 15 日起终止事，声称中国输掉了与欧盟之间的世贸争端，并
试图将此案解读为世贸组织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请问商务部有何评论？
答：此类报道与事实不符，存在明显法律错误。
第一，此案诉讼程序终止后，世贸组织并不存在任何生效裁决，没有输赢之说。此案诉
讼程序终止，既不影响中方在争议问题上的立场，也不会损害中方在世贸规则项下的各项权
利。中方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 15 条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世贸组织成员应
当履行国际义务，停止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做法。
第二，此案与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是否具备“市场经济地位”无关。世贸组
织没有关于“市场经济国家”或者“市场经济地位”的定义和判定标准，也没有判定任一成
员“市场经济地位”的授权。将此案与所谓“市场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混为
一谈，是对世贸规则的误读。
然而，我方却没有说明，既然中国撤回了诉欧盟替代价案，那么，下一步应该如何制止
欧盟继续违规适用替代价呢？ 如果认为终止专家组程序相当于未诉，又回到了原点，这恐
怕我们自己都不信。因为中国是在专家组中期裁决报告已发给双方之后才请求中止专家组程
序，换言之，专家组审理程序实际已经完成了 95%，裁决胜负已定，只是按照 WTO 争端解决
程序规则，专家组报告草案应先内部征求原被告双方意见，但根据程序规则中期裁决报告不
能对外公开。然而，由于中期裁决报告中谁胜谁负已成定局，即使我们象鸵鸟那样把头埋进
沙中也已无法扭转结局。因此，所谓中止或撤诉就是没有胜负的说法，未免过于轻率，因为
欧盟比案前更增添了对华继续适用替代价的盲目自信，而且有更多 WTO 成员追随其中，而我
4
方则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商务部条法司负责人在 7 月 11 日谈话结尾给出如下建议：
第三，当前，全球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愈发令人担忧，多边贸
易体制受到严重冲击。世贸组织成员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团结，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
性、有效性，共同努力尽快恢复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转。作为世贸组织成员，中方坚定支
5
持多边贸易体制，期待与各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但是，我方还是没有回答中国究竟应如何应对美欧等诸多国家继续对华适用替代价反倾
销。难道撤诉是为了求团结？这正是本文试图突破的重大问题。

二． 撤诉后应再诉，不能放弃欧盟这个突破口
随着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15(a)(ii）条关于反倾销替代价条款 15 年过渡期的终止，随着中
国诉欧盟替代价案又被撤回，那么，中国究竟应如何应对美欧以及更多国家继续对华适用替
代价进行反倾销呢？
中国入世议定书是中国为加入 WTO 多边贸易协定而签署的一个多边性质的加入协定，
3

中国国际商报 2020 年 7 月 13 日第一页《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回应终止诉欧盟反倾销“替代国”做法世贸
争端案诉讼程序》
4
中国国际商报 2017 年 7 月 13 日第一页《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回应终止诉欧盟反倾销“替代国”做法世贸
争端案诉讼程序》
5
同上。

252

由于美国带头破坏 WTO，不仅多次向全球宣称欲退出 WTO，而且还实际阻挠 WTO 上诉大
法官遴选而使 WTO 上诉机构实际瘫痪。对此，多边规则对于美国已无有效约束力，显然必
须以一对一角力或单边反制逼其让步或回归 WTO。如 2020 年 7 月 17 日中国商务部在对美
国正丙醇反倾销初裁中首次认定美国非市场状况，严重扭曲了正丙醇的原材料成本，否定了
美国企业账上的成本记录，采用了合理的可替代成本对正常价值做了重要调整，确定临时反
倾销税为 254.4%-2267.4%。这是对于美国继续对华适用替代价的首次一对一反制。6
然而，要想找到在多边范围内终止替代价适用的突破口，必须寻求支持 WTO 多边体制
的一方，那么，欧盟就是最具可能性的突破口。这是因为按照 15 年过渡期的终结而终止适
用替代价条款，这是中国加入 WTO 的代价之一，也是包括欧盟在内的 WTO 成员对于中国
的承诺之一，是欧盟无法回避的国际义务。
但是，欧盟在承诺维护 WTO 多边规则的前提下，并不会自动放弃按其意愿对 WTO 规
则进行解释，因此，围绕着对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15(a)(ii)条是否终止适用的解释，将是中国
迫使欧盟放弃“替代价”的关键，因此，只有通过 WTO 争端解决，获得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
于议定书第 15(a)(ii)条的正确解释，才能彻底终止欧盟对中国继续适用反倾销替代价，如同
欧盟在其紧固件案全面败诉后，撤销了对中国进口紧固件征收的高额反倾销税。
当然，中国撤回了诉欧盟替代价案使欧盟颇为得意，以为有了继续对中国适用替代价的
最好理由。其实，中国撤回的原案诉讼告的是欧盟老替代价方法，而 2017 年 12 月欧盟已经
修订了反倾销法，制定了对华反倾销的新替代价方法，废止了老替代价方法。因此，即使中
国原案胜诉能够打掉老替代价，并非能够自动禁止欧盟新替代价方法。反之亦然，中国撤回
了诉欧盟已放弃的老替代价方法，也不能因此阻止中国另诉欧盟正在适用的新替代价方法。
而欧盟这一老一新替代价的交替，正好暴露出欧盟的破绽，值得我们紧紧盯着欧盟寻找突破
口，为在多边范围内彻底终止替代价打赢翻身仗。争取发达国家基本转向，争取发展中国家
的同情和支持。这是对中国崛起的重大考验。
因此，我们应摒弃鸵鸟政策，认真总结中国诉欧盟老替代价案（DS516）失败的教训，
为另诉欧盟新替代价方法迅速做好准备。为此，要尽快找出诉欧盟新替代价方法的致胜条件，
目的就是打一场维护多边主义的翻身仗，彻底摆脱中国和中国企业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地位，
从根本上消除中国企业在被反倾销上的歧视性待遇和规则滥用，从此为中国企业摘掉世界二
等公民的帽子，使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在心理上真正恢复崛起大国的自信。

三、破除三大迷信，确保另诉欧盟新替代价致胜
WTO 有过统计，WTO 争端案件的原告胜诉率远远高于被告胜诉率. 然而，应该承认，
中国在 WTO 争端的业绩，无论是原告和被告，都很不理想。即使如中国诉欧盟替代价这样
的案件（DS516），都以为是必胜的，竟然会选择撤诉，更增添了 WTO 争端不可知论。但
人们却恰恰忘记了中国的古训，即失败者成功之母。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并没有搞清楚败诉案
件的真正原因，例如，是我们没有遵守 WTO 规则而败诉？还是我们遵守了规则，却打输了
官司？ 还是说我们在遵守规则上对规则的理解有偏差？7 为了确保另诉欧盟新替代价方法
胜诉，根据笔者在 WTO 争端中成败的经验教训，我认为应破除三大迷信，扫除自己胸中的
心魔。
2020 年 7 月 17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原产于美国的进口正丙醇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
第 41-49
页。见 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cs/202007/20200702983873.shtml
7
傅东辉、冯雪薇和李烨《论中国应对 WTO 争端解决的方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第 1 页，最后一段。

6

253

1、应扫除 WTO 争端胜败不可知的迷信
中国诉欧盟替代价案（DS516）为何撤诉？为什么一个明明应该胜诉的案件却与我们无
缘呢？这是值得总结的。我们不能搞鸵鸟政策，失利了就自我封闭，讳莫如深。结果，使对
WTO 争端的认识陷入了不可知论。中国成语说得好：失败者成功之母。中国诉欧盟替代价
案的最大失败原因，就是纸上谈兵、形而上学。
从目前能够看到的中国提出的设立专家组请求（相当于我方起诉书），中国提出了 6
项诉求：第一、欧盟不遵守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15(d)条替代价日落条款违反国际义务。第二、
欧盟继续对中国进口适用反倾销条例第 2(7)条替代价条款违反关贸总协定第 1.1 条最惠国待
遇。第三、欧盟继续对中国进口适用反倾销条例第 2(7)条替代价条款违反关贸总协定第 6.1
条和 WTO 反倾销协议第 2.1 和 2.2 条，即违反正常价值计算应依据出口商内销价或成本的
认定规则。第四、欧盟继续对中国进口适用反倾销条例第 2(7)条替代价条款违反关贸总协定
第 6.1 条的附注 2，即违反适用替代价的非市场经济例外条款，理由是中国市场价格并非全
部由国家垄断或全部由国家定价。第五、对中国继续适用欧盟反倾销条例第 2(7)条替代价条
款还违反其他 WTO 协议。第六、此诉包含对现有反倾销条例的任何修订条款或替代条款。
客观地讲，至少设立专家组请求过于纸上谈兵，形而上学。此案的致命点是应该诉的不
诉，不该诉的诉了。
（1） 该诉的不诉。
为了确保赢得胜诉，诉前我们反对单纯只诉欧盟立法违规(as such)，我们主张要结合具
体案例，同时诉欧盟具体反倾销措施违规（as apply），8 因为只有结合起诉欧盟如何滥用
替代价的做法，才能让 WTO 法官明白欧盟替代价的立法规则是多么荒唐和黑暗，中国诉欧
盟紧固件案的全胜为我们提供了十足的把握。当时我们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两个必胜的案件，
如阿斯巴甜反倾销案9，虽然终裁早于入世议定书第 15(d)条日落之前将近半年，但那是与欧
盟在紧固件案中几乎完全一样严重滥用替代价规则的案件，能够从措施实施上暴露出替代价
立法目的的虚伪和荒唐，有利于得到 WTO 法官的支持并使紧固件胜诉案再次得到肯定。又
如不锈钢无缝管反倾销日落复审案，该案于 2016 年 12 月 10 日立案，10 比中国入世议定书
第 15(d)条日落仅仅早了一天，恰好是周六，不在工作日.而该案调查正式开始是 2016 年 12
月 13 日周一，替代价条款已经日落，欧委会在立案通知中没有给与任何解释。对于这样继
续违规适用替代价的必胜案例为什么不将其作为具体措施（as apply）与立法违规（as such）
一起诉呢？11 欧委会在该案对于替代价的滥用达到登峰造极，甚至假造替代国企业不生产
的产品型号，以不存在的替代价为替代，抬高中国企业的倾销幅度。
如此胜卷在握的案件，中国的选择是该诉的不诉。其实，在 2016 年 12 月 11 日之后有
很多案件可以纳入 WTO 争端范围，而阿斯巴甜案与不锈钢无缝管案是我们在该时间段上推
荐给有关部门最有把握的两个案件。结果，该诉的具体措施违规不诉(as apply)，形而上学地
单纯诉欧盟立法违规（as such），使得中国诉欧盟替代价案流于走形式，终因纸上谈兵而撤
诉。
（2） 不该诉的却诉了。
8

傅东辉、冯雪薇和李烨《论中国应对 WTO 争端解决的方向》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64 页第 4 段。

9

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EU) 2016/1247, OJ L204/92, 29.06 2016.

10

Notice of initiation of an expiry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measures applicable to imports of certain seamless

pipes and tubes of stainless steel originat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J C 461, 10.12.2016, p. 12.
11

傅东辉、冯雪薇和李烨《论中国应对 WTO 争端解决的方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第 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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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为了确保赢得胜诉，诉前我们一再提醒不应诉欧盟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遗憾的
是不该诉的诉了，这就是中国关于设立专家组请求的第四项诉求：
“第四、欧盟继续对中国进口适用反倾销条例第 2(7)条替代价条款，违反关贸总协定第
6.1 条的附注 2 关于适用替代价的非市场经济例外条款，理由是中国市场价格并非全部由国
家垄断或全部由国家确定。”
原则上，关贸总协定第 6.1 条的附注 2 是反倾销替代价条款的法律渊源，但是，该条款
不是针对特定国家的，而针对中国的特殊条款就是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15(a)(ii)条, 但该条款
因 15 年过渡期到期应被终止了。而欧盟反倾销条例第 2(7)条替代价条款则是专门针对包括
中国在内的特定国家的。因此，我们特别多次提醒有关部门，关贸总协定第 6.1 条的附注 2
并非欧盟反倾销法第 2(7)条的立法基础，12 强调不应该诉欧盟违反关贸总协定第 6.1 条的附
注 2，以避免把市场经济的举证责任揽到自己身上。然而，最不可思议的就是中国本不该诉
的却诉了，按照 WTO 争端谅解协议第 6.2 条，谁主张谁举证，结果我方把证明市场经济的
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这无疑给带有社会主义帽子的市场经济的证明带来了无限的困难，这
应该是此案失利的最主要原因。否则，如果中国不诉这一点，专家组在其职权范围内（terms
of reference）是不能超越起诉方的诉由自行裁决的。在加拿大诉美国软木反倾销措施案中，
加拿大在专家组庭审前临时申明撤销被诉规则中对其不利的一个条件从句，13 从而避免了
对其不利的裁决（DS264）。
以上我们向有关部门提出的争端方案，包括该诉的和不该诉的，都是基于我们几十年对
于反倾销的一般规则和非市场经规则适用的长期实践和反复研究，而并非因为我们有先知先
觉。遗憾的是我们建议未被接受。现在回头总结，难道还看不清为何该赢的与我们无缘吗？
其实，真正的失败就是因为每一次失败之后就把失败的原因归于对手过于强大，从而把
失败变成了不可知论。因此，如果我们不能从诉欧盟替代价案的失利中真正吸取教训，又怎
能保证下一次诉讼的完全成功呢？如果中国不能在 WTO 争端上转败为胜，我们又如何有能
力维护 WTO 多边主义，挫败贸易保护主义呢？如果文斗都无法取胜，又何谈未来的武卫呢？
2、应扫除败诉先例不可挑战的迷信
中国诉欧盟替代价案的撤诉，并不能说明我们就不能另诉或再诉。欧盟 2017 年 12 月
29 日颁布的以市场扭曲为依据的新替代价方法，是我们可以另案再诉的目标。这是因为中
国撤回的 DS516 案诉的是欧盟老替代价规则，14 在专家组审理的过程中，欧盟已将老替代
价规则废止，现在实行的已经是新替代价规则。15 新替代价方法虽然是老替代价方法的翻
版，却又不完全等同于老替代价，因此，给了中方另诉的良好契机。显然，从我方公开表态
看，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契机，即由于欧盟修订规则，给了中方重新洗牌的天赐良机。
同上，第 472 页最后一段。
WTO 反倾销协定第 2.2.1.1 条款第二句话的从句：“主管机关应考虑关于成本适当分摊的所有可获得证据，
包括出口商或生产者在调查过程中提供的证据，只要此类分摊方法是出口商或生产者一贯延续使用的，特
别是关于确定资本支出和其他开发成本的适当摊销和折旧期限即备抵的证据。”
12
13

14

REGULATION (EU) 2016/1036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8 June 2016 on protection against dumped imports from countries not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dification) ，OJ L176/21, 30.06 2016.
15

REGULATION (EU) 2017/2321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2

December 2017 amending Regulation (EU) 2016/1036 on protection against dumped imports from countries not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Regulation (EU) 2016/1037 on protection against subsidised imports from
countries not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OJ L338/1, 19.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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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方的说法，撤回争端就不存在胜负，现在为了维护 WTO 多边体制，为了寻求团结，
中方似乎不会再诉。显然，我们认为有必要拨正中国应对 WTO 争端的方向。
那么，如果另诉欧盟新替代价方法，我们能够告赢吗？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也绝非
拍脑袋。那是因为欧盟新方法是在确认存在严重市场扭曲情况下，才能适用替代价。虽然规
则是新的，实践早就存在，这就是过去欧盟曾经对俄罗斯、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以市场
扭曲为由采用替代价或替代成本以抬高倾销幅度的做法。但是，以市场严重扭曲为依据实行
替代价的方法和做法，却已被阿根廷诉欧盟生物柴油案（DS473）上诉机构所否定，虽然上
诉机构并未裁定欧盟反倾销条例第 2(5)条在立法上（as such）无效, 但这种做法（as apply）
则被完全否定。后来又被印尼诉欧盟生物柴油案（DS480）专家组所否定，并且被俄罗斯诉
乌克兰硝酸铵案（DS493）上诉机构再次否定，这几乎成了铁案。
虽然欧盟生物柴油案之后，欧盟把以市场扭曲为依据适用替代价或替代成本的做法，变
成了专门对付中国的新替代价立法翻版，专门为反倾销条例制定了第 2(6a)条新替代价或新
替代成本特殊立法规则, 以此针对中国。但是，以市场扭曲为由否定出口生产商内销价和成
本的做法已被 WTO 争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全面否定，即使欧盟的原立法没有被 WTO 上诉
机构否定，并不表明被否定的实践一旦变成了新立法，被否定的实践便可以因此被翻案。这
是因为新替代价的适用是以存在市场严重扭曲为前提，但是，欧盟在立法过程中忽略了一个
重要事实，这就是 WTO 反倾销协议并没有关于市场严重扭曲的任何条款和规则。也不允许
以此否定出口生产商自己的内销价和成本会计记录。因此，中国另诉欧盟新替代价的胜诉概
率是很大的，并且还会有一大批支持者，如俄罗斯、阿根廷和印尼等。中国应抓住时机，利
用 WTO 争端已经形成的系列先例，以最大程度争取彻底否定欧盟新替代价立法规则(as such)
和实践做法(as apply)，但主要目标是否定欧盟替代价的实践做法（as apply）。
对此，我们要向美国学习，美国在系列倾销计算归零案中，屡战屡败，从不气馁，终于
在 DS471 中国诉美国归零案中为目标倾销计算方法赢得胜诉。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诉欧盟
老替代价（DS516）案失利而气馁，应将欧盟老替代价方法和新替代价方法区分开来，针对
欧盟新替代价法找到突破口，我们把新替代价破了，我们因老替代价的失败就到头了。而绝
不应象目前的心态，以为诉老替代价已败，更不敢另诉欧盟新替代价，或忽略了另诉欧盟新
替代价的意义。这是应破除的第二大迷信。
一个相反的案例可以让我们擦亮眼睛，在中国诉欧盟紧固件案(DS397)中，上诉机构已
经明确认定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15(a)(ii)条替代价条款应该十五年到期日落，16但欧盟竟然在
如此不利条件下赢得中国诉欧盟替代价被告案的胜诉。那么，为何我们不能通过另诉欧盟新
替代价彻底改写 WTO 争端对欧盟替代价的裁定呢？
3、应破除关于中国严重市场扭曲的迷信
2017 年 12 月 20 日欧盟在颁布了反倾销新替代价计算方法修正案的第二天，便按新法
要求颁布了《中国经济严重扭曲》国别报告，以此作为适用反倾销新替代价方法的证据材料，
似乎成了中国非市场经济或市场扭曲的铁证。其实是一种忽悠或误导。我们应注意以下三点。
上诉机构认为，《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15 条（a）项在中国入世 15 年之后应该整体终止，中国非市场经
济地位在入世 15 年后将要“日落”：“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15 条（d）项规定，第 15 条（a）项于中国加入日
以后的 15 年失效（也就是 2016 年 12 月 11 日）……既然第 15 条（d）项规定了第 15 条（a）项效力的终
止，那么它的适用范围也就不能超过第 15 条（a）项。这两条都是有关正常价值认定的专门规定。换句话
说，第 15 条（a）项包含了涉及对中国反倾销调查中认定正常价值的特殊规则，第 15 条（d）项则反过来
规定这些特殊规则将在 2016 年失效，并规定了某些可能导致早于 2016 年失效的条件。”WT/DS/397/AB/R，
15 July 2011，Page 122 Para 28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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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认定中国经济严重扭曲实际是个伪命题，这早已由欧盟对华几十年反倾销关于企
业市场经济地位审查的实践所证实。因为如果承认或不承认市场经济或市场扭曲的决定权在
另一竞争性国家欧盟手中，那么出于欧盟国家利益考虑，中国永远也别想被欧盟认可为非扭
曲经济。如果真有一天欧盟主动认可中国市场不再扭曲，除非中国象苏联那样解体，或者回
到 70 年前的半封建和半殖民地。
其二、对于欧盟所指控的“市场严重扭曲”，我们应在技术上区分究竟是国内终端产品市
场价格扭曲还是国内市场成本严重扭曲？或者，是成本中料工费都严重扭曲，还是仅仅部分
原材料存在扭曲？这对于未来我们能否在 WTO 争端取胜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反倾销协定第
2.2 条并不允许因为成本存在所谓的扭曲而否定出口生产商自己的真实成本，只要该生产商
的成本符合 GAAP 并合理反映与涉案产品生产和销售相关的成本。这已经被阿根廷诉欧盟
生物柴油案上诉机构明确裁定，又被印尼诉欧盟生物柴油案（DS480）专家组二次裁定，并
且被俄罗斯诉乌克兰硝酸铵案（DS493）上诉机构再次裁定，几乎已成为铁案。相反，如果
欧盟所指的市场严重扭曲是指中国国内终端产品的市场价格扭曲，那么，这是完全没有依据
的。因为根据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 CIA 发表的中国市场报告（1993），就已经认定中国 90%
以上的商品市场价格都已放开。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其三、对于欧盟认定中国严重市场扭曲，我们不能采取鸵鸟政策，我们应系统解释，以
理服人。当然，我们不应依赖对非扭曲市场的解释去赢得案件，这是 DS516 案败诉的致命
伤。我们应以对非市场扭曲的解释驳斥对方的荒谬，让对方失去话语权。我们也可以通过反
制案例，揭露对方市场严重扭曲状况，就如中国对美国正丙醇反倾销反制案 17 反之，对于
对方一些合理的批评我们也可以将其作为深化改革的方向。
如果我们能够在与欧盟关于替代价争端中破除上述三大迷信，那么，我们就能够变被动
为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

四、以争端和谈判两手争取突破欧盟新替代价
由于美国对 WTO 多边体制的破坏，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使得中欧之间在多边战略上正
在靠近，这是我们与欧盟加强合作的重大契机。但是，中欧之间在替代价问题上的冲突不会
因此而自动终止，需要中国以合作和斗争两手去突破。替代价问题不能只能靠争端和斗争，
也要借助谈判和合作来解决。例如，关于成本市场严重扭曲，这是反倾销协议无特别规定的，
我们应该当仁不让。但是如果欧盟同意对于成本市场扭曲问题展开多边谈判，考虑制定新的
多边规则，我们可以借机积极谈判，以此，使中欧之间战略目标逐渐靠近。对于中国来说，
只要不是歧视性规则，或者只要是有明确限期的过渡性规则，中国都是可以接受的。既然要
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不能怕求同存异，应寻求和实现中欧间合作和发展的共同点。

五、诉欧盟新替代价方法的紧迫性
中国寻求和平崛起，那么凭借 WTO 争端机制来解决争议，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鸵鸟政
策必须禁止，畏惧心理必须扫除。而且，这项任务具有紧迫性，因为，规则是随着争端的发
展而发展的。如果我们止步，那么，欧盟新替代价方法就可能变成多边规则，导致我们永世
不得翻身。例如，在俄罗斯诉乌克兰硝酸铵案（DS493）中，虽然俄罗斯打败了乌克兰对俄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原产于美国的进口正丙醇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
2020 年 7 月 17 日，
第 41-49
页。见 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cs/202007/202007029838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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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硝酸铵采用的成本替代价，但上诉机构报告在第 6.124 段却留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总之，我们认为反倾销协议第 2.2.1.1 条第一句的第二个条件涉及被调查的出口商或
生产商的会计记录是否适当地且充分地对应或复制了那些与生产和销售涉案产品具有真实
性关系的成本。在第 2.2.1.1 条第一句第二个条件下，是指被调查的单个出口商或生产商的
会计“记录”应符合的条件，即“合理反映”与“生产和销售涉案产品有关的成本”。因此，
我们认为，在这此条件下，没有关于合理性的标准，以此规定“成本”本身的含义，也就不
允许调查当局在国内原材料价格低于国际上其他价格时可以无视此类价格。此外，我们注意
到，第 2.2.1.1 条第一句指示调查机关通常依据被调查的出口商或生产商的会计记录计算成
本，只要这些会计记录符合出口国的公认会计原则，并且合理反映了与涉案产品生产和销售
相关的成本。考虑到“通常”这个词，我们不排除可能存在该句设定的两个条件以外的情况，
在那种情况下不适用按会计记录计算成本的义务。但是，第 2.2.11 条第一句的第二项条件并
不包含乌克兰似乎暗示的开放性的“非公平交易”或“其他做法”的“例外”。因此，对于
调查报告认定被调查的俄罗斯生产商的会计记录，即所报告的天然气成本，未合理反映硝酸
铵的生产和销售成本，我们认为，专家组审查 MEDT 是否提供了充分依据并无错误。”
鉴于上诉机构对反倾销协议第 2.2.1.1 条第一句中“通常”一词做了新的解释，释放出一
个严重的信号，如果我们不能在反倾销“替代价”争议上，尽快抢占前沿阵地，展开我们的凌
厉攻势，加快另诉欧盟新替代价的规则（as such）和实践(as apply)，那么，我们就可能再次
失去对 DS516 案撤诉的翻盘机会。上诉机构在乌克兰硝酸铵的最新裁决中，对反倾销协议
第 2.2.1.1 条第一句中“通常”一词做了以往先例没有的新解释，增加了未来对中国适用新替
代价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另诉欧盟新替代价的紧迫性。

202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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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贸易惯例在跨境电商 ODR 程序中的适用
唐琼琼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

摘 要：从相关国际法律文件对惯例的现行规定及其解释来看，国际上缺乏对贸易惯例的统
一定义和理解。贸易惯例在内涵、外延、性质或效力来源上的不确定性，给贸易惯例在跨境
电商 ODR 程序中的适用造成了障碍。考虑到适用贸易惯例的经济和时间成本，贸易惯例仅
可能适用于跨境 B2B 纠纷的 ODR 程序，而不适用于跨境 B2C 纠纷的 ODR 程序。为此，相
关的 ODR 程序规则应参照《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模式界定贸易惯例的核心特征以及贸易
惯例的性质，前者包括知道或理应知道、国际性、广泛知道和经常遵守，后者指惯例作为合
同的默示条款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
关键词：ODR；贸易惯例；UNCITRAL 技术指引；APEC 协作框架

在线争议解决（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以下简称 ODR）是“借助电子通信以及其他信
息和通信技术解决争议的一种机制”，它可以由不同的程序（包括但不限于监察员、投诉局、
谈判、调解、调停、协助下调解、仲裁及其他）管理人以不同的方式执行，并且必须有一个
基于技术的中间环节——网上解决平台，即“一套以确保数据安全的方式生成、发送、接收、
存储、交换或以其他手段处理通信的系统”。1因 ODR 在解决争议方面有着快速、低成本的
优势，美洲国家组织、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以下简称 UNCITRAL）
、亚太经济合作组
织（以下简称 APEC）均关注了以 ODR 解决跨境电子商务争议的主题。在此过程中，实体
问题的法律适用是讨论的焦点之一。

一、有关跨境电商 ODR 实体问题法律适用的国际讨论
2010 年美国向美洲国家组织提交的《跨境电子交易消费者纠纷电子解决[示范法/合作框
架]草案》首次提及在以 ODR 的方式解决跨境电商争议时，实体问题应如何适用法律。该草
案附录 1 的第 6.1 条规定：“在作出决定时，仲裁员应考虑买方在（请求）清单中所选择的
请求,2相关的事实和情况，以及合同的条款和条件。如果无法从合同条款中得出结论，则仲
裁员应在公平的基础上，基于对这些规则的解释并且不参考或者不要求证明准据法，裁决请
求并给予救济。”3该提案并未提及适用贸易惯例的可能。
UNCITRAL 自 2010 年起开始了跨境电子商务交易 ODR 的国际立法工作，并将该任务
委派给自己的第三工作组。对于跨境电商 ODR 实体问题的法律适用，第三工作组的最初设
想是：当事人既可以事前协议选择准据法（通常表现为卖家在其格式条款中载入法律选择条
款），也可以在纠纷发生后协议选择准据法，但当事人选择的效力受强行法和公共政策的影
响；如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则根据程序进行地的国际私法确定应适用的法律，尽管网上仲
裁的仲裁地认定本身就有困难；如果仲裁规则或当事人授权，仲裁员可酌情决定实体问题所
4
适用的法律。 后来，工作组在这一问题上有了新的思路：以公平原则、行为守则、统一通
参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关于网上争议解决的技术指引》第 24 条、26 条。
该草案的附录 2 名为《电子启动表格》
，表格列举了 12 类申诉请求（卖方未交付货物或服务、卖方未及
时交付货物或服务、卖方违反其明示保证等）
，消费者提起申诉时在表格中勾选自己的申诉请求即可。
3
该条涉及公平原则的英文表述为：If a solution is not found in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the Arbitrator
shall decide such claims and grant such relief on an equitable basis, based 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r
ules and without referencing or requiring proof of applicable law.
4
See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for Cross-border Electronic Commerce Transactions-Note by the Secretari
at, A/CN.9/WG.III/WP.105, 13 October 2010, para.77-78.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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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体规则为裁决的基本依据，兼顾消费者保护的相关要求，从而回避运用冲突法方法可能
出现的复杂局面。其理由是，ODR 处理的绝大多数案件都可以基于合同条款本身作出裁决，
5
仅极少数案件需要涉及复杂的法律原则，故 ODR 的国际规则应简单、快捷和灵活。 据此，
秘书处起草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在线纠纷解决：程序规则草案》第一稿规定：
“所有案件
中，中立人应按照合同条款，在考虑到任何相关事实和情形的情况下作出决定，并应考虑到
6
适用于有关交易的任何贸易惯例。” 在工作组讨论的过程中，支持适用贸易惯例的主要理由
是：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以及《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均提及惯例的适用，
ODR 的规则草案应当尽可能与两者保持一致。反对者认为，UNCITRAL 现有法规的文本通
常是作为一揽子文本设计的，选择性地采用其部分内容并不合理，并且低价值消费者纠纷适
7
用贸易惯例也不适当。 2016 年，UNCITRAL 第四十九届会议审定通过了第三工作组的立法
成果——《关于网上争议解决的技术指引》（以下简称《技术指引》）。因立法过程中各国对
于 ODR 实体问题的法律适用分歧太大，该文件未就此作出任何规定。
2019 年 8 月，APEC 经济委员会通过了《APEC 跨境 B2B 纠纷在线纠纷解决协作框架》
（以下简称《协作框架》）
。该协作框架下的《示范程序规则》第 8 条第 10 款至 12 款就 ODR
实体问题的法律适用作出了规定。第 10 款规定：
“在所有案件中，中立人应根据合同条款作
出决定，决定时应考虑到任何相关事实和情况，以及适用于本交易的任何贸易惯例(usage of
trade)。
”第 11 款规定：
“中立人应适用当事人指定的适用于纠纷实体问题的法律规则。如未
指定，则中立人应适用其认为合适的法律。”第 12 款规定：“如果当事人明示授权中立人作
为友好调解人或者以公平善意为原则作出决定，则中立人应据此作出决定。”8这是第一个明
确提到适用贸易惯例解决 ODR 实体法律问题的国际文件。

二、在跨境 ODR 程序中适用贸易惯例的障碍
国际上并没有对贸易惯例的统一定义，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
（以下简称
《仲裁规则》）
、《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以下简称《仲裁示范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
合同公约》
（以下简称 CISG）以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以下简称《通则》）分别涉及了贸
易惯例(usage of trade)或者惯例(usage)这两个概念。
（一）相关国际法律文件对惯例的现行规定及其解释
《仲裁规则》
（2010 年修订）第 35 条第 3 款规定：
“在一切情形下，仲裁庭均应按照合
同的条款作出裁决，并应考虑到适用于该项交易的贸易惯例。”9《仲裁示范法》第 28 条第
4 款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仲裁庭都应当按照合同条款并考虑到适用于该项交易的贸易惯
例作出决定。”《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关于 2006 年修正的 1985 年<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的
解释说明》进一步指出，在争议涉及合同的任何情况下（包括以公平善意为原则进行仲裁）
，
仲裁庭都必须按照合同条款并考虑到适用于该项交易的贸易惯例作出决定。然而，这些法律
See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I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n the Work of its Twenty-second Sessi
on, A/CN.9/716, 17 January 2011, para.101.
6
See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for Cross-border Electronic Commerce Transactions-Note by the Secretari
at, A/CN.9/WG.III/WP.107, 17 March 2011, para.55.该文件的英文版使用了“usage of trade”这一表述，对
应的中文版使用了“商业惯例”这一表述。为与国内的习惯表达相一致，本研究报告使用了“贸易惯例”这一
表述。
7
See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I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n the Work of Its Twenty‐sixth Sessi
on, A/CN.9/762, 19 November 2012, para.59-60.
8
Model Procedural Rules for the APEC Collaborative Framework for ODR of Cross-Border B2B Dispute
s, at http://mddb.apec.org/Documents/2019/SOM/CSOM/19_csom_012anxb.pdf(Last visited on May 2, 202
0).
9
该文件的英文版使用的是“usage of trade”这一表述，对应的中文却翻译成了“贸易习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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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均未对贸易惯例进行定义或解释。
CISG 第 9 条规定了惯例的适用问题。该条第 1 款规定，当事人受其业已同意的任何惯
例的约束。学者认为，第 1 款所规定的惯例不限于国际惯例，也可以是地方性的、国内的或
者区域性的惯例，并且第 1 款的惯例也无需被“广泛知道”，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司法判例
的支持。10该条第 2 款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否则将推定他们默示地同意将双方当事
人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惯例适用于他们的合同或合同的订立，前提是该惯例在国际贸易中已
被特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广泛知道且经常遵守。第 2 款对惯例的适用提出了“知道
或理应知道”、
“国际贸易”
、
“广泛知道”
、
“经常遵守”这几项限制条件。法院在司法实践中
将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道”解释为：双方当事人在一个惯例确立的地理区域内有营业地，
或者在该区域内长期从事交易活动。11在例外情况下，一些法院突破了“国际贸易”字样的
限制，认为地方性的、国内的或者区域性的惯例也可能依据第 2 款的规定得以适用。12“广
泛知道”并不意味着该特定贸易部门的所有人都知道，其根本要求是惯例在同业的商人之间
具有普遍的公认性。13
《通则》第 1.9 条对“惯例”的规定与 CISG 第 9 条的内容颇为相似。该条第 1 款规定
当事人受其业已同意的任何惯例的约束；该条第 2 款规定，如果某个惯例在国际贸易中已被
有关特定贸易的合同当事人所广泛知道，并被他们经常遵守，则当事人应受该惯例的约束，
除非该惯例的适用并不合理。根据《通则》对该条的评论，第 1 款所规定的惯例既可以是当
事人所属贸易领域内的惯例，也可以是与当事人的合同不同类型的合同所适用的惯例，甚至
可以是被当事人误认作惯例的其他规则，比如一些行业协会以“惯例”为题的非惯例性规则。
总之，第 1 款所涉及的惯例完全遵从合同自由原则。根据第 2 款适用某个惯例受到“在国际
贸易中”、
“广泛知道”、“经常遵守”以及“合理”这四项条件的约束。“在国际贸易中”的
字样暗含着避免适用国内交易惯例的意思，但在两种例外情况下，可以依据第 2 款的规定将
特定的国内交易惯例适用于国际商事合同：一是在特定商品交易会、贸易展览会上既存的惯
例可以适用于来此交易的外国人；二是在某个商人已经与特定外国的当事人订立了一些类似
合同时，该外国有关此类合同的惯例可以适用于该商人。《通则》没有解释“广泛知道”和
“经常遵守”的含义，但强调无论是国际惯例还是例外情况下适用的国内惯例都应满足这两
项要求。被特定贸易部门的当事人所广泛知道并且经常遵守的惯例依据第 2 款的规定得以适
用，其结果并非总是合理的，这往往是合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经营的特殊状况或者交易的非
典型性造成的，《通则》为此列举释例一则。
（二）贸易惯例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
纵观《仲裁规则》、
《仲裁示范法》
、CISG 以及《通则》可以发现，国际法律文件不仅未
能实现贸易惯例名称的统一，也未能完全澄清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仲裁规则》和《仲裁示范法》均使用了“贸易惯例”的表述，但没有对其进行定义。
《仲裁示范法》脚注 2 要求对“商事”一词作广义解释，使其包括一切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的

See Franco Ferrari, Trade Usage and Practices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Parties under the CISG, 5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Journal 571, 572(2003).
11
参见陈晶莹：
《论 CISG 项下国际惯例的效力——兼析我国<民法通则>第 142 条的改良》，载《国际贸易
问题》2011 年第 5 期，第 164 页。
12
参见左海聪：
《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商事惯例的规范性效力——基于公约第９条第２款
的分析》,载《法学评论》2017 年第 2 期，第 121-122 页。
13
参见张玉卿：
《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释义》，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86 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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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性质的关系所引起的事项。14考虑到这两个法律文件都是 UNCITRAL 制定的，都旨在
规范和统一国际商事仲裁，因此这两份文件中的“贸易惯例”可统一理解为广义的国际商事
领域内的惯例，其外延最为广泛，大大超出了国际货物贸易惯例的范围。
《通则》使用了“惯例”一词，并且《通则》第 1.9 条第 2 款对非经当事人选择而适用
的惯例有“在国际贸易中”字样的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通则》意义上的惯例仅局限于狭
义的国际贸易领域。《通则》旨在为国际商事合同提供一套统一的规则，虽然《通则》本身
没有明确定义“商事”一词，但其评论部分指出：“商事”是与“消费者交易”相对应的一
个概念，旨在将涉及消费者的交易排除出《通则》的适用范围；对“商事”一词应采用最广
义的理解，不仅货物、服务交易是商事合同，投资、特许权协议等其他类型的经济交易也是
商事合同。因此，《通则》中的“惯例”应指除消费者交易外的国际经济交易中的惯例，其
外延应小于《仲裁规则》和《仲裁示范法》的“贸易惯例”的范围（因为这两者没有排除涉
及消费者的交易），但明显超出了国际货物贸易惯例的范围。
CISG 也使用了“惯例”一词，并且 CISG 第 9 条第 2 款对非经当事人选择而适用的惯
例也有“在国际贸易中”字样的限制，但 CISG 语境下的“惯例”理应是与国际货物销售相
关的惯例。此外，结合 CISG 第 2 条对公约适用范围的限制，CISG 语境下的“惯例”还应
排除涉及消费者的销售、经由拍卖的销售、船只和飞机的销售等相关的惯例。从外延上来看，
CISG 中的“惯例”的范围最窄。
综上所述，“贸易惯例”这一概念在有关的国际法律文件中至今并无统一的定义，其外
延也存在不确定性。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给适用贸易惯例的实践带来了困难和冲突。例如，
对于国际商会编纂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以下简称 INCOTERMS）是否属于贸易惯
例这一问题，我国有学者认为它属于《民法通则》第 142 条第 3 款意义上的“国际惯例”，
可以在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均没有相关规定时补充适用，15也有国内学
者认为它属于任意性的国际贸易惯例，双方同意适用是其产生约束力的前提。16美国法院曾
判 决 ， 在 合 同 使 用 了 CIF 这 一 贸 易 术 语 时 ， 即 便 合 同 没 有 约 定 适 用 INCOTERMS ，
INCOTERMS 仍可以基于 CISG 第 9 条第 2 款得以适用。17意大利法院也曾判决，在合同未
约定适用 INCOTERMS 的情况下，仅依据合同中使用了 FOB 贸易术语这一事实而适用
INCOTERMS。18然而，将 INCOTERMS 视为 CISG 第 9 条第 2 款项下的“惯例”予以适用
的做法遭到了很多外国学者的批评。19
（三）贸易惯例性质或效力来源的不确定性
如果依据 CISG 第 9 条第 2 款得以适用的惯例与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惯例、当事人之间既
已确立的习惯做法或者 CISG 的规定相冲突，何者优先？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惯例性质
的认定。对此，CISG 本身并未给出答案。有学者认为，如果基于第 2 款得以适用的惯例与
《仲裁示范法》脚注 2 对商事性质的关系进行了非穷尽式的列举：供应或交换货物或服务的任何贸易交
易；销售协议；商事代表或代理；保理；租赁，建造工厂；咨询；工程；使用许可；投资；筹资；银行；
保险；开发协议或特许；合营和其他形式的工业或商业合作；空中、海上、铁路或公路的客货载运。
15
参见单文华：
《中国有关国际惯例的立法评析——兼论国际惯例的适用》，载《中国法学》1997 年第 3 期，
第 49 页。
16
参见沈木珠：
《国际贸易合同适用国际贸易惯例的实证分析》，载《国际贸易问题》2009 年第 5 期，第 1
14 页。
17
See St. Paul Guardian Insurance Co. et al. v. Neuromed Medical Systems & Support, at http://www.cis
g.law.pace.edu/cisg/wais/db/cases2/020326u1.html(Last visited on January 8, 2020).
18
See Franco Ferrari, Trade Usage and Practices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Parties under the CISG, 5 Inter
national Business Law Journal 571, 575(2003).
19
参见居伊·勒费佛尔、玛丽·克洛德·瑞格：
《论商事主体适用国际商事惯例的不确定性》
，载《中国律师》2
012 年第 8 期，第 68-69 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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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G 的规定相冲突，应优先适用该惯例；如果基于第 2 款得以适用的惯例与当事人选择适
用的惯例或者当事人之间既已确立的习惯做法相冲突，应优先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惯例或者当
事人之间确立的习惯做法。20我国也有学者持类似的观点。21然而，这一立场并非毫无争议。
有学者在回顾 CISG 的立法历史后提出，惯例与当事人之间的习惯做法在适用先后顺序上的
模糊，是立法者有意为之；尽管当事人之间的习惯做法大多数情况下更能反映当事人的真实
意图，因而应当被优先适用，但也存在例外情形，所以应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图来决定两者
适用的先后顺序。22
对于惯例的性质，《通则》第 1.9 条的评论明确指出，惯例作为合同的默示条款对当事
人产生约束力。因此，如果合同的明示条款与惯例的某些方面相冲突，则合同的明确约定优
先；如果《通则》的条款与惯例的某些方面相冲突，则惯例优先。惯例优先于《通则》条款
的规则有一项例外：根据《通则》第 1.5 条的规定，《通则》的部分条款具有强制属性，即
在合同适用《通则》的情况下不允许当事人协议排除适用或减损这些条款的效力，因此当惯
例与《通则》的强制条款相冲突时，该强制条款优先。
在理论界，有学者认为国际商事惯例具有契约性效力、强制性效力或者替补效力（或补
充效力）。23契约性效力指国际商事惯例的拘束力来源于当事人适用该惯例的合意，国际商
事惯例仅在当事人同意适用时才对其产生拘束力。CISG 第 9 条第 1 款、
《通则》第 1.9 条第
1 款都认可了国际商事惯例的契约性效力。强制性效力指通过立法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普遍
约束力。
《仲裁示范法》第 28 条第 4 款体现了国际商事惯例的强制性效力理论，一些国内法
据此对惯例的适用做出了强制要求。例如，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1054 条第 4 款规定：
“在
所有案件中，仲裁庭均应考虑可适用的贸易惯例。”CISG 第 9 条第 2 款是强制性效力理论在
国际公约中的体现。替补效力（或补充效力）指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惯例，并且应当适用的
国内法或国际条约对有关事项均缺乏相关规定时,适用国际商事惯例填补合同以及法律规定
的空白。我国《民法通则》第 142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的规定恰好与替补效力理论相一致。国
际商事惯例效力来源的这几种理论在不同的国际法律文件、国内立法中均有所体现，并无统
一的认识。
贸易惯例的效力来源于不同，其效力的强弱就会有所不同。相应地，国内强制性法律规
定、国内任意性法律规定、国际条约强制性规定、国际条约任意性规定、合同的明示条款与
惯例相冲突时，何者优先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总而言之，贸易惯例的性质或效力来源不确
定的现状进一步加剧了适用贸易惯例的困难。

三、在跨境 ODR 程序中如何适用贸易惯例
在 UNCITRAL 的 ODR 立法过程中，贸易惯例的可适用性问题曾引发与会代表的激烈
争论。对于“并应考虑到适用于有关交易的任何贸易惯例”这一表述，既有代表主张这段文
字可能难以为消费者理解，应予删除；又有代表主张程序规则草案的适用范围并不局限于
B2C 纠纷，而是同时包括了 B2B 纠纷，因此应重拟这段案文，以明确它将仅适用于 B2B 纠

See footnote 4, p.573-574.
参见陈晶莹：
《论 CISG 项下国际惯例的效力——兼析我国<民法通则>第 142 条的改良》，载《国际贸易
问题》2011 年第 5 期，第 160-161 页。
22
See William P. Johnson, The Hierarchy That Wasn't There: Elevating “Usage” to its Rightful Position
for Contracts Governed by the CISG, 32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Business 263, 29
5、302(2012).
23
参见胡绪雨：
《国际商事惯例的作用空间与效力基础》，载《当代法学》2006 年第 2 期，第 112 页。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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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还是同时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纠纷。24因各国对 ODR 实体问题法律适用的分歧难以弥合，
《技
术指引》最终未涉及该问题，贸易惯例的可适用性问题在 UNCITRAL 的讨论中无疾而终。
APEC《协作框架》仅针对跨境 B2B 纠纷，未涵盖 B2C 纠纷，因此其考虑适用贸易惯例也
仅针对 B2B 纠纷的 ODR 程序。从前文有关贸易惯例内涵、外延以及性质的讨论可以看出，
贸易惯例的适用较为复杂，对裁判者的法律专业技能有非常高的要求，从而使得适用贸易惯
例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居高不下。跨境 ODR 程序追求高效率与低成本，跨境 B2C 纠纷的
ODR 程序对高效率与低成本的需求更甚，因此，在跨境 B2C 纠纷的 ODR 程序中不宜考虑
贸易惯例的适用问题。
不过，贸易惯例在跨境 B2B 纠纷的 ODR 程序却有适用的空间。尽管对贸易惯例的适用
存在较大的争议，但 UNCITRAL 和 APEC 都未轻易放弃适用贸易惯例，其原因在于贸易惯
例有着其他法律规则所无法替代的优越性：能满足国际商业实践的需求,具备公平合理性和
明确性；由商人接受而产生约束力,无需复杂的批准和生效程序；国际商事组织随国际商业
实践的变化定期修改贸易惯例,确保其先进性。25如果能减轻甚至消除因贸易惯例内涵、外延
以及性质的不确定性给贸易惯例的适用所带来的障碍，则贸易惯例的适用不仅会比冲突法方
法解决 ODR 程序中的实体问题更为便利，也比适用 CISG 等国际公约更具有优越性。
为此，如有意将贸易惯例作为跨境 B2B 纠纷 ODR 的实体法规则，则应清晰地界定在跨
境 B2B 纠纷 ODR 程序的特殊语境下，贸易惯例的定义或特征，以及贸易惯例的性质。比较
《仲裁规则》、
《仲裁示范法》、CISG 以及《通则》对贸易惯例的规定后，《通则》的模式显
得更为可取。首先，《通则》中的“惯例”是广义的“商事”惯例，并明确将消费者交易排
除在外，恰好适合跨境 B2B 纠纷。相较而言，
《仲裁规则》、
《仲裁示范法》没有把消费者交
易排除在“商事”的概念之外，
“贸易惯例”的外延过宽；CISG 项下的“惯例”局限于货物
贸易领域，外延过窄。其次，虽然《通则》也未能对惯例进行准确的定义，但它列举了惯例
的核心特征（知道或理应知道、国际性、广泛知道、经常遵守），并予以评注或列举释例，
较大程度上减轻了惯例适用上的不确定性。再次，《通则》明确规定，惯例作为合同的默示
条款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使得惯例与合同或其他法律文件相冲突时适用的先后问题得以解
决。
综上所述，在跨境 B2B 纠纷的 ODR 解决程序中可以适用贸易惯例，相关的 ODR 程序
规则应参照《通则》的模式界定贸易惯例的核心特征（知道或理应知道、国际性、广泛知道、
经常遵守）以及贸易惯例的性质（作为合同的默示条款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
。例如，APEC
可以在现有《协作框架》的基础上，补充有关贸易惯例定义、特征、性质的内容，要求参与
该《协作框架》的 ODR 服务提供者遵守。

See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I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n the Work of Its Twenty-fourth Session,
A/CN.9/739, 21 November 2011, para.141-142.
25
参见左海聪:《国际商事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的特点及相互关系》，载《法学》2007 年第 4 期，第 99 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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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司法解释》下外商投资合同的效力认定
李璐玮

摘 要：2019 年我国最高院正式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该司法解释中对外商投资合同范围做了扩大性解释、采取了尽可能认定合同有
效性原则并对外商投资法施行之前的合同适用“从新兼有效”原则。该司法解释是对我国
法院贯彻执行《外商投资法》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外商投资交易、规范外商投资秩序的重
要司法保障。然而，一方面当前尚处于新旧外资法更迭期，该司法解释仍面临新旧法律适
用重叠等挑战；另一方面，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等制度的确立对外商投资合同的效力认定也
带来新的法律难题。应明确投资合同违反负面清单制度的行政法效力，废止与该司法解释
相互重叠或冲突的法律法规，结合以往司法实践为当事人采取必要措施规定具有弹性的时
限，明确外资安审管理制度下的外资合同效力认定原则。最终实现有效衡平外资行政管理
权与司法裁判权，更好地处理管理外资与法治保障外资之间关系的目的。
关键词：外商投资法；合同效力；合同效力价值；平衡权益

引言
在外商投资合同纠纷中，外商投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是其中最主要的争议焦点。根据
“中国裁判文书网”的统计，笔者检索筛查了自 2013 年来以“三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或实
施条例、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以下简称 2010 年《规定（一）》）、2016 年《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
法》（以下简称 2016 年《暂行规定》）作为主要法律依据的，平等主体间产生的外商投资
合同纠纷案件的 131 篇裁判文书。经笔者统计，其中 90%左右的案件在解决主要争议过程
中都需要认定外商投资合同的效力问题，以推动案件走向。除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合同编中认定一般合同有效、无效、未生效等基本效力认定标准外，由于外商投资本
身属于国家特殊指导、管理、保障的范畴，因此外商投资合同与一般合同效力认定的规则
标准是不同的。外商投资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是我国行使外商投资管理权，国家行政权介
入司法权以认定外资交易成功与否，确立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关键法律要件。行政审批一直
在我国外商投资者领域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也是外资企业不同于内资企业的主要方面。
2
2020 年正式施行的《外商投资法》对处理外商投资合同效力问题作出了重要指引。为落实
其基本原则及规则，2019 年 12 月 27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商投资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以简短的七项条款为我国
法院在未来司法审判中如何判定平等主体间达成的外商投资合同效力问题做出了较为明确
的规定。
此处需要指明，涉外商投资合同不仅包括平等主体间因投资达成的相关协议，还包括
政府与外国投资者间因投资而签订的相关协议，此类合同也被成为“国家契约”，是行政
性质的协议。为保障《外商投资法》顺利施行，我国最高院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也正式发
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为《规定》），该《规
定》就规范行政协议案件作出专门解释。其中《规定》第 2 条明确指明行政协议的范围，
《规定》第 12 至 14 条还分别就行政协议有效、无效、未生效及可撤销等几种效力状态的
认定进行了明确界定，为司法机关处理此类争端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篇幅有限，本文仅
李璐玮：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2
刘贵祥：《合同效力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2 年第 1 版，第 175 页。

265

就新《司法解释》下平等主体间签订的外商投资合同的效力问题展开研究。
然而，就该《司法解释》专门解决平等主体间外商投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来讲，目前
的七项条款尚不足以解决如下几项问题：一是，具体条款中，如何界定此类投资合同违反
“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行政法效力问题，如何认定负面清单中关切国家安全等范畴的投
资合同的效力问题，如何规定当事人采取必要措施的合理时限以进一步保障外商投资交易
同时达到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二是，新的《司法解释》还有待进一步协调处理《司法解
释》与 2010 年《规定（一）》的法律适用问题以及与已废除的外资“三法”的衔接问题；三
是，司法审判机关如何进一步处理过渡期内新旧外商投资合同效力问题；四是，为对国家
行政权采取有效的司法监督，突出外商投资合同效力认定中的司法权价值导向。在外资安
审制度确立的背景下，如何认定涉及外资安全审查的投资合同的效力问题也有待探究。以
上问题的不完善或欠缺将不利于我国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不利于促进与保障投资交易。
结合司法实践提出具体可行的法治化完善建议颇为重要。因此，本文从分析新《司法解释》
的核心内容及其首例司法实践案例入手。依新《司法解释》所呈现出的三大突出亮点为主
线，就解决外商投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分别评析其与我国以往法律制度在理论与司法实
践中存在的共性和个性问题。最后本文将重点落脚于解决上述四项法律问题，并对其提出
可取的价值导向建议及具体的完善建议。

一、新《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及其司法实践
（一） 新《司法解释》发布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2020 年，我国《外商投资法》全面正式施行。该法规定我国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
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确立了新时代外资管理新体制。在此背景下，一方面，2010
年《规定（一）》已无法全面解决新的制度项下外商投资企业所产生的纠纷问题；另一方
面，外商投资合同纠纷尤其是外商投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始终是司法实践中较为突出的
法律问题。因此，为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确立的新秩序以及回应司法实践关切，最高
院发布新《司法解释》并将重点聚焦在合同争议的解决，特别是就外商投资合同效力认定
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规定。
新的《司法解释》共七条，其中第一条是对《外商投资法》第二条的衔接与补充，对
《司法解释》适用的投资合同范围进行了明晰界定与细化；《司法解释》第二条至第五条
主要针对投资合同效力这一具体问题展开，主要针对投资合同效力认定的四种具体情形；
《司法解释》第六条是对来自港澳台居民和在国外定居的中国公民在境内的投资规定可参
照适用；第七条则规定了《司法解释》的适用时间及适用上的“从新原则”，即本解释施行
前本院作出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总之，该《司法解释》重
点立足于全面贯彻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明晰了投资合同范围，确立
“从新兼有效”的合同效力认定原则，是我国在投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上行政权导向进一步
向司法权导向衡平的有益结果。
（二） 我国首例涉外商法司法实践
1. 案件事实及争议焦点
2020 年 5 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一起涉外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上诉案，
该案是《外商投资法》及新《司法解释》施行后全国首例境外自然人要求确认股东资格案。
《外商投资法》颁布前，我国法律未承认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中方自然人的投资主体资格。
本案原告程俊平（外籍）通过签订《股份协议书》的形式，将其实际出资的 51%的股份分
于其弟程岚（中国籍）和被告张锋（中国籍）名下以达到共同创办合资企业的目的。而后
由于被告张锋否认其代持有原告 26%的股份，而引发的隐名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本案争议焦点可归纳为三点：一是隐名股东资格确认问题；二是代持股协议下的股权
变更问题；三是涉案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是否存在法律障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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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案件法律依据
该案一审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十四条3确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依法定程序对本案展开审理。在实体规则
层面，该案依据《外商投资法》、新《司法解释》、《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及我国《负
面清单管理规定》对本案实质性内容展开依法审理。具体来讲，就本案焦点争议法院的审
判依据为：
第一，对于隐名股东确认资格问题。本案法院根据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账务往来证
明、《验资报告》、《出资证明书》等证据认定原告实际参与了投资，认可其隐名股东身
份。原告虽是外籍，但根据《外商投资法》第 4 条确立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认定本案涉
外商投资不属于负面清单范围，原告享有国民待遇且程序上其股东资格确认无需行政机关
的审批。
第二，对于变更股权问题。首先，根据《司法解释》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应适用新法
认定当事人之间的《股权协议书》的效力。由此，根据《外商投资法》规定，涉案外商投
资不属于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内范围，《股权协议书》的效力无需经行政机关审批
即生效。其次，在确认原告是境内公司隐名股东的基础上，法院认定原告有权依据合同约
定取回股权。
第三，涉案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是否存在法律障碍的问题。根据我国《外商投资
法》第 2 条的规定，取消了原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对中方自然人合资限制。《外商投资
法实施条例》第 3 条4则进一步明确了中外合资企业中中方自然人的合资资格。本案企业经
营范围也不属于我国负面清单范围，双方投资主体亦符合外商投资主体的身份。因此，涉
案公司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备案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
3. 案件司法价值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统计，外商隐名投资合同纠纷占我国涉外投资合同纠纷案
件的比重较大，其中多涉及隐名股东确认股东资格及变更股东资格的情况。由于我国先前
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一直未对隐名投资进行实质性的定义，即使最高院于 2010 年发布了《规
定（一）》后，一定程度上为解决外商隐名投资纠纷问题填补了法律空白。然而，一方面，
《规定（一）》第 14 条第 3 款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程序对隐名股东变更股权
问题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另一方面，法律上未能为中方自然人作为中外合资企业合资人资
格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使得外商投资实践中因隐名投资而产生的法律纠纷问题有增无减，
并且全国各地针对隐名投资纠纷问题差异化处理司法乱象问题突出。
本案的价值则在于我国审判机关严格执行《外商投资法》的基本精神，深刻领悟新《司
法解释》对审判的指导方向，成为我国审判机关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相关配套法
规的典型指导案例，更为外籍“隐名股东”确认其境内公司股东身份及在无违反我国负面清
单管理规定前提下无需特殊行政审批即可变更股权这一具体法律问题扫清了法律障碍，有
助于我国司法审判实践的统一。

二、新《司法解释》下对认定外商投资合同效力问题的评析
《司法解释》整体上遵守原《合同法》及《外商投资法》等基本法律规范，汲取司法
实践经验，攻克了部分司法实践难题。下文将采取比较法研究方法，结合以往法律规则与
司法实践，对新的外商投资合同效力认定规则突出的三大亮点问题进行评析。
（一） 对“外商投资合同”作扩大性解释

3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4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 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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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释》第 1 条是对《外商投资法》第 2 条5有关外商投资形式规定的有效衔接与
补充，重点指向外商投资实践中平等主体之间达成的投资合同范围及其适用法律的问题。
首先，《司法解释》第 1 条第 1 款指向的投资合同范围，即外国的自然人、企业或者
其他组织，因直接或者间接在中国境内进行投资而形成的相关协议。也就是说，外商投资
合同范围包括实践中可能为投资者所采用的任何一种合同，该款规定是对“外商投资合同”
作出的扩大性解释。对比我国“三资企业法”及原《合同法》等专门的单行基本法，新《司
法解释》发布前，从未有法律规定对外商投资合同的定义及范围作出统一界定。以往法律
是根据外国投资者参与的不同投资形式作的分别规定。例如，“三资企业法”中分别对不同
类型的中外合资企业合同、中外合作企业合同是什么以及合同内容、效力等分别做的规定。
此外，依投资并购、股权转让等形式进行的投资所产生的投资合同也是分规而定的。因此，
新《司法解释》对外商投资合同所作出的明确界定，为法院界定外商投资合同纠纷问题提
供了明确指引。
从使用的措辞来看，《司法解释》使用形成的“相关协议”一词则进一步扩大了该解
释适用的范围。隐名投资纠纷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司法纠纷，对于隐名股东与显明股东间签
订的协议是否属于投资合同可能不可一概而论。比如当事人之间如采取信托模式，其法律
关系可能不完全属于投资合同，该类协议的性质可能存有较大争议。因此，为保证新《司
法解释》的充分适用性，避免此类合同无据可依，采用“相关协议”一次较好的规避法律
适用难题。
此外，《司法解释》第 1 条第 2 款还通过列举的方式对投资合同的内容进行了细化规
定，即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合同、股份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财产份额或者其他类似权
益转让合同、新建项目合同等协议，符合外商投资法所指向的“绿地投资”、外资并购和新
建项目的情形。是考虑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在我国形成和发展的现状，以及我国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规定已经认可的其他外商投资形式，对《外商投资者法》的原则
性规定进行的细化与补充。
（二） 确立“合同尽可能有效”的价值趋向
《司法解释》第 2 至 5 条是基于《外商投资法》全面确立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外
商投资合同效力认定的具体条款，是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第 28 条6、第 36 条7的具体体
现。合同的效力认定标准及规则体现一定的效力价值趋向。合同效力价值是指对合同诸如
有效、无效、未生效、可撤销等效力的评判，其背后无不体现出法律对当事人所订立合同
的价值考量，是对与合同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当事人权益的平衡结果。8行政审批对民商事合
同效力的影响一度成为影响审理该类合同纠纷的瓶颈。9我国契约无效制度的立法精神经历
了一个由权力扩张型思路向权力限缩型思路演变的过程。新《司法解释》正是传达了契约
立法“尽量使契约得以生效”的基本精神，把契约无效限制在较为狭窄的范围内。更是我国
对契约行政干预的减轻和契约当事人自由权利的张扬。10
《司法解释》仅在第 3 条和第 4 条第 1 款对无效投资合同认定标准进行规定。即对外
国投资者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规定禁止或限制投资的领域，法院认定外商投资合同
无效。该标准体现国家对私法领域合同效力认定强有力的干预，是《司法解释》对负面清
单的严格贯彻落实，其背后体现国家保障政治、经济等国家安全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体
现。除此之外，《司法解释》在第 2 条，第 4 条第 2 款以及第 5 条，对有效投资合同认定
的标准进行规定。在对有效合同的认定上，其体现的是尽可能认定合同有效的原则，是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 2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 28 条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 36 条
8
王德山：《合同效力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7 页。
9
刘贵祥：《合同效力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 年第 1 版，第 175 页。
10
参见柴振国：《契约法律制度的经济学考察》，中国检查出版社 2006 年第 1 版，第 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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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鼓励外商投资交易、保障外商投资、有效平衡行政管理与司法监督的价值体现。具体来
讲，
（1）国家“负面清单”范围缩减。一方面，对比有效与无效条文的设置安排，我国在认
定外商投资合同有效性问题上已十分重视，对不属于负面清单管理范围的外商投资合同，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登记不作为合同生效的要件；另一方面，从最新发布的《外商
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 年版）来看，我国在针对外资准入问题上禁
止投资和限制投资的范围越来越小，证明行政审批范围也在大幅度缩减，审判机关认定外
商投资合同“尽可能生效”的价值趋向已十分明确。
（2）“必要补救措施”的规定。根据《外商投资法》第 36 条第 2 款的规定，我国对限
制外资准入的领域规定了补救措施，即在规定时限内采取必要措施满足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的要求。由此，考虑到限制投资领域的投资合同，当事人可以采取措施补正合同的效力瑕
疵。《司法解释》第 4 条第 2 款规定了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前，当事人采取必要措施满
足了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要求的，投资合同可以认定为有效。这也体现了尽可能认定合同有
效的基本司法态度。
（3）确立了基于动态调整的“负面清单”制度认定合同效力的规定。《司法解释》第 5
条规定即便在投资合同签订时未符合负面清单的要求，但在生效裁判作出前，负面清单调
整放宽了限制性要求的，投资合同也可以认定有效。《司法解释》通过这些制度设计，在
依法维护和保障外资管理秩序的前提下，尽可能促进投资合同有效，最大限度保障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
（三） 效力认定适用“从新兼有效”原则
《司法解释》第 2 条第 2 款确立了外商投资合同效力认定的“从新兼有效”原则。考虑
到《司法解释》对投资合同效力的认定应与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效力确认的原则与精神保
持一致，该款还注意到投资合同签订于外商投资法施行前，但人民法院在外商投资法施行
前尚未作出生效裁判的情况，明确规定了应按照新的《司法解释》规定来认定合同效力。11
但是，司法实践中应重点关注本条适用的前提条件。当事人依本条款为法律依据向法院主
张投资合同无效时，其主张的理由应是因协议未经审批。以“李屹东与顾雨春合同纠纷案”12
为例，本案中被告主张应适用《外商投资法》及《司法解释》认定涉案外商投资协议无效
是不正确的。因为本案投资协议签订于新法生效之前，虽然尚未裁决，但是本案并非依据
协议未经审批为由主张协议无效的。本院认定涉案委托投资及股权代持协议的效力不属《司
法解释》第 2 条规定的内容。而是依据原《合同法》第 52 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
适用本条款的实质性条件应是因协议未经审批为由。

三、外商投资合同效力认定规则存在的不足
结合我国外商投资的司法实践及未来发展实践态势，针对解决涉外商投资合同效力认
定问题本身，目前《司法解释》尚未解决及应进一步重点关注的其他法律问题，下文将展
开详细论证。
（一） 《司法解释》中现有条款之检讨
就新《司法解释》在解决处理外商投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上，其现有条款有以下四点
问题有待进一步明确。
一是，欠缺界定民商事性质的投资合同违反“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行政法效力。新
11

参见丁丁：《助力外商投资法实施 护航改革开放新征程》，《人民法院报》，http://rmfyb.chinacourt.or
g/paper/html/2020-01/05/content_164098.htm?div=-1，2020 年 7 月 4 日访问。
12
中国裁判文书网：李屹东与顾雨春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
/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253768702239483099efabb301603a07，2020 年 9 月 14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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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释》开诚布公规定其适用于人民法院审理平等主体间达成的民商事投资合同所产
生的纠纷案件，并就该类投资合同的效力状态，即认定外商投资合同有效、无效等情形进
行分别规定。然而，由于我国实行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涉及国家主权权力的行使
及行政管理权的介入，也即国家公权力对认定平等主体间投资合同效力这一私权利行为的
介入，如果仅就该类合同违反“负面清单”制度产生的各种民事效力进行规定，而对其产
生的行政法效力避而不谈的话，“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本身所包含的公权力价值在这此问
题上将难以坐实。
另一方面，《外商投资法》及现行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分别就外商投资违反负面清单禁止及限制投资领域的行政责任以及外商投资者违反备案义
务等其他相关违规行为规定了具体的法律责任。然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各类民商投
资合同的民事效力与行政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新《司法解释》也未予以明晰。由此将会
造成国家商务部、发改委等行政部门赋予外商投资者履行备案登记、遵守限制性规定等有
被架空之嫌。
二是，对于《负面清单》中未列出的关于文化、金融等领域且涉及行政审批、资质条
件、国家安全的投资合同，该类投资合同的效力问题未予明确。外商投资合同的效力认定
依负面清单管理为基本导向。《司法解释》第 3 条界定了投资合同认定为无效的范畴，即
对外国投资者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规定禁止投资的领域的投资合同，法院认定为无
效合同。然而，根据《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2020 年版）》规定，对于《负面清单》
中未列出的文化、金融等领域与行政审批、资质条件、国家安全等相关措施，该类合同的
效力应如何认定，新《司法解释》也未予以明确。
三是，《司法解释》第 4 条对合同效力界定不够精准，应将本条第 1 款规定的合同效
力界定为未生效合同而不是无效合同。笔者认为该条款的矛盾点在于：首先，《外商投资
法》第 36 条第 2 款赋予违反负面清单中限制性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者限期改正并
采取必要补救措施的权利。那么基于外商投资者追求交易成功，降低投资风险的心理状态，
在当事人行使法律赋予其积极的权利并满足准入条件前，当事人之间订立的投资合同效力
应准确定性为“未生效合同”。即使《司法解释》第 4 条第 2 款对《外商投资法》的基本精
神予以回应，但这正是两项条款的矛盾所在。在当事人未采取必要补救措施前，轻易定性
合同为无效合同不符合基本法的立意。其次在理论层面，由于合同无效与合同未生效本质
上存在区别。合同无效是因合同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事由而确定地自始不具有约束力，不
具有可履行行、可补救性，即使已经履行的也要恢复到原来的状态。13但是未生效合同则是
处于效力不确定状态，可以通过补救而成为有效合同。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未满足要求的
则再认定为无效合同。
此外，出于对司法实践的考虑。外商投资者采取必要措施以满足投资准入条件的，如
何协调处理当事人采取必要措施和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间的时间问题，也值得思考。由于
新《司法解释》对此尚未作出具体规定。因此，有必要结合具体实践明确规定当事人采取
必要措施的时限要求。在缺乏时限规定的情形下，一方面不利于维护投资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另一方面，不确定的时间期限，如若当事人故意拖延时间也会造成司法资源浪费。
（二） 应进一步应注意的法律问题
1. 新旧法重叠与冲突问题
第一，关于新旧规则重叠问题。《司法解释》第 7 条规定，本解释施行前本院作出的
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该条款对规则适用冲突问题作出了规定。
如，2010 年《规定（一）》在确认外商投资合同效力问题上适用“审批制”。而新《司法
解释》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合同无需经审批即可生效。对于
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冲突，该解释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应适用新解释。然而，由于我国最高
13

刘贵祥：《合同效力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2 年第 1 版，第 1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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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于 2010 年发布的《规定（一）》在现阶段仍合法有效，其与新《司法解释》在某些规定
上尚存有重叠，因此，是否应考虑直接废除 2010 年规定，以免引起适用上的混乱是值得思
考的问题。
根据法律适用理论，新旧法律重叠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表述不同，但
新规则并未改变旧规则的意境的重叠。对于此类重叠，只要立法者表示两者并无差异的“意
思”，实践中就应体现这一“意思”，并对表述不同的规则作出统一的解释和适用。那么，确
定“意思”存在差异，就需要立法者给予明确回应；另一种是表述不同，而且新规则已在
不同程度上改变了旧规则的意境。此种情况下，模糊的“意思”就不足以解决实践中可能发
生的冲突，同样需要立法者给出明确的指引，即当两者出现不一致时，“优先适用”哪一个
规则。14那么，针对新《司法解释》与《规定（一）》在投资合同效力问题上某些规则的重
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新《司法解释》囊括了 2010 年《规定（一）》中所约束的涉外商投资合同范围，
尤其是实践中纠纷问题较多的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质押合同以及隐名投资中的委托履行协
议等合同类型。两者虽是包含的关系，在投资合同范围规定上，新旧规则的不同之处在于
新《司法解释》采取统一界定的方式，同时又以开放型列举式对涉外商投资合同的范围进
行了界定。《规定（一）》一是仅规定当事人在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等过程中订立的
合同，其界定的投资合同范围相较《司法解释》有些狭窄；二是《规定（一）》采取分列
式，对外商投资涉及的补充协议，股权转让、股权质押及隐名投资中所涉及的投资合同问
题进行分别规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新规则包含了旧规则所要表达的意境，虽有重叠，
但新规定包含的投资合同范围更广的情况下，在认定是否属于外商投资合同的问题上，这
种重叠可能很大程度上将不会给司法机关带来需人为协调的难题。
（2）部分投资合同效力认定规定的重叠。《规定（一）》第 13、15 条对应《司法解
释》第 2 条。《规定（一）》第 13 条是关于股权质押合同效力认定问题。该条规定质权登
记及合同审批不属于股权质押合同生效的要件。在《外商投资法》施行前，我国虽未全面
确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但是根据现行规定属于负面清单外在《外商投资法》施行前
订立的股权质押合同的生效规定与新《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意思表示上似乎是一致的。此
外，《规定（一）》第 15 条是关于隐名投资纠纷中的委托履行协议的效力认定问题。行政
审批也不作为该类合同生效的要件，那么同样对于《外商投资法》施行前，对在负面清单
外领域订立的委托履行协议的效力认定，新旧规则虽然表述不同，但同样都是认可此类合
同“成立即生效”的规则。但是，对于上述两种情况，新旧规则存有明显的表述不同且不
存在包含的关系的情况，立法者需要针对此种无差异的“意思”作出统一的解释说明，避
免适用中的不统一现象。
（3）港澳台投资者以及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的投资者的合同纠纷适用法律上的重
叠。唯一的不同是《规定（一）》与新《司法解释》在“三类投资者”的叙述顺序发生变
化，将“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的投资者”置于“台湾地区投资者“之前，笔者认为这种
变化可能是出于针对台湾地区投资者在大陆投资有专门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
投资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对于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未规定的事项才参照
《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司法解释》规定。而对于香港、澳门及定居在国外
的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投资，则是直接参照《外商投资法》和《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执
行。即便如此新旧规定也仅是在表述上的不同，所约束的事项及意境方面存在重叠问题。
第二，关于新旧法律冲突问题。我国原“三资企业法、2010 年《规定（一）》以及《关
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简称为“10 号文”）对于股权转让合同的规定有着
一致的宗旨，即一方转让股权必须经各股东一致同意，未经其他股东一致同意的股权转让
合同属可撤销合同范畴。虽然“三资企业法”已废止，但是在《规定（一）》和 10 号文仍
然有效的情况下，与我国《外商投资法》、《公司法》及其配套规定有所冲突。《外商投
资法》和《公司法》本身对于股权出资及跨境换股的投资合同没有限制，对于有限责任公
14

参见刘宁元：《论我国法律适用法体系及其协调和冲突》，《东方法学》2011 年第 3 期，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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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来讲原则上半数以上股东同意即可。那么在认定股权转让和跨境换股类合同的效力问题
上司法机关虽可运用“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律适用规则解决这一法律冲突问题，但是
废止相关规定的冲突内容或者对其中的条文进行修订也需提上日程。
在股权转让纠纷中，除前文提到的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所适用法律的冲突问题外。根据
《公司法》第 71 条规定对于不同意又不购买的其他股东来讲，也视为同意转让。同时《公
司法》允许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做出不同规定。那么在“外资三法”废除的情况下，有关“同
意转让”的规定是否适用合资/合作合同和章程，在《公司法》实施后曾有争议。为了避免发
生争议，一些合资/合作合同和章程明确约定不适用《公司法》的上述规定。然而，2010 年
《规定（一）》则确定《公司法》上述规则同样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随外资三法废止，
《规定一）》的相关内容与《外商投资法》点名应予适用的《公司法》有所冲突，实践中
也可能存在争议。因此，新《司法解释》可对此问题进一步明确立场。
2. 过渡期内新旧外商投资合同效力问题
《外商投资法》第 42 条规定了新法施行后五年过渡期的安排。《实施条例》第 44 条
则进一步规定，现有外商投资企业在《外商投资法》施行后 5 年内，可以依照《公司法》、
《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规定调整其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等，并依法办理变更登记的要求。
那么对于此种变化，对于实践中认定外商投资合同效力问题，将会带来“确定”与“不确
定”的两种情况。其中，可确定无争议的事情有，一是由于全面的审批制度改革，如针对
合资或合作合同批准生效等外资三法特有的条款，合同中这些条款即使不修订，也不会产
生争议，同时对于已生效的合同将继续有效，对于未生效的合同即使不经审批，只要符合
《外商投资法》的规定，合同成立即可生效；二是根据《公司法》规定投资合同中的一些
条款属于股东自治条款，比如董事会的议事规则，除个别强制性规定外，《公司法》允许
公司章程作出相反的规定，因此在过渡期内无需修订；三是与原“外资三法”不同，《公
司法》对外资比例不再有 25%的限制。那么对于投资合同中约定的超过 25%的外资比例，
也将不再影响投资合同的效力；四是有疑问称在《外商投资法》公布后实施前这段时间，
实践中是否可直接依据《外商投资法》和《公司法》等认定投资合同的效力。该问题新《司
法解释》已给出明确规定，只要人民法院在外商投资法施行时尚未作出生效裁判的，应适
用新法规定。
而在上述变化下对外商投资合同效力认定带来不确定的影响有：其一，在我国“外资
三法”失效的情况下，按照原外资三法订立的外商投资合同在过渡期内是否仍然有效并可
执行呢？其二，可以预见的是根据原“外资三法”订立的合同现需根据《公司法》对公司
治理相关的商务条款重新谈判甚至是利益博弈。那么此种情况下可能会产生虽不违反负面
清单或国家安全等措施但涉嫌其他违法（如存在贿赂）的投资合同，对于此类投资合同能
否根据新《司法解释》一概认同其效力呢？以上两点均是由于五年过渡期的规定为司法实
践带来的不确定挑战。
3. 外资安审制度下投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
《外商投资法》明确我国实行外资安全审查制度，该项制度的贯彻实施将会对外商投
资合同的效力认定及纠纷解决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影响。根据《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
案管理暂行办法（2018 修订）》（简称为《备案暂行办法》）第 19 条规定，我国商务主管
部门对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负有监督检查的责任，其中第五项明确规定商务主管部门的监
督检查范围包括认定是否存在触发国家安全审查的情形。对于涉外商投资合同来讲，不涉
及负面清单范围的投资合同一经成立即生效，即使该项投资日后涉及重大实质变更，但只
要不违反我国负面清单的规定，投资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只需办理备案手续即可。然而，实
践中可能会存在一种情况，那就是已经入备案程序的外商投资项目，商务部门在监督检查
过程中发现该项投资可能存在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或风险存在，根据《备案暂行办法》第
31 条规定，商务部会暂停备案程序，及时告知投资者向商务部提出安全审查申请，一旦商
务部认定该项投资未通过我国外资安审，相应的涉案投资合同的效力会因外资安审这一行
政行为而立即失效，还是需要进入司法程序认定该投资合同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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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定为无效合同呢？对此种情况下涉外商投资合同效力的认定，如何使得司法权与行政
权有效衔接，我国法律应如何规定亟需明确。

四、外商投资合同效力认定规则再思考
外商投资合同效力认定是处理外商投资合同纠纷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对于司法实务具
有重要的影响，决定着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外商投资合同效力更是国家意志的体
现，突出反映出国家对私法的干预。15进一步讲是立法者出于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综合考量。新《司法解释》正是认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外商投资法》发布之际紧随
其后将投资合同效力问题作为切入口回应投资者的关切。然而，我国《外商投资法》将“外
资三法归一”一改以往“三位一体”的格局，不再规范企业组织和涉外合同，而成为国家
管理外资的基本法律。那么对于涉外商投资合同等问题的规范，新《司法解释》等外资法
配套法规需要肩负重任，进行较为细致全面的规定。显然，经笔者在前文的梳理分析，新
《司法解释》尚不足以完全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外商投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而且如何衡平
在这一问题中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权益也是当下司法价值追求的重点。此外，与实体规则相
配套的程序性规定也不可忽视需进行细化安排，做到程序正义。
（一） 进一步细化外商投资合同效力规定
根据前文论证分析，现有法律制度下无论是立法缺失还是法律重叠等问题，对几种情
形下认定外商投资合同的效力的规定尚不明晰。因此，为消除投资者疑虑并减少司法审判
障碍，建议在新《司法解释》进一步增补具体条款。具体来讲，一是在《司法解释》中增
补新的条款明确外商投资合同违反“负面清单”制度的行政法效力，并进一步明确民商类
投资合同的民事效力与行政责任之间的关系。根据不同民事合同的效力状态对应在《外商
投资法》及《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的法律责任。同时，对于未经备案的投资合同，
虽不影响投资合同的生效，但需要在法律中此类合同因违反备案管理办法所应承担的行政
责任。二是投资合同涉及《负面清单》中未列出的文化、金融等领域与行政审批、资质条
件、国家安全等相关措施的，对于该类合同的效力规定，建议在新《司法解释》中以相对
开放的态度规定此类合同的效力，其效力认定不可一概而论要分情况认定。首先，规定在
各级行政审批机关、资质许可机关以及外资安全审查主管机关审批、许可及审查范围内不
存在违规行为的，那么此类合同的效力应为有效，如此过程中发现此类合同不符合相应法
律规定的情形或需要其他有效措施消除违规行为所造成的影响的，则认定此类合同为未生
效合同。三是应将新《司法解释》第 4 条第 1 款规定的合同效力界定为未生效合同而不是
无效合同。修订原因已在前文论证，此处不再赘述。四是前文提到五年过渡期内，根据原
“外资三法”订立的合同的效力该如何认定。其实《实施条例》第 46 条在一定程度上较好
的解决了这一疑问。该条规定在外资三法框架下达成的合营合同或合作合同中与《公司法》
规定有冲突但又涉及各方投资者核心商业利益的合同安排，如合同中约定的股权或者权益
转让办法、收益分配办法、剩余财产分配办法等，可以继续按照约定执行。但是，有种例
外情况需要考虑，如果该合同在涉及商务核心条款等重新谈判中虽不违反负面清单或国家
安全等措施但涉嫌其他刑事违法的情形，如涉及商业贿赂的司法实践中不可一概认同该类
合同效力。
（二） 废止存有重叠的法律法规
我国《外商投资法》规定对于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投资领域，实行内外资一
致的管理原则。这与我国依据原外资三资法发布的各项规范性文件存在很大冲突。为贯彻
《外商投资法》顺利实施，我国商务部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发布《商务部关于废止部分规
范性文件的公告》，决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 56 项有关外商投资的规范性文件，涉
及内容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期限、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等等。就本文所
探究的外商投资合同纠纷中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最高院分别发布了 2010 年《规定（一）》
15

参见王德山：《合同效力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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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司法解释》，根据前文所述两项司法解释在部分内容上存在重叠，而且多为表述不
同，意境相同的重叠。由此，建议直接废止《规定（一）》中与新《司法解释》相重叠的
内容或者考虑直接废止 2010 年《规定（一）》，通过进一步充实细化新《司法解释》的方
式达到规则层面的统一，为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扫清障碍。
（三） 程序上明确“采取必要措施”的时限
根据前文建议，新《司法解释》应对外国投资者投资负面清单规定限制投资领域的合
同准确定性为未生效合同。新《司法解释》不仅在实体层面赋予该类合同的投资者采取必
要措施满足投资合同生效的特殊权利。同时，在程序上也设置了时限要求，即在人民法院
作出生效裁判前。程序既是现代法治的规则，又是理论法治的规则保障。16出于保障投资者
利益、节约司法资源的多重考量，本文建议在动态化的投资合同认定规则下，进一步细化
相关程序性规定，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前”的时间进一步予以明确。
从我国《负面清单》2020 年版规定来看，我国对限制投资领域一般会作出股权要求、
高管要求等。一方面上述事项都涉及外商投资核心利益，会产生各种利益博弈，同时投资
者采取必要措施的方式多为召开多轮股东会进行决议，会需要较长的处理协调。相比我国
《民事诉讼法》规定对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六个月的审限要求而言，无疑会导致投资者达成
交易的成功率下降；另一方面，从节约国家司法资源角度，投资者如因特殊事由申请延长
审理期限，由此可能会造成因无法预期而造成案件的长期搁置，形成司法资源浪费。因此
本文建议协调处理当事人采取必要措施和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间的时间问题，明确规定当
事人必须在人民法院确定该违规事实后的六月内采取必要措施满足投资准入要求，同时，
赋予投资者一次延长审理时限的机会，规定六个月期满合同当事人如满足我国《民事诉讼
法》规定的特殊情况，需经本院院长批准审理期限再次延长六个月。至于确定投资者满足
“特殊情况”的法定条件，需在长期的司法实践的基础上逐渐细化。
（四） 明确外资安审制度下外商投资合同效力认定规则
对负面清单外订立的外商投资合同，我国法律规定采取内外资一致管理办法，需要根
据《备案暂行办法》进行备案。对备案类投资合同存在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情形，《备案
暂行办法》第 31 条规定，投资者应自行向商务部提请外资国家安全审查。那么，在我国全
面确立外资安审这一投资管理制度下，该制度是否会对未来实践中认定外商投资合同效力
产生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其不仅是因为外资安审制度涉及国家安全这一严肃的问题，
更在于实践中具有强制性行政权的介入难免会对司法权认定合同效力产生一定程度干扰。
在解决该问题前，本文首先建议《备案暂行办法》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对涉及投资者提请外资安审机关予以纠正。根据现有法律规定，我
国国家发改委已完全承接《商务部安全审查规定》规定的外资主管部门职责，即原由商务
部负责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相关的商谈、受理申请、提交审查、反馈审查决定等工作。17因
此，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在备案程序暂停后，要及时向国家发改委进行通报，投资者向国家
发改委提出审查申请。
一项外商投资暂停备案程序进入外资安审程序，外资安全审查通过与否将决定该项投
资成功与否，进而成为影响外资合同效力认定的新的行政性因素。参考我国国务院发布的
《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简称为《并购安审规定》），一
项外资并购将面临“未通过”及“通过”安全审查两种结果。首先，本文建议在未来立法
上明确的宗旨是，在外资安全审查决定作出前，对于备案类投资合同，应当坚定合同成立
即生效的基本原则。再者，对于未通过我国外资安全审查的投资合同的效力，也不可因为
参见胡利明：《论程序的法治价值》，《中州大学学报》2017 年 04 期，第 61 页。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ht
tp://www.ndrc.gov.cn/zcfb/zcfbgg/201904/t20190430_935337.html，2020 年 9 月 28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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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行政决定直接影响合同的效力，也就是未通过外资安审的投资合同不当然无效。该论
点是基于我国在《备案暂行办法》中对认定外商投资合同效力确立的以行政权导向司法权
导向的全面倾斜。审批、备案不作为外商投资合同生效的必然要件。由此，“未通过”安
全审查也不当然成为外资合同无效的决定因素。本文立场是，外资安审部门对未通过的投
资保留审查证据，在外资安审“未通过”决定作出后，将审查资料移交司法审判部门作为
确认该类合同无效的法定证据。由此，保障在坚定行政权不过度干预投资者私权利立场的基
础上，确保司法权对行政权形成有效监督。

结语
新《司法解释》着重解决外商投资合同纠纷尤其是投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以回应实
践中投资者关切，为司法实践扫除部分障碍。基于以往司法实践态势，并结合《外商投资
法》正式实施下确立的新的制度，外商投资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需要更加细致而统一的认
定规定。因此，本文结合新《司法解释》本身需要加以完善的问题以及新制度下产生的新
的法律问题对未来法律规定提出进一步细化外商投资合同效力认定规则，废止与新《司法
解释》存有重叠的法律规定，程序上明确“采取必要措施”的时限以及明确外资安审制度下
外商投资合同效力认定规则等四项具体建议。对于该问题的解决并非一朝一夕，新规定本
身尚待司法实践的长期检验，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逐步迈向深水区，如何为投资者营造高
水平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保障投资者权益，实现国家制度对外商投资公平高效的管理将是
需要我们不断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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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治理中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制研究
安宝双

摘 要：数字技术赋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彰显出数据共享治理效能。囿于健康医疗数据的
敏感性，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面临“促进数据自由流动”与“数据本地化”的博弈如何考量
又作何选择，是探讨以《世界卫生条例》这一国际法渊源实现数据跨境流动无法绕开又不易
解决的问题。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制从属于国际卫生合作治理机制，以卫生治理为核心的数
据跨境流动呈现出由低到高三种形态，但缔约国短期内无法就中级与高级形态达成有效共
识。有鉴于此，审视范本条款并探讨国际规制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
世界卫生组织的协同治理取决于成员国的共享意愿与善意配合；《世界卫生条例》的条
款实施亦有赖于缔约国的核心能力与遵约履行。缔约国考量侧重迥然不同，催生出差异化的
博弈选择。此外，亦引发条款适用问题，继而造致全球抗疫治理危机。为消除公共卫生治理
赤字，构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须正视公共卫生治理中数据跨境流动相关法规和标准
体系的碎片化现状，并从国内建设、国际参与双向维度实现公共卫生治理中数据跨境流动国
际规制。
关键词：公共卫生治理；数据跨境流动；国际治理机制；博弈选择

一、背景
庚子年初，新型冠状肺炎病毒（以下简称“COVID-19”）疫情来势汹汹，全球大流行
蔓延的连带效应造致影响历历在目。全球确诊病持续新增，有望突破 1000 万，近 48 万人因
1
疫情丧生。 触目惊心的数据背后，反映出疫情肆虐态势下人类社会的共同脆弱性，亦反映
出全球一体化趋势下公共卫生治理迫在眉睫。
经此一疫，公共卫生治理中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价值凸显，为疫情监
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等国际协作提供了技术支撑。“数据共享”治理效能得以彰显，
尤其健康医疗数据跨境流动的价值愈发凸显，俨然成为科技战疫的“血液”与“引擎”。面
对疫情席卷全球的危机时刻，中国秉持构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发挥出数据跨境流动
的协同效应。2020 年 3 月 16 日，习总书记强调密切与世界卫生组织（WHO）交流沟通，
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共享数据和信息；3 月 26 日，二十国集团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
提出开展国际联防联控，依托 WHO 加强防控信息共享，并指出中国已建立全球冠状病毒组
学数据共享与分析系统及 2019 新型冠状病毒资源库。
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制从属于国际卫生合作治理机制，该机制以联合国为核心，而 WHO
作为联合国下属专门机构与政府间国际组织，防治国际重大传染病是其核心任务。历经 21
世纪 SARS 事件，反思事件具有的不确定性、影响范围广及发展可控性差的特征，2005 年
WHO 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IHR）成为具备国际法律上、政治上合法性的全球安全标


1

安宝双：天津财经大学国际法法学硕士。
数据来源：2020 年 6 月 26 日世界卫生组织“2019 冠状病毒全球每日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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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条约。“疫情常态化”这一公共卫生治理变量，对健康医疗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制的全球
化逻辑和国际格局走向产生深入影响。有鉴于此，需要深入考量如何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法
律框架下，实现健康医疗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性与成长性平衡。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梳理纵向研究发展脉络可发现，随着数字驱动全球化时代发展态势升温，基于全球治理
视角下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制问题正在成为前沿议题。
传统研究视角下，学者普遍以“公共利益”为核心探讨特殊医疗领域数据跨境流动国际
2
3
4
规制问题。如梅蒂利（Sylvain Métille） 、库纳（Kuner C.） 及田翔宇 。医疗领域属特殊领
域范畴，囿于数据的敏感性，限制流动是惯例，允许数据披露和交换是例外。基于医疗服务
产生的数据，跨境流动有益于提升人类整体福利，亦契合“公共利益”这一国际惯例与法律
原则。新兴治理视角下，学者大多赞同公共卫生危机为各国开展国际合作和数据共享提供了
外在助推力，以国际卫生合作治理机制实现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制。如山布尔（Lance Gable）
提出通过明确授权或强制扩展可为公共卫生威胁提供更精准的数据跨境流动监测，进行疾病
5
追踪之时可提升公共卫生措施的透明度； 菲格（Figuié Muriel）赞同前述观点，并指出信
息处理能力是公共卫生治理的关键，需要构建囊括完整且高质量监测数据的流动与共享平
6
台。 那力最先提出国际合作治理机制中信息相互交换，可选择与分解出控制疫情的数据价
7
值。 赞同这一观点的有王谦，数字技术与制度治理深度融合的“数字治理”模式可有效应
8
对全球突发公共卫生危机。
国际卫生合作治理机制是以 WHO 为主体、
IHR 为范本探讨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制问题。
基于第六条公共卫生信息共享通报义务，劳伦斯（Lawrence Gostin）和里贝卡（Rebecca Katz）
提出 IHR 现有治理框架的内在张力不利于透明度和数据共享，缔约国存在延迟通报和提供
9
不完全信息的行为； 而且，并未就病毒菌株、基因序列等科研数据流动予以规制，通过扩
10
大解释才可涵盖。 基于第五条“监测”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以下简称“GOARN”），
麦肯齐（John S. Mackenzie）以积极视角指出 GOARN 可加强数据流动，是支持多边应对疫
11
12
13
情协调和信息共享的有效机制。 高明 与克里斯（Ansell Chris） 以批评视角指出其具备明

2

3

4

5

Sylvain Métille, “Swiss Information Privacy Law and the Transborder Flow of Personal Dat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 and Technology (UK) 8, no.1 (January 2013): 75.
Kuner, C.,“Reality and Illusion in EU Data Transfer Regulation Post Schrems,”German Law Journal
18,no.4(2017):881-918.
田翔宇：《我国跨境数据流动监管体系的国际法分析——以 GATS“一般例外”条款为视角》，《人民法
治》2018 年第 24 期，第 40 页。
Lance Gable and Benjamin Mason Meier, “Complementarity in Public Health Systems: Using Redundancy as a
Tool of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Annals Health L 22,no.22 (2013): 224.

Figuié Muriel, “Towards a global governance of risks: international health organisations and the surveillance of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17, no. 4(April 2014): 469.
7 那力，刘若昕：《传染病控制与国际法》，《法学论坛》2004 年第 2 期，第 10 页。
8 王谦：《数字治理：信息社会的国家治理新模式——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思考》，《治理观察》
2020 年第 3 期，第 36 页。
9
劳伦斯·戈斯汀,丽贝卡·卡茨著,孙婵译：《<国际卫生条例>:全球卫生安全的治理框架》，《地方立法
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13 页。
10
同上，第 15 页。
11 John S. Mackenzie, “The Global Outbreak Alert and Response Network, ”Glob Public Health 9,no.9 (October
2014) : 1023.
12
高明等：《全球卫生治理的变化和挑战及对中国的启示》，《国际展望》2017 年第 5 期，第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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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西方国家偏好，难以平衡对 WHO 的义务与维护其作为独立网络的作用需求。基于第七
条与第四十二条形成的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以下简称“GISAID”），国内外学者
普遍对 GISAID 持积极态度，其中利文尼（Liverani M.）以其发挥第三方组织作用角度认为
14
可纠正数据共享过程中国家合作治理的失衡。 基于第四十五条的个人健康数据处理原则。
15
技术保护方面，李明鲁提出访问控制技术， 张玉洁提出利用主权区块链完善医疗数据信用
16
机制。 而在法律保护方面，面对个人健康医疗数据保护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冲突，学界存在
两种观点，一是二者冲突时，信息保护应让渡于公共卫生健康，尤其应对传染病强制隔离等
公共卫生危机；二是根据个人健康医疗数据对公共卫生造成的程度区别对待，决定是否流动。
国外学者沃特伯格（Daniel Wartenberg）主张应在隐私保护与保护公共健康之间建立适当平
17
18
衡。 国内学者刘士国探索对群体隐私利益的认可； 周梦颖主张可利用数据分级分责、数据
19
脱敏等手段实现医疗领域数据共享互通。
公共卫生治理往往触及一国的国家安全与根本利益，健康医疗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
源，其跨境流动国际规制问题更具现实意义。故 WHO 成员国基于多种综合因素的考量，对
该问题存在规避风险与道德风险。学界普遍认同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是单边国家采取数据本
20
21
地化限制的最主要因素。如方元欣、 塞勒（Caroline Sell）。 另外，也存在一些其他的声
22
音，如黄道丽、胡文华考察不同主权国家规制传统与制度环境的差异； 帕特森（Patterson D）
23
阐述出国内政治原因与国际声誉也是关键的影响因素。 透过考量因素深究各国协同效应不
佳的内在原因，恰因在 WHO 框架下缔约国未让渡一定的数据主权，而造成应对公共卫生突
24
发危机的信息不对称。蒂格斯特罗姆（Barbara von Tigerstrom） 、莫里斯（P.Sean Morris）
25
指出缔约国监管自主权理应让渡全球监督运行制度，缔约国需要在自由与克制间取得平衡。
裴瑞敏提出应完善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确保包含真实信息的数据跨境流动，是应对全球公共
26
卫生危机的重要工具。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需要形成协作的联防联控数据网络。单边主义无法抵住疫情肆虐态
势，反思健康医疗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制路径，才可真正实现大数据的安全可控和价值转化。

13

14

15
16
17

Ansell Chris, Sondorp Egbert, and Stevens Robert Hartley,“The Promise and Challenge of Global Network
Governance: The Global Outbreak Alert and Response Network,”Global Governance 18,no.3(July-September
2012):336.
Liverani, M., Teng, S., Le, M.S. et al, “Sharing public health data and information across borders: lessons from
Southeast Asia,” Globalization and health 14, (September 2018):94.
李明鲁：《从美国医疗数据泄露案谈信息安全的保护》，《中国检察官》2017 年第 8 期，第 74 页。
张玉洁：《公共卫生风险下的医疗数据流通及其治理变革》，载《河北法学》2020 年第 6 期，第 51 页。
Daniel Wartenberg, and W. Douglas Thompson,“Privacy Versus Public Health: The Impact of Current
Confidentiality Rules,” Am J Public Health 100, no.3(March 2010) :408.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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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刘士国，熊静文：《健康医疗大数据中隐私利益的群体维度》，《法学论坛》2019 年第 3 期，第 130 页。
周梦颖，金涛，何延哲：《个人健康信息保护标准综述》，《信息技术与标准化》2017 年第 3 期，第
54 页。
方元欣：《数据本地化政策的全球博弈分析》，《中国信息化》2019 第 12 期，第 102 页。
Caroline Sell, “Ebola and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in Armed Conflict: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in Global
Health Security Laws and Policies,”Minnesot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MJIL Online 29, (Spring,
2020):226.
黄道丽，胡文华：《全球数据本地化与跨境流动立法规制的基本格局》，《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9
年第 9 期，第 24 页。
Patterson D,“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fectious Diseases,”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6, no.2(2000):210.
Barbara von Tigerstrom,“The Revised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and Restraint of National Health
Measures,”Health 13, no.35(2005):72.
P.Sean Morris,“War Crimes' Against Privacy-The Jurisdiction of Data and International Law,”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Law 17,no. 1(January 2016): 42.
裴瑞敏，陈光：《全球治理视角下的疫情危机与大国责任》，《科学学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3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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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卫生治理中数据跨境流动的法理透视
厘清概念界定，提炼理论基础，梳理必要性与可行性，是内生逻辑，亦是基本遵循。
（一）相关概念界定
“数据跨境流动”这一概念最早由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合作组织（OECD）科学技术政
27
策委员会阐述，界定为“计算机化的数据或者信息在国际层面的流动” 。1988 年，在《关
于隐私保护和个人跨境数据转移的指南》第一条第三款中细化明确数据的范围，界定为“跨
28
越国境进行传输的个人数据流动”，且个人数据也被释明 。这与 2005 年 WHO 修订的 IHR
第一编第一条“定义”中所规定的“个人数据”毫无二致，即“与已确认或可确认的自然人
有关的任何信息”。而后，解读意见相继出现，虽内涵与外延呈现些许差异化，但无外乎包
括主体是可被予以识别的数据、跨境标准认定中突破地理疆域及流动具体表现为涵盖存储、
读取、编辑等操作三层次的构成要件。
作为国际卫生法治实现的最终目标，“公共卫生治理”指应对跨国界公共健康问题的严
峻形势与复杂态势，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建立正式或非正式
机制，实现联防联控协调合作，以促进和保护公众健康、解决公共卫生危机。美国学者彼格
29
利赫里提出“公共卫生治理是指为促进健康和卫生公正而采取的集体行动决策机制 ”，的
确，恰因为诸如 COVID-19 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超越地理边界限制，呈现牵一发而动全身之
势，各国才会采取健康医疗数据流动的集体预见性和反应性行动。因而，公共卫生治理是数
据跨境流动的逻辑动因，反之，数据跨境流动是公共卫生治理的行动策略。
故综合考量，笔者认为公共卫生治理中数据跨境流动是指应对全球突发公共卫生危机，
30
各国“健康医疗数据 ”借助互联网通信技术等方式，实现跨越主权国家边界（地理疆域）
传输、存储、处理的流动现象。此处“健康医疗数据”包含三个层次，初级形式体现为确诊
病例、新增病例、死亡病例数据，中级形式为包含但不限于病毒菌株、基因序列的科研数据，
高级形式为以个人疾病防治、健康管理信息为核心内容的个人健康数据。
（二）理论基础
31

依据“效益”视角的交互外部性理论 ，COVID-19 所具有的人际传染性可通过飞沫传
播，人群集聚现象与跨境范围的人员流动等都会为各国带来外部不经济效应。作为理性“经
济人”，认识传染性疾病风险、规避风险是天然属性；作为数据承载者，针对危机进行预判
并选择潜在损失最小之行动是自然考量。全球风险治理抑或是国家范围内跨域风险防控，往
往基于对风险的认知速度与感知行动存在差异性，进展程度参差不齐的反应策略会成为风险
32
的“社会放大器”。 依托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健康医疗数据跨境流动，信息共享过程中的行

27

28

29
30

31

32

OECD. Declaration on Transborder Data Flows ( 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s of OECD Member countries on
11th April 1985),http://www.oecd.org/sti/ieconomy/declarationontransborderdataflows.htm,2020-5-5.
Chandran R, Phatak A, and Sambharya R, “Transborder data flows: Implications f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Business Horizons 30, no. 6 (November 1987): 75.
Beaglehole R, Bonita R,“Global public health: a scorecard,” Lancet 372, no.9654(2008):1988.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8 年 7 月 12 日颁布的《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安全和服务管理办法（试行）》
第四条 健康医疗数据是在人们疾病防治、健康管理等过程中产生的与健康医疗相关的数据。
交互外部性理论是指任何当事人的行动和决策都会给彼此施加成本。1890 年，经济学者马歇尔在著作《经
济学原理》中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其后在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CD）编写的《环境管理中的
经济手段》中进一步细化界定。
张力伟：《疫情管理中的模糊治理:不确定性风险的治理逻辑》，《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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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协调与治理策略可有效转变单边国家纵向防控体系的薄弱。
33

基于“责任”视角的条约必须信守理论 ，缔约国须善意履行义务。2020 年 1 月 30 日
经突发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评估后，COVID-19 构成迄今为止第六次 PHEIC 事件。PHEIC 事
件被宣布后，各缔约国就基于该条款的界定而产生了具体的国际法义务。IHR 中对通报义务、
国内监控体系核心能力建设及履行义务保障机制的设定，均具备对缔约国合法、有效的前提
条件，故通报信息和共享健康医疗数据之义务得到善意履行是应有之义。而且，各缔约国以
监测和通报为核心的数据跨境流动法律制度均有相应的国内程序，为该理论提供了现实必要
条件。
“安全”视角的保障公民健康权利理论，是 WHO 作为国际卫生工作指导机构的价值核
34
心。健康权 作为国际人权法内含的子概念，其与公共卫生的紧密联系，让各国认识到尊重、
保护和履行健康权所产生的作用，不仅局限于国际法义务的履行，同时也是抵御重大公共卫
生危机的行动准则。健康权属于社会权，其积极权利属性要求国家必须主动积极作为。依据
特定渠道推动各国健康医疗数据流动与信息共享，实乃全人类实利赖之，可有效减少信息不
对称带来的单边防御。
（三）必要性与可行性
面对诸如 COVID-19 等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人类社会所具有的共同脆弱性已成为健康医
疗数据跨境流动的内在必要性。共同脆弱性告诫各国，一国会受惠于他国健康医疗数据跨境
流动的透明措施；反之，也会因他国数据的阻隔而导致信息闭塞备受威胁。全球一体化的必
然趋势也愈发成为健康医疗数据跨境流动的外在必要性。跨国人员密切往来，疾病全球扩散
35
趋势，让全球各国相互依存程度提升，世界正在被塑造成共同分享的空间。 但对 COVID-19
的全球抗疫行动而言，这些却成为加剧威胁的不利因素。
此外，国际规则的明确授权成为理论可行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法》第二十一条第一
37
款 和第二十二条 的规定，世界卫生组织大会被缔约国授权，通过了“预防疾病于国际间蔓
延”的规章。IHR 秉持应对全球疾病预警和防控的主要目的，设定了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监测、
通报、共享等法律框架，并提出了缔约国国际卫生合作治理机制。而且，数字技术的科技驱
动力是实践可行性。历经通信互联网、人工智能，到如今的数字共享经济时代，数字科技正
以澎湃的驱动力日益成为全球抗疫的向善力量。依托互联网为载体与国际社会共享健康医疗
数据成为可行之策。数据利用的零边际特性扩大了数据跨境流动作为“公地喜剧”的广度和
38
深度。
36

四、公共卫生治理中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制条款及现存问题
基于国际卫生合作治理机制而产生的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制，需要达成国际社会共同遵
33
34

35

36

37

38

必须信守理论亦称善意履行国际义务理论，是国际条约法中秉持的重要原则。
WHO 组织法宣言中对健康权的解释为：“不分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和社会地位享有最高可获
得程度的健康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
Fidler DP,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2,no. 2(April 1996):77.
第二十一条 卫生大会有权通过关于下列各项规章：1.防止国际间疾病蔓延的环境卫生及检疫方面的要求
和其他程序。
第二十二条 依照第二十一条通过的规章，经它们在卫生大会通过的相应通知转送各会员后，即属生效。
在上项通知所规定的期限内向总干事提出保留或拒绝接受的会员，不在此例。
陈少威，贾开：《跨境数据流动的全球治理:历史变迁、制度困境与变革路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0 年第 2 期，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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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的数据跨境流动国际通用规则，并以实践行动形成法律确信。
（一）缔约国履行通报义务的信息共享保障机制
IHR 第六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缔约国评估公共卫生信息后，时间限定在 24 小时内，通讯
方式限定在最有效，报送单位限定在国家归口单位，向 WHO 进行通报有可能构成 PHEIC
的“所有”事件，并积极采取卫生措施予以防控。另外，根据第六条第二款之规定，通报义
务具有持续性特征，包含实验室检测结果、病例数和死亡数等健康医疗数据应确切且充分详
细通报，而且根据第七条之规定赋予缔约国向 WHO 提供所有公共卫生信息的义务。但有些
单边国家会因监测技术能力不足而无法获取信息，而造成不愿提供疾病事件所需信息或无法
提供所需信息的情形，如东非国家坦桑尼亚涉嫌掩盖 2019 年 9 月 8 日国内发生的“疑似埃
博拉死亡病例”。
缔约国履行义务缺乏强制性为导致数据生命周期流动的障碍所在。WHO 根据第十五条
提出临时建议与第十六条提出长期建议，往往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建议。IHR 作为全球公
共卫生治理理念的产物，需要各缔约国让渡权利和履行义务。诚如 IHR 第四十三条各国有
权采取额外的公共卫生治理措施，第四十四条与 WHO 多边的合作和援助义务，都需要缔约
国的善意配合。当存在 WHO 的建议与部分缔约国国家利益与数据主权冲突之情形，如何形
成 WHO 为核心的国家抗疫合作协调枢纽，实现覆盖健康医疗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流动。IHR
本身尚存模糊，并未提供有效的遵约引力。为弥补这一固有局限性，WHO 形成了一种庞大
的软法体系，除 IHR 之外，发布国际卫生大会的决议、召集专家订立的技术标准以及秘书
39
处根据大会执行委员会授权制定的政策和战略框架等 ，旨在期待缔约国在监测和疫情应急
上履行合作的规范性义务。主观上的共同意愿与客观上的履约实践才可实现软法性质日渐硬
法化，成为硬法与条约的“孵化器”。但在学界，对于软法的作用也呈现褒贬不一。究其本
质，可发现，WHO 各缔约国法律形式合作不足缺乏制度性保障，其发布软法性质的建议化
方针弱化了国际法权威性，导致缔约国履行义务缺乏强制性，已成为 WHO 遭受质疑的既定
40
事实。因而，世界卫生组织是一个从根到枝都亟待改革的机构 。
（二）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GOARN）与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的预
警机制
IHR 第五条监测第四款赋予 WHO 通过监测活动收集有关事件的信息权利，GOARN 恰
为此项监测活动的产物。GOARN 是现有数字信息科技与现有运行机构合力产生的技术机
41
制。
2011 年至 2018 年间，
GOARN 共在 172 个国家/地区追踪了 1483 次传染病事件。GOARN
旨在最大程度上汇集联合国各组织、医学和监测行动、区域技术网络等合作伙伴，15 分钟
42
扫描一次，不到 1 分钟完成翻译和数据处理，结合人工判读识别发现和跟踪公共卫生威胁 。
但 GOARN 本质上是由实验室、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机构以及无国界医生组织所组成，其并
非脱离技术性，难以应对高度政治化的国际卫生法。学界对其存在颇多质疑，其一是 GOARN
43
具备明显的西方国家偏好，主要服务于发达国家的卫生和健康安全。 美国国防部早在 1996
年就建立了“全球新发传染病监测和反应系统”，其在开罗、夏威夷及曼谷的海军医学实验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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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室已经成为 WHO 的合作中心 。向 GOARN 共享病毒样本或病理特征的监测数据，且已成
为正式信息来源。但究其根源，美国军事部门增强全球疾病监测能力的背后，反映出其维护
国家安全利益，服务数字治理霸权主导国际规则的实质。其二是，GOARN 作为公共和私人
45
机构主导的国际网络，在平衡性能目标与维护网络发展目标之间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此外，
GOARN 的局限性还表现在 IHR 条约性质的法律文件，管理的严重性、改革的缓慢性和过程
46
的不完整性，导致全球网络责任协调不足，有待重新承诺以完成并恢复最初的任务授权。
依托 GOARN 监测收集的信息在历经核实、评估和援助后需酌情采 IHR 第十一条 WHO
提供信息义务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明确提出 WHO 向其他缔约国提供信息的时间节
点，即在该事件依据第十二条确定为 PHEIC 事件时。这无疑使具有最高级别警报之称的
PHEIC 认定影响非同小可。获取数据和信息是 WHO 提供政策指导的前提条件，但数据收集
阶段的时间起点 PHEIC 认定也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当疫情发展与其他政治、经济因素发
生纠葛时，WHO 无法准确判断国家的应对能力，存在数据盲区，缺乏可用数据。如 2018
年 8 月 1 日爆发的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直至 2019 年 7 月 17 日，WHO 突发事件委员会
47
召开第四次会议后宣布定义为 PHEIC 事件。 WHO 认定 PHEIC 事件更倾向于风险评估，其
受制于科学认知的发展程度、国家风险应对能力差异等诸多因素，且协调各国行动规范性取
48
决于专业权威性得到认可的程度。 显然，PHEIC 事件认定标准与风险监测预警数据共享机
49
制的健全程度具有很大关联， 依据科学原则和证据越早进行评估，对事件信息通报和公开
就越有利。但实践中，IHR 仍然以主权范围内各缔约国数字治理能力建设为数据收集原则，
一些国家也未将 WHO 的预警和建议纳入考量，这使得 WHO 发挥行动能力面临诸多困难。
（三）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库平台（GISAID）
GISAID 作为病毒菌株、基因序列等科研数据共享多边合作平台，其核心在于以全球通
讯网络及互联网载体促进传染病控制的全球公共产品研发。于科学家而言，须迅速共享信息，
以评估威胁的性质并制定新的医学对策；于各国政府而言，需要数据来追踪疫情的程度，启
动公共卫生对策及协调药品、疫苗的获取。GISAID 为 GOARN 提供了特别的数据共享平台，
为 WHO 选择推荐用于全球大流行疫苗时病毒序列数据被公开共享，可有助于理解和增强
50
WHO 对防范措施及框架建议的可信度。 GISAID 依托的“共享流感数据全球倡议”也有助
于形成完整高质量的数据存储库与快速共享潜在的大流行病毒信息。因而，在不侵犯知识产
权的情况下满足紧急情况的数据共享协议，即 GISAID 数据库访问协议（DAA），可确保
提供者对数据的所有权，同时不限制遵守 DAA 注册用户对数据的使用限制。
但数据共享也着实面临着问题。一是托管病毒数据的资金和物质基础设施面临着公共产
品的挑战。二是疫情发源国会希望保留于数据相关的潜在知识产权，以渴望确保能在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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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获取疫苗或药物，尤其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地区而言。 以病毒菌株数据这一公共产品为例，
其性质会让各国将自利内嵌于公共产品提供过程之中，且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会不可避免的
52
遭遇到“搭便车”与“公地悲剧”等集体行动问题。 早在 H5N1 禽流感病毒大流行时期，
印尼在得知澳大利亚药厂未征得其同意的前提下使用病毒菌株研发疫苗，宣布拒绝与 WHO
53
合作。囿于其共享病毒菌株数据意愿之影响，导致全球监视和控制能力的削弱 。反观
COVID-19 疫情，中国分离鉴定出 COVID-19 病毒菌株数据后，2020 年 1 月 11 日立即向
WHO 共享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为各国研发检测试剂、疫苗和药物提供了科研数据支撑。
通过案例对比，可发现全球公共产品供应状况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效能，
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效能又有赖于以 WHO 为主导的多边合作机制的运作状况。但数据共
享阶段多边合作治理效能常态化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局限性。其一是巨大的资金缺口。
WHO 的经费 20%来源于收取评定会费，80%来源于会员国、国际组织的自愿捐赠，加之美
国 5 月 29 日宣布永久“断供”并终止与 WHO 的关系。对 WHO 开展全球抗疫工作已然成
为瓶颈，对推进数据共享等常态化更是雪上加霜。其二是对非营利性国际组织发挥实践作用
的重视程度有待加强。例如，与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CEPI）携手可推动联合攻关、加快
54
研发进程可以纠正数据共享过程中国家合作的失衡问题。
（四）个人健康数据处理原则
WHO 对于数据收集和整合后，如何利用与流动提供了明确的条款，规定在 IHR 第四十
五条个人资料的处理。第一款是原则性规定，规定缔约国数据收集或收到的途径有两种，一
是从其他缔约国获取；二是从 WHO 获取。将实现隐私权保护的义务委托给各缔约国，对身
份明确或可查明身份的个人健康医疗数据实行保密并匿名处理。这使得隐私权保护标准并非
服从于统一的国际承认标准，而是依据各国法律进行不同设定。第二款是知情同意原则的例
外规定。以评估和管理公共卫生风险为考量标准，若实为“至关重要”，则缔约国可以不经
个人健康医疗数据主体权利人的同意，而采取强制措施，即向 WHO 透露和处理个人资料。
但具体设定缔约国与 WHO 遵循之原则，一是遵循公平与合法性原则；二是遵循比例原则；
三是遵循数据实时更新与更正删除原则；四是存储时间限制原则。第三款为 WHO 设定配合
缔约国数据权利主体的查询义务，WHO 需要采取可行方式、以可理解形式提供，并且不得
延误和收取费用。
由此，可发现个人健康医疗数据的处理妥当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各国健康医疗数据跨
境流动法律体系的设定。囿于各缔约国国家层面的强制性规范存在差异，COVID-19 引发的
全球抗疫态势，让各国均处于公共卫生紧急状态。面对重大紧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会出
现公民权利让渡于超强势地位国家权力的事实状态。以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进行全球疫情监
测分析时，会涉及大量以个人疾病防治、健康管理信息为核心内容的个人健康数据处理。一
定程度而言，这符合 IHR 中知情同意原则的例外规定，遵循合理使用原则跨境传输个人健
康医疗数据。但恰因此，各国有关健康医疗数据跨境流动出境定义不明确与出境规范不完善
等问题，在实践中催生了数据泄漏风险与数据隐私安全问题。如谷歌公司 2019 年 11 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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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数据丑闻事件，未经同意获取了数百万人可识别的健康医疗数据； 再如 COVID-19 疫情期
间，中国“新冠通”等 App 在收集健康信息、详细行踪等个人敏感数据时，未同步说明收
56
集目的。 因而，数据处理时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机制的薄弱，亟需健康医疗数据法律的理
57
性规制予以有效限制。 比如健康数据跨境流动前申报和评估标准问题。挖凿融通全球卫生
数据池，亟需 IHR 协商沟通制定公认的国际规则，亦需各国优化数据可追踪监管机制及应
对系统。

五、单边国家对公共卫生治理中数据跨境流动的博弈选择
国际规制条款适用引发全球抗疫治理危机，IHR 范本赖于缔约国法律规制路径，基于公
58
共利益实现健康医疗数据跨境流动尚未形成通用规则。 囿于缔约国对内在动因考量要素迥
然不同，亦催生出差异化的博弈选择。但毋庸置疑，单边主义无法抵住疫情肆虐态势，保护
59
主义也无法实现绝对安全。 单边国家对于限制健康医疗数据跨境流动和要求本地化，所产
60
生的经济成本需要有适当的前瞻性思维和考虑 。
（一）全球共同利益与国家自身利益
COVID-19 爆发引出的全球连带效应，让世界各国人民与各国政府公共卫生治理迫在眉
睫。维护全球共同利益意味着休戚相关、命运与共。医疗领域连接数据暗池，将应用型人工
智能与丰富的健康医疗数据相结合，可有效提升数据获取的质量，为医疗机构带来所需要的
61
数据洞察力。 维护国家自身利益体现着形态偏见、私利意识。COVID-19 疫情让有些国家
国内疫情失控，罔顾 WHO 明确规定的缔约国义务与责任，持有意识形态偏见。各国将自身
安全和经济发展作为诉求，在政策理念、实施机制和监管强度存在差异是理所当然。但若过
渡掌控数据主权与数字经济规制效果，将国家自身利益作为首位要素，从而采取数据本地化
措施则确有违 IHR 的遵约机制。
前者是后者的存在前提，而后者是前者的构成基础。二者具备整体与部分的辩证统一关
系。维护全球共同利益的全局观念、统筹全局，恰等同于捍卫了国家自身利益；重视保障各
国自身利益发挥公共卫生治理成效，用局部力量的发展推动整体协作的发展，恰等同于全球
共同利益的最优化策略。
（二）国际法遵行动力机制与酌情权引发道德风险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国际合作机制得以纵深发展的前提，是发挥 WHO 领导和统筹的关
键作用。WHO 社会资源基础薄弱，无法超越国际政治与国家权力。IHR 文本发挥效用有赖
于各国如何履行监测能力建设义务和通报义务，也离不开国家之间双边或多边的国际集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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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2338478660858343&wfr=spider&for=pc，202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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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效果 。
国际法遵行动力机制需要以国际社会的完善与行为体利益的重新界定为双向路径。迄今
为止，国际法约定必须信守等原则的实施都存在着明显的道德指向。从国际法实际运行视角
63
来看，若国际法的制定更加符合国家的利益观，则更容易被国家所乐于遵守和接受 。而酌
64
情权 引发道德风险是基于各国主权权利的现实基础，信息不对称的客观环境而产生的。
COVID-19 的错综复杂程度让各缔约国无法在短期内穷尽所有信息。这一情形导致国际公共
卫生合作治理机制的完备性遭受质疑，共享的公共卫生治理契约也难以考量全部可能性。在
不完备的合同契约中，数据的提供方会承担筛选、提炼、加工及公告所引发的交易成本，与
此同时也会诱发道德风险产生隐蔽行为，过滤传导链条中的部分真实信息。对于当事方而言，
这恰恰会产生风险小于收益的溢出效应，但随时间线延长与全球态势的爆发，缔约国的道德
风险扩张演变成为公共卫生的系统性风险。即使此般，当事方承受的国际舆论谴责压力产生
的负外部性低于风险。
国际法遵行动力机制完备与否，决定了酌情权引发道德风险的产生与否。WHO 作为技
术性的国际组织，非正式职权内容较多，造就了实践中的职权弱化。但在人工智能赋能公共
65
卫生治理的技术正循环下 ，健康医疗数据跨境流动会避免信息不对称所致酌情权道德风险，
也为各缔约国遵约动力提供技术保障。
（三）紧急状态行政规制与个人信息自决权
紧急状态下需要强化疫情管控措施，采取区域隔离措施。但公民权利让渡于强势地位国
66
家权力的事实状态，亟需在保护公共健康与个人信息之间建立适当的平衡 。借助于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的爆炸式需求，行政规制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国
在疫情期间都借助大数据的实用价值，实现流动人口的网格化精确管理。紧急状态行政规制
旨在促进健康医疗数据自由流动，实现数据广泛归集融合，以果断迅速响应、科学高效处置
采取防控措施，加强监测和通报的核心能力建设。而个人信息自决权是以个人健康医疗数据
跨境流动过程中知情同意为核心内容的。各国往往会以多元数据融合共享搭建高危易感人员
模型，高精度锁定确诊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的数据。未经同意情形下，虽符合紧急状态行政
规制情形且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无疑在限制个人权益之时将个人信息保护置于后续考量。
基于健康医疗数据的个人身份可识别性导致流动过程中个人信息泄漏，故基于隐私利益保
护，各国往往采取严格主义限制数据流动。
紧急状态行政规制与个人信息自决权是矛盾的统一体。突发事件公共卫生治理无法回避
任何一方，二者具有相互依存的趋势和联系，任何一方都无法孤立存在与发展。而紧急状态
下限制个人信息自决权也仅为过渡期间，大疫过后理应思考，个人信息自决权如何实现高层
次维度的健康医疗数据跨境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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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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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彩霞：《全球卫生法:全球卫生治理的新趋势》，《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1 年第 10 期，第 65 页。
Duncan B. Hollis, “Why State Consent Still Matters: Non-State Actors, Treaties, and the Changing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3, (2005):1.
酌情权是指面对可选择的策略空间，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防控对策，选择有效策略，高效实施
决策时，缔约国均享有斟酌情事并自行作出策略选择的权利。具体可参见：曾瑞声.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
制的形成与演变：国家利益.暨南大学,2012：149.
阙天舒，张纪腾：《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应用范式、风险识别与路径选择》，《国际
安全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18 页。
Daniel Wartenberg, and W. Douglas Thompson,“Privacy Versus Public Health: The Impact of Current
Confidentiality Rules,”Am J Public Health 100, no.3(March 2010)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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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共卫生治理中数据跨境流动的中国研判与应对
面对公共卫生治理中健康医疗数据跨境流动的单边博弈选择，中国作为以自身的发展经
验填补了公共卫生治理的发展缺位。
（一）立法现状及不足之处
整体而言，我国正推动基于人口健康信息平台的健康医疗大数据深度挖掘。但我国尚无
专门的健康医疗数据专门立法，其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制也散见于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等文件中，呈现碎片化状态。详见下表。
序号

1

时间
2016

年

10 月 25

名称

涉及条款内容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第二十四章第二节规定推进建立统一归口的健康医疗共

要》

享机制，实现公共卫生信息系统数据采集、集成共享和

日

2
3

业务协同。
第九条第三款界定公共卫生信息系统“数据”的外延。67

2017 年 5

《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

月 19 日

境安全评估办法（修改稿）》

2017 年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

第三十七条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68运营者创设了数据储

月1日

全法》

存本地化的义务。
“网络信息安全”规定对外提供需合法经授权、赋予个人信
息删除权及更正权、新增数据泄漏通知机制等保护机制。

4

5

2018 年 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完善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加强健康医疗

月 25 日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

数据整合共享和应用，强化公共卫生与综合管理数据采

的意见》

集。

2018 年 9

《关于印发国家健康医疗

第三十条规定责任单位对健康医疗数据收集、共享、使

月 13 日

大数据标准、安全和服务管

用、销毁等环节中的职能定位与管理义务。

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6

2013 年 6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对个

月 29 日

防治法》

人信息保密义务。

2020 年 2

《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

规范数据切实保护个人信息，合法科学使用大数据助力

月4日

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

疫情防控。

修订

7

工作的通知》

8

2020 年 3

GB/T35273-2020《信息安全

个人信息控制者收集个人信息需满足合法性、最小必要、

月6日

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知情同意等内容，且明确提出需要建立适当的数据安全
能力，落实必要的管理和技术措施，防止个人信息的泄
漏、损毁、丢失、篡改。

67

68

后细化为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指南》A18b 项、c 项和 g 项。b 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过程中获取的传染病病人及其家属、密切接触者的个人隐私和相关疾病、流行病
学信息等”；c 项医疗机构和健康管理服务机构保管的个人电子病历、健康档案等各类诊疗、健康数据
信息；g 项个人和家族的遗传信息。
国家对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公共服务等重要行业和领域，一旦遭到破坏或数据泄露，则会对国家安全、
公共利益等造成严重危害，界定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实行重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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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20 年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

第十四条规定对外交流合作应当满足遵循法律法规，维

月1日

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条件。第
四十九条规定推动制定健康医疗数据采集、存储、分析
和应用的技术标准。

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缺乏专门性立法，相关条文较为原则化。针对
数据之立法尚处于征求意见阶段，其中《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仍处于完善阶
段。现有个人数据保护主要通过统筹性法律和行业规定进行规制，缺乏体系性，对于跨境流
69
动的要求更是呈现分散化状态。 公共卫生治理中应对突发事件对敏感信息、特殊主体的数
据跨境流动，并未给予专门规定，不利于弥合现实需求与人工智能带来的法律空白。第二，
限制政策过度抑制价值，流动过程技术保障薄弱。我国主要采数据本地留存副本、数据离境
前实施安全评估与要求数据中心建立在本国境内的限制政策。公共卫生治理中，忽略了数据
间的属性差异，健康医疗数据并未细致划分予以分级分类流动共享。且监管部门全面审批机
制不利于对数据的合理使用和分析挖掘，数据价值的发挥并未实现最大化。此外，数据跨境
流动中安全问题频发，技术薄弱不足以实现数据高效共享和质量保证的双重目标。第三，数
据治理能力待于加强，核心监测能力待于完善。健康医疗数据并未完全嵌入应急管理机制之
中，临床数据等并未整合到公共卫生服务和传染病监测中。对数据的有限访问，导致数据分
散在迥异的数据池中，数据共享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信息壁垒。而且，数据缺乏统一的标准、
一致的描述格式与相同的表示方式，数据库格式不一导致归集、共享与处理存在困难。囿于
全球疾病监测组织和系统集成度尚在构建，健康医疗数据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语言、术语与标
70
准化障碍 。
（二）国内建设
全球阻击疫情的实践经验表明，平衡审视数据跨境流动的开放性规则具有战略意义。以
精细化的法益衡量，实现健康医疗数据跨境流动的国内建设。
1 .平衡审视立法规则修订“出境”条款
设置紧急状态下健康医疗数据出境评估条款。合理确定我国“健康医疗数据”的内涵和
范围，指导医疗行业主管部门探索制定细化的重要敏感数据列表或者识别标准。考量健康医
疗数据泄漏或滥用、对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影响程度，综合分析出境的风险程度，设
71
置高中低风险，并分别采取完全限制出境、评估审批后限制及出境后履行备案程序等方式 。
针对事关全球公共安全的特殊前提下，明确无需个人授权同意而进行收集、共享和处理的健
康医疗数据“例外规则”，形成法律规制下的技术法治和包容性数据规则体系。
探讨个人健康医疗数据出境群体维度的权利属性。数据与特定个人相关联，但关联性恰
72
恰显现在数据所表达的意义，因而不足以认可个人对数据享有排他性的独占权利 。健康医
疗数据具有公共属性，其个人信息保护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来构建和维护；具有价值多
元性，除个人外，包含医院、医学研究机构、等其他主体均享有合法利益。降低个人对信息
自决权的合理期待，以知情、参与的方式改变同意、控制的固有局限，转化为进入或不进入

69
70
71
72

李艳华：《全球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路径与中国抉择》，《时代法学》2019 年第 5 期，第 114 页。
刘奕：《以大数据筑牢公共卫生安全网：应用前景及政策建议》，《改革》2020 年第 4 期，第 12 页。
阿里巴巴数据安全研究院：《全球数据跨境流动政策与中国战略研究报告》，2019 年 9 月 1 日。
Barbara J.Evans,“Barbarians at the Gate: Consumer-Driven Health Data Comm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izen Sc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Law and Medicine 42,no.4(2016):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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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特定的数据共同体，参与集体决策过程的权利 。以集体力量为健康医疗数据提供充分保护，
是跨境流动过程中实现生命伦理与国家数据安全的保障。
2 .嵌入区块链技术挖掘数据利用价值
为防范数据跨境流动频发的安全危机，健康医疗数据跨境流动须以技术保障加强全生命
周期监管，运用区块链技术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共享。信息技术的广泛发展，让世界各地的
74
医疗保健机构正快速转变为分布式数据存储库，为区块链技术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前景 。
强化数字身份管理，建立全国统一标识的医疗卫生电子实名认证与数据访问控制信息系
统。利用散列法为电子分布式分类账的加密数据块创建唯一的数字签名，实现归属多方参与
75
者数据的可信、公平的共享交换 。利用访问控制技术对访问人员的不同身份和属性设置不
76
同权限，实现分级分类的细粒度保护 。确保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数据共享平台自主可
控、稳定安全，从而实现健康医疗数据安全性评测和风险评估。在多元化健康医疗体系下，
将健康医疗数据分离个人隐私信息后置于区块链中，链接数据并采用 AI 技术分析得出客观
77
精准的医疗建议方案和公共卫生治理措施。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 ，
充分释放和共享健康医疗数据的价值，打破“信息孤岛”难题，实现数据的纵向联通、横向
78
联动，让社会在数据流通中获得集体性福利 。
3 .优化公共卫生治理监测核心能力建设
实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事先预防和快速反应，是将数据嵌入到公共卫生治理中的核心要
义，而事先预防和快速反应以国家监测核心能力建设为前提条件。
79

风险预防阶段，制定追踪全民健康覆盖的监测框架。 将临床数据整合到公共卫生服务
和传染病监测之中，建立跨部门、跨机构的国家级公共卫生监测分布式数据库，设置数据统
80
一的标准、一致的描述格式与相同的表示方法。比如建立信息数据接口和传输协议 。同时，
81
建立国家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科研攻关机制，囊括实验室研究网络、科技支撑平台网络 、生
物医药产品研发网络等，普查和监测新发及潜在传染病病原体，建立公共卫生危机发生模型
82
和模拟系统 。
应急处置阶段，优化网络直报系统垂直管理的动态监测机制。统一疫情及事件信息的口
径、报送标准及报送方式等，实现实施核查与更新，构建联防联控体系以应对疫情的多点触
83
发。提升决策咨询机构 CDC 的地位，推进披露赋权机制，发挥专业管理机构之作用。 此
外，促进多维度的健康医疗数据流动，利用数据追踪移动轨迹、建立个体关系图谱，将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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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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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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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ara J.Evans,“Power to the People: Data Citizens in the Age of Precision Medicine,”Vanderbilt Journal of
Entertainment and Technology Law 19, no.2(2017):263.
熊辉等：《区块链技术与医疗健康大数据应用简析》，《中国市场》2020 年第 11 期，第 159 页。
Lucas Mearian.数字医疗和区块链的完美结合.计算机世界,2019-05-20(004).
王翔：《健康大数据平台的“区块链治理”》，《网络空间安全》2019 年第 12 期，第 51 页。
黄毅峰：《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机制:理论、实践与构想》，《东方论坛》2020 年第 2 期，第 102 页。
张玉洁：《公共卫生风险下的医疗数据流通及其治理变革》，《河北法学》2020 年第 6 期，第 52 页。
Krishna D. Rao, et al., “Progress towards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in BRICS: Translating Economic Growth
into Better Health,” Bulletin of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no.92(2014):429.
刘奕：《以大数据筑牢公共卫生安全网：应用前景及政策建议》，《改革》2020 年第 4 期，第 14 页。
包括菌毒种保藏中心、细胞资源中心、实验动物资源中心、数据科学中心等。
刘远立等：《加强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以科学认识和把握疫情防控的新
常态为视角》，《行政管理改革》2020 年第 3 期，第 14 页。
黄毅峰：《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机制:理论、实践与构想》，《东方论坛》2020 年第 2 期，第 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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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数据集合形成群体数据，精准定位疫情传播路径、防控疫情扩散 。加强公共卫生大数据监
测信息平台体系建设，改进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监测机制，以建立动态监测应急反
85
应机制。设置首席公共卫生数据科学家，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共卫生危机预警指标体系 。
（三）国际参与
大时代呼唤大智慧，大危机孕育大变革。以 WHO 为主导、以国际法为遵循的公共卫生
治理国际合作机制是着眼人类未来的深邃思考，亦是解决现实危机的正确路径。
1 .强化 WHO 职权推动 IHR 缔约国履约条款修订
WHO 需要重塑角色职能，调整现有提供专业技术规范的指导者身份，转变为推动缔约
国履行 IHR 国际规则的领导者。而角色的重塑有赖于 IHR 文本的重塑，灵活运用解释条款，
修订模糊处理条款，强化缔约国履约义务。
在文本重塑方面，强化 WHO 的法定能力。文本重塑的重中之重在于第五条和第六条的
监测、通报义务能力建设。一是充分利用 IHR 文本通报共享的沟通机制，注重事件发生国
与周边国家、其他缔约国之间的平行数据交流渠道，实现监测数据快速预警反应，防止疫情
跨境蔓延。二是新增鼓励缔约国间健康医疗数据和技术共享的指导性条款，构建缔约国之间
形成互利互惠的健康医疗数据共享体系。在角色重塑方面，强化 WHO 的协调领导能力。从
制度上保障和规范缔约国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确立对不履行国际义务的国家制裁措施，以规
则化形式为各缔约国采取措施提供可预见性和合法性依据。完善国际卫生政策评审机制，有
效地监督和促进缔约国履行 IHR 中国际义务条款。此外，确保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一是提
升强制收取评定会费的比例，用于提升 WHO 预警及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二是注
重非营利性国际组织和大型跨国公司作用的发挥。
2 .提升公共卫生治理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
作为 WHO 的创始会员国之一，中国以身作则，恪守国际道义；以行践言，践行大国担
当。COVID-19 是危，亦是机，危中寻机是希望与智慧，借助公共卫生治理中成功的经验，
中国应顺势而为提升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
提升数据治理能力，增强规则制定话语权；承担积极治理责任，推进国际交流合作。中
国作为大国应积极承担 WHO 与其他缔约国的中枢协调作用，牵头制定公认的健康医疗数据
86
跨境流动的国际规则。 在 WHO 框架下，形成对健康医疗数据保护更具约束力的协定，最
87
大化提升数据利用的透明度。 加大共享初级形式和中级形式的基础性健康医疗数据，推动
全球健康医疗数据互融共通；平衡高级形式个人健康数据的利用，建立国别保护机制，联合
跨境健康医疗企业，通过公私合作，加强数据流动的安全感知与检测溯源，打造全球数据安
全高地。此外，可建立互信的白名单列表，制定指引性健康医疗数据跨境流动协议范本，细
致规定使用目的、处理方式和保护技术等，在满足各缔约国数据主权的前提下，优化评估程
序、简化审批流程。中国也可依托全球公共卫生中心对外提供援助，为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建
设脆弱的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而且，可主导倡议建立全球性公共卫生互助机制，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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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发珍，赵官虎：《大数据环境下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体化治理研究》，《电子政务》2020 年第
5 期，第 34 页。
裴刚：《基于大数据的公共卫生危机预警机制研究》，《职业卫生与应急救援》2017 年第 4 期，第 386
页。
刘学涛：《个人数据保护的法治难题与治理路径探析》，《科技与法律》2019 年第 2 期，第 25 页。
P.Sean Morris,“War Crimes' Against Privacy-The Jurisdiction of Data and International Law,”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Law 17,no.1(January 2016):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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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和联合国多边组织的权威，建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健康医疗数据跨境流动方面易操
88
作的持久机制 。
3 .多边框架下构建公共卫生治理数据跨境流动常态化平台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多边架构是开展国际集体行动的主要平台，依托平台构建包容
性、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是公共卫生治理多边合作方式和机制建设的实现路径。WHO 是全
89
球抗疫合作的“协调者”，亦是全球抗疫薄弱环节的“补位者” 。为此，缔约国应当积极
推动以 WHO 为核心的全球公共卫生数据信息平台建设，重点突破阻碍全球数据信息共享的
90
体制机制弊端，提升对疫情的认知能力 。
借此契机，中国可依托 WHO 倡导设立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数据共享常态化合作平台，
形成国际公共卫生数据安全网。该数据共享合作平台的建立需要三个保障。一是机构保障，
可设立公共卫生治理监测委员会，制定公共卫生危机联防联控行动计划，为 WHO 执行全球
卫生治理工作提供政治共识。二是专业保障，成立公共卫生治理国际专家智库，鼓励专家团
队共同研究病毒、联合研发特效药和疫苗。定期定时开展常态化世界各国卫生防疫专业人士
及政府高官会谈，为公共卫生治理领域权威人士提供高级别交流契机。三是协调保障，发挥
其他国际组织的协调配合作用。比如，与国际电信联盟（ITU）全球信息共享网络弹性平台
形成数据接洽，挖掘健康医疗数据流动价值潜力。多边平台犹如杠杆，撬动了各方资源与能
力，扩展了 WHO 原有基础资源和行动能力，可实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资源与能力的联结
与整合。

七、结语
COVID-19 引发的深刻社会变革，需要人类共同反思过去、分析现状与透视未来。数据
流动彰显国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重要驱动力之时，健康医疗数据流动亦能驱动公共卫生风
险监测理论范式与组织协调。因而，须挖凿融通全球卫生数据池，实现数据利用内在价值。
唯有此举，才可在 WHO 领导与 IHR 遵循前提下，保障健康医疗数据的真实完整，打造高
效、安全与透明的数据协同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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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忠法：《新冠肺炎疫情事件的法律应对》，《海关与经贸研究》网络首发，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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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Data Cross-border Flow in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AN Bao-shuang

Abstract:Digital technology enables global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and demonstrates the
efficiency of data sharing governance. Limited by the sensitivity of health care data, how to
consider and choose the game between "promoting the free flow of data" and "data localization"
faced by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s a problem that can not be
bypassed or easily solved to realize the cross-border flow of data with the international law source
of the world health regul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data cross-border flow is
subordinate to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cooperation governance mechanism. The cross-border flow
of data with health governance as the core presents three patterns from low to high. However, the
parties can not reach an effective consensus on the middle and high-level pattern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n view of thi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xamine the model clauses and explore the
path of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who depends on the willingness and good faith of member
countr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world health regulations also depends on the
core competence and compliance of the parties. States parties focus on different considerations,
which leads to the game choice of travel alienation. In addition, it also raises the issue of clause
applic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global crisis of anti epidemic governance.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deficit of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and build a community of human health, China must face up to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relevant laws and standards system of data cross-border flow in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and realize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data cross-border flow in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mestic constr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Keywords:Public Health
Mechanism;Game Choice

Governance;Data

Cross-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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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野下我国防控境外疫情输入的制度完善
曾文革 邓月
（重庆大学法学院，重庆 400044）

摘 要：国家公共卫生治理能力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决定了我国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公
共卫生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我国公共卫生治理提出了新要求。随着全球化的推动，我国公共卫生治理面临着巨大的挑
战，这也将倒逼我国不断提升公共卫生治理能力水平，实现国家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境外疫情输
入已经成为当前疫情防控的突出风险，严防严控境外疫情输入现已成为我国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一系列制度问题
逐渐凸显。以国家公共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对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分析防范疫情境外输入过程中现
存的一系列制度问题，推动边境检疫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提升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检疫能力，使境外疫
情防控水平符合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关键字：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现代化；全球化；境外疫情输入；国境卫生检疫法

引言
国家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理念指导下我
国国内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已经得到基本控制，新增病例不断下降；但是随着国外疫情的爆发，境外人员纷纷涌向国
内，防范境外疫情输入成为我国疫情防控的关键。但是由于我国防控疫情境外输入存在制度缺失，导致境外疫情输
入型病例不断增加，国内疫情防控工作停滞不前。为此有必要从国家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对我国防控境
外疫情输入的制度分析，针对我国防控疫情境外输入制度的不足之处提出完善性建议。

一、 我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全球化挑战
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我国的公共卫生问题治理改革指明了新方向，对公共卫生相关法律法规、公共卫生
治理主体的协同能力、应急管理能力、技术支持能力和国际合作机制提出了新要求。但是全球性卫生问题的严峻形
势、我国现有卫生治理制度的漏洞以及国际公共卫生治理的缺位彰显了我国公共卫生治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新
形势下，我国也应正视全球化挑战，立足“实现全民健康”理念，不断完善我国公共卫生治理机制和法律制度，助
推国家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现代化。
（一）我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国的公共治理问题提供了行动纲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在现代化建设的基
础上，不断增强依法治国的能力，将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成国家管理的能力。国家治理能力展现了我国治理机制
的成熟度，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1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构建
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环节。
1、健全完善的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



2019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 19JZD053)；重庆市国际法
导师团队项目（编号 022600111200107）、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人文社科专项“一带一路”陆上贸易多边规则体系
构建研究（编号 2019 CDJSK 08 PY 24）研究成果。
1 郑言,李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 年第 2 期，第 5-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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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就是法治，法治体系的健全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2健全的公共治理法律体
系是推进公共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有效保障。因此这要求我们始终坚持“让全民共享健康”的理念，加强公共卫
生防疫和重大传染病疾控相关立法，将立法目标上升至国家卫生安全的高度；及时修编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
细化公共卫生问题的认定标准、应急响应的程序规定等法律条文，形成一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公共
卫生治理法律体系，3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公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
2、系统协调的公共卫生协同能力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随着社会发展的逐渐复杂化，国家对公共卫生管理主
体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完善我国的公共卫生行政水平，推进卫生机构责任边界法定化，形成扁平化的政府组织
机构。其次，公共卫生问题不是单一机构或组织能够解决的, 因此多元的公共卫生治理主体间的协作能力已经成为
国家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改革方向，要求促进单一主体治理向多中心主体治理的转变，4形成以政府治理
为关键，生产企业、医疗机构、民间组织等社会治理为重点的联防联控运行机制，提升多主体公共卫生协同能力。
3、快速高效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
公共卫生问题传播范围大、涉及方面广的特点决定了公共卫生治理必须提升集“预防、控制、治理”一体的突
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首先，保证以国家领导，地方主导的公共卫生预防监测能力，明确预防监测能力量化标
准，提升公共卫生问题可控度；提升对公共突发事件的决策能力。其次，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
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5做到指令清晰、系统有序，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最后，建立分级分层的救治
机制，及时推广有效的救治方案。
4、持续可行的公共卫生技术支持能力
公共卫生监测和应急处置能力是全面高效地提升国家公共卫生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有效手段，是促进国家公共卫
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以大数据驱动公共卫生管理智能
化，将信息化贯穿公共卫生问题监测分析、病毒溯源、应急管理的资源调配始终，为公共卫生监测和应急管理体系
的建立提供技术支撑。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公共卫生监测系统，建立国家和地方的双层预警网络，打造
卫生部门、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等多渠道的报告平台；建立突发公共卫生问题多部门智能化信息监测和预警平台，
构建全国公共卫生信息资源分享系统，更好的用信息化手段跟踪公共卫生问题发展态势。
5、共享共治的公共卫生国际合作机制
人口流动范围的扩大和交通运输等行业的迅速发展在拉近世界距离的同时，也缩短了病毒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传播的距离和时间，加大了国际公共卫生问题的解决难度，使得世界公共卫生治理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国家公共
卫生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国际社会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面加强国际合作，以强有力的公共卫生安全的国
际规则为导向，建立国家之间新型公共卫生伙伴关系，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速度，促进公共卫生领域“单
一治理”到“全球治理”的转变。定期召开公共卫生部长级会议，加强信息分享，开展防疫合作，建立国家间公共
卫生联络机制，注重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速度的培养。6
国家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改善我国公共卫生治理现状，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提升公共卫
生服务质量提供了改革方向。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国家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探讨应对境外疫情输入的问
题，以有效防范境外疫情输入，保障公民健康和国家安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当前我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面临的全球化挑战
公共卫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是国家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我们要正视我国公共卫生治理面临的全球
2
3
4
5

6

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法学》2014 年第 4 期，第 5-27 页。
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求是》2020 年第 5 期。
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国行政管理》2014 年第 2 期，第 24-28 页。
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
报》2019 年 11 月 6 日，第 001 版。
习近平：《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人民日报》2020 年 3 月 27 日，第 0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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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挑战。
第一，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日益严峻。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加快，突发性公共卫生问题传播速度日益加
快。非典自发生以来经过 138 天感染人数就达到 1190 例，寨卡病毒盛行不到一年时间就从巴西扩散至 40 余个国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到两个月就传播到 100 余个国家。同时，新的公共卫生问题不断出现，呈现出多发性、复杂性、
扩散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的特点，由于其病毒的性质，病因追踪溯源面临严峻考验，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结果。
第二，我国现行制度不能解决疫情跨境流动问题。一方面，现行检疫法律法规不能和实际情况相适应。随着经
济发展和人口流动加快，在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传播速度也陡增，疾病扩散范围不断扩大，使国境边境
检疫机关的压力不断增加，然而边境检疫法律法规相对滞后，不能有效应对跨境公共卫生问题，导致我国公共卫生
治理更加艰难。另一方面，境外人员入境所带来的一系列管控措施尚无完善的规定。入境人员包括到中国籍华人、
华侨、外国籍人士等，其涉及到外交、检疫等多个部门的管理；入境人员入境后需要进行健康检疫、社区隔离等流
程的实施。多样化和过程的复杂性要求我国加强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政府和社会等治理主体的相互配合以
有效控制疾病传播，提升我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我国必须提高国家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和水
平，建立健全公共卫生管理机制，确保边境卫生检疫工作有效进行。
第三，国家之间缺乏有效的公共卫生合作机制。由于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人口和商品流通日益密切，国家之间的
公共卫生治理合作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公共卫生合作方式单一，主要表现在：1、当前的国际
合作机制多聚焦于非典、艾滋病等特定疾病的公共卫生合作，无法有效应对纷繁复杂的突发公共卫生问题。例如中
国与东盟签署的《防止非典联合声明》、《防止禽流感会议联合声明》；中美签订的《中美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谅
解备忘录》；亚太经合组织签署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非典”合作行动计划》。2、国际间的公共卫生合作方式
多局限于通过派遣医疗队、提供资金和医疗物资等公共卫生援助，而对于跨国间的物品流通、人员流动管理尚无统
一的合作机制。3、国际之间的公共卫生合作大多停留在声明、宣言等软制度层面，缺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共卫
生合作机制。4、卫生合作层次较为单一，主要以政府间的官方合作为主，非政府组织在卫生领域的巨大优势尚未
被充分发掘和引导。
第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构能力不足。世界卫生组织（WHO）作为国际公共卫生问题的指导机关，在国际
公共卫生问题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缺少及时全面准确的公共卫生信息通报保
障制度以及缔约国义务的强制履行制度；再比如：世界卫生组织针对埃博拉病毒的反应不及时；自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成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以来，尽管世界卫生组织不建议采取任何限制旅游和贸易的措施，但
是许多国家（地区）仍然采取了不恰当的多领域的极端限制措施。

二、防控疫情境外输入的紧迫性需要国家公共治理能力现代化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在我国境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各地确诊病例逐渐清零，新增发病数逐渐下降。但是国际
形势愈发严峻，截止到 4 月 2 日 24 时，全国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达 870 例。7疫情境外输入现已成为我国新
增病例的主要来源，北京、浙江、广东深圳、四川成都、宁夏等国内多地出现境外输入性确诊病例。严防严控疫情
境外输入已经成为我国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第一，我国疫情得到初步控制和国外疫情爆发，境外人员赴中国避险日益增多。我国严格的防控措施成果显著，
截止到 3 月 17 日已有湖南、云南、江苏等 12 个省（区、市）现有确诊病例清零。截止到 4 月 2 日 24 时，国内新
增确诊数不断下降，现已将至三位数以下。8再加上国内丰富的医疗资源，使得大量境外人员纷纷到中国境内避险。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国的陆、海、空口岸入境的人员日均 12 万人次，在境外疫情严重
国家和地区有旅游史和居住史的入境人员高达 6.7 万人次。9
第二，国际方便快捷的交通运输使得人员跨境流动日益频繁，疫情防控更加艰难。口岸的多条快速通道设置、
网上申报的便捷手续、多个国家之间的免签政策大大地降低了入境人员的通关时间，促进了跨境便利化程度。而有
7
8
9

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刘海涛：《防范境外疫情输入风险》，《人民日报》2020 年 3 月 27 日，第 0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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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控制疫情扩散的关键环节就是以“边境防控”为总抓手，监控好疫情输入途径，对入境的病毒感染者和密切接触
者及早做出隔离处理。但是目前我国的边境防控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导致在边境防控过程中存在很大的漏洞，
不仅增加了境外人员入境后传播和扩散病毒的风险，还阻碍了有效控制疫情的进程。因此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和制度体系，建立更快捷、更高效的程序和机构，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境外疫情输入情况，是目前我国当下必须予以
关注的重点环节。
第三，境外人员大量入境会带来严重后果。截止北京时间 4 月 2 日 17 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到
896450 例，已报告病例的国家达 204 个。10自我国出现首次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以来，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在全国
新增确诊病例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升高。3 月 4 日到 4 月 2 日，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占全国新增病例比例从 1.4%增
加到 93.5%。11绝大多数输入病例都来自意大利、西班牙、伊朗等确诊病例均超一万人次的国家。境外输入确诊病
例涉及到甘肃、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省市。12一旦出现一位入境人员确诊的情况，其入境途中、入境后的活动
范围所涉及的人员都有被传染的可能性。因此，口岸联防联控作为境外疫情输入防范的关键环节。如果不严防死守，
仅仅只关注国内疫情发展状况，随着境外人员入境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同样会加重国内疫情严重程度。完善我国
国境边境防控防疫制度有利于疫情源头把控，有利于完善我国边境防疫防控管理体系，加强检疫机关的预防和监测
能力，有效地切断疫情跨境传播通道，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和谐稳定。有利于提升我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能力，与国际的卫生要求相一致，共同打造健康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任
何国家都不再是“孤岛”，加强疫情境外输入的防控对全球战胜疫情至关重要。

三、 公共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应对疫情境外输入制度能力建设的不足
根据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现代的具体要求，我国应该从法制保障、运行机制、应急管理、技术支撑、国际合作五
个方面出发形成防控防疫的一套完整闭环，有效地解决国家公共卫生问题，保证人民的生命健康。在我国国内疫情
得到基本控制的情况下，现新冠病毒病例主要以输入型为主，在继续与疫情抗争的同时，应对疫情境外输入管控环
节的制度问题也日益凸显。
（一）公共卫生管理体制中涉外职能不够
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是公共卫生问题管理工作的“中枢系统”。专业化、权威化、系统化的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有
利于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极大程度地降低了公共卫生问题带来的损害。应对境外疫情涉及到持有中国签证、
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入境管理、国际航班船舶运输、入境口岸检疫等问题。由此可见，仅仅依靠国内现有公共卫生管
理体制不足以妥善应对境外疫情输入日益严峻的形势。然而我国现有公共卫生管理体制中涉外部门的职能作用却尚
未得到有效发挥。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下称《国境卫生检疫法》）中只是赋予了国边境
卫生检疫机关的检疫和上报工作，无权及时地对发现的卫生问题做出处理。再例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防治法》（下称《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我国形成了以行政
卫生部门为核心，医疗机构、疾病预防中心、疾病科研院所等为辅助的公共卫生管理组织体系，但是对于含有涉外
因素的部门诸如外交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的职能运作却未将其囊括在内。
（二）现行法律规范能力建设与现行《国际卫生条例（2005）》契合度不够
目前我国应对境外输入的法律依据主要有《国境卫生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
（下称《实施细则》），其是以国际卫生组织（WHO）制定的《国际卫生条例（1969）》为蓝本制定的。目前，
国际上的法律法规、全球病毒的传播以及检疫情况和检疫能力都有了较大的变化，虽然经过 2007 年、2009 年的修
改，但只是改动了其个别条款，并未实质修改《国境卫生检疫法》的内容，和现行《国际卫生条例（2005）》（下
称《条例》）的理念和要求有较大差距，同时亦不能和边境口岸防疫程序和措施等方面的实际情况相契合。主要体
现在：1、现行法律与《条例》概念上的不对应。13《条例》中增加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规定，然

10
11
12
1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Situation Report–73,2020.
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数据来源：各地卫生健康委员会。
龚向前：《论<国际卫生条例>在中国的适用》,《河北法学》2006 年第 4 期，第 62-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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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境卫生检疫法》仍将检疫范围限定在“检疫传染病和监测传染病”两个方面。所以针对突发事件，国家只能
通过“通知”、“公告”的方式应对。2、《条例》附件中有规定检疫机关检测和应对的核心能力要求，《国境卫
生检疫法》第十五条中只是规定了国境卫生检疫机关有监测的权利，《实施细则》第九十七条、九十八条规定了监
测的对象和内容，但是并未对检疫机关监测的能力做出具体要求。
（三）部门和地区之间联防联控机制不成熟
当前新型冠状肺炎主要以输入型病例为主，边境检疫机关在疫情防控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但是如果仅凭单一
部门的防控措施无法有效地遏制疫情的传播。从境外疫情的防控包括入境医学监测、疑似及确诊病例患者的隔离诊
治、密切跟踪者的追踪等多个环节，涉及到外交、公安、海关、民航等多个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分析最近几例输
入型病例可以发现，大多入境人员活动轨迹涉及多个省市和地区，因此境外疫情的防控不仅涉及到多部门之间的防
控协调，还牵涉到跨地区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联防联控措施。一旦一个环节监测缺失，容易造成防控链条断裂，
增加疫情潜在风险。所以加强多部门和跨地区之间的联防联控合作机制至关重要。
（四）防控过程中联防联控配套措施不足
防控过程中联防联控配套措施不足，主要表现在：1、隔离制度的法律依据不充分。《国境卫生检疫法》、《实
施细则》、《传染病防治法》均对隔离等控制措施做了相关规定，但是强制隔离制度仍然存在缺陷。第一，隔离实
施主体不明确。《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分别规定了医疗机构和人民政府有权隔离，两个部门之
间职能重合不利于隔离制度的有效实施。同时，当行政相对人寻求救济时，对哪一个部门是隔离措施实施的责任主
体并无规定。第二，隔离程序不具体。14《传染病防治法》只是在第五十六条规定了执行职务人数和行政人员和行
政相对人签名的程序，对于行政主体的告知义务和充分的理由说明、隔离决定的送达等均无具体规定。第三，缺乏
对行政相对人的救济程序。《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一条只是规定了对生活保障和工作报酬的规定，尚未有行政决
定错误或行政相对人对该行政决定不服的救济途径。15第四，隔离对象不清晰。《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条要求
对病人、病原携带者进行强制隔离，但是对密切接触者是否强制隔离却无统一规定。然而对密切接触者的管控是有
效控制疫情的关键。在实施过程中，法律规定内容不具体容易导致行政权力的滥用，出现不公正不规范的执法情况，
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护。2、对入境人员隔离期间和治疗期间的费用是自费还是免费全国尚无统一标准。目
前我国各省市对于入境人员隔离期间的费用问题主要有三种形式：（1）对疫情严重国家入境人员集中隔离费用自
理，诸如上海；（2）对所有入境人员集中隔离费用自理，诸如武汉、荆州、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3）一般
情况下隔离费用免费，对于隐瞒、谎报旅居史和接触史的入境人员费用自理，对于例如江西新余、四川内江等地。
对于境外输入型病例，大多数省市规定未参加医保的确诊患者自理诊疗费用，但是对于瞒报、缓报、故意逃离医学
检查的确诊患者是否自费全国尚无统一的规定，只有少数省市规定了不主动申报的健康情况的入境人员的医疗费用
自理。3、检疫工作人员责任机制未细化。《国境卫生检疫法》第二十三条只是规定了国境边境检疫工作人员应当
秉公执法，但是并未细化该条款，较为笼统。对于何种违法失职行为给予何种行政处分并未有具体的规定。
（五）缺乏紧急状态下封闭边境的应急机制专门规范和应急预案
口岸防疫作为国家防疫的最前线，其地位和作用愈发重要。紧急状态下封闭边境的应急预案能够对边境防控做
出详细的安排，在应急系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是防控境外疫情输入的行动指南。然而目前我国紧急状态下的应急
管理仍然存在很大问题：1、法律规定不细密。《突发事件应对法》是我国第一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综合性法律，
第四十九条、五十条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措施进行了规定，但是并未
提及封闭边境等类似的应急措施。《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规定了由国务院决定封闭国境以及设定了出
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配合和报告义务，但是缺少对紧急状态下封闭边境的决策主体、封闭期限、封闭范围等内容的
专门规范和预案机制。如果出现紧急情况，严防防控境外输入的工作无法有效开展。2、缺乏部门和专项预案之间
的协作条款。16封闭边境涉及到多部门之间的合作、人员分配等问题，然而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中并无与其他部门如何协作的条款。同时，部门预案与专项预案中也存在部门职能重合问题，容易出现部门之间相
互推诿的情况。
14
15
16

王祥：《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律制度的完善》，天津师范大学 2014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15-25 页。
方立新，邵亚萍：《行政强制隔离制度》，《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4 期，第 66-74 页。
曹海峰：《新时期国家应急预案体系再定位与系统重构》，《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 第 6 期，第 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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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境边境卫生检疫信息化能力不够
疫情信息的获取、收集、利用是有效地解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难题的关键。17卫生检疫信息化的高效运转能将
输入型疫情的第一道防线国境口岸检疫工作加固筑牢。现行《实施细则》仅仅只在第二章规定了发现疫情向卫生检
疫机关通报的制度，并未建立完善的信息通报制度以及数据网络系统。不仅是疫情信息，航班运行、客流量输入、
交通运行等信息也是防控疫情应该关注的部分。在实际操作中，疫情的信息收集也尚不全面，信息采集渠道单一，
信息来源真实性有待商榷，部门之间疫情信息共享程度低。
（七）跨境国际合作机制不完备
输入型病例往往牵涉到多个国家，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加强协同防控力度，做到出入境疫情相关人员信息共享，
将防控关口前移，那么口岸出入境的压力也会随之减少，更有效地防范疫情。但我国目前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公共卫
生合作机制尚未成熟，主要表现在：1、国家与国家之间缺乏信息共享机制和疫情沟通协调机制、疫情监测数据并
未有效用于卫生检疫的工作部署。疫情防控不能仅仅着眼于入境检疫措施上，如果将防范关口前移，在入境人员入
境前即掌握其是否有重点国家旅游史和居住史以及同行人员的健康状况等信息，那么全国海关口岸防范境外疫情输
入的压力也会大大地减少。而掌握这些信息的关键在于国家之间的疫情信息互联互通。2、国家间缺少医用物资紧
急调配通关便利渠道。医疗物资是应对公共卫生问题的保障，但是国家间缺乏通关便利机制，大大增加了物资补给
的时间，增加了疫情防控的难度 3、缺少统一的防范境外疫情输入防控措施。比如：尚未统一出入境健康申明卡标
准、未统一禁止入境的标准等。邻边境国家应对境外疫情输入措施的不一致，容易导致一些人寻找防控制度上的漏
洞，不利于境外疫情输入的有效防范。

四、 国家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野下应对疫情境外输入的制度完善
我国目前在应对疫情境外输入过程中存在漏洞，与国家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这就需
从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现代化的具体要求出发，及时完善国家应对疫情境外输入制度，更新境外防控体系，明确境外
疫情输入应对主体职责和权限，提升应对境外疫情输入能力要求，有效防止人员跨境流通中疫情的输入和输出，打
赢这场疫情防疫阻击战。具体来讲，应对境外疫情输入的制度完善主要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构建和完善内外统一的公共卫生管理体制
对内卫生管理体制是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基础，对外卫生管理体制是保障，两者密不可分，共同构成防范境外
疫情输入的有机整体。在对内管理体制有效运作的基础上，及时优化创新公共卫生管理制度体系。其一，加强公共
卫生管理顶层设计。统筹境外疫情输入防控建设，由国务院统一领导，加强对内部门和涉外部门的统筹调配，搭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协同联动方案。其二，提高外交部、商务部、交通运输部、海关总署等涉外部门在应对境外疫
情输入中的地位，吸收涉外部门在防范过程中的决策建议，促进公共卫生管理体制一体化，完善内外统一的管理体
制，形成全过程的公共卫生管理。18
（二）对标国际法律及时修订边境检疫职能法律法规
及时修订《国境卫生检疫法》等边境检疫职能法律法规，使之符合《条例》的宗旨和要求，与国际标准保持一
致，以提升边境检疫机关的执行能力，有效遏制疫情境外输入。其一，修订《国境卫生检疫法》中适用的范围，增
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念，并相应增加监测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具体条款，填补我国在应对突发事件
上的法律空白。其二，根据《条例》附件 1 的内容，在《国境卫生检疫法》中对国边境卫生检疫机关的监测和通报
能力进行规划，并用法律的手段加以确定：（1）48 小时内评估和通报的能力；（2）24 小时昼夜执行技术分析、
现场支持、部门协同、社会协作的能力；（3）确定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信息通报和联系的对口单位。
（三）完善多部门和跨地区之间的联防联控机制
集中力量防范境外疫情输入风险能有效地掌握人员流动信息，及时监测和预测疫情变动，推动疫情防控工作有
17
18

冯翔宇,刘尧志：《浅析卫生检疫信息化状况和展望》，《口岸卫生控制》2012 年第 2 期，第 9-11 页。
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03 年第 7 期，第 6-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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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开展。其一，防范境外疫情输入应急中心常态化。一方面，跨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合作对于有效防范疫情有着重要
作用，搭建多层次、全链条、立体化的防控体系有力有效防控境外疫情。国境卫生检疫工作不是一个检疫部门能完
成的，需要海关、卫生等相关部门的相互配合。我国目前尚未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门统筹负责境外疫情防控工作，
有效协调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工作。从国际上来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组成部门之一便是全球移民和检疫部，
负责入境卫生检疫，指导、监督医学检查，应对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9再如，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以“整合
式边境管理战略”为指导思想保证边境管理活动的一致协调。20另一方面，多部门和跨地区之间协作关系如果只建
立在各部门领导人临时意见的基础上，是没有保障和不系统的。通过一个部门来负责统筹工作，建立联防协同机制，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国境卫生检疫的效率，有效防止疫情的输入和输出。其二，学习借鉴部分省市的联动互动合作机
制，建立高效权威的跨省（区、市）领导小组和联合实施细则。例如目前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启动实施东北
三省互动合作机制，推动实施“防输入”三省联动。省际之间建立信息共享、协商研判等协作机制，有利于形成“网
格状”防范体系，实现疫情信息互联互通，有效防范疫情输入。
（四）细化联防联控配套措施
其一，用法律制度约束隔离措施实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力，隔离措施作为源头控制的必要
手段能有效遏制病毒的传播，但是隔离制度也存在各种缺失，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程序性的控制能有效
遏制行政人员的权力滥用。21因此应将隔离措施程序限定在法律的框架内，加强对行政执法工作人员的行为约束，
从源头上减少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例如，在《实施细则》中明确隔离措施的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增加密切接触者
且无症状者自行居家隔离不得私自外出的条款；明确行政主体对隔离对象的详尽的说明义务以及隔离措施的实施程
序；行政相对人的救济途径。其二，统一隔离费用和医疗费用自理标准。面临日渐严峻的输入型疫情形势，为有效
加强境外疫情输入防控力度，建议各省（区、市）对所有境外人员一视同仁，一律要求所有入境人员集中隔离 14
天，隔离期间费用自理；各省市统一规定未参加医保的境外输入病例患者和隐瞒、谎报病史的患者医疗费用自理。
同时，为了避免某些地区“高价隔离”，相关部门应当根据隔离场所、隔离方式的不同制定隔离自理费用的范围标
准，为各地制定自费隔离标准提供指导性意见。其三，可参照《传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五条至七十七条的条文规定
在《国境边境检疫法》中增设对边境检疫工作人员隐瞒、谎报、故意泄露他人个人隐私等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与此同时，增加对检疫工作人员的监督条款，加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相关监察组对检疫机关的监督问责工作，确保
检疫工作的有效开展。做到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强化执法监督和稽查力度，确保边境检疫措施实施到位，
对违法失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其四，加强边境检疫人员的队伍建设。检疫作为防范疫情输入的关键环节，对边境
检疫人员的检疫能力也有很高的要求。因此应注重边境检疫人员的专业素质培养和能力提升，通过执业资格认定、
轮岗培训22等措施加强检疫人员业务水平。
（五）制定紧急状态下封闭边境的专门应急规范和紧急预案
其一，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将实施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限制公民权利、法律授权等重大事项法律化，确保
边境执法依法有据。其二，启动《突发事件应对法》的修订及相应的配套工作。紧急预案属于规范性质的文件，需
要上位法的支撑。在现行法律法规体系中，应对边境检疫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规范仍存在一些漏洞且两者之
间尚未有效衔接。因此建议于《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九条、五十条中增设封闭边境的应急处置条款，为《国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修编提供法律依据。其三，借鉴参考他国应急管理模式以完善我国紧急状态下的应
急预案体系。例如美国应急管理法制包括法律法规、总统令等多位阶的规范性文件，为预案的实施提供了坚实基础。
23
其三，正确处理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冲突。紧急措施有利于疫情的防控，但是容易对公民权利造成侵犯。因此在实
施过程中要坚持合法性原则、比例性原则，将紧急状态下的应急措施对公民权利的影响降到最小。24其四，对《国
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进行适当补充。一方面，将紧急状态分级化，为封闭边境的实施提供可量化的标准；
明确紧急行动流程、指挥机构职责定位和问责机制、信息收集与通报等内容，提高边境防控应对效率。另一方面，

19
20
21
22
23
24

周燕楠等：《美国国境卫生检疫工作机制概述》，《中国国境卫生检疫杂志》2017 年第 3 期，第 209-212 页。
周烨,唐超：《欧盟边境安全风险防控模式的借鉴》，《广西警察学院学报》2018 年第 4 期，第 77-83 页。
周丽婷：《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及其程序性控制》，《新闻与传播评论》2012 年第 1 期，第 45-49 页。
王少华等：《首都机场口岸核心能力建设现状和能力提升措施》，《中国国境卫生检疫杂志》2017 年第 6 期，第 435-437 页。
张明：《美国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经验借鉴研究》，《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2015 年第 5 期，第 154-158 页。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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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部门责任，加强部门组织之间的协调与配合，避免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的情况，提高应急预案的协调性和有效性。
（六）提升边境检疫信息化能力
其一，提升卫生检疫信息系统化能力。检疫信息系统化能优化和重组检验检疫工作流程，突破时间和空间的桎
梏，最大限度地提升防疫效率。继续深化研究、完善《检验检疫业务信息数据元规范》，通过对卫生检疫信息分类、
疫情信息模型构建等方式，为防控防疫政策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其二，提升卫生检疫信息智能化能力。利用人工智
能健全境外疫情信息管理，将疫情信息模块化，建立境外输入人员地理时空数据库，及时跟踪和分析数据信息，准
确预判严重程度。25其三，提升卫生检疫信息共享法治化能力。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健全创新信息交流的渠道，做
到数据资源共享。建议增加国境卫生检疫机关与交通、电信、卫生等部门之间的卫生信息交流条款，协作做好针对
出境入境人员的卫生检疫措施，实现疫情信息的系统整合和高效利用。
（七）完善跨境国际合作机制
加强国际合作是应对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必由之路。其一，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协调和指导作
用，推动通报制度的完善，以保证世界卫生组织做出准确的全球疫情防控建议。其二，加强区域性公共卫生安全合
作。中国有 14 个陆上领国，6 个海上邻国，跨境合作对有效应对境外输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强调公共卫生合作
在中国邻近国家外交议题中的重要程度，大力推动东亚 10+3、中日韩、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下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
机制。建立统一管理移民和海关机制，建立完善的出入境人员标准规范化管理体系，建立跨区域性的应急管理体系
和事后恢复共建制度26。其三，建立便捷化的物资调配通关手续。开辟医疗物资特殊通关渠道，在检疫符合标准的
情况下缩短物资调配出入境时间。其四，加强国家间出入境人员防疫信息共享机制。为有效防范境外疫情输入带来
的风险，各国应加强疫情日增病例数量、出入境人员行动轨迹等内容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协调，加强与各国边境检疫
机关协作，尽力做到入境人员的全程跟踪，形成入境前的行动轨迹信息掌握、入境时的健康状况申报、入境后的信
息回访等一整套系统的防控闭环措施，共同阻断出入境传播渠道。

结语
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挑战，推动国家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中之重。边境口岸的有效防控是控制国内乃至战胜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关键，防范境外疫情输入的制度构建是
国家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面对边境口岸检疫过程中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涉外职能不够、现行法律法
规能力建设与现行《国际卫生条例（2005）》契合度不够、部门和地区之间联防联控机制不成熟以及联防联控配套
措施不足、缺乏紧急状态下封闭边境的应急机制专门规范和应急预案、国境边境卫生检疫信息化能力不够、跨境国
际合作机制不完备等制度问题，我国应当从国家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出发，构建和完善内外统一的公共
卫生管理体制，对标国际法律及时修订边境检疫职能法律法规，加强多部门和跨地区之间的联防联控合作机制以及
细化联防联控配套措施，学习美国、欧盟将防范境外疫情输入应急中心常态化，完善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制定紧急
状态下封闭边境的专门应急规范和紧急预案，医生边境检疫信息化能力，加强跨境国际间的疫情防控合作，为应对
疫情境外输入提供严密的制度“防护网”，助推我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提高国家公共卫生治理的实
际效果。

25

26

Olushayo Olu,View,author's，et al. “What should the African health workforce know about disasters? Proposed competencies for
strengthening public health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education in Africa”,BMC medical education,2018,18(1):60.
Nuzzo, J.B., Meyer, D., Snyder, M,et al. “What makes health systems resilient against infectious disease outbreaks and natural hazards?
Results from a scoping review”, BMC Public Health,201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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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 Improvement of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t Bor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Zeng Wenge & Deng Yue

（Chongq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As part of national governance,national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capacity determines the effective resolution of
public problems in China and the country ’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capacity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China's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With the promotion of
globalization, China's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faces huge challenges, which will force China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level of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Importation from other virus-hit nations has become a prominent risk . Stric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mportation from other virus-hit nations has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of China'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public governance capacity,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and analyze a series of existing system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preventing outbreaks of overseas imports, promot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border quarantine work,
improve the capacity about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 and make the level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t borders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Key words：modernization of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capability; globalization; importation from other virus-hit nations;
border health quarantine law；Frontier Health and Quarantin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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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与公共健康规制权的冲突与平衡
曾建知

摘 要:COVID-19 疫情在全球蔓延，受影响的国家采取了大量防疫紧急措施，这对国际投
资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进而可能引发投资者与国家间投资争端。对于国际投资与公共健康规
制权的冲突，现有国际投资法的平衡机制主要包括：国际投资合同艰难情形或不可抗力条款、
国际投资条约公共健康规制权条款、紧急情况条款，以及习惯国际法上的不可抗力、危急情
况和治安权原则。国际投资法体系正朝着平衡东道国公共利益和投资者私人利益的方向发展，
但在突发的 COVID-19 疫情面前，现有平衡机制仍存在覆盖面不够广、法律性质和后果不清、
协调性不足、援引困难等多重问题。中国作为双向投资大国，应在充分了解现有国际投资规
则的基础上，采取平衡东道国公共健康规制权和投资者利益的措施，并寻求建立长效机制。
关键词:COVID-19 疫情;国际投资法;公共健康规制权规则

自 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COVID-19”）在全球大流行。很多国家都根
据疫情情况采取了限制或禁止来往疫区的人员、物资流通等临时边境措施，以及封锁疫区、
停工、停业、延缓许可证颁发、征用私人财产等国内防疫措施。这些为维护公共健康而采取
1
2
的紧急措施，对国际投资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进而可能引发投资者与国家间投资争端。 秘
鲁官方已发出警告，秘鲁国会通过的中止国家公路网收费的紧急措施法案可能引发多个持有
3
特许权的外国投资者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起诉。 2015 年 UNCTAD 将平衡投资者利益
4
与东道国公共利益列为国际投资法体系改革的核心之一。 现今仍然薄弱的国际投资法体系
平衡机制正在经历 COVID-19 疫情的严峻考验。
中国已然成为双向国际投资大国，近两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均
5
稳居世界前三位， 并正在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共建。中国作为东道国和中国海外投资者
均面临着 COVID-19 疫情可能引发的国际投资纠纷风险。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健全促
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
改革和建设”。因此，中国有必要以国际投资规则为导向，预防、化解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
参与重大突发公共健康危机下的全球投资治理。



曾建知:深圳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院，副研究员。
See UNCTAD, Global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Global FDI
and GVCs Updated Analysis 2,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iaeiainf2020d3_en.pdf, visited o
n 18 May 2020.
2 See UNCTAD, Investment Policy Monitor: Investment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12,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iaepcbinf2020d3_en.pdf, visited on 18 May 2020.
3 See Cosmo Sanderson, Peru Warned of Potential ICSID Claims Over COVID-19 Measures, https://latinla
wyer.com/article/1225491/peru-warned-of-potential-icsid-claims-over-covid-19-measures, visited on 11 May
2020.
4
See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Reform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Governance 120, 135, http:
//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ir2015_en.pdf, visited on 18 May 2020.
5 See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Special Economic Zones 4, 7,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
Library/wir2019_en.pdf, visited on 18 May 20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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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健康规制权与国际投资的冲突
6

7

“健康可被定义为个人权利和国家责任”，并具有个人和集体两个维度。一国人民集体
的健康即为公共健康。由于公共健康影响着国家存在的要素之一国民，因而其处于国家主权
8
的核心地位。 从国民健康权的角度来看，维护公共健康是国家的义务。但国家采取措施维
护公共健康，可能会与其他法律保护的权利产生冲突，例如：国家为维护公共健康限制人员
流动、征用个人房产。因此，从个人迁徙权、财产权等对峙权利的角度来看，国家拥有维护
公共健康的规制权（the right to regulate/regulatory power）
。
自二十世纪中叶，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在全球寻求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而发展中国家需
要资本发展本国经济，国际投资发展迅速。通常投资者与东道国会签署合同以保证国际投资
项目的实施，同时，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也会缔结促进和保护跨国投资的国际投资条约
9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以下简称“IIAs”
） 。根据国际投资合同、IIAs，东
道国承担了保护外国投资和投资者的义务，而投资者有权在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机构就东道国
侵害其权益的行为提起仲裁。东道国行使公共健康规制权会与国际投资合同、IIAs 所保护的
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产生冲突，在 COVID-19 的影响下，两者的冲突更为尖锐。而且这种冲突
具有跨国因素，超出了一国国内法调整的范围，需要由国际法加以调整，以下从国际投资合
同、IIAs 以及前两者缺乏规定时适用的习惯国际法等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国际投资合同
合同必须遵守是一般性原则，但由于国际投资项目持续时间较长，可能遭遇各种意外事
件，使合同关系失衡，因此，东道国与投资者签订的国际投资合同通常会规定例外条款。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6）》同时规定了的艰难情形（Hardship）
10
条款和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条款， 两者的适用均是因为发生了合同订立时当事人不能
合理预见、不能控制之事件。但两者的适用范围有所不同，艰难情形适用于“发生的事件致
使一方当事人的履约成本增加，或者所获履约的价值减少，因而根本改变了合同的均衡”
；
而不可抗力则适用于合同永久或障碍存在期间不能履行。因适用范围不同，两者适用的法律
后果也有所不同，艰难情形适用的后果是受到不利影响的当事人有权要求重新谈判，如在合
理时间内不能达成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诉诸法院，法院可根据情况终止或调整合同；
而不可抗力的法律后果是终止合同或暂停履行，且不履行方应于免责。
如果国际投资合同没有约定艰难情形或不可抗力条款，则可适用合同准据法中具有相似
效果的调整原则。在英美法系中是合同落空原则，其包含合同目的落空与履行不可能；在大
11
陆法系中是情势变更原则，以及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给付不能。

6

Valentina Vadi, Public Health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Arbitration, 28 (Routledge 2013).
See David P. Fidler, A Globalized Theory of Public Health Law, 30(2) Journal of Law, Medicine and Ethics
150-161 (2002).
8 See Valentina Vadi, Public Health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Arbitration, 30 (Routledge 2013).
9
本文所指的 IIAs 包括双边投资条约（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以下简称“BITs”）、区域性投资条
约、包含投资章节的双边及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s，以下简称“FTAs”）或经济
伙伴协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
10 See UNIDROIT,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2016, art.6.2.2-3, 7.1.7.
11 “不可抗力事件的出现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或合同落空原则的经常性的原因，而合同中约定的不可抗力
条款则是当事人对情势变更原则或合同落空原则的一种主动适用。”车丕照：《合同落空、情势变更与
不可抗力──兼论我国相应立法的模式选择》，《兰州大学学报》1996 年第 02 期，第 53 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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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或其机构以商事主体的身份与投资者签订的国际投资合同，如产生争议，通常以
合同规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加以解决，如：国际商事仲裁、国内法院。但如果涉及到东道国或
其机构行使主权权利，则可能根据国际投资条约保护伞条款，将合同争议提升到国际法层面
解决。
在 Tulip 诉土耳其案中，荷兰公司 Tulip 与土耳其不动产投资信托公司 Emlak 签订合同，
12
Tulip 在约定期限内投资建设多用途商住不动产。 根据合同第 33 条“展期和责任减轻情况”
的规定，当出现异常的自然灾害或罢工、军事行动以及“发生传染病并因雇员不能工作而严
13
重阻碍施工”的情况，工期可以延长，但 Emlak 有权决定是否予以展期。 Tulip 诉称土耳
其拒绝给予其无法控制的区划变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延误以展期，并终止合同，具有武
14
断和歧视性，违反了荷兰-土耳其 BIT 规定的公正与公平待遇。 仲裁庭认为 Emlak 的行为
没有行使土耳其政府的权力，本质上属于合同行为，Tulip 与 Emlak 关于展期、终止合同的
15
争议属于合同项下的争议，仲裁庭没有管辖权； 仲裁庭没有认可 Tulip 的不可抗力主张，
并认为由于 Emlak 根据合同第 33 条对是否展期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其拒绝展期、终止
合同是 Tulip 的资源不足、内部矛盾等因素所致，并非歧视或武断的，没有违反 BIT 公平公
16
正待遇。
UFG 诉埃及案是西班牙-埃及 BIT 项下的投资争议并涉及合同权利。UFG 是一家根据
17
西班牙法律成立的天然气公司，在埃及投资建立了天然气液化厂。 UFG 诉称因埃及减少
天然气供应，最终导致天然气液化厂关停，埃及的行为及不作为违反了西班牙-埃及 BIT 的
18
公正与公平待遇、保护投资、非歧视待遇等规定。 埃及否认违反了 BIT 的规定，并以埃及
19
国内革命、全球金融危机构成 UFG 与埃及国有企业 EGAS 签订的《天然气买卖协议》中规
20
定的不可抗力条款作为抗辩。《天然气买卖协议》第 15.1 条对不可抗力做了一般性的界定；
第 15.2 条规定了不可抗力期间的义务中止，并在不限制第 15.1 条的前提下非穷尽性地列举
21
了战争、罢工等不可抗力事件。 仲裁庭认为，埃及减少 UFG 的天然气供应的决定并非由国
内革命、全球金融危机导致，而是其自身政策使然，不能援引不可抗力排除条约所规定的公
22
正与公平待遇项下的责任。
COVID-19 疫情是否构成国际投资合同项下的艰难情形或不可抗力要具体看合同条款
的规定，如像上述 Tulip 诉土耳其案中的合同，明确规定了不可抗力包含瘟疫，则 COVID-19
12

See Tulip Real Estate and Development Netherlands B.V. v. Republic of Turkey, ICSID Case No. AR
B/11/28, Award, paras. 56-9.
13
See Tulip Real Estate and Development Netherlands B.V. v. Republic of Turkey, ICSID Case No. AR
B/11/28, Award, para. 88.
14 See Tulip Real Estate and Development Netherlands B.V. v. Republic of Turkey, ICSID Case No. AR
B/11/28, Award, para. 384.
15 See Tulip Real Estate and Development Netherlands B.V. v. Republic of Turkey, ICSID Case No. AR
B/11/28, Award, paras. 358-9.
16
See Tulip Real Estate and Development Netherlands B.V. v. Republic of Turkey, ICSID Case No. AR
B/11/28, Award, paras. 411-4.
17 See Unión Fenosa Gas, S.A.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ICSID Case No. ARB/14/4, Award, paras. 1.
1, 2.1.
18
See Unión Fenosa Gas, S.A.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ICSID Case No. ARB/14/4, Award, paras. 2.
2-3.
19 仲裁庭认定 EGAS 根据埃及政府的指示行事，并受埃及政府的控制。See Unión Fenosa Gas, S.A. v. Ar
ab Republic of Egypt, ICSID Case No. ARB/14/4, Award, para.9.118.
20 See Unión Fenosa Gas, S.A.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ICSID Case No. ARB/14/4, Award, paras. 2.
10, 5.220, 5.271.
21
See Unión Fenosa Gas, S.A.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ICSID Case No. ARB/14/4, Award, paras. 3.
14-15.
22 See Unión Fenosa Gas, S.A.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ICSID Case No. ARB/14/4, Award, paras. 9.
12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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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可构成不可抗力，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责任应予免除；如像上述 UFG 诉埃及案中的协
议，尽管没有将瘟疫明确列为不可抗力，但根据协议对不可抗力的一般性界定，COVID-19
疫情可被解释为构成不可抗力。如果投资合同没有规定艰难情形和不可抗力条款，则需要根
据合同准据法判断 COVID-19 疫情是否构成艰难情形或不可抗力。

三、国际投资条约
老一代 BITs 偏重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 UNCTAD 的统计，全球各国在 1959-2010 年间
签订的 2,432 项 BITs，仅有 7%的条约规定了公共政策例外条款，包含涉及公共利益的序言、
23
公共利益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条款的条约分别仅占 8%、5%。 中国在 2010 年之前对外签订
24
的老一代 BITs 包含这些条款的比例低于全球水平，分别仅为 6%、1%和 2%。 公共健康是
公共利益的核心之一，可见绝大部分老一代 BITs 缺乏关于公共健康规制权的规定。
少数老一代 IIAs 规定的一般例外条款非常简单，其法律性质和后果是不少案件中的争
议焦点。以阿根廷为被申请人的若干案件均涉及美国-阿根廷 BIT 第 XI 条，
“本条约不应妨
碍任一缔约方实施维护公共秩序、履行与维护或保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相关的义务或保护其根
本安全利益所必须之措施”。CMS、Enron、Sempra、LG&E 诉阿根廷等各案中，仲裁庭均
先认定了阿根廷为应对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措施违反了美国-阿根廷 BIT 中规定的实体条约义
务，然后分析了第 XI 条能否排除措施的不法性，也即在法律性质上第 XI 条是违法阻却事
由（justification）；在法律后果上，前三个案件仲裁庭认为成功援引第 XI 条并不排除补偿，
25
26
但 LG&E 诉阿根廷案仲裁庭却认为成功援引第 XI 条能排除责任及补偿。
CMS、Enron、Sempra 诉阿根廷等各案均被撤销委员会撤销。撤销委员会认为，如果第
27
XI 条适用，则条约实体义务不适用， 也即第 XI 条在法律性质上是范围条款，将阿根廷的
规制措施排除出条约的适用范围。后续的 Continental、El Paso 诉阿根廷案追随撤销委员会
28
的路径，在分析阿根廷的措施是否符合第 XI 条之后，方才分析是否违反条约实体义务。 在
法律后果上，这些案件的撤销委员会或仲裁庭均认为成功援引第 XI 条将排除危机存续期间
29
阿根廷的责任及补偿。

23

24

25

26

27

28

29

See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Investmen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122,
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ir2017_en.pdf, visited on 18 May 2020.
此数据为笔者根据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网站公布的 BITs 统计所得，参见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中
国对外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一览表》，
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Nocategory/201111/20111107819474.shtml，2020 年 3 月 28 日访问。
See CMS Gas Transmission Company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8, Award, paras.390-4;
Enron Corporation and Ponderosa Assets, L.P.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3, Award,
para.345; Sempra Energy International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16, Award,
para.394.
See LG&E Energy Corp., LG&E Capital Corp., and LG&E International, Inc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1, Award, para. 261.
See CMS Gas Transmission Company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8, Decision of the ad
hoc Committee on the Application for Annulment of the Argentine Republic, paras.130-132; Enron Corporation
and Ponderosa Assets, L.P.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3, Decision on the Application for
Annulment of the Award, para.407; Sempra Energy International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16, Decision on the Argentine Republic’s Application for Annulment of the Award, para.200.
See Continental Casualty Company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9, Award, paras.164, 168;
El Paso Energy International Company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15, Award,
paras.553-4.
See CMS Gas Transmission Company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8, Decision of the ad
hoc Committee on the Application for Annulment of the Argentine Republic, paras. 146; Enron Corporation and
Ponderosa Assets, L.P.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3, Decision on the Application for
Annulment of the Award, para. 407, 414; Continental Casualty Company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9, Award, paras.161, 164, 168; El Paso Energy International Company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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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6 年间签订的新一代 BITs 更注重保留东道国的规制空间，纳入公共政策例外条
款、涉及公共利益的序言、公共利益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条款的比例分别上升至 43%、56%
30
和 42%。 中国自 2011 年起对外签订的新一代 IIAs 包含这些条款的比例分别上升至 22%、
31
67%和 67%。
老一代 IIAs 占全球有效 IIAs 的九成以上，这些条约对调整 COVID-19 疫情相关规制措
施与投资者利益冲突的有效性十分有限。尽管越来越多的新一代 IIAs 开始引入公共健康规
制权条款，但这些条款的法律性质与后果迥异，在条约整体中的协调性存在不足，其能否有
效调整 COVID-19 疫情相关规制措施引起的国际投资争议有待检验。以下对中国与各大洲具
有代表性的国家签订的 IIAs、各大洲国际投资主要参与国签订的 IIAs 或 BIT 范本进行分析。
（一）公共健康规制权条款的法律性质与后果
1 .宣示条款
中国-圭亚那 BIT（2003 年）是中国对外签订的老一代 BITs 中极少数涉及公共健康的条
约之一，其序言规定，缔约方在实现鼓励、促进与保护投资的目标时，不放松普遍适用的健
康措施，且“尊重对投资所在拥有管辖权的缔约一方的主权和法律”。在条约序言中将保护
公共健康作为条约目的之一也为部分新一代 IIAs 所延续，如 2012 年美国 BIT 范本序言第 5
32
段规定，实现这些（经济性）目标应与保护健康相一致。 近年新签订的一些 IIAs 在序言中
33
确认缔约方的公共健康规制权。
一些 IIAs 的实体条款将不减损公共健康规制措施作为缔约方的义务，如：中国-加拿大
BIT 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缔约双方承认，通过豁免、宽松或其他违背国内健康措施以鼓励
投资是不合适的；《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共同投资区投资协议》将不得为鼓励投资而放弃或
34
减损公共健康措施作为成员国的一般义务之一。 从另一面来看，这也表明缔约方有权采取
公共健康措施。
欧盟近期与越南签订的 FTA、与加拿大签订的 CETA 在实体部分明确了公共健康规制
35
权，
“缔约方确认在它们领土范围内追求合法政策目标的规制权，例如保护公共健康……”
欧盟-加拿大 CETA 更进一步阐明了“仅凭缔约一方规制对投资产生负面影响或干预投资者
36
期待（含期待利益）之事实，不能等同于违反本部分项下的义务”
， 也即需结合其他条约实
体义务的规定加以判定。
从法律性质上而言，这些条款均是公共健康规制权宣示条款，在仲裁庭解释其他实体义

30

31

32
33

34
35

36

ICSID Case No. ARB/03/15, Award, para.612.
See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Investmen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122,
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ir2017_en.pdf, visited on 18 May 2020.
这些条约共 9 项，分别为中国-乌兹别克斯坦 BIT（2011 年，签订时间，下同）、中日韩 BIT（2012 年）、
中国-加拿大 BIT（2012 年）、中国-坦桑尼亚 BIT（2013 年）、中国-智利 FTA 附件《关于投资的补充协
定》（2012 年）、中国-瑞士 FTA（2013 年）、中国-冰岛 FTA（2013 年）、中国-澳大利亚 FTA（2015
年）、中国-韩国 FTA（2015）。具体 FTA 投资章文本参见中国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中国自由贸
易区服务网》，http://fta.mofcom.gov.cn/index.shtml，2020 年 5 月 15 日访问。
See U.S.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2012.
Se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and Canada, 2018, preambl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hereinafter CPTPP), 2018, preamble;
Canada-EU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2016, preamble.
See Investment Agreement for the COMESA Common Investment Area, 2007, art.5(e).
EU-Vietnam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2019, art.2.2; Canada-EU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2016, art.8.9(1); also se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Template with Commentary, 2012, art.20.1-2.
Canada-EU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2016, art.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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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条款时起辅助作用，有助于调整国际投资仲裁庭仅注重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片面做法，使东
道国的规制权得以被考虑。
2 .范围条款
范围条款是指将某些规制措施排除出条约适用范围的条款，符合条件的规制措施具有合
法性，法律上的逻辑后果是无需对受损的投资者进行补偿。按排除整个条约适用或特定条约
条款适用的不同，可分为一般范围条款和特定范围条款。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BIT 范本第 20 条第 1-2 款先宣示了缔约方的规制权，然后进一步
明确了“缔约一方所采取的与其在其他条约中所负国际义务相一致的非歧视措施不构成对本
条约的违反。”这种条款在法律性质上属一般范围条款，在实体部分规定规制权是新出现的
条款，与规制权关联的一般范围条款效力很强，因此比较罕见，这也足见非洲国家作为东道
国迫切希望维护自身的规制权。
而将公共利益规制措施排除出间接征收的特定范围条款在新一代 IIAs 中分布广泛。IIAs
通常规定东道国不得征收投资者财产，但符合出于公共利益目的、采取正当法律程序、以不
歧视的方式实施并给予补偿的情况除外。征收分为直接征收和间接征收。直接征收指直接剥
夺投资者的所有权。间接征收虽没有转移所有权，但实质性地剥夺了投资者的财产使用、处
置权，在效果上等同于直接征收。近三十年，由于国家普遍希望吸引外国投资，直接征收愈
37
来愈少，间接征收如何认定是争议的焦点。 由于资者诉称的间接征收通常由国家规制措施
引起，区分需要补偿的间接征收和无需补偿的正当行使规制权十分困难，在大量案件中引发
38
了争议。
有些仲裁庭认为只要是剥夺了投资的财产，即便是公共利益规制措施也构成间接征收。
在 Santa 案中，
被申请人出于环境原因对投资者在当地投资的度假和居住区颁发了征收法令。
39
仲裁庭指出：
“征收性环境措施——无论对于社会整体而言是多么值得赞赏和有益——与一
国为实施政策而采取的其他征收措施一样：即便是出于环境目的，财产被征收，无论是在国
40
内或国际层面，国家支付补偿之义务仍然存在。” BG 案仲裁庭也指出，
“一国可行使主权
为公共福利采取影响私人财产的规制措施。如果国家采取的措施‘是不可撤销、永久的，且
受制于该等措施的财产或权利因受到影响……而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开发’，则须对征收进
41
行补偿。
”
而有些仲裁庭认为公共利益规制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在 S.D. Myers 案中，加拿大根
据有关国际协议禁止出口一种有毒物质 PCB，投资者认为加拿大颁布的相关法令相当于征
42
收。 仲裁庭指出：
“先例一般不将规制行为等同于征收。尽管仲裁庭不排除可能性，公权力
43
机关的规制行为不可能是 NAFTA 第 1110 条项下的合法诉请。
” Methanex 案中，出于保护
37

38

39

40

41
42
43

See Ben Mostafa, The Sole Effects Doctrine, Police Powers and Indirect Expropri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15(1)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67 (2008).
例如：Técnicas Medioambientales Tecmed, S.A. v.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ICSID Case No. ARB
(AF)/00/2, Award, May 29, 2003; El Paso Energy International Company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15, Award, Oct 31, 2011; Philip Morris Brand Sàrl (Switzerland), Philip Morris Products S.A.
(Switzerland) and Abal Hermanos S.A. (Uruguay) v. Oriental Republic of Uruguay, ICSID Case No. ARB/10/7,
Award, Jun 8, 2016.
See Compañiá del Desarrollo de Santa Elena, S.A. v. The Republic of Costa Rica, ICSID Case No. ARB/96/1,
Award, paras. 15-21.
Compañiá del Desarrollo de Santa Elena, S.A. v. The Republic of Costa Rica, ICSID Case No. ARB/96/1,
Award, para. 72.
BG Group Plc. v. The Republic of Argentine, UNCITRAL, Award, para. 268.
See S.D. Myers, Inc. v. Government of Canada, UNCITRAL, Partial Award, paras. 88-128, 279.
S.D. Myers, Inc. v. Government of Canada, UNCITRAL, Partial Award, para.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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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健康和环境的目的，美国加州政府颁布的法令禁止售卖和使用汽油添加剂 MTBE，
44
Methanex 作为这种添加剂原料甲醇的最大生产商认为这项法令相当于征收了其财产。 仲裁
庭指出，
“作为一般国际法，为一项公共目的并依据正当程序所采取的非歧视性规制，尤其
45
是影响了外国投资者或投资，不被视为征收和可补偿的。
”
为了解决投资仲裁实践中间接征收和正当行使规制权区分标准不清晰问题，新一代 IIAs
引入了将正当的公共利益规制措施排除出间接征收范围的条款。以美式 BIT 为典型，例如：
美国-卢旺达 BIT 规定“除极少数情况外，
缔约一方制定或适用的保护正当公共利益目标（如：
46
公共健康、安全和环境）的非歧视性规制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 中国对外签订的新一代
IIAs 也包括类似条款，但对于何为仍构成间接征收的“极少数情况”，不同的条约作出了不
尽相同的规定。有一些对“极少数情况”进行了列举，如：中国-加拿大 BIT 第二部分第十
条的附录第三款列举了“一项措施或一系列措施从目标来看相当严重，以至于这些措施不能
认为以善意方式采取和适用”；又如：中国-坦桑尼亚 BIT 第六条第三款列举了“所采取的
措施严重超过维护相应正当公共福利的必要”
。而中国-秘鲁 FTA 附件九第六款指明“极少
数情况”是第五款所规定的构成间接征收的两种情况，即“（一）效果上是歧视性的，既可
能是针对特定投资者的，也可能是针对投资者所属的一个类别的；或者（二）违反政府事前
向投资者所做的具有约束力的书面承诺，无论此种承诺是通过协议、许可还是其他法律文件
做出的。
”
非洲国家主要是资本输入国，又是公共卫生环境比较脆弱的国家，对不构成间接征收的
公共健康规制措施的要求较低。《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共同投资区投资协议》第 20 条第 8
款规定，
“与国家规制权和习惯国际法上的治安权原则相一致，缔约方设计并采取的保护或
增进合法公共利益目标（如：公共健康、安全和环境）的善意措施不构成本条项下的间接征
47
收。”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卢旺达作为成员国之一签署了《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共同投
资区投资协议》，但如上所述，卢旺达后续与美国签订的 BIT 仍采用了美式间接征收特定范
围条款。又如：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BIT 范本第 6.7 条规定，不构成间接征收的公共健康规
48
制措施只要满足非歧视的条件即可。
近年，Philip Morris 诉乌拉圭案是涉及公共健康规制措施与投资者利益平衡的最重要的
49
案件。烟草巨头 Philip Morris 认为乌拉圭实施的烟草控制措施相当于征收了其财产。 案涉
的 1988 年瑞士-乌拉圭 BIT 没有关于公共利益规制措施与间接征收的区别的规定，不过，
仲裁庭认可了乌拉圭政府的公共健康规制权，并援引了 2004 和 2012 年美国 BIT 范本、2004
年加拿大 BIT 范本以及欧盟-加拿大 CETA 中规定的将公共健康规制措施排除出间接征收范
50
围的条款，以佐证“一般国际法”。 因此，从趋势上来看，为控制严重威胁公共健康的
COVID-19 而采取的非歧视性正当措施，很有可能被仲裁庭认为不构成间接征收。
3 .公共健康例外条款

44
45
46

47
48

49

50

See Methanex Corporation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NCITRAL, Award, Part I, part IV, para.2.
Methanex Corporation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NCITRAL, Award, Part IV, Chapter D, para.7.
U.S.-Ruwand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2008, art.Annex B.4(b); also se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and Canada, 2018, Annex-14B.3(b).
Investment Agreement for the COMESA Common Investment Area, 2007.
Se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Template with Commentary,
http://www.iisd.org/itn/wp-content/uploads/2012/10/SADC-Model-BIT-Template-Final.pdf, visited on 18 May
2020
See Philip Morris Brand Sàrl (Switzerland), Philip Morris Products S.A. (Switzerland) and Abal Hermanos S.A.
(Uruguay) v. Oriental Republic of Uruguay, ICSID Case No. ARB/10/7, Award, para. 12.
See Philip Morris Brand Sàrl (Switzerland), Philip Morris Products S.A. (Switzerland) and Abal Hermanos S.A.
(Uruguay) v. Oriental Republic of Uruguay, ICSID Case No. ARB/10/7, Award, paras. 3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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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As 中的例外条款允许东道国背离条约义务为保护公共利益采取规制措施，可分为适用
于条约整体的一般例外和针对特定条约义务的特定例外。
老一代 IIAs 仅个别含有提及公共健康相关政策目标的“禁止与限制”（Prohibitions and
Restrictions）条款，如 1998 德国-印度 BIT 第 12 条“本协定中的任何规定均不得妨碍任一
缔约方实施保护根本安全利益或阻止动植物病虫害所必须的禁止或限制措施”
。中国对外签
51
订的 BITs 仅有三项包含此类“禁止与限制”条款。 与美国-阿根廷 BIT 第 XI 条类似，这
种条款的法律性质与后果也是不明确的。
不少新一代 IIAs 引入了公共政策一般例外条款，且明确提及了公共健康。以加拿大 BIT
52
范本为典型， 中国-加拿大 BIT 第三十三条一般例外规定“二、只要相关措施不以武断或
不合理之方式适用，或不构成对国际贸易或投资之变相限制，本协定中任何规定均不得被理
解为阻止缔约方采取或维持下述措施，包括环境措施：……（二）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生
53
54
命或健康所必要的措施”。 这种条款明显模仿了 GATT/GATs 中的一般例外条款， WTO
55
争端解决机构对一般例外条款的法律定性是违法阻却事由， 即国家措施本身仍然是违背条
约义务的不法行为，但因其出于公共利益，而可被正当化。不过，新一代 IIAs 中的一般例
外条款的法律性质仍可能像其“前辈”美国-阿根廷 BIT 第 XI 条那样引起争议；其对于法
律后果，即东道国是否需要对投资者进行补偿也并没有明确。
《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共同投资区投资协议》第 22 条也规定了类似的公共健康一般例
外条款，但公共健康规制措施只要是为保护公共健康而“设计和适用”的即可，无需达到“必
要”之标准。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BIT 范本第 25.1 条一般例外在保护东道国公共健康规制
权上更进一步，从法律后果上直接规定了东道国采取公共健康规制措施没有义务补偿投资者，
“只要根据第 4 条（不歧视）相关措施不以武断或不合理之方式适用，本协定中任何规定均
不得被理解为缔约方有义务补偿善意采取、设计和实施的下述措施……（二）为保护人类、
动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措施。”
美国近年参与的自由贸易协定引入了投资与规制目标条款。这种条款与 NAFTA 第 1114
56
条环境措施一脉相承。 以《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
（以下简称《美墨加协议》）第 14.16
条“投资与环境、健康、安全和其他规制目标”为例，“本章（投资）任何规定不应被解释
为妨碍缔约一方采取、维持或实施任何与本章相一致的任何措施，如果其认为该等措施适于
57
确保其境内投资活动以对环境、健康或其他规制目标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方式进行。” 条款行
文类似于一般例外条款，但其规定公共健康规制措施须“与本协议相一致”，不像一般例外
条款以措施违反义务为前提；而且如果措施与协议一致，该条款的授权显得多此一举；如果
措施与协议不一致，条款似乎无法提供保护。这种条款被认为是“同义反复”和多余的，甚
58
至会减少政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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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新加坡 BIT, 1986, 第 11 条; 中国-新西兰 BIT, 1989, 第 11 条; 中国-毛里求斯 BIT, 1997, 第
11 条。
See Canadian Model Foreign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Agreement, 2004, art.10(1)(a).
类似条款参见：中国-东盟 BIT 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国-坦桑尼亚 BIT 第十条第二款。
See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1947, art.XX;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1994, art.XIV.
See WTO Panel Report, Korea-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Fresh, Chilled and Frozen Beef, WT/DS161/R,
WT/DS169/R, Jul 31, 2000. para.654; WTO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 - 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WT/DS285/R, Nov 10, 2004. para.6.449.
Se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1994.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and Canada, 2018.
See Lars Markert, The Crucial Question of Future Investment Treaties: Balancing Investors’ Rights and
Regulatory Interests of Host States, in Marc Bungenberg et a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EU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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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尽管美式 BITs 不包含公共健康一般例外，
但包含业绩要求条款 的公共健康特定例外。
这种条款的措辞与一般例外十分相似，只是特定例外仅适用于条约指明的条款。以《美
墨加协议》第 14.10 条为例，“在此类措施的实施不以武断或不正当的方式实施，或
不构成对国际贸易或投资的变相限制的前提下，本条第 1(b)、1(c)、1(f) 、2(a)和 2(b)
项不得解释为妨碍任何成员方采取或实施以下措施：……（ii）为保护人类、动物或
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要的……”。
COVID-19 疫情防控措施显然可落入公共健康例外条款适用范围，但公共健康例
外条款的法律性质及其适用的法律后果仍有不确定性。
4 .公共健康规制权程序性规定
除以上实体性公共健康规制权条款之外，新一代 IIAs 还引入了一些与公共健康规制权
相关的程序性规则，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是规定东道国采取规制措施的通知程序。不少亚洲国家间的新一代 IIAs 规定，若缔
约方根据一般例外或安全例外条款采取公共利益规制措施，则该方应当在该等措施生效前尽
60
早或生效后尽快通知他方。
二是阻却公共健康措施相关投资争端诉诸国际仲裁庭。自 2011 年，澳大利亚为维护公
共健康采取的烟草平装法案受到了烟草巨头 Philip Morris 的追诉。此后，澳大利亚在对外签
订的 IIAs 中将公共健康规制措施排除出了投资者-国家间争议解决（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以下简称“ISDS”）的范围，例如：2015 年中国-澳大利亚 FTA 的 ISDS 章第 9.11
条第 4 款规定：“缔约一方为公共健康……等合法公共福利目标所采取的非歧视性措施不构
成本章项下的诉请。
”
（二）公共健康规制权条款的协调性
虽然新一代 IIAs 引入了多种多样的公共健康规制权条款，但这些公共健康规制权条款
能否协同起作用，尤其是能否应对 COVID-19 疫情下大规模公共健康规制措施引发的国际投
资纠纷，并不明朗。
美式 IIAs 对公共健康规制权采用了分散化的规定，包含规制权宣示条款、间接征收特
定范围条款和业绩要求特定例外，没有规定集中式一般例外条款。由于规制权宣示条款只能
辅助解释实体性义务条款，间接征收特定范围条款和业绩要求特定例外覆盖范围十分有限，
因此，对公共健康规制权的保护作用相对较弱。
中国至今尚无 IIAs 范本，公共健康规制权条款的内容受到谈判对方文本的影响。中国加拿大 BIT 主要采用了加拿大 BIT 范本，对于公共健康规制权的规定较为完备，包含规制
权宣示条款、间接征收特定范围条款和一般例外。
欧盟近年对外签订的 IIAs 在拓宽东道国规制空间方面的显著特点是在实体部分确认了
缔约方的规制权，有助于促使仲裁庭在审查规制措施是否违反条约实体义务时将东道国公共

59

60

149-150 (Springer, 2011); Aikaterini Titi, The Right to Regulat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111-114 (Hart
Publishing 2014).
业绩要求条款是指缔约方不得要求投资者出口一定比例的货物或服务、达到一定比例的国内成分。这种
条款主要见于 NAFTA 和美国 BIT 范本中，不像其他投资保护标准那样分布广泛，see Aikaterini Titi, The
Right to Regulat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166 (Hart Publishing 2014).
See Japan-Malaysia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art.87; India-Korea CEPA, art.10.18(4)；
Singapore-Korea FTA, art.21.3；New Zealand-China FTA, art.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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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规制权纳入考量范围；同时，也规定了间接征收特定范围条款以及一般例外。
62

不过，间接征收特定范围条款和一般例外是存在冲突的， 例如：东道国为了防止疫情
扩散采取了暂停营业措施，投资者诉称使其不能营业，构成了间接征收；若东道国的公共健
康规制措施符合间接征收特定范围条款的条件，则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具有合法性，因而
无需补偿投资者；但根据适用于整个条约的一般例外，东道国的公共健康规制措施本身违背
了条约义务，符合一般例外的规定可使其正当化，但仍可能需要补偿投资者。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BIT 范本同时规定了一般范围条款、间接征收特定范围条款、一
般例外。
尽管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BIT 范本一般例外明确了东道国对投资者没有补偿义务，
但东道国的规制措施的法律定性——是根据范围条款定性为合法，还是根据一般例外定性为
排除行为的不法性，存在矛盾。
此外，IIAs 新引入的公共健康规制权条款还会与传统的实体义务条款（如：国民待遇、
最惠国待遇、公正与公平待遇、征收条款）产生冲突。例如：如果一般范围条款涵盖的规制
措施过于宽泛，则会使实体义务条款名存实亡。又如：东道国的公共健康规制措施符合一般
例外条款规定的条件，但东道国的措施存在透明度不足、没进行听证等程序瑕疵，则仍可能
违反宽泛的公正与公平待遇条款，这种情况下，东道国是否需要补偿投资者并不确定。
（三）公共健康紧急情况相关条款
受 COVID-19 疫情影响严重的很多国家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或战时状态。当公共健康危
机触发了国家紧急状态或战时状态，公共健康规制措施与投资者利益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就
需由 IIAs 中的紧急情况相关条款来调整。
1 .安全例外条款
安全例外条款是指 IIAs 允许缔约方采取维护根本安全利益的措施，而不构成对条约义
63
务的违反。在 2000 年之前，包含安全例外条款 IIAs 的比例可忽略不计。 中国的情况亦是
如此，如中国-圭亚那 BIT 中没有安全例外条款。少量老一代 IIAs 涉及根本安全例外的条款
通常还涵盖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公共秩序、阻止动植物病虫害等政策目标。
在涉及美国-阿根廷 BIT 第 XI 条的案例中，仲裁庭均认为该条并非自裁决条款，其有
64
权审查被申请人采取的措施。 类似地，在 Deutsche Telekom 诉 India 案中，被申请人根据德
国-印度 BIT 第 12 条“禁止与限制”的规定，主张其取消与申请人签订的电磁广播频段租
约是保护根本安全利益的需要。该案仲裁庭指出，第 12 条文本并没有表明其是自裁决条款，
被申请人取消租约具有多重目的，并非均与根本安全利益相关，且被申请人未能证明措施为
65
保护根本安全利益“所必须”，最终否定了印度的根本安全利益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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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EU-Vietnam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2019, art.4.6, Annex 4.3; Canada-EU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2016, art.28.3, Annex 8-A.3.
参见中国-坦桑尼亚 BIT 第六条第三款、第十条第二款就存在这一问题。
See Karl P. Sauvant and Mevelyn Ong, The Rise of Self-judging Essential Security Interest Clauses,
http://ccsi.columbia.edu/files/2016/10/No-188-Sauvant-Ong-Lama-and-Petersen-FOR-WEBSITE-FINAL.pdf,
visited on 11 April 2020.
See CMS Gas Transmission Company v. Republic of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1/8, Award, 12 May
2005, paras.366-373; LG&E Energy Corp., LG&E Capital Corp. and LG&E International Inc.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1, Decision on Liability, 3 October 2006, paras.212-214; Enron Creditors
Recovery Corporation (formerly Enron Corporation) and Ponderosa Assets, L.P.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3, Award, 22 May 2007, paras.335-339; Sempra Energy International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16, Award, 28 September 2007, paras.374-388; Continental Casualty Company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9, Award, 5 September 2008, paras.187-188; El Paso Energy
International Company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15, Award, 31 October 2011, para.610.
See Deutsche Telekom v. India, PCA Case No. 2014-10, Interim Award, paras. 284-5,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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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5 年，新一代 IIAs 包含安全例外条款的比例增加到 60%。 中国的这一比例也上
升至 55.6%。鉴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新一代 IIAs 通常单列安全例外条款，并包含有“其
认为”
（it considers）之措辞，属自裁决条款（Self-judging Clause）
，也即国家有权自行判断
一项措施是否为维护根本安全所必要，事实上将根本安全措施排除出了整个条约的适用范围，
在法律性质上属一般范围条款。以中国-东盟 BIT 第十七条“安全例外”为例，“本协议的
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二）阻止任何一方采取其认为对保护基本安全利益所必需的任
67
何行动，包括但不限于：……4. 战时或国内或国际关系中其他紧急情况下采取的行动”。 欧
68
盟新近对外签订的 IIAs 也包含安全例外条款。 这些安全例外条款均明确了在紧急情况下采
取的措施。宣布 COVID-19 疫情为国家紧急状态或战时状态的国家，可以援引新一代 IIAs
中的安全例外条款。
美式 IIAs 也规定有安全例外条款，但通常没有明确提及紧急情况，例如：USMCA 第
32.2 条规定，
“本条约的任何规定不得被解释为：……2.妨碍缔约方采取其认为是履行与维
69
持或保护国际和平或安全相关义务，或保护其自身的根本安全利益所必要的。
” 类似安全例
外条款也见于《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共同投资区投资协议》第 22 条第 3(a)款，以及南部非
洲发展共同体 BIT 范本第 25.5 条。由于“保护其自身的根本安全利益所必要的”有很大的
解释空间，宣布 COVID-19 疫情构成国家紧急状态或战时状态可使公共卫生规制措施落入
“维护根本安全利益所必要的”范畴。
2 .损失补偿条款
70

适用于战争或紧急状态等情况的损失补偿条款是 IIAs 中的常见条款， 以中国-圭亚那
BIT 第五条为例，
“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如果由于战争或其他武
装冲突、全国紧急状态、起义、暴乱、动乱或其他类似事件而遭受损失，缔约另一方给予其
恢复原状、赔偿、补偿或采取其他措施的待遇，不应低于它给予本国或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
71
待遇。
” 这种条款并没有规定国家紧急状态下采取的措施所造成的投资者损害必须进行补偿，
只是规定如果有补偿，应当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
部分新一代 IIAs 增加了特定情况下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负有补偿义务的规定。例如：
中国-坦桑尼亚 BIT 第七条损害与损失的补偿条款第一款与中国-圭亚那 BIT 第五条类似，
但增加了第二款“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在本条第一款所述的任何
情况下因缔约另一方的军队或当局非因战斗行动或情势必需而征用或损害其全部或部分财
72
产所遭受损失，应给予恢复原状或合理补偿。
”

四、习惯国际法
通过以上对 IIAs 的分析可知，现行很大一部分的 IIAs 对公共健康规制权缺乏规定，绝

66

67

68
69
70

71

72

See Karl P. Sauvant and Mevelyn Ong, The Rise of Self-judging Essential Security Interest Clauses,
http://ccsi.columbia.edu/files/2016/10/No-188-Sauvant-Ong-Lama-and-Petersen-FOR-WEBSITE-FINAL.pdf,
visited on 11 April 2020.
又如：中国-秘鲁 FTA 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中国-韩国 FTA 第 12.14 条；中国-加拿大 BIT 的安全例
外规定于第三十三条“一般例外”的第五款第（二）项，其在法律性质上也属安全例外。
又如：欧盟-加拿大 CETA 第 28.6 条、欧盟-越南 FTA 第 4.8 条。
又如：2012 美国 BIT 范本, 第 18 条; 美国-卢旺达 BIT, 第 18 条; CPTPP, 第 29.2 条。
美式 IIAs 的损失补偿条款通常仅适用于武装冲突和内乱，而不包含国家紧急状态，如：2012 美国 BIT
范本第 5 条第 4-5 款、美国-卢旺达 BIT 第 5 条第 4-5 款、CPTPP 第 9.7 条、USMCA 第 14.7 条。
又如：中国-东盟 BIT 第九条、中国-加拿大 BIT 第十一条、中国-秘鲁 FTA 第一百三十四条、欧盟与加
拿大 CEAT 第 8.1 条。
又如：中国-韩国 FTA 第 12.5 条第四-五款、欧盟与越南 IPA 第 2.6 条、《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共同投资
区投资协议》第 2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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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老一代 IIAs 甚至对 COVID-19 疫情这类危及国家根本安全利益的紧急状态都缺乏规
定。在这种情况下，需适用相关的习惯国际法。
如果东道国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被投资者指称违反了国际投资条约义务，在习惯国际法
73
上，东道国可援引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
、危急情况（necessity）进行抗辩。 2001 年国
际法委员会二读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以下简称《国家责任条款
74
75
草案》）
， 是对相关习惯国际法的编纂。 《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将不可抗力、危急情况列为
“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
（Circumstances Precluding Wrongfulness），
“它们不取消或终止义
务；而是在情况存在时提供不履行义务的违法阻却事由（justification）或责任阻却事由
76
（excuse）”。
近年来，有东道国主张其采取的公共健康措施属于行使治安权（police power）
，不构成
对国际投资条约义务的违反。有不少仲裁庭承认治安权原则是习惯国际法。
（一）不可抗力
77

“不可抗力经常被国家援引以排除行为的不法性。
” 《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 23 条“不
可抗力”第 1 款规定，
“一国不遵守其对另一国国际义务的行为如起因于不可抗力，即有不
可抗拒的力量或该国无力控制、无法预料的事件发生以至该国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不可能履
行义务，该行为的不法性即告解除。
” 不可抗力既可以是自然或物理事件，也可以是人为干
涉；在不可抗力情况下，国家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是非自愿的，或至少不涉及自由选择要
78
素”。 仅使义务履行更为困难的情况不构成不可抗力，而必须要达到“实际上不可能履行义
79
务”的程度，不可抗力方可适用。 《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 23 条第 2 款进一步提高了适用
门槛，如果“不可抗力的情况是由援引此种情况的国家的行为单独导致或与其它因素一并导
致”，或者该国已通过特定义务或行为承担发生这种情况的风险，则不能援引不可抗力。

73

74

75

76

77

78

79

《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 24 条规定了危难，即“就一国不遵守该国国际义务的行为而言，如有关行为
人在遭遇危难的情况下为了挽救其生命或受其监护的其他人的生命，除此行为之外，别无其他合理方法，
该行为的不法性即告解除。”在新冠疫情下，各国政府为挽救其国民的生命而采取的公共卫生措施，似
乎可以适用这一条。但是，国际法委员会指出危难仅适用于代表国家的机关或个人为了挽救自身或存在
特殊关系之人的生命的情况，并不适用于更为一般的紧急情况，这种情况下第 25 条规定的危急情况更为
适用。Se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LC 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with commentaries 80, adopted on 2001, available at
http://legal.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commentaries/9_6_2001.pdf, visited on 18 May 2020. 此外，根
据笔者的检索，可获知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没有讨论《国家责任条款草案》意义上的危难。因此，本文
不进一步分析危难的可适用性。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LC 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with Commentaries http://legal.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commentaries/9_6_2001.pdf, visited
on 18 May 2020.
由于联合国大会尚未决定就此议题缔结公约、通过大会决议或采取其他适当行动。See Sixth Committee
(Legal)-74th session，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Agenda item 75)，
https://www.un.org/en/ga/sixth/74/resp_of_states.shtml, visited on 18 May 2020 18 April 2020。严格地来说，
《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不具有国际法上的法律拘束力，但事实上其为很多国际法庭、仲裁庭以及国家援
引。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LC 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with Commentaries 71, http://legal.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commentaries/9_6_2001.pdf,
visited on 18 May 2020.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LC 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with Commentaries 76, http://legal.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commentaries/9_6_2001.pdf,
visited on 18 May 2020.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LC 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with Commentaries 76, http://legal.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commentaries/9_6_2001.pdf,
visited on 18 May 2020.
See James Crawford, State Responsibility: The General Part 29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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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empra 诉阿根廷案中，仲裁庭援引了《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 23 条，并认为“不
80
可抗力不包括使义务履行更为困难的情况，例如由于一些政治或经济危机。
” Greentech 诉
意大利案仲裁庭没有提及《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尽管仲裁庭不否认意大利面临经济困难，
但这些情况并没有达到不可抗力的程度，意大利违背特定承诺降低激励性收费的行为，损害
81
了投资者的合理期待。 可见，成功援引不可抗力并非易事。
COVID-19 疫情在性质上可被认定为“无力控制、无法预料的”不可抗力。如果东道国
要援引不可抗力排除防疫措施的不法性，需要证明 COVID-19 疫情使其履行国际投资条约义
务“实际上不可能”
，而并非只是履行困难。
《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 27 条援引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的后果规定，
“根据本章援引
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不妨碍：(a)在并且只在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不再存在时遵守该项
义务；(b)对该行为所造成的任何物质损失的补偿问题。
”该条款采用了“不妨碍”之否定形
式。在 COVID-19 疫情不可抗力消失后，东道国应恢复对国际投资条约的遵守。《国家责任
条款草案》并没有明确规定国家对因不可抗力采取的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负有补偿义务，
仅仅“不妨碍”
“补偿问题”。《国家责任条款草案》报告员克劳福德认为，不可抗力情况下
82
国家采取的行为并非出于自愿，无需承担补偿义务。
（二）危急情况
《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 25 条危急情况规定，
“1.一国不得援引危急情况作为理由解除
不遵守该国某项国际义务的行为的不法性，除非：(a)该行为是该国保护根本利益，对抗某
项严重迫切危险的唯一办法；而且(b)该行为并不严重损害作为所负义务对象的一国或数国
或整个国际社会的基本利益。
2.一国不得在以下情况下援引危急情况作为解除其行为不法性的理由：(a)有关国际义务
排除援引危急情况的可能性或(b)该国促成了该危急情况。
”
不同于不可抗力，在危急情况下，违反国际义务的措施是国家自愿采取的。为了防止滥
用，有别于其他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
《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 25 条采用了否定形式，
“与
83
其说是授权，还不如说是限制”
。 该条规定的援引条件非常严苛，如：国家保护的利益须具
有根本性；面临的危险必须是“严重迫切”的；能采取的措施必须是“唯一的”，
“如果存在
其他可用的（合法）方法，即便这些方法可能成本更高或不太方便，也不能援引危急情况”
84
85
。而且所有的援引条件须累积适用， 也即这些条件需全部满足，方能成功援引。
已有国际投资仲裁案件表明，成功援引危急情况十分困难。在 CMS 诉阿根廷案、Enron
诉阿根廷案、Sempra 诉阿根廷案等案件中，仲裁庭不否认在阿根廷发生的经济危机是严重
的，不过并没有达到危及根本利益和严重迫切的程度，阿根廷采取的措施并非可用的唯一方
法，而且阿根廷的政府政策及缺陷显著地促成了危机和紧急情况，并最终认定第 25 条规定

80
81

82
83
84

85

Sempra Energy International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16, Award, para. 246.
See Greentech Energy Systems A/S (now Athena Investments A/S), NovEnergia II Energy & Environment
(SCA) SICAR and NovEnergia II Italian Portfolio SA v. Italian Republic, SCC Case No. V(2015/095), Final
Award, paras. 451-2.
See James Crawford, State Responsibility: The General Part 319-2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James Crawford, State Responsibility: The General Part 30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LC 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with Commentaries 83, http://legal.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commentaries/9_6_2001.pdf,
visited on 18 May 2020.
See James Crawford, State Responsibility: The General Part 30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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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的条件未能被满足。

前述《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 27 条也适用于危急情况。就补偿问题，
《国家责任条款草
案》报告员克劳福德指出，
“在国家援引危急情况的情况下，由于另一国没有因错误或过失
87
导致危急情况，有很强的理由要求补偿实际损失”
。 在 CMS、Enron、Sempra 诉阿根廷等
88
各案中，仲裁庭均认为即便成功援引危急情况，国家仍需补偿投资者。
国家采取 COVID-19 疫情防控措施可以援引危急情况，但需要满足的条件很高，而且不
能完全免除补偿责任。
（三）治安权原则
治安权（Police Power）在广义上包含了任何善意、非歧视并为公共健康、安全、道德
或福利而采取的规制；在狭义上则仅包含对税收、犯罪和‘维护公共秩序’所采取的措施。
89
治安权原则（the Principle of Police Power）是指国家对属治安权范围的行为导致的财产损
失不承担责任。
90

早在 18 世纪就有欧洲法学家论述治安权。 美国的法律也受到影响，1986 年《美国对
外关系法重述（第三次）
》第 712 部分的评论（g）项指出：
“如果是非歧视性的，一国对出
于善意的一般税收、规制、刑事没收或被普遍接受为属国家治安权的其他类似行动导致的财
产损失或其他不利经济后果不承担责任……且并非旨在导致外国人放弃财产或以危难价格
（distress price）出售。在美国宪法下，征收（taking）与规制（regulation）之间的区别有时
91
是不确定的。
” 1980 年代伊朗-美国仲裁庭审理的美国投资者与伊朗政府之间的案件将治安
92
权原则提升到了国际法的层面。 OECD 在 2004 年的报告《国际投资法上的“间接征收”
和“规制权”》中认为“在国际法上，行使国家的‘治安权’不产生求偿权的原则被广泛接
93
受”。
从以上这些论述可见，治安权常常和规制权混同使用。两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治安
权原则的适用具有排除补偿的效果，而正当行使规制权并不必然排除补偿。笔者认为，从概
念范畴上而言，规制权广于治安权，或者说规制权可涵盖治安权。
在涉及征收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东道国常援引治安权原则，但仲裁庭的态度并不一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See CMS Gas Transmission Company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8, Award, paras.
318-331; Enron Corporation and Ponderosa Assets, L.P.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3,
Award, paras. 304-313; Sempra Energy International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16,
Award, paras. 347-355.
James Crawford, Second Report on State Responsibility & Comments and Observations Received from
Governments 85,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CN.4/498/Add.2, visited on 18 May
2020.
See CMS Gas Transmission Company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8, Award, paras.390;
Enron Corporation and Ponderosa Assets, L.P.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3, Award,
para.345; Sempra Energy International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16, Award,
para.394.
See Ben Mostafa, The Sole Effects Doctrine, Police Powers and Indirect Expropri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15(1)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73-4 (2008).
See Adam Smith,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486 (Clarendon Press 1978); Emer De Vattel, The Law of Nations
or, Principles of the Law of Nature: Applied to the Conduct and Affairs of Nations and Sovereigns, Book I,
ch.XX, para.174, Kindle 位置 4126 (Dublin : Luke White 1792).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 (Thir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7, art.p.85,
para.345.
See Emanuel Too v. Greater Modesto Insurance Associat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ran Award
460-880-2, para. 26.
OECD, "Indirect Expropriation" and the "Right to Regulat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18,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780155872321.pdf?expires=1589784942&id=id&accname=guest&che
cksum=1AAA44BC43E48D534F5B0E932C80A997, visited on 18 Ma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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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Pope 诉加拿大案仲裁庭不认可治安权原则，仲裁庭认为：
“（NAFTA 第 1110 条“征收
与补偿”
）的范围涵盖非歧视性的规制，该等规制可能被声称为一国行使所谓的治安权。
”但
是，
“很多渐进性征收（creeping expropriation）是以规制来进行的，一概地将规制措施作为
94
例外会导致国际反征收保护的漏洞。” 相反，Saluka 诉捷克案仲裁庭则认为“当国家采取‘通
常被认为属于国家治安权’的一般性规制，国家没有违反征收规定，因而不承担对丧失财产
95
的外国投资者的补偿责任，这一原则是当今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
”
在新近的 Philip Morris 诉乌拉圭案中，申请人认为“根据习惯国际法，治安权作为隐含
例外的范围限于与保护和安全相关的国家权力，例如：法律的实施，公共秩序维护和国家自
卫”。而被申请人却认为，保护公共健康是治安权的精髓之体现，一般不招致国际责任。仲
96
裁庭支持了被申请人的观点。
在审查乌拉圭的烟草规制措施是否构成征收时，仲裁庭多次考虑了乌拉圭的治安权/规
97
制权，并认为治安权原则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项规则。 仲裁庭总结到，由于被诉措施“以善
意和非歧视的方式采取”，且“与欲实现的目标成比例”，因而该等措施“属乌拉圭有效行使
98
治安权以保护公共健康，不构成对申请人财产的征收”。
如果东道国因 COVID-19 疫情采取的公共健康措施被投资者指称构成征收，东道国可援
引治安权原则，根据 Philip Morris 诉乌拉圭案的裁决来看，东道国的主张很可能获得仲裁庭
的支持，当然，东道国需注意以善意、非歧视以及和目标成比例的方式实施公共健康措施。

五、结论及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国际投资法体制正朝着平衡包括公共健康在内的公共利益和投资者私人
利益的方向发展，但在突发的 COVID-19 疫情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面前，现有国际投资法体制
的平衡作用仍显不足。有学者倡议，
“政府应共同中止 COVID-19 疫情相关措施的基于条约
的 ISDS，或者声明在异常时期适用国际法上的抗辩。希望限制投资条约项下风险的政府，
可撤回投资仲裁承诺，直至达成多边解决方案。”这项倡议对于正当行使公共健康规制权的
政府免受投资者的滥诉无疑十分有益。但是，一概中止 COVID-19 疫情相关措施的基于条约
的 ISDS 或撤回投资仲裁承诺，有可能损害投资者的正当利益。因此，寻求东道国公共利益
和投资者私人利益之间的长效平衡机制仍然是国际投资法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在 COVID-19 疫情下，中国作为双向投资大国，不仅要平衡作为东道国的公共健康规制
权和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也要平衡中国海外投资者和当地东道国的公共健康规制权。因此，
中国政府和海外投资者均很有必要熟悉国际投资合同、条约及相关习惯国际法的现有规定和
适用情况。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中国政府在采取公共健康规制措施时，应遵守国际投资法的规定，以便在投资争
议发生时能有效援引抗辩；
第二，对于中国政府被诉风险较高的投资条约，建议与其他缔约国协商中止 COVID-19
94
95
96

97

98

Pope & Talbot Inc. v.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UNCITRAL, Interim Award, paras. 96, 99.
Saluka Investments B.V. v. The Czech Republic, UNCITRAL, Partial Award, para. 262.
See Philip Morris Brand Sàrl (Switzerland), Philip Morris Products S.A. (Switzerland) and Abal Hermanos S.A.
(Uruguay) v. Oriental Republic of Uruguay, ICSID Case No. ARB/10/7, Award, paras. 197, 181, 291.
See Philip Morris Brand Sàrl (Switzerland), Philip Morris Products S.A. (Switzerland) and Abal Hermanos S.A.
(Uruguay) v. Oriental Republic of Uruguay, ICSID Case No. ARB/10/7, Award, paras. 289-301.
Philip Morris Brand Sàrl (Switzerland), Philip Morris Products S.A. (Switzerland) and Abal Hermanos S.A.
(Uruguay) v. Oriental Republic of Uruguay, ICSID Case No. ARB/10/7, Award, paras. 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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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相关措施进入基于条约的 ISDS，或撤回投资仲裁承诺，并积极寻求多边解决方案；
第三，增强中国的海外投资者的法律意识，支持其运用国际投资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四，与东道国政府开展防控疫情和稳定国际投资的规制合作；
第五，在国际投资法体制改革中倡导东道国公共利益和投资者私人利益之间的长效平衡
机制的建立，包括但不限于 IIAs 的升级换代、习惯国际法的重构、中国主导的国际投资争
议解决平台建设等。

A Research on the Rules of the Right to Regulate in Public Health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ZENG Jian-zhi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spreading globally. Lots of emergency measures to control
the pandemic are taken by affected countries, which have heavily shocked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may cause investor-state disputes.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ules on the
emergency of public health mainly include: hardship or force majeure clause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ntract, the right to regulate in public health clauses and emergency claus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force majeure, necess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police power i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system is reforming to rebalance the
public interests of host states and the private interests of investors. However, in confront of
COVID-19 pandemic emergency, the available rules have drawbacks in many aspects, including
narrow coverage, unclear legal nature and consequence, poor synergy, invoking difficulties, etc.
As one of the top home and host state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t is wise for China to take
measures to balance the right to regulate in public health of host states and the interests of
investors, based on the fully understanding of the availabl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ules, and
seek to establish long-term effective mechanisms.
Keywords: COVID-19 Pandemic;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Rules on the Right to Regulate in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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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国际卫生规则与海事规则的冲突及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下的解决路径
罗维昱

摘 要：在新冠疫情下，国际卫生规则与海事规则之间的冲突不断凸显，特别是国际邮轮等
航行器的停靠及救治等一系列问题中，不同的规制给出了不同的处理措施，在规制冲突过程
中，极易导致此类航行器错失最佳救济时机而造成人道主义危机。因此，在梳理了不同国际
规则的前提下，分析冲突的由来，并结合我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解决大流行
病中规则冲突及完善国际卫生治理提出了改进路径：建立国际监督机制及国际合作机制，以
及完善改进并实现国际卫生组织的领导能力，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国际卫生治理的完
善与发展。
关键词：新冠疫情；国际卫生规则；海事规则；世界卫生组织；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问题的提出
截至 2020 年 3 月 16 日，在 146 个国家或地区中有近 165,000 例确诊的 COVID-19 病例，
并有 6470 例死亡1。2020 年 1 月 30 日，世卫组织总干事将这次疫病标记为国际关注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正如世界卫生组织进一步解释的那样，这是“严重、异常的和意想不到的事
件”
，且具有跨国影响，可能需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2020 年 3 月份以来，这次新冠肺炎事
件已经演变为一场大流行病，很多国家已经陆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这种全球大流行病的
例外状态下，目前国际卫生规则与海事规则的冲突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需要对其进行反
思。
最近令人关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疫情的扩大就是例证。据相关新闻报道，隶属公主
邮轮旗下营运的钻石公主号游轮总共搭载两千六百余名乘客以及一千多名工作人员。该游轮
从日本横滨起航，途径我国香港、台湾等地。1 月 25 日船上一名男性被确诊感染，因此游
轮于 2 月 3 日返航至横滨母港。事件爆发后，钻石公主号一直停留在横滨港口，船上人员被
告知因在个人舱房隔离，有相关症状的才接受检疫及相关治疗。截至目前，船上人员已有超
700 人确诊2。
此外，从我国国务院联防联控信息来看，沿海口岸所做的疫情防控也是很关键且应该持
续重视的，对于输入性感染需要十分注意。在当前国际邮轮暂停的前提下，我国仍有大量国
际航行船舶的船员需要登录，因此防止疫情输入仍是当前的重要工作。
新冠大流行的早期阶段，可以看到，大型游轮（每艘游轮大约有 3000 名乘客和 500-1000

罗维昱：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1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
2 https://www.watoday.com.au/national/nsw/up-to-158-passenger-reportedly-struck-by-gastro-on-board-cruise-shi
p-20160204-gml60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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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船员）3是一个重要的病例来源，并会直接促成了流行病的跨境传播。因此，如何妥善处
理有感染风险的游轮并且不损害港口国的公共卫生安全，成了当前较为重要的问题。在国际
法框架内，有各种各样的参与者，包括游轮的船旗国、所访问的港口国、游轮公司、船上乘
客及其国籍国，以及在这些游轮及其母国工作的船员。这种情况所涉及的国际规则包括海洋
法、国际卫生法、航运公约，特别是保护海员权利的条约、国际人权法和有关领事协助的法
律。因此，需要解释这些不同的国际法框架中的一些条文如何相互交叉，以寻求建立较为强
有力的国际卫生法律体系，促使上述参与者迅速行动，以解决大流行病期间在游轮上引发的
公共卫生危机。

二、国际卫生规则与海事规则视角下的港口国权利与义务
船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不同国家对这一流行病的反应需
要考虑到这些船只在其港口的存在以及船上乘客和船员的医疗。不同的国际法律规则，如海
洋法、国际卫生法、航运公约等都对港口国提出了一定的义务。
（一） 国际卫生法的相关规定
对于船舶的卫生检验及防疫，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中，在第
二章已有专门规定。其中，根据第 28 条第一款的规定，可以明确，公共卫生原因不是阻止
船舶或航空器相关入境口岸停靠的借口。但是，条款同时也指出，入境口岸应该具备进行卫
生检疫的能力，否则可以要求船舶或航空器前往最近的适宜口岸入境。第二款则对“无疫通
行”作出了规定4。由此可知，关键在于“额外的卫生措施”的规定。该条例第 43 条第对此
作出了详细规定，对于上述措施，可用如下原则进行归纳：
（1）相同保护原则，即采取所谓
额外卫生措施，应可获得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相同或更大程度的健康保护；
（2）适当性原
则，即额外的措施应尽量减小过度的针对旅行和贸易的限制；
（3）证据原则，即采取额外卫
生措施的基础是基于科学客观的事实证据。港口国对于是否有必要实施限制性措施的判断应
当充分基于其对于上述各项因素的综合考虑与全盘衡量而做出5。
因此原则上，缔约国不可以由于公共卫生原因而拒绝相关邮轮入境、停靠，但在一定条
件下，也可以采取相应的额外卫生措施。理论上看，虽然对于日本这种十分发达，卫生医疗
管理体系相对完善的国家或地区而言，不可以“入境港口不具备卫生应急能力”为抗辩理由，
拒绝承担接收的义务。但日本对“钻石公主号”疫情的爆发有着充足的科学证据，所以有权
实施一定的额外卫生措施，拒绝其在港口停靠。对此，世界卫生组织 2016 年出版的《船舶
公共卫生事件管理手册》第 8．1．10 条(限制/拒绝旅客的入境或出境)也规定:“为防止疾病
国际传播以及根据实际情况(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疑似或感染人员可拒绝其入境
或出境。
”从本条之规定可以看出，关于船舶入境后人员是否可以入境的问题，各国有很大
的自由裁量权利，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准许人员进入6。
（二） 国际海洋法的相关规定
结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25 条、第 33 条规定进行分析，港口国有拒绝“有害通
过”
，以及拒绝停靠相应港口的权力。同时，
《国际海港制度公约》第 2 条、第 16 条与第 17
吴倩倩：
《中国发展邮轮旅游业的优劣势分析》
，
《中国储运》2014 年第 1 期，第 123-124 页。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Handbook for management of public health events on board ships．https://w
ww.who.int/ihr/publications/9789241549462/en．
5
Lawrence O Gostin & Allyn L Taylor, Global Health Law: A Deﬁnition and Grand Challenges, 1(1) Pu
b Health Ethics (2008) 53–63.
6
WHO,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55/en/[ . Accessed March 202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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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也规定，尽管各缔约国对处于主权之下的海港享有自由进出的权利与地位平等的待遇，但
基于公共卫生与安全的原因，该港有权禁止进入其领土的旅客过境7。
当然，这个规定并不等于国家可以相对随意的决定接受或拒绝船舶入境或者停靠。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98 条的规定，可知各沿海国有义务建立和维持“有效的搜寻和救
助服务”
，并且在必要时与相邻国家合作。但是，上述的规定是一种原则性规定，没有严格
的约束力，没有很强的操作性，相关港口国并不一定会根据这些规则行动。
事实上，除了港口国有接受与救济船舶的义务，船旗国也有相应义务。根据《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第 94 条的规定8，船旗国是有义务对船舶行使“行政、技术与社会事项”的管
辖。尽管该条款对于“行政事项”
“社会事项”的具体内涵与覆盖范围并未作进一步的解释，
但分析看来，公共卫生事项的管理是构成社会公共治理机制与政府行政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医疗卫生健康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共治理体系现代化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
组成部分。因此，船旗国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船舶有管理责任和救助义务。在“钻石公
主号”事件中，其船旗国为英国，因此理论上来说，英国有接受并救治的义务。然而，由于
船舶主要在亚太地区航行，若使其转回船旗国英国，反而会贻误第一时间阻止疫情扩散的时
机9。
因此，综合国际海洋法相关规定来看，在船舶上出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船旗国应该
承担相应的接受和救济义务。如果由于地理位置、卫生条件等因素，无法在短时间内由船旗
国从某种意义上讲，船旗国与港口国均应承担接收该邮轮的义务，只不过船旗国应承担第一
顺位的疫情防控义务，而港口国承担第二顺位的人道救助义务10。因此，立足国际海洋法的
视角，日本接收上述邮轮入境符合国际“人道主义”的立场。
（三） 国家海事法律的相关规定
除了国际公约，不同港口对于相关船舶的接收、管理也受到相应港口国出入境检疫法律
的调整11。如日本《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中有相关规定，对于一类传染病、二类传染
病以及新的传染症状者不得入境。
《检疫法》也有规定，如果检疫设备条件被认定为不足，
无法采取相关措施的话，可船长说明情况的前提下，可以要求其转移至其他港口12。通过对
日本官房内阁相关文件来看，日本政府作出“钻石公主号”所有人员在船上隔离的决定，主
要是基于其国内法律的相关规定。
我国也有类似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法律，我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在第 4 条规定了对于出
入我国国境的人员、交通工具、行李等物品都应该经我国卫生检疫机关许可才能出入境。
《国
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中作出了更进一步的规定，具体规定了在国内或国外出现大流行病
时，应当采取封锁边境等相关措施。在实践中，我国也会基于国际“人道主义”，接收有感
染或疑似感染船舶入境13。如以天津港为母港的“歌诗达赛琳娜号”在返航之后，天津政府

7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unclos/unclos_c.pdf
同上
9 王保刚等：
《国境口岸呼吸道传染病传入风险评估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
《中国国境卫生检疫杂志》2012
年第 5 期，第 296-300+305 页。
10
Toebes, Introduction, in, Brigit Toebes et al,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in Europe,(Intersentia, Antwerp,
2012), 13, 15–16.
11 宋云霞：
《国家海上管辖权理论与实践》
， 海洋出版社, 2009 年版。
12 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Pandemic Influenza and New Infectious Diseases. https://www.cas.go.jp/jp/seisa
ku/ful/keikaku/pdf/national%20action%20plan.pdf．
13
刘茂华等：
《国际航行邮轮呼吸道传染病暴发检疫管理模式研究》
，
《中国国境卫生检疫杂志》2014 年第
5 期，第 356 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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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安排相关人员进行核酸检测、隔离等措施14。

三、全球卫生治理的法律冲突问题
全球卫生治理是所有保护全球人口健康的规则、规范、制度和程序的总称15。参与全球
卫生治理的主体繁多，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发挥引领性作用，协调国家间卫生合作，拟定
全球公共卫生法律与政策，各主权国家起到基础性作用，负责保障国内公共卫生安全，并有
义务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国内卫生状况，非政府组织对特殊的公共卫生产品及行动发起
倡议和支持16。这些国际法力求为无数利害关系方规定不同的权利和责任。在许多情况下，
规则确实是协同工作的，并且是相互加强的。然而，各国在处理公共卫生危机时所具有的灵
活性，不同法律规则的侧重点均有所不同，因此，往往在面对重大流行病的情况下，会产生
法律困境。
（一） 港口和习惯国际法中的法律冲突
根据海洋法，各国对其港口拥有主权，可以控制港口进出，包括关闭港口的可能性。进
出港口常常受条约的制约，特别是为了促进国际贸易。当国家的切身利益需要时，国家可以
关闭港口。在实践中，港口关闭的原因涉及“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运载爆炸物的船舶；运
载传染病乘客的船舶；运载危险货物，如危险废物的船舶；一般沿海污染保护；不合格船舶；
以及对海上航行造成危害的船舶”等等。
船舶遇险时，允许进入港口避难。从国家法院的判决中可以看出什么是“遇险”，这些
判决通常处理的是船只进入的后果，而不是遇险情况本身17。遇险是指明显威胁船上人员安
全的情况，或是危及船舶、货物或船员的危险，从而可能造成人员损失。就游轮而言，船员
普遍患病，以致不能满足游轮操作的最低船员要求，显然会危及游轮的整体安全，造成遇险
情况。同样，在遇险情况得到缓解之前，不应指望船长返回海上。
尽管如此，寻求阻止船只进入其港口的国家可以将确定“遇险”的门槛定得相当高。
《搜
救公约》将“遇险阶段”描述为“合理确定船只或人员受到严重和迫在眉睫的危险威胁并需
要立即援助的情况”
。在船只迁移方面，各国认为只有当有关船只正在下沉而不是发生故障
时，才有“遇险”触发救援义务。可以说，用于应对船只迁移的标准与一般做法不一致，当
由于船员不在（或因疾病而无法）履行职责而无法维持船只的适航性时，就确立了遇险。通
常由声称遇险的船只证明存在这种遇险情况，以保证进入一个原本对其关闭的港口。
船旗国管理其船只的权利，包括船只内部事务的权利，必须与港口国保护其主权的决定
的权利相平衡。这一平衡在《需要援助的船舶避难场所指南》中得到确认，该指南是在船上
发生环境灾难后采用的。针对目前 Zaandam 号的 covid-19 事件，巴拿马最初拒绝通过巴拿
马运河，理由是其运河工作人员驾驶船只通过这一通道，会危及他们的健康；最终在人道主
义基础上允许通过运河。Zaandam 号和鹿特丹号的目的地是佛罗里达州，美国官员也同样表
示，担心为船上乘客制定一个“人道主义解决方案”，同时为当地社区维护“强有力的保障”
。
这个例子反映了每个国家对什么是正确的平衡可能采取不同的观点。

俞标,李向铎：
《天津口岸国际邮轮疫情防控的探讨》
，
《口岸卫生控制》2013 年第 4 期，第 35-39 页。
参见 Lawrence O Gostin, Global Health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72.
16
Godlee F. WHO in retreat: is it losing its influence?[J]. BMJ, 1994, 309(6967): 1491-1495.
17 de La Fayette L. Access to ports in international law[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
tal Law, 1996, 11(1): 1-22.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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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航运法和海事劳工公约的法律冲突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船旗国对悬挂其国旗的船舶行使有效管辖和控制的首要义
务。在这样做时，船旗国应确保每艘船舶都有合格的船长和船员，并且船上船员的人数与船
舶的类型和大小有关。此外，船旗国必须确保船舶的人员配备和船上的劳动条件符合适用的
国际文书。这些文书主要是在国际海事组织主持下通过的。特别是《海上人命安全公约》规
定了船舶安全、人身安全和船舶质量管理的国际标准。此外，关于邮轮船员的最低要求，必
须考虑到《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
。
在考虑船员健康时，必须牢记这些标准，以确保船舶的安全运行。虽然一艘游轮会有为
乘客提供服务的船员，但其他船员对游轮的运行至关重要。如果重要的船员身体不适而不能
履行职责，船舶就不能安全地运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游轮甚至在乘客下船后也拒绝离开
港口，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负责船只实际运行的船员生病，不能执行对船只安全至关重要
的任务，很可能出现遇险情况。
除了国际航运的安全，船员也有核心权利，必须在 covid-19 大流行病中得到保护。这
些权利载于《海事劳工公约》，该公约于 2013 年生效，由国际劳工组织主持通过。
《公约》
有 96 个缔约国，占世界船舶总吨位的 91%。本公约规定了海员在国际海洋区域的工作和生
活标准。海事劳工公约由条款、条例和法典组成。这些条款和条例规定了批准公约的成员的
核心权利和原则以及基本义务，而《守则》则载有实施这些条例的细节。该准则由强制性标
准和非强制性指南组成18。
对于游轮上的船员来说，《海事劳工公约》很重要，因为它力求保护海员的健康，并确
保他们能迅速获得船上和岸上的医疗服务。虽然船旗国有责任确保海员在船上工作时能得到
及时和充分的医疗，但当船位于一缔约国领土内时，该缔约国应提供其在岸上的医疗服务。
关于海员应享有的医疗保健标准19，其目的是船上的标准应尽可能与岸上的标准相当。
在游轮上的船员患有 covid-19 的情况下，也有船员住院治疗的情况。关于“红宝石公
主号”，澳大利亚试图在船还在海上时派医生上船，以便对船员进行测试，确定疾病在船员
中传播的程度。随后，该船被带进港口，以便医务人员可以登船、评估和治疗生病的船员。
只有那些需要住院治疗的船员最初才被允许下船。
如前一节所述，港口国当局在处理游轮上的 covid-19 问题时所表达的一个关切是，除
了在其领土内治疗 covid-19 病人的财政负担外，与治疗乘客和船员有关的费用。关于旅客
及其根据国际卫生条例享有的权利，有些医疗费用应由港口国承担。对船员来说，关键的目
的是确保他们不受与工作有关的疾病的经济责任的影响。相反，船东负责所有在船上工作的
海员的健康保护和医疗保健。特别是，对于那些患病并因 covid-19 住院的船员，船东有责
任支付医疗费用，包括医疗和提供必要的药品和治疗用具，以及在生病或受伤的海员康复之
前，或在疾病或无行为能力已被宣布为永久性。这项义务在实践中如何运作，将需要政府提
供医疗援助，并向有关航运公司寻求赔偿。如果航运公司在港口国的管辖范围内没有存在，
这种恢复可能很困难。

18

Morrison A. Places of refuge for ships in distress: problems and methods of resolution[M]. Martinus N
ijhoff Publishers, 2012.
19 Moreno-Lax V. Seeking Asylum in the Mediterranean: Against a Fragmentary Reading of EU Member
States’ Obligations Accruing at Se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ugee Law, 2011, 23(2): 17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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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权和领事权利的法律冲突
当一国对船只、海域或人实施有效控制时，人权义务可适用于海上20。这一标准适用于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禁止酷刑公约》，欧洲人权法院在 Hirsi 诉意大利案中
也遵循了这一标准，该案审查了意大利在海上获救的船只移民方面的义务。是否确立了必要
的控制水平是一个事实问题，必须客观地确定，而不是参照采取行动的国家的意图。
对于游轮，一般来说，船旗国行使有效控制权，并对乘客和船员负有人权义务，因为船
旗国有责任确保对其船只有效行使管辖权和控制权。当游轮进入另一国领海和港口时，沿海
国对该海域的主权将触发该国对船上个人的人权义务21。
没有具体的规则解释船旗国或港口国对港口船只上个人的人权负有主要责任22。船旗国
可以坚持认为，人权是船舶内部事务的一部分（这将防止在不同国家适用的人权标准高于船
旗国），或者港口国可以辩称，它凭借对港口的主权对人权负有责任。同样，任何一个国家
都可以通过期待另一个国家采取行动来寻求免除自己的责任。
在 covid-19 大流行病期间，游轮上的个人所面临的人权包括享有能达到的最高健康标
准的权利、行动自由和不受歧视的权利。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当局在处理旅行者时，
应“尊重他们的尊严、人权和基本自由，尽量减少与这些措施有关的任何不适或痛苦”，包
括提供适当的医疗。
《海事劳工公约》第四条规定了海员的核心权利，包括在船上享有体面
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权利以及享有健康保护和医疗保健的权利。23
对于在游轮上发现自己需要协助返回本国的个人，他们可以求助于领事协助。处理领事
权利和义务的主要国际法文书是《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领事职能包括“帮助和协助国民”
，
可能需要遣返船上有 covid-19 病例的旅客。
这一行动是各国为钻石公主号上的国民采取的。
领事协助的重点是将乘客送回其国籍国，但也必须指出，机组人员也可能需要遣返。
Zaandam 号和鹿特丹号的船员不允许在佛罗里达下船。由于船员在本国的旅行限制，遣返变
得越来越困难。
《海事劳工公约》加强了所有个人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享有的领事
权利，指出各国应在海员在外国港口时为接触领事提供便利。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下的解决路径
目前来看，国际法碎片化导致难以有效应对游轮等特殊情形导致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因
此，需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下，尝试建构更为有效的法律体系，具体的分析及解决路
径如下。
（一） 全球卫生治理的建构逻辑
1. 全球卫生治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7 年，我国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于同年将其写入党章，可以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在当下所提出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创新型概念。2018 年的时
候，这一概念被写入我国宪法。回顾这一理论的渊源，可以发现，在西方，斯多葛学派( Stocism)
20

Colombos C J, Higgins A P.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M]. London: Longmans, 1967.
Rushton S. Global governance capacities in health: WHO and infectious diseases[M]//Global Health Go
vernance.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2009: 60-80.
22 Fidler D P. From 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ventions to global health security: the new International Hea
lth Regulations[J].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5, 4(2): 325-392.
23
张博源：
《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立法原则的人权价值》
，
《人权》2019 年第 2 期，第 90-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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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了对人类和个体命运的世界性关怀，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从城邦建立人类生活的共同
体世界，康德( Immanuel Kant) 则认为世界大同主义法律体系的实现是可以导向世界大同主
义秩序这一伟大目标的，而马克思的思想中也体现了个体在共同体中的解放。我国历史上则
一直有着“天下大同”的哲学理念，体现着天下共治的思维模式，直到新中国建立，我国一
直秉持人类大同的理念。可以看到，它是我国对全人类命运持续关注和思考的产物，也是对
目前国际社会问题的根本性解答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关切世界所提出的制度性改革
措施，也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可以依据的改革路径。公共卫生治理只有建立共同体意识，从
根本上扭转目前治理体系的缺陷，避免出现过多法律冲突情形，才能使得游轮等大型设施避
免出现人道主义灾难。
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个要素—人和共同体出发，可以明白，各国需要以人的基本
权利出发，建立规范的法治体系，最终形成有共识的国际卫生法治体系，打破目前国际卫生
法律相互冲突与排斥的现象，从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健康权作为各国公民所享有的基础
权利的一个部分，是需要各国均需要保护的。其次，需要通过不断对话，强调人类的共同性
特征，从人类共同价值出发，把对个体健康权的保障融入到共同体的构建中，在尊重各国主
权的基础上，实现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
2. 全球卫生治理与实现人权
公共卫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逐步体现出来了其与人权概念之间的紧密联系。
世界卫生组织宪章中的规定其实也体现了这一点，宪章中提到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都包含了健
康权利，且不应该因为不同的种族、信仰或者经济状况等不同而有所区分。从宪章的内容来
看，生命与健康权已经是人权领域十分重要的一项内容了，而且是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目标，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就明确生命与健康权是各国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力，且目前
已经写入大多数国家的宪法或相关法律之中。生命与健康权所涵盖的范围广泛，除了及时的
医疗保健措施，还包括公民应该享有使用医疗保健基础设施的权力，因此，对于合适的卫生
设施、充足的食物、饮用水的获取、完善的医疗环境等的构建，也是实现公民人权的重要一
环。
人权与公共卫生治理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具体来说，全球卫生治理的目的在于使
全世界公民免于疾病的侵害，得到即使救治，实现一定水平的健康；而从人权的概念来看，
在第三代人权中，就包含了健康权、发展权等人类所应拥有的广泛权力。因此，公共卫生治
理与人权之间就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同时，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权理论的发展给更有
效的全球卫生治理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价值依托。但实际上生命与健康权作为人权的重要内容
一直不是很受重视。目前新冠肺炎爆发，很多发展中国家难以保证自身国民的生命及健康权，
只有通过公共卫生领域合作，实现有效治理，才能保护公民积极权利，促进消极权利，国际
社会必须将健康权放在重要的位置，在全球流行病肆虐的情况下，共同寻求解决办法。
3. 全球卫生产品供给是世界共同责任
过去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给人类和世界带来巨大好处，国家间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
如今，由于新冠肺炎的影响，国际社会上逆全球化倾向不断加快，各国国家都面临着或大或
小的公共治理危机。很多国家将国内传染病爆发归因于外部因素，全球责任观念和人类命运
意识淡薄，不愿进行国际合作。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在国际上扮演“公共产品消费者”的角
色，但是，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目前来看，中国已经较
为成功的控制住了国内新冠肺炎爆发的局面，因此，我国开始从消费者的角色转为公共产品
供应者。在目前全球卫生公共产品至关重要又严重匮乏的时代，中国在积极进行国内防治的
前提下，也在更加主动，更加积极的与世界不同国家建立联系，共同应对病毒的扩散。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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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病具有跨越地域国界进行流动的特性，因此由各国进行分割治理显然难以有效应对。
任何国家的流行病，均有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及威胁的可能性，尤其是中国这样人口众多、
国际联系频繁的大国。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角度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不仅应该妥
善处理国内公共卫生危机，更应该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和理论基础上，参与全球公共卫
生治理及推动其不断完善。
中国是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要推动者。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下，公共卫生的
全球治理是多元行为主体共谋、共管全球公共事务，国家不应该是治理体系中唯一的主体，
应该积极与不同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跨国企业等实体进行对话与合作，才可以
建立起真正可操作且可持续性的卫生治理体系。
（二） 全球卫生治理法律体系建构的具体措施
1. 建立国际监督机制，完善全球卫生法律制度
在此次大流行病过程中，我们所要考虑的主要是全球公民的健康权问题，在国际人权法
的角度看来，国籍国负有保护其国民健康权的义务。因此，在国际卫生法领域，可以考虑借
鉴比如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下的国际监督机制，对各国的卫生法律制度及举措进行定期
审议，通过长期努力，逐步实现各国卫生法制与国际标准相协调。如定期报告机制（reporting
mechanism）就是有关国际组织和各个主要人权公约广为采用的一种国际监督制度。当然，
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如何处理国际组织与国家的关系，如何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如
何界定各国的权限，建立一种更为科学的，以定期报告为基础的国际监督机制，是完善全球
法律制度的重要课题。以游轮疫情为例，一方面要保障游轮人员的健康权，一方面也要关注
港口国自身的经济负担能力以及治理水平。因此，建立国际监督机制，在定期报告的基础上，
由世卫组织等国际卫视治理主体提供无法律约束力的建议，以及对低收入港口国的援助计划，
经过长期努力，力图基本实现基础性卫生安全维护状况。
具体来说，目前可以逐步建立一种非基于条约的机制，从国际卫生组织的倡议、国家间
卫生论坛的协议等软法性文件为基础，在其框架内构建包括报告程序、审议程序在内的国际
监督机制，主要目标在于对不同国家的卫生设施建设、卫生治理体系的评估与审议，为构建
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提供基础。在这种并不具有法律强制约束力的机制下，各缔约国卫生机
构及各非政府组织可以与国际卫生组织进行合作，定期向国际卫生组织报告其国内情况，而
国际卫生组织也会从其他来源（包括非政府组织，联合国机构，其他政府间组织，学术机构
和新闻界）搜集有关一个国家卫生状况的信息和报告。在整个报告程序中，决策的质量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专家可能从外部来源获得的这些附附加信息。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提供
的其他信息有助于对有关国家的实际情况提出更广泛的看法。
2. 建立国际合作机制，妥善解决游轮疫情
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是所有国家共同面对的问题，一个国家的作用是有限的，需要全球多
国政府和组织运用外交手段谈判协商，制定法律，共同解决波及自身或潜在波及自身的全球
卫生问题24。正如前文分析可知，由于公共卫生领域并没有统一的立法，且现有的国际卫生
规则与国际海事规则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冲突情况，所以各沿海国的接受、救治的义务并不清
晰。首先，国际海洋法的规定中指出，船旗国是首要承担公共卫生治理，流行病防控义务的
国家，其次是港口国的义务，规定中指出港口国是有义务接收、救治已经有流行病感染或疑
似感染的游轮等航行器的。其次，从国际卫生法出发，则在规定中作出了区分，对于已经确
刘茂华等：
《国际航行邮轮呼吸道传染病暴发检疫管理模式研究》
，
《中国国境卫生检疫杂志》2014 年第
5 期，第 353-356 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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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爆发流行病的航行器，港口国有权拒绝其入境停靠；对于并未确诊，只是疑似的航行器，
在港口国卫生医疗体系完善的前提下。应该接受该航行器入境并提供相应帮助。最后，从大
部分国家的国内港口检疫法规来看，其普遍规定了本国有权拒绝接收已经明确感染流行病的
邮轮等航行器入境停靠。根据通常的法理，在国际公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之时，应当优先适
用国家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因此，对于国际海洋法、国际卫生法相关条约的缔约国来说，
法律适用应优先于其国内卫生法、出入境法等法律的适用。对于国际海洋法与国际卫生法之
间的冲突，考虑到《国际卫生条例》对港口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要求作出了专门规定，
相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普遍性、原则性的规定而言专业性和针对性更强；并且《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制定于 1982 年，在此之后始终未更新，而《国际卫生条例》最新版本修订
于 2005 年，
“新法”较“旧法”对于国际公共卫生防疫形势、流行病学检测与传染病控制
手段把控得更为准确与全面25。因此，从专业性与时效性的角度，在传染病相关问题上，
《国
际卫生条例》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应优先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适用。然而，邮轮
疫情涉及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交叉领域的责任和权利承担问题，从国际法上来说，目前并没
有明确的关于接受、处置的具体规定。从目前来看，国际法没有取得各国强制让渡相关权利
的授权，所以并没有硬法性质的强制要求。
国家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是重要的行为主体。因此，在上述国际监督机制的基础上，
逐步推动国际卫生领域建立起一种系统性的国际合作机制。26在合作机制中，明确游轮船旗
国、港口国以及其他游轮服务参与国在流行病事件爆发时的具体处置措施及权利义务。当然，
在构建合作机制的过程中，应该综合考量不同国家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及健康保障
的不同需求，有效区分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及区域合作情况，作出切实可行的跨境卫生治理
体系规划。在构建过程中，与世界卫生组织、非政府组织、慈善基金会等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主体积极合作，实现更科学全面的规划。目前来看，这种解决方式很难有效应对国际邮轮中
出现的流行病事件。因此中国需要积极推进，以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与全球国际卫生治理
主体以及其他国家一同，推进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以确保全球公共卫生的有效治理。
3. 发挥世界卫生组织的主导作用
可以看到，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在若干次传染病重大疫情暴发期间展示了其不可替代
的作用27。由于日益全球化，世界卫生组织现在已经有许多参与者加入。在国际卫生治理中
发挥作用的其他组织包括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艾滋
病、疟疾和结核病基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区域开发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重
要的私营行动者是制药业、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为解决传染病而建立的广泛的公私
伙伴关系，以及非政府组织，包括无国界医生组织和乐施会等等28。关于紧急情况下的救灾
和人道主义援助，特别重要的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红十字会/红新月会国际
委员会和儿童基金会以及非政府组织和国家医疗协会，包括对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援助
发挥着重要作用29。
当然，我们也看到，虽然这些新组织带来了重要的新经验和资源，但如此多的组织共同
卢钟山等：
《国际邮轮传染病疫情事件风险识别与评估报告》，
《中国国境卫生检疫杂志》,2013 年第 1 期，
第 60-64 页。
26
黄健华等：
《多元主体协作机制在国境口岸重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中的建立与应用》
，
《中国国境卫生检
疫杂志》2012 年第 5 期，第 313-316 页。
27
Jennifer Prah Ruger and Derek Yach, The Global Role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2)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2008–2009) 3.
28
Paul Hunt & Gunila Backman, Health Systems and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
ealth, 10(1) Health & Human Rights (2008) 81–92.
29 Christensen T, Painter M. The politics of SARS–rational responses or ambiguity, symbols and chaos?[J].
Policy and Society, 2004, 23(2): 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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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也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沟通失误，缺乏足够的领导和责任感。作为国际卫生治理的中心
组织，世卫组织将在协调这些不同组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然而，世卫组织经常因未能在这
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而受到批评。更具体地说，在新冠肺炎传播早期，世卫组织因淡化形势和
未能展示应对疫情的领导能力而受到批评。还应指出的是，世卫组织缺乏足够的资源来解决
此类全球健康问题。虽然会员国支付的费用有限，但经济危机后自愿捐款减少30。
为了解决全球卫生治理问题，一些学者和民间社会组织呼吁加强世卫组织，在全球卫生
领域制定更多标准，并为解决全球卫生问题提供更多资源。一个由民间社会和学术界组成的
全球联盟—关于国家和全球卫生责任的联合行动和学习倡议—已经形成了一个国际运动，倡
导全球卫生框架公约。除了这项倡议外，有的学者还建议设立一个国际卫生基金，以确保有
足够的资源采取有效的国际措施，按照现有的全球艾滋病基金的思路，该基金将允许监测所
有高收入国家的捐款，以确保所有需要援助的国家都能得到援助，只要它们已经尽了“最大
努力”31。这些举措表明，人们越来越希望发挥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作用，推动全球卫生合
作。

五、结论
在全球大流行病的背景下，国际卫生规则与海事规则的冲突凸显，政府禁止邮轮进港，
船舶在外漂泊，船员和旅客不能下船，种种窘境凸显了法律机制应对此种突发事件的缺失。
显然，爆发性的新冠病毒疫情不是凭某个国家一己之力能够承受或者解决的，也不是某一个
行业性的国际组织可以解决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所提出的重要倡议。它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在新时代向国际社会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
国方案。它也充分反映了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推动国际秩序改革和国际体系创新的基
本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应对全球大流行病，并在此契机上对国际卫生规则进行改
革，从国际社会整体的角度解决法律冲突、条约碎片化等问题的路径。根据上文论述，在“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应对游轮可能导致的流行病事件，应该建立国际监督机制，采用类似国际人权法
中的定期报告制度，对不同国家的公共卫生情况、处理突发流行病的能力等进行分析，并有
针对性的提出改进建议及援助措施；其次，在国际监督机制的基础上，形成一整套国际合作
机制，在应对类似事件时，明确游轮船旗国、港口国以及其他游轮服务参与国在流行病事件
爆发时的具体处置措施及权利义务。最后，为了妥善解决国际大流行病的相关问题，应该推
进加强世卫组织的职能，在全球卫生领域制定更多标准，并为解决全球卫生问题提供更多资
源，如建立国际卫生基金，以确保有足够的资源采取有效的国际措施。总之，通过对世卫组
织的规章条文进行改革，加强其国际卫生治理的领导能力，才是长期有效应对国际大流行病
的关键一步。

30

Kreuder-Sonnen C. Emergency Power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tween Normalization and Conta
inment[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31
Lawrence O Gostin,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Health Systems Fund, The Lancet (2014) 1–3.

330

The conflict between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and maritime rules under
the new epidemic situation and the solu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mankind
LUO Wei-yu

Abstract: Under the COVID-19 situation, the conflict between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and maritime regulation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especially in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the berthing and treatment of international cruise ships and other vehicles. Different
regulations give different treatment measures. In the process of regulation conflict, it is easy to
cause such vehicles to miss the best relief opportunity and cause humanitarian crisis. Therefore, on
the premise of combing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rul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rigin of the conflict,
and puts forward the improvement path for solving the rule conflict in the pandemic and
improving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governance by combining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put forward by China: establishing internation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improving and realizing the leadership 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finally realizing human beings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health governance under the community of similar destiny.
Key Words: COVID-19;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Maritime Regulation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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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防控下我国人道主义援助制度优化研究
曹俊金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201700)

摘要：我国对外提供的抗疫人道主义援助具有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支持“一带一路”
建设、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消减反华排华情绪等现实意义。随着疫情逐步向脆弱国家深度蔓
延，疫情防控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需求将与日俱增，今后我国加强疫情防控相关的人道主义援
助力度具有必然性。我国对外人道主义援助存在缺乏国内法律制度支撑、缺乏国内体制机制
支持、资金供给压力升级等现实困境，需要通过推动人道主义援助相关立法、完善人道主义
援助体制机制、拓展人道主义援助资金渠道等多个维度来缓解疫情防控背景下人道主义援助
的法制、体制与资金压力。
关键词：新冠肺炎；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抗疫援助；人道主义援助法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已成
1
为二战结束以来人类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全球卫生危机。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不同场合反复
强调应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深化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向其他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和地
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体现负责任大国担当。因而，我国在国内疫情得到初步控制之后，
在做好内防反弹、外防输入工作的同时，通过对其他国家提供疫情防控人道主义援助（以下
简称“对外抗疫援助”）以帮助其遏制疫情进一步蔓延。对外抗疫援助是我国对外人道主义
援助的重要方式，本文立足于对外抗疫援助的现实意义，结合我国当前开展对外抗疫援助的
基本现状与趋势，分析我国人道主义援助制度现实对抗疫援助产生的法律、体制与资金压力，
并以此为基础探求相应的制度优化方案。

一、全球疫情防控下我国人道主义援助的现实意义
（一）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多个重要场合反复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的内涵，强调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实现全球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得到大量事实的支持:人类在同一个全球生态环境下生存，而人类活动的全球化也带来
2
了气候变化、难民问题、毒品走私、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等等全球性问题。 本次新冠肺
炎疫情再次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力证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本次新冠疫情全



曹俊金：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发展合作法律制
度。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政法学院疫情防控课题研究专项“疫情防控下我国应急医疗卫生援外制度优化
研究”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援外政策的制度实现”(2017BGJ00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United Nations,“Shared Responsibility, Global Solidarity: Responding to The Socio-Economic Impacts of
COVID-19” ,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report_socio-economic_impact_of_covid19.pdf，最
后访问时间：2020 年 8 月 28 日。
2
周琪:《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太平洋学报》2020 年第 1 期，第 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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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蔓延再次表明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
家都不能置身其外、独善其身。
新冠肺炎疫情具有高传染性、快速传播性的特点，R0 中位数为 5.7，比 2003 年 SARS
的传染性高得多，且病毒在缺乏早期、严格的监测、隔离与社交措施干预之下具有潜在的快
3
速传播性。 例如，美国在 3 月初开始短短三个月内感染新冠病毒患者超过 250 万例，截止
2020 年 10 月 10 日其确诊总数已超过 765 万例，印度、巴西等国紧随其后，也面临严重的
疫情威胁。若疫情继续向脆弱国家深度蔓延，徘徊于饥饿边缘的群体由于没有机会获取医疗
4
服务、甚至无法获得隔离空间或者保持社交距离， 其国内感染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将难以
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蔓延还可能导致病例激增，进而挤兑医疗资源，加重医疗卫生机
构的工作负担，导致新冠病毒确诊死亡风险上升，这也正是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
荷兰、西班牙、瑞典等医疗资源充裕的发达国家前期确诊死亡风险超过 10%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对于疫情重灾国而言，如果缺乏外部世界的防疫抗疫技术信息合作、防控物资
商业合作与应急医疗卫生援助，其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将更为严峻。人类社会彻底战胜疫情并
不取决于个别国家的疫情是否得到控制，我们唯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本理念，通过加强
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帮助他国提升其疫情防控能力，才有可能阻止疫情在世界各国反复爆发，
从而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度过此次危机。
（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世界各国都以“内防扩散、外防输入”为基本防控选择，并
相继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城”、“封国”措施，这些防控措施在隔离病毒的同时不可避免
地限制了人员、资本的跨境流动，不仅影响一国内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可能冲击国
5
家间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乃至加速推动“逆全球化”的趋势。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
6
国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提出的重要国际合作方案， 考虑到短期内全球各国的工作中心将转
向疫情控制、恢复经济、保障基本民生等方面的现实，交通受阻、人员隔离、筹资放缓、施
7
工中断等情况将对那些投入巨大、见效慢、周期长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产生一定压力， 新
项目的谈判与启动也将有所放缓，可能会对“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产生影响。
我国的对外抗疫援助至少可以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两方面积极影响：一方面，对外
抗疫援助不仅可以有效维系我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之间的经济与情感互动、增进合作
共识，也能为我国海外的“一带一路”项目从业人员提供及时的医疗保障，尽可能降低疫情
对“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抗疫援助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前部署和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可以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一带一路”
8
沿线国家公共卫生安全的威胁，同时积极推动新一轮的卫生合作项目， 携手打造“健康丝
绸之路”，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多维发展。

3

4

5
6
7

8

Steven Sanche, Yen Ting Lin, Chonggang Xu, Ethan Romero-Severson, Nick Hengartner and Ruian Ke, High
contagiousness and rapid spread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Emerging Infectious
Disasters. Volume 26, Number 7—July 2020.
Tijjani Muhammad-Bande, “Preventing a pandemic-induced food emergency”, 1 May 2020,
https://www.un.org/en/coronavirus/preventing-pandemic-induced-food-emergency, 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9
月 8 日。
樊吉社：
《疫情全球扩散对我国的影响及应对》
，
《学习时报》2020 年 3 月 18 日，第 2 版。
欧阳康：
《全球治理变局中的“一带一路”
》，
《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8 期，第 5-16 页。
李文龙：
《从全球范围看疫情对中国有哪些影响，如何应对？》
，
《第一财经日报》2020 年 4 月 16 日，A11
版。
祝继高，梁晓琴：
《积极应对疫情影响，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
《学习时报》
，2020 年 3 月 18 日，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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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随着疫情在境外快速扩散蔓延，国际国内市场需求不足、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资金周转
困难、国际人流物流不畅等问题致使已复工复产的企业面临再次减产停产的风险，产业链、
9
供应链的稳定受到一定冲击。 疫情对于外资生产和出口外向型企业的影响尤为巨大，我国
2020 年第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8.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
影响最大，同比下降 14.5%；货物进出口总额 65742 亿元，同比下降 6.4%，其中进口 32380
10
亿元，下降 0.7%，出口 33363 亿元，下降幅度达到 11.4%。 尽管第二季度的经济运行情
况有较大好转，但对经济整体增长造成了较大压力。疫情的全球扩散也导致重大国际合作项
目在合同履约、执行、融资、雇员返岗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一些重大的国际性项目将拖延
11
甚至停滞和取消， 对我国通过扩大开放引进外资的系列举措造成较大冲击。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已环环相扣，只要一个环节阻滞，上下游就都无法运转，将严重影
12
响整个世界经济的顺畅运行。 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已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唯有通过加大疫情防控合作力度帮助国外缓解疫情、修复海外市场秩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我国企业全面复工复产问题。
（四）消减反华排华情绪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最早在武汉发现并公开通报，出于对病毒的恐惧，不少国家、地区涌
13
现出对华人、亚裔群体的歧视性行为，反华排华情绪持续升级。 部分国家政要将病毒污名
化、政治化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反华排华的种族主义情势，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意图通过将病
14
毒污名化的方式将本国抗疫不力的责任转移给中国， 国务卿蓬佩奥甚至在七国集团外长会
15
议上企图强推“武汉病毒”写入联合声明， 诸如此类的错误做法致使针对华人、亚裔的侮
辱、伤害案件迅速上升。以美国为例，在美国报道新冠病毒以来，2020 年 1-2 月份对亚裔
美国人实施的种族主义和排外行为超过 1000 例，而自特朗普在国内反复将新冠病毒标签化
16
以后的一周内，针对亚裔美国人实施的种族歧视事件就超过了 650 起。
随着疫情在全球进一步蔓延导致的生活生存危机及部分国家对病毒的政治化运作，国际
社会的反华排华情绪有可能进一步抬头，必须通过团结协作、及时回应有关国家的疫情防控
援助需求，用实际行动展现中国人民、政府的善良、情谊与担当，有效消减反华排华情绪，
为今后进一步拓展中外交流合作奠定情感基础。

版。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介绍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情况》，中国政
府网，2020 年 4 月 16 日，http://www.gov.cn/xinwen/gwylflkjz94/index.htm，访问时间：2020 年 4 月 17 日。
10 国务院新闻办：
《国新办举行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国新网，2020 年 4 月 17 日，http:/
/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2311/42872/index.htm#2，访问时间：2020 年 8 月 17 日。
11
迟福林：
《携手共抗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
，
《经济参考报》2020 年 3 月 24 日，第 7 版。
12 李海青：
《只有合作才能驱散疫情阴霾》
，
《光明日报》2020 年 4 月 7 日，第 2 版。
13 HYUNG-JIN KIM, “Coronavirus fears trigger anti-China sentiment across the globe”, https://news.yahoo.
com/fears-virus-trigger-anti-china-043202754.html?bcmt=1，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9 月 19 日。
14 Chris Cillizza, “Yes, of course Donald Trump is calling coronavirus the 'China virus' for political reaso
ns”， https://edition.cnn.com/2020/03/20/politics/donald-trump-china-virus-coronavirus/index.html，最后访问
时间：2020 年 6 月 21 日。
15 J. Edward Moreno, “Pompeo pressed G-7 leaders to refer to 'Wuhan virus' in statement”, https://thehill.
com/policy/international/489484-pompeo-pressed-g7-leaders-to-refer-to-wuhan-virus-in-statement-report, 最后
访问时间：2020 年 6 月 21 日。
16
Peter Aitken, “Asian Americans reported hundreds of racist acts in last week, data shows”, https://www.
foxnews.com/us/asian-americans-racist-acts-coronavirus, 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6 月 21 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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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对外抗疫人道主义援助的基本情况与趋势
在疫情国内爆发阶段，我国疫情防控重点在于内防扩散、防治结合，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以接受物资外援、国家间疫情信息交流为主。随着国内疫情得到初步控制、防疫用品产能逐
步提升，我国逐渐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受援国向疫情防控的援助国转变，对外抗疫援助力
度不断升级。
（一）疫情全球多点爆发阶段（2020 年 2 月中旬-3 月上旬）
2020 年 2 月中旬开始，我国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但防控效果已经初步显现，
而新冠肺炎病例开始在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多点爆发，日本、韩国、伊朗、意大利等国新冠
肺炎病例则迅速增长。考虑到疫情蔓延的复杂情势，本阶段我国采取内防扩散与外防输入并
重的策略，并向疫情严重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这一阶段的对外抗疫人道主义援助主要以四种方式进行开展：第一，抗疫技术援助，包
括与多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等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等技术文件，通过视频、电话会
议等远程技术手段，向有关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医疗技术人员交流传授诊疗方案和救治经验，
帮助其他国家医疗技术人员开展防控疫情。第二，抗疫物资援助，我国在满足自身抗疫需求
的基础上，通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民间等多个维度向疫情严重国家捐赠检测试剂盒、口
罩、防护服等医疗、防疫物资。第三，开始派遣援外医疗专家团队，如 2020 年 2 月 29 日我
17
国红十字会志愿专家团队携带检测试剂盒抵达德黑兰支持伊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应
伊拉克红新月会请求，我国红十字会总会于 2020 年 3 月 7 日派遣志愿专家团队一行 7 人从
18
广州飞赴巴格达支援伊拉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第四，抗疫现金援助，3 月 7 日我国
决定向世卫组织捐款 2000 万美元，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合作，
19
以便推进新冠肺炎防控、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二）疫情全球扩散蔓延阶段（2020 年 3 月中旬-4 月中旬）
2020 年 3 月中旬开始，我国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由于国际社会大部分国家都没
有对疫情防控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珍惜中国严防死守给国际社会提供的宝贵窗口期，
致使疫情由分散多点爆发迅速蔓延到全球各地。新冠病毒攻击对象的无差别性致使欧美各国
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呈指数增长，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评估后认为新冠肺炎构成“全球性流
20
行病”（pandemic）。 在此背景之下，不少国家单凭本国之力已难以有效防控疫情挑战，
疫情防控国际合作需求与疫情蔓延呈同步增长，疫情严重国家和脆弱国家纷纷向我国提出抗
疫援助请求。
病毒没有国界，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威胁，我国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
在前期疫情防控合作基础上对国际社会与日俱增的抗疫援助需求迅速做出响应：第一，进一
步丰富了对外抗疫援助的方式，帮助部分疫情严重、防疫能力薄弱的国家援建新冠肺炎临时

17

18

19

20

宗红：
《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专家团队抵达德黑兰支持伊朗疫情防控工作》
，
《中国红十字报》2020 年 3 月
3 日，A1 版。
宗红：
《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专家团赴巴格达支援伊拉克疫情防控》
，
《中国红十字报》2020 年 3 月 10 日，
A1 版。
外交部：
《2020 年 3 月 9 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
，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
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753653.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8 月 14 日。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WHO Director-General's opening remarks at the media briefing on CO
VID-19”，11 March 2020，https://www.who.int/dg/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opening-remarks-at
-the-media-briefing-on-covid-19---11-march-2020，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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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隔离医院建设项目、 定点诊疗医院等援外成套项目。 第二，进一步扩大了对外抗疫援助
对象，我国对外抗疫合作的范围不仅包含疫情严重、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国家，也包括意大
23
利、西班牙、法国等发达国家，还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欧盟等国际组织， 到这一阶段为止
我国共向 127 个国家和 4 个国际组织提供包括医用口罩、防护服、检测试剂等在内的物资援
24
助。 第三，进一步加大了对外抗疫援助力度，继续推动国际医疗技术远程交流，加强疫苗、
药品等的合作研发力度，向国际社会无私分享抗疫经验和诊疗救治方案，到 4 月中旬为止累
25
计向 150 多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举行了 70 多场专家视频会， 在保障国内疫情防控医疗人
员需求基础上，陆续向意大利、伊朗、塞尔维亚、柬埔寨、巴基斯坦、菲律宾、老挝、缅甸、
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 10 多个国家派遣医疗专家组，帮助、指导当地疫情防控。
26
第四，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对外抗疫援助新局面，除中央政府向国际社会提供援助抗击疫
情之外，我国地方政府、企业、民间机构和个人也都参与到对外抗疫援助之中，民间援助成
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中的重要力量。
（三）疫情侵蚀脆弱国家阶段（2020 年 4 月中旬以后）
2020 年 4 月中旬以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于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等经济发达、医疗卫生
体系完善的发达国家的同时也迅速向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非洲等公共医疗卫生体系较为薄
弱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蔓延。从发达国家疫情发展的趋势来看，依赖于我国前期的防疫诊疗经
验和本国充裕医疗资源，其控制国内疫情只是时间问题，但发达国家疫情得到控制并不能等
同于阻止疫情“全球大流行”。发展中国家政府对传染病的响应能力严重依赖于当地的治理
27
环境、政府财政健康状况以及预算权力， 因而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响应速度与处置效果远
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如果这些国家无法及时获得有力的医疗和财政支持，则可能导致人道灾
难与疫情反复，只有通过疫情防控的全球合作帮助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有效控制疫
情，才能最终遏制疫情蔓延。
在疫情逐步向脆弱国家侵蚀的同时，我国今后的对外抗疫援助可能呈现如下趋势：第一，
随着受到疫情深度影响的国家逐步增加，向我国提出抗疫援助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数量将会同
步增加，意味着我国今后抗疫人道主义援助的规模和力度将继续提升。第二，相较于前期我
国以医疗技术交流、医疗物资援助为主的对外抗疫人道主义援助，在我国疫情防控成果巩固
及脆弱国家疫情恶化的背景下，今后在应急医疗队派遣、临时隔离诊疗医院建设等方面的援
助需求将快速攀升，疫情防控下的人道主义援助方式将更为多元。第三，由于新冠肺炎疫情
已难以避免地对脆弱国家的经济生产与农业生产产生巨大负面影响，进而严重危及其国内生
存与收入状况，对外抗疫人道主义援助在内容上将从前期的应急医疗援助为主拓展到经济合
作、债务减免、粮食援助等与脆弱国家基本生活和经济稳定相关的领域，疫情防控相关的人
道主义援助内容将更为广泛。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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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http://www.cidca.gov.cn/2020-03/26/c_1210531857.htm，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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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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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对外抗疫人道主义援助的现时困境
通过全球合作抗击疫情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推进对外抗疫援助受到人道主义
关切与政治经济战略的双重驱动，保障对外抗疫援助工作有序、高效推进是当前全球疫情防
控合作的重中之重。 然而，我国人道主义援助缺乏法律制度支撑、欠缺体制机制支持、资
金供给压力升级等现实困境，可能成为今后推进对外抗疫援助工作的羁绊。
（一）对外抗疫援助存在法律制度短板

对外抗疫援助是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领域，需要相应的人道主义援助法律制
度为对外抗疫援助提供制度支撑，但我国当前对外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存在极为严
重的法律短板。
1 .人道主义援助领域高位阶立法缺失
尽管我国 2018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序言中明确规定“发展同各
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上为我国通过对外援助
工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根本法依据。但我国当前并未制定关于对外人道主义援
助的专门立法，也不存在相关立法就对外人道主义援助问题作出规定，导致《宪法》的前述
规定对人道主义援助而言止步于理念指引，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缺乏直接的规范依据与行动指
南。除此之外，由于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财政预算、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政府采购等领域的权力运行均已受相关法律约束，决定我国对外人道主义援助工
作必须对接既存法律规范以满足合法性要求。但境外突发事件的不可预期性决定对外人道主
义援助存在临时性、灵活性特征，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预算编制与执行、援助资质许可、援助
违法惩治及援助采购等工作提出一定的特殊需求，高位阶立法缺失的现实致使人道主义援助
工作难以与现有法律制度体系形成良性互动。
2 .人道主义援助领域法律规范可操作性不足
我国目前不仅尚未出台人道主义援助高位阶立法，在国务院行政法规层面、援外主管部
门部门规章层面也尚未形成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专门规范，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规定散见于
援外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个别条款，致使人道主义援助法律规范针对性、可操作性严重
不足。目前对人道主义援助作出实质性规定的是 2014 年商务部发布的《对外援助管理办法
（试行）》，主要规定发达国家或与我国无外交关系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作为人道主义援助受
援方、人道主义援助的援助方式主要为无偿援助并可提供现汇援助、人道主义援助项目立项
不以纳入援外储备项目为前提条件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的法律适用中的特别法优先适用等四
项零散的内容。对于人道主义援助决策与外交战略的对接、人道主义援助项目立项、物资采
购、人员安排、实施管理及民间援助等问题，都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难以满足人道主义援
助时效性、战略性较强的要求。
3 .人道主义援助新旧法律规范衔接不畅
2018 年对外援助管理体制改革后我国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以下简称“国合署”）
归口管理对外援助工作，统筹协调对外援助和对外人道主义紧急援助，商务部作为援外实施
部门参与对外人道主义援助工作。尽管商务部 2014 年《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试行）》形式
上并未废止，但其实际效力限缩到援外实施领域，人道主义援助的规范效力也受到相应损抑。
国合署于 2018 年底对外公布《对外援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该征求意见稿在人道主
义援助方面作出了与《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试行）》类似的规定，但至今尚未获得通过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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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应有的法律效力，致使人道主义援助因新旧法律更替而近乎处于“规则真空”，进一步加
剧了人道主义援助工作的规范需求与制度短板的冲突，严重影响疫情防控下我国对外抗疫援
助的可操作性。
（二）对外抗疫援助缺乏国内体制机制支持
如前所述，我国并没有对外援助专门立法或者人道主义援助专门立法就人道主义援助管
理体制机制作出统一规定，出于人道主义援助工作开展的实际需要，目前形成了多个部门共
同参与决策、实施的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管理体制。按照本轮援外管理体制改革将援外决策与
援外实施相分离的思路，国合署负责援外决策职能，其他部委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开展援外实
施工作，但这一职责分工过于原则，未能明确援外职能部门的具体职权及界限，致使现有体
制机制对疫情防控人道主义援助的支持力度不足。
一方面，人道主义援助职能部门职责不明可能影响对外抗疫援助工作顺利推进。对外人
道主义援助涉及部门众多，国合署目前主要负责人道主义援助决策，援助项目实施职能则由
其他相关部委负责开展，外交部、商务部、卫健委、财政部等国家部委、军队以及地方政府
相关部门均不同程度参与我国对外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但目前究竟由哪些部门具体参与援外
决策协调、哪些部门负责人道主义援助实施工作尚未能予以明确。如果无法明晰各部门职责，
疫情防控援助项目推进中可能出现衔接不畅、职能交叉或管理缺位等现象，难以满足疫情防
控国际援助对于合作时间和合作质量的高要求。
另一方面，对外人道主义援助协调机制难以支撑对外抗疫援助的现实需求。我国于 2004
28
年 9 月正式建立人道主义紧急救灾援助应急机制， 但该人道主义援助运行协调机制面临国
务院援外体制改革、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多重挑战。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
国内突然爆发以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第一时间响应并牵头建立包含 32 个成员单位、由
相关部委负责同志任组长的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为我国在
短期内有效控制国内疫情提供体制保障，但随着疫情防控的主战场从国内防控阶段走向全球
防控阶段，疫情防控工作分化为疫情国内防控与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两个层面，我国的疫情防
控国际合作内容也从原初的以医疗机构、国家医疗卫生主管部门与国际组织、其他国家相关
机构之间在疫情监测、预警、反应处理等技术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为主逐渐拓展到医疗卫
生救助、医疗防疫物资援助、疫情防控外交外事合作以及经济复苏全球合作等各个方面。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牵头形成的以国内疫情防控为主要任务联防联控机制已经难以完全满足当
前疫情国际合作与对外抗疫人道主义援助的体制需求，难以就疫情防控下的人道主义援助机
构协调提供有力支持。考虑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存在长期持续和反复的可能，依靠临时、松
散的非制度化人道主义援助协调机制难免会影响我国对外抗疫援助的效果，需要通过推进人
道主义援助协调机制建设保障对外抗疫援助效率与效果。
（三）对外抗疫援助资金供给压力升级
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以信息、人员、资金、物资的跨境流动为外在表现，但疫情防控资金、
物资的流向随着疫情发展发生了重大转变，从疫情国内爆发阶段的由外向内流动迅速演变成
由内向外流动。特别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向公共卫生体系脆弱国家深度蔓延，不断升级的对
外抗疫援助需求对今后的援助资金、物资及医疗人员要求形成较大压力。这种压力由两方面
因素叠加形成：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在今年第一季度严重冲击我国国内生产生活秩序，对
经济运行造成巨大影响，1-3 月份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下降 3.2%、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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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闻办：
《中国的对外援助》
（白皮书）
，人民出版社，2011 年 4 月，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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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6.8%， 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并对我国对外
抗疫援助能力产生一定限制。另一方面，由于此次病毒传播速度较快，致使疫情在短期内扩
散到全球各地，且疫情灾难、自然灾害、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以及由此形成的粮食危机等将
对贫困国家的生存状况产生严重威胁，到 2020 年底处于粮食危机的人口数量可能增加近一
30
倍，总数超过 2.5 亿。 如果不能及时阻止疫情导致的粮食安全问题进一步恶化，则世界很
可能陷入新一轮的冲突和动乱，而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和中国企业可能成为被发泄的对象并
陷入更加艰难的生存处境。疫情全球化催生全球范围的巨大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需求，致使疫
情防控援助资金支出总额难以确定和预期，对我国当前的财政资金供给形成巨大压力，需要
通过多维途径予以纾解。
此外，对外抗疫援助资金预算编制、执行与现行预算法律冲突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也应
引起关注。疫情不确定性决定对外抗疫援助的内容与强度具有不确定性，致使抗疫援助资金
总额难以预期。全国人大批准援外预算草案之后，若境外疫情严重恶化，需要在现有预算调
整法律制度框架下进行预算调整后才能执行。由于制度刚性和工作习惯的原因，预算调整审
批时间较长、审批频次较低，对于灵活性要求较高的人道主义援助而言，现有的预算编制和
调整制度相对僵化，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援外活动的战略性、灵活性，降低了援外的效益和效
31
率。 由于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公众对援外工作缺乏正确认知等主客观因素限制，对外抗
疫援助支出的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问题很可能成为潜在的舆论争议焦点，因而，我国也需要
通过创设援外预算特别法律制度简化人道主义援助预算调整审批手续与审批流程，为当前的
对外抗疫援助支出预算调整提供制度依据。

四、全球疫情防控下人道主义援助制度优化路径
（一）制定人道主义援助专门立法，为对外抗疫援助提供顶层法律支持
新冠疫情对既有法律体系形成的制度挑战是全球性现象，世界各国纷纷修订、出台防疫
抗疫相关法律制度，我国全国人大已针对疫情防控过程中存在的制度疏漏推进强化公共卫生
法治保障专项立法修法工作，但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特别是人道主义援助的国内顶层法律制度
供给仍然不足且尚未纳入立法修法工作计划。为避免因人道主义援助制度短板、体制不调而
影响援外效率、引发援外争议，我国应在现有人道主义援助实践基础上研究制定人道主义援
助专门立法，通过顶层法律制度保障我国对外抗疫援助工作顺利开展。
1 .人道主义援助专门立法应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立法理念
人道主义援助专门立法应以《宪法》确立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本依据，
通过法律形式确认政府通过对外开展人道主义援助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职能，为对外抗疫
援助提供法律上的直接依据，将人道主义援助战略、体制、实施管理纳入法制轨道，推进人
道主义援助法律制度体系建设，消减当前对外抗疫援助面临的法律与体制障碍，提升对外人
道主义援助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2 .人道主义援助专门立法应有效对接外部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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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援助专门立法应注意与现有的外部法律体系形成良性互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
特殊性需求能在现有法律体系得到伸张与满足。例如，为保障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使用的灵活
性，人道主义援助专门立法应就人道主义援助预算编制与调整问题作出特别规定，适当简化
预算调整程序；再如，由于人道主义援助需求满足的紧迫性，为提升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采
购效率，人道主义援助专门立法应就人道主义政府采购作出特别规定，明确对外人道主义援
助项目采购可豁免于《政府采购法》的规定。
3 .人道主义援助专门立法应健全实施管理规范
人道主义援助专门立法需要通过细化援助理规范以降低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提升
其对突发事件的响应速度。第一，细化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使用与保障制度。我国对外援助资
金主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三种类型，人道主义援助的援助属于救急、救灾
用途，明确规定其资金以无偿援助为主。第二，结合突发事件现实需求，明确人道主义援助
的援助方式。按照我国与其他国家前期的实践，现汇援助、物资援助、应急医疗队成为人道
主义援助开展的三种主要方式，在当前的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中，帮助有关国家建造临时隔离
医院成为人道主义援助的模式创新，因而，可以将现汇援助、物资援助、应急医疗队和必要
时的成套项目援助作为人道主义援助开展的主要方式。第三，构建人道主义援助实施协调与
激励制度，特别是完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成套项目的采购、产品质量、通关等方面的管理
与协调机制，明确援外医护人员及项目工作人员的激励保障与风险管理机制。
4 .人道主义援助专门立法应为民间援助提供法律依据
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全球蔓延阶段之后，我国民间力量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人道主义援
32
助的真实愿望，树立中国援外的国际新形象，成为政府援助的有益补充。 然而，我国当前
援外相关法律和《慈善法》等法律均未就民间主体的对他国的人道主义援助活动纳入法律调
整，导致事实上久已存在的民间援助长期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
。经历了此次疫情的民间
跨国合作浪潮，民间援助将成为我国今后对其他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途径，也应当
充分认识民间援助是我国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力量和资金来源。我国对民间主体对外提供人
道主义援助进行法律规制既是资金需要，也是规范需要，有必要通过人道主义援助立法就民
间援助问题作出全面规定。第一，从立法上确立民间主体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合法性，明确
33
由援外主管部门对民间人道主义援助活动进行归口管理，进一步调动和规范市场力量， 为
民间对外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搭建平台与机制以对民间援助资金进行有效引导。第二，加强民
间人道主义援助激励制度建设，在外汇管理、税务、海关、基金会等方面加强对资金、物资
34
通关、税收减免等方面的支持，降低民间援助的制度成本。 第三，对民间人道主义援助活
动的潜在风险进行制度防范，将民间主体对外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时的产品质量风险、志愿者
人身安全风险、国家安全风险等问题纳入人道主义援助专门立法调整范围。
（二）优化人道主义援助体制机制，确保对外抗疫援助顺利运行
人道主义援助管理体制是保障对外抗疫援助顺利运行的体制支撑，我国应结合当前抗疫
援助开展的体制现实，补足体制短板。一方面，明确援外职能部门的职权及界限。尽管我国
援外项目由国合署统筹决策已经由当前的机构改革方案予以确立，但对于人道主义援助工作
是否仅能由援外主管部门决定后开展，法律并没有作出肯定或者否定性规定，导致在人道主
义援助实践中出现援外主管部门以外的其他相关部门按照实际需求自行决定并开展人道主
32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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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援助的情况。这种分头援助的模式具有响应快、部门对接便利的优势，但也一定程度导致
人道主义援助决策、实施、管理的“碎片化”
，可能弱化人道主义援助总体外交效果，需要
进一步明确援外职能部门界限，避免援外实施部门、协调部门越权实施援外决策，同时按照
不同人道主义援助方式明确牵头实施部门、协助部门及其职责界限，避免因部委协调影响响
应时间。例如对于物资、现汇、成套项目援助由商务部负责执行，国防部门、外交部门、卫
生行政管理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海关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予以协助；对于应
急医疗队派遣，由国家卫健委负责执行，其他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在各自职权范围内予以配
合、协助。另一方面，升级人道主义援助部际协调机制。人道主义援助参与部门众多，战略
规划型塑、援助项目决策、援助实施推进等过程中容易出现援外部际协调不畅、职能交叉冲
突等问题，因而战略协调、决策协调、实施协调成为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环节与体制保障。
考虑到对外援助管理体制改革引起的体制变化，由国合署牵头运行 2004 年建立的人道主义
紧急救灾援助应急机制难以有效进行部际协调，必须通过升级现有机制来实现协调目的。具
体而言，可以通过人道主义援助专门立法在国务院层面设立由国务院负责人牵头的人道主义
援助协调机制确保协调工作的全局性与有效性，同时在国合署设立协调机制办公室以便巩固
与加强国合署对人道主义援助的统筹、决策职能。此外，人道主义援助协调机制设立后应及
时细化决策协调与实施协调规则，以进一步优化人道主义援助相关部委间的决策协调、管理
衔接、制度协同问题，为我国对外抗疫援助工作提供强大的体制机制支持。
（三）推动抗疫国际合作网状机制，缓解我国抗疫援助资金压力
1 .拓宽双边合作维度，推进第三方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我国目前以双边抗疫援助为主的合作形式在资金资源持续供应方面存在压力。因而，在
向公共卫生脆弱国家提供抗疫援助和合作的同时，我国应特别注重与发达国家拓展疫情防控
国际合作维度并形成稳定的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机制，在相关发达国家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时适时探索向公共卫生脆弱国家提供疫情防控人道主义援助的合作路径。
2 .加强区域合作力度，推进区域内部国家疫情防控合作
相对于我国双边对外抗疫援助而言，同一区域的国家、国际组织相互之间的抗疫合作具
有巨大的地理便利和响应速度。特别是二战以后，随着国家间交往的频繁与深入，各种全球
性、区域性、专业性国际组织迅速成立，已经形成巨大的国际组织网络体系，在经济增长与
危机应对方面均产生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我国在通过“点对点”方式推进对外抗疫援助的
同时，也应注重利用“点面结合”方式提升抗疫援助效能，如通过与欧盟、东盟、非盟、上
海合作组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地区性国际组织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利用其组
织能力与组织资源撬动疫情防控资金支持、提升疫情防控合作效率，缓解我国双边抗疫援助
的资金压力与工作强度。
3 .强化全球合作基础，推进全球援助机制应对疫情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体人类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贫困国家尤其突出，因而必须发挥现有
全球减贫机制的效力避免发生人道灾难。目前全球经济组织已通过制定各类经济、金融政策
以降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但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冲击食物供应链，影
响食物的供应数量和供应效率，加之部分国家禁止粮食出口的政策，将对食物对外依存度较
35
高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很大影响。 我国必须全方位加强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全球机
构合作，利用全球援助机制撬动全球粮食资源，帮助贫困国家或地区共同度过疫情难关，避
35

李晨：
《全球疫情会导致粮食危机吗》
，
《中国科学报》
，2020 年 4 月 27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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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新冠肺炎引发的次生灾害蔓延，同时也能一定程度缓解我国双边抗疫援助面临的资金资源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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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卫生治理的改革框架与中国对策研究
徐忆斌

傅莜晴*

截止 2020 年 10 月 9 日，全球已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确诊人数接近 3700
万人， COVID-19 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也对全球公共卫生
治理体系提出了重大的挑战。此次疫情的大爆发，除了病毒本身的传染性对各国疫情控制带
来的重重困难外，全球化着实也给疫情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
员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加速，国家间相互隔离变得更加困难，这也导致了病毒防御方面国家的
脆弱性问题凸显，一国的公共卫生安全与全人类的安危联系了起来。
但是，从埃博拉病毒疫情的大爆发到本次 COVID-19 疫情造成的严重后果也不难看出，
能够适应全球化风险并且能够妥善预防、控制和处理全球性公共卫生重大事件的全球卫生治
理体制尚未形成。在全球化背景下，现行的全球卫生治理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进行改革，
以及中国能够贡献什么力量，是本文以下主要探讨的问题。

一、全球卫生治理的历史演进
在全球公共卫生中，传染病大流行的监控、预防和治疗一直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人类
和传染病之间的斗争已经至少延续了两千多年，从公元前 429 年的导致雅典战争败北的雅典
鼠疫，到 14 世纪使欧洲损失了至少三分之一人口的黑死病，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美洲天花、
麻疹、猩红热等，再到 21 世纪的埃博拉病毒和现阶段的 COVID-19，这些传染病大流行让
人类群体损失了数不胜数的生命和财富。但直到 1851 年，在欧洲爆发的霍乱愈演愈烈的背
景下，第一次国际卫生会议才在巴黎召开，各国开始进入公共卫生外交时代。但由于当时主
要大航海国无法对本国从海上贸易得到的商业利益做出让步，以及各国对于传染性疾病的了
解不够深入，第一次由欧洲国家召开的国际卫生会议没有达成并生效任何与隔离检疫和其他
国际监管制度相关的协议。但在多方的努力下，各国连续召开国际卫生会议交流关于流行病
的信息并订立了一些国际卫生公约和多边性的国际卫生组织。有学者指出，
《国际卫生条例》
得到了订立和不断的完善，成为某些传染病的全球监测法律框架，并成为建立世界卫生组织
的起点，以执行疾病监测的多边法律战略。

徐忆斌，男，1980 年 2 月，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联系电话：18323456767，电
子邮件：uncitral@qq.com 傅莜晴，女，1997 年 10 月，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硕士研究生，联系电话：
13665925161，电子邮件：29249494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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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7 月，在纽约举行的国际卫生会议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宪章》，1948 年 4 月 7
日，以“使全世界人民获得尽可能高水平的健康”为宗旨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告成立。
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国际卫生工作的指导和协调机构，承担着全球卫生治理的职能。但有些时
候国际卫生治理与国际经济、国际政治是息息相关的，世界卫生组织职能上的缺陷在日积月
累的实践中逐渐暴露出来，而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也产生了漏洞。主要表现是世界卫生组织在
履行一些职能时经常陷入困境，其中对于各国使用核武器的健康和环境后果的管控产生了极
大的争议，在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表决下，该议题最终以国际法院裁定使用核武
器的合法性超越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共卫生授权告一段落。这些一方面是受到国际经济和国际
政治因素的影响，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宗旨产生了冲突，另一方面是由
于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充分的能力就其宗旨和目标采取独立的行动，其经济来源使其不免会面
对一些国家的挑衅和威胁，即不提供资金和捐款。
在 21 世纪的全球化时代，战争、自然灾害和旅游等导致的人口流动及经济全球化带来
的货物和服务跨境等原因使得食物中毒、恶疾流行等公共卫生事件的波及面更广，进一步威
胁到了许多国家的安全和利益，这尤其是在传染病领域。首先，经济全球化在带来经济增长
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破坏，这些环境破坏包含着微生物生态的破坏，为传染性疾病的暴发
埋下了种子。其次，由于病毒无国界性，国际流转速度的加快也为传染病的扩散提供了便利，
传染病可以轻易从国内公共卫生事件转变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2013-2015 年暴发的埃博拉
事件与今年全球大流行的 COVID-19 疫情的严重后果在全球拉响了警报，全球卫生治理成为
了全球发展的核心议题。在 2000 年 9 月联合国首脑会议上，189 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千
年宣言》
，在全球卫生治理方面做出了相应的承诺，如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妇女保健，与
艾滋病毒、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等，全球卫生议题之后也时常出现在联合国的会议中。同
时，全球卫生治理问题也进入了许多其他的重要国际会议，如自 2013 年二十国集团（G20）
圣彼得堡峰会后，全球卫生议题在该集团会议上讨论的比重越来越高，在 2017 年的汉堡峰
会上，卫生问题成为 G20 会议的优先事项。全球卫生治理逐渐发展成为由世界卫生组织和
联合国发挥引领性作用，各主权国家的参与起到主要推动作用，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基
金会、研究机构等广泛参与发挥各自辅助作用的一个较为复杂的国际体制。

二、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问题
从第一次国际卫生会议召开，到 2020 年疫情联合国启动针对 COVID-19 疫情的危机管
理小组，全球卫生治理体制在对抗疾病和自我探索中不断完善。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
理体制中发挥着领导和协调的作用，但是从埃博拉病毒爆发到 COVID-19 疫情全球流行，出
现了越来越多关于世界卫生组织带领全球“抗疫”无力的声音。1然而，全球卫生治理体制出
现问题，除了世界卫生组织本身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外，更与全球卫生治理体制的主要参与者
和执行者——各主权国家息息相关。毕竟传染病的大流行追溯到疾病产生的源头和传播的源
头与公共卫生体系是分不开的，而公共卫生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
仅关乎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和资金来建设保障公共卫生环境的基础设施、应对公共卫生事件
的管理机制、预防监控机制，也关乎一个国家是否有这样的决心投入这些资金来建设公共卫
生体系，从而大大降低疾病产生和传播的风险。但从本次 COVID-19 疫情的情况来看，很多
国家在“抗疫”的态度上不够积极，并有意地将全球卫生问题政治化、经济化、区域化和国内

“埃博拉疫情再次暴露出国际卫生体系缺乏抗击流行病或大流行的计划和能力。”See Brian H. Hook, The
U.N. Agency That Bungled Ebola [N],The Wall Street Journal Europe,2014.Oct.2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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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一）全球卫生问题政治化
今年 COVID-19 疫情的爆发引起了各国对全球卫生问题的关注，但还是有些国家将卫生
问题与政治挂钩，借由疫情的舞台上演政治剧，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这十分不利于国际社
会共同合作抗击疫情。以美国为例，其将卫生问题政治化的表现是：首先，当初期疫情在中
国爆发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曾建议不对中国实施撤侨和封关，但是美国并未遵守和尊重世
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其次，美国没有遵守世界卫生组织相关规定，故意通过对病毒的命名恶
意诋毁中伤和“甩锅”他国，试图通过舆论来获取政治利益；第三，在抗疫期间通过其所谓的
“台北法案”以及针对华为的禁令等方式妄图为第二阶段中美谈判的推进做铺垫，进而通过这
一谈判捞取政治资本；第四，通过舆论媒体、甚至国际人权组织与机构对中国抗疫成功的经
验予以污蔑和诋毁以及对世界卫生组织多边卫生治理机构予以挑战；第五，妄图通过挑起所
谓的“台湾加入世卫”等问题等进一步激化舆论导向，为选举捞取政治资本，挑战世界卫生组
织的地位和权威性，进一步实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一些主权国家将全球卫生问题政治化，一方面体现了这些主权国家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的
建议没有充分的重视，对于《国际卫生条例》的义务也没有切实的履行。《国际卫生条例》
规定，缔约国应当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所有相关的公共卫生信息，与其他缔约国和世界
卫生组织相互合作，采取的卫生措施对国际交通造成的限制以及对人员的创伤性或侵扰性不
应超过能适度保护健康的其他合理的可行措施，尽量避免对旅行者及国际社会和经济秩序造
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但一些国家不仅向世界卫生组织不报、漏报甚至瞒报疫情相关信息，
还枉顾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采取不合理的撤侨和封关举措，更有甚者为了政治利益直接抹黑
和污蔑世界卫生组织，这都是对于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不尊重的极端表现。另一方面也体现了
一些主权国家对于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消极参与的态度。此般态度背后有两种可能性，其一
是一些国家对于全球卫生问题的影响力和破坏性没有充分的估计和预判，也就是说，当疫情
在个别国家开始后，带着消极态度的国家并没有意料到，病毒也会因为全球化导致的边界弱
化散播到世界其他各地，进而侵袭到自己的国家；其二是这些国家预判到病毒可能产生的影
响力和破坏力，但是在国民生命健康与政治利益之间进行了错误的价值排序。在这些可能性
的基础上，受灾国与旁观国之间更难以形成相互理解相互合作的共识，无法协力解决全球卫
生问题。
将全球卫生问题政治化，十分不利于全球卫生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将全球卫生问题政
治化采用的政治手段会破坏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和相互理解，使国家在全球卫生问题的解决方
面缺乏合作的政治基石。一国的公共卫生问题可能因为全球化而变成全球卫生问题，在这种
情况下，更需要全球各国的共同合作，互相进行卫生问题的信息分享和经验借鉴以及互商互
量敲定各国之间的隔离措施，如果此时缺乏国家间合作的政治基础，解决全球卫生问题会难
上加难。另一方面，疫情期间将媒体、舆论的力量用来进行政治博弈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当全球卫生问题产生之时，媒体和舆论更应该用来宣传疫情的信息和分享防控解决的经验，
以促进民众知晓疫情和共同参与防疫。将媒体和舆论的宝贵资源大量用来捞取政治利益，诱
导自己的民众对他国国民产生歧视、仇恨的情绪，既是对其他国家充满恶意的行为，也是对
本国民众的极端不负责任，更是对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肆意妄为。
（二）全球卫生问题经济化
主权国家将全球卫生问题经济化早在各国进入公共外交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十九世纪下
半叶，经济利益一直阻碍着多边卫生合作和治理的形成，一些国家拒绝在海上贸易途中进行

345

更严格的卫生措施，如英国和土耳其等，他们认为这样会损害他们的商业利益。在 21 世纪
的今天，经济利益同样在影响着全球卫生问题的解决。在疫情发生初期，外国非常惊讶中国
能够采取如此严厉的“封城”措施，暂时放弃经济发展来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称中
国“作出了如此之大的牺牲”。当疫情蔓延到国外，许多国家在采取严厉措施上缺乏决心，在
政策方面没有出台有效的隔离政策，在宣传方面没有告知民众疫情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和应
该做的预防措施，导致失去了疫情宝贵的可控时机。在疫情的爆发对疫情产生明显影响后，
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希望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如 G20 会议上提出了 5 兆美元的援助
计划以及美联储开出 2.2 万亿财政刺激方案，但是这些方案却很可能是开错了药方。
将全球卫生问题经济化是十分不明智的选择。首先，全球卫生问题经济化体现了国家在
经济发展和人民健康中没有做出适当的协调和选择，失败于两者之间的价值排序。对于一个
国家来说，人民的生命健康应该放在第一位，这是正义而有利的选择。中国疫情发展初期采
取严格“封城”措施来保护人民健康，虽然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受到影响，但在国内疫情得到初
步控制后，中国及时调整策略分批分地进行复工复产，促进人民健康与经济发展的有机协调
和统一，并通过各项产业政策的出台，既保障国内经济的顺畅运行，又能为全球提供医疗帮
助以及为抗疫阻击战之后的恢复提供信心。而个别国家的领导人在疫情发生后为了维持“经
济持续发展”却继续选择不隔离甚至不停学的“开放”政策，并以此来稳固自己的政治选票，
这是完全是对民众生命健康和国家安全的忽视。其次，全球卫生问题经济化的做法也体现了
国际社会近几十年来形成的一种观念，即“经济发展大于一切”，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所以各国在发展中以为只要经济好就什么都好，进而出现了不重视卫生安全问题以及
忽略人民健康发展而只顾经济增长率的情况。包括上述此次疫情爆发后 G20 会议提出所谓 5
兆美元的援助计划以及美联储开出 2.2 万亿财政刺激方案，实际上都在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来
解决卫生安全问题。但可以看到，此次疫情暴露出了以往没有的情况是，即便是世界上最为
发达的国家在面临疫情流行时都感到手足无措，更遑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那些国家，这表
明经济发展好不代表就一定能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可能由于其在
应急预案、应急储备和应急管理等方面的储备不足，导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卫生安全危机，
但发达国家如果也无法抵御 COVID-19 疫情，则从一定程度上反证，问题的根本原因可能不
在经济上，而以经济作为解药来应对防疫等卫生安全问题也许是开错了药方。
本文认为，经济手段并不是根本解决卫生治理困境的良药，全球卫生问题经济化只会导
致与期待得到的“理想”结果南辕北辙。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疫情之下，特别是全球大流行
过程中，由于各国采取了几乎一致的隔离管控措施，导致各国的货贸、投资、服务以及保障
措施等方面均出现了连锁性问题。从根本上讲，由于一方面供应链被切断导致供给出现了困
难，急需物资的生产找不到工人也采购不到原料，而一般物资供应非常时期也很难获得保证，
且实际需求的降低，使得厂商亦不敢妄自投入生产。同时，由于商店、物流等中间环节受到
影响，导致消费端即便有需求亦无法获得商品，更勿论疫情之下消费者将主要消费集中到医
疗防护和生活物资的储备和囤积上，导致其他物品难有销路。通过经济方式解决此次全球卫
生问题，无异于在全球未曾经历过的特殊情况下，继续沿用 2008 年全球次贷危机时期的治
疗方案，即通过大水漫灌式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来刺激经济，从现在的全球疫情发展来看，这
样尝试不仅实难凑效，而且更会进一步拖垮经济，从而导致恶性循环。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经济刺激作为一种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本身并不是一副万能的良药，而面对类似此次
COVID-19 疫情的全球卫生问题，其本身的作用可能更是捉襟见肘。疫情防控涉及的是紧急
状态下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其产生不是由经济带来的，其解决也无法单独通过财政或金融
手段，此时西方鼓吹多年的经济决定论可能要摆在一边，而更应强调的是管控措施的力度与
社会合作的态度，这其中需要的则是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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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卫生问题区域化
疫情发生之后，由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协调工作，各国采取举国“抗疫”的体制是较为普遍
的，而欧盟对于区域组织体系独立建立一套统一体制进行了尝试。3 月 10 日，欧洲理事会
主席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在与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召开的紧急视频会议中亦指出，欧盟需要制定
一套统一的“抗疫”规范。在举国“抗疫”体制为主的国际体系中，区域组织体系独立建设一套
统一的“抗疫”体制似乎较为特别。但 3 月 15 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
态的电视讲话中却对欧盟委员会这一做法给予了反驳，其不但对盟国进行了批评，认为没能
获得足够的帮助，同时还提出：“欧洲团结是不存在的，是写在纸上的，不过是童话罢了。”
二战之后欧洲一体化进程是全球治理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凸显了区域治理一体化发展的全球
最高水平，但从上述针锋相对的问题，不禁可以发现，即便是如此高度政治化的联盟在卫生
治理方面仍然存在一体化方面的短板与不足，以区域化的方式解决全球卫生治理问题是否为
一条可行之路值得考量。
一方面，从举国体制与区域体制之对比角度而言，欧盟体制下成员方在边境管控方面是
较为开放的，但疫情发生后，不但出现了封锁边境不团结的现象，更出现了拦截和掠夺医疗
物资的多起事件。2各盟国不仅各自为政，甚至不按当年订立的“盟规”合作，这对本已受英
国脱欧因素影响的欧盟体制更是雪上加霜。本文认为，个中缘由主要是由于各国在区域体制
一体化下仍然无法摆脱“主权国家”的因素，政治因素主导仍为一体化中的根本底线所导致的。
此外，各成员国本身的制度体系和发展情况亦不相同，因此在特殊疫情之时，不难想象采用
举国“抗疫”体制仍然是一体化下的盟国可以选择的唯一方式。一体化根本上是一种经济合作，
虽然某些地区上升为政治联盟，但其仍是以经济纽带为基础的。因此，一旦发生疫情，当各
自成员方都感到难以自保之时，经济合作、经济援助都退居次要位置。所以不难理解，采用
区域一体化解决卫生治理问题可能仍然受到政治化因素的影响以及经济化错误方式的诱导，
无法实现相对于举国体制的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从区域体制和全球治理体制的关系角度来看，世界卫生组织本身就是集五大
区域的卫生管理体制体系，但在其运作和管理下，由于区域的卫生管理受制于当地国家的管
控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与其各大区域在管理体系上的不协调，在人员安排、信息传递等方面仍
存在不少问题。基于此，在疫情发生情况下，各大区域倾向于接受本地区甚至本国领导人的
指示，而不会接受世界卫生组织的指挥和调配。而且，区域体制必须与全球体制相协调和配
合，才能实现全球治理模式，但全球治理以横向合作协调模式为主，无法实现纵向的管理和
支配。在难以发挥区域优势的情况下，采取区域化的体制进行抗疫更会使得全球体制失去领
导力和体系化，更像是一盘散沙。因此，全球卫生问题区域化不但本身不是解决卫生治理问
题的良策，还可能会因为多层级而导致全球治理的失灵。
（四）全球卫生问题国内化
采取举国体制“抗疫”并不意味着可以打着全球卫生问题国内化的旗帜，大行任意采取措
施阻碍国际交流合作之道。2020 年 1 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关于 COVID-19 疫情的国际
交通建议，提出建议采取措施限制该疾病的输出或输入风险，但不应对国际交通进行不必要
的限制。2020 年 2 月，世界卫生组织更新了 COVID-19 疫情的国际交通建议，再次强调不
要对经历 COVID-19 疫情爆发的国家实施履行或贸易限制。但随着 COVID-19 疫情的扩散，
如 2020 年 3 月，德国海关拦截了瑞士采购的一批数十万只的口罩，法国迫使该国一家口罩制造商取消了
来自英国的一大笔订单，德国政府下令禁止包括口罩、防护服、护目镜及手套在内的各类医用防护物资出
口。参见人民网：“欧洲上演物资争夺，法国砍掉英国几百万口罩订单”，
http://yn.people.com.cn/n2/2020/0312/c378441-33869315.html，2020 年 10 月 9 日访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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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有许多国家拒绝听从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甚至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
，采取了不适
当的贸易限制、旅行禁令、暂停办理签证、关闭边境等措施，引起了许多不良的后果。如美
国、澳大利亚、斯里兰卡等国家由于 COVID-19 疫情对他国采取了旅行禁令，具体措施如暂
停国际航班、禁止外国人入境等，这直接导致大量旅客滞留海外无法回国。这些措施是对疫
情作出的过激应急反应，不仅无法对疫情的扩散予以遏制，还会给全球经济造成损失。3适
当采取关于国际旅行的限制是防控疫情的一种选择，但是应在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基础上，
以科学合理作为政策实施的前提。如果反应过激，粗暴割裂国内国外的关系，试图将全球卫
生问题压缩成国内卫生问题，不仅会适得其反，还可能引发连锁的危机反应。
将全球卫生问题国内化意味着一国采取让全球人员、物资、服务等停止跨境流动的限制
方式来实施的过激性的隔离防疫措施。2014 年，在埃博拉病毒的恐慌下，许多国家采取了
旅行禁令和航班停飞，这阻碍了国际贸易，也阻碍了国际援助4。同样，在今年的 COVID-19
疫情下，将全球卫生问题国内化也可能使全球出现卫生、经济、甚至是政治方面的危机。卫
生方面，虽然国内化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疫情外来输入的风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
极大弱化了本国获得外国医疗物资、技术和援助的可能性。在 21 世纪的今天，深度的全球
化已经使得国际供应链分工明确，许多发达国家第二产业的比重减小，医疗物资的供应较为
集中在某些处于制造端为主的国家，如果医疗物资不能通过全球化的纽带输送到需要的国家，
那样只导致全球卫生问题的进一步恶化。而且，对一些没有足够资金和医疗资源需要获得帮
助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隔断无疑意味着画地为牢，很可能会让国内的公共卫生危机更加
严重以至于引发社会危机。政治上，这样的措施可能导致国家彼此间陷入孤立状态，难以进
行互帮互助，不利于全球合作携手“抗疫”，加之有些国家在国际舆论上采取指责、抹黑别国
的态度，将会导致国际和地区关系的恶化，从而引发外交危机。经济层面上，一方面经济全
球化的列车已经运行了很多年，突如其来的“刹车”可能导致产品供应链的断裂，物资供应难
以得到保障，厂商利益受损的同时还会引发失业问题和社会动荡。另一方面，国际旅游业也
会因此大受打击。
2020 年 5 月 20 日，
国际旅游组织发布新冠疫情对国际旅游业的影响评估，
报告表明，这将是 100 年以来国际旅游历史上较大的低谷，并将终结自 2009 年金融危机以
来 10 年的持续增长期。5
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发挥着领导和协调作用，但卫生措施具体实
施极大部分取决于各个主权国家，且从疫情发生的当下来看，面对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全
球化的环境下无一国能独善其身。要知道，对每个国家而言，互联互通时代保护国家安全利
益的任务都是一样的，即尽最大可能遏制病毒的跨界传播。不仅国家利益一样，国家的命运
也是一样的。疫情发生国的自我隔离是对全世界的负责，但世界其他国家也不能袖手旁观，
更不能搞隔离等限制措施，这是对疫情因应最大的阻碍而非帮助。
因此本文认为，全球化的危机应以全球化的方式来应对，各国应加强凝聚互谅互助、携
手抗疫的共识，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尊重且遵守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和《国际卫生条例》
的规定，采取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并举的措施。全球卫生问题政治化、经济化、区域化和国
内化背后反映出的，是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存在的三大问题，即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能力不

参见人民网：“美国多位公共卫生专家撰文反对政府旅行禁令，强调——过激反应无助于合作抗击疫情”，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0-02/04/nw.D110000renmrb_20200204_3-03.htm，2020 年 10 月 9 日访
问。
4 See Lawrence O Gostin, Eric A Friedman.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west African
Ebola virus disease epidemic: robust national health systems at the foundation and an empowered WHO
at the apex[J]. Lancet, 2015.
5
参见搜狐网：
“新冠疫情对国际旅游业的影响评估，世界旅游组织：二战以来最低谷”，https://www.sohu.co
m/a/396524118_120650827，2020 年 10 月 8 日访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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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主权国家对全球卫生治理的参与度不高，国家之间、国家与世界卫生组织之间的合作力
度不大，下文将根据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这些问题提出全球卫生治理的改革框架。

三、全球卫生治理的改革框架
将全球卫生问题政治化、经济化、区域化和国内化，一方面体现了各国对于世界卫生组
织的建议没有充分重视，对《国际卫生条例》没有充分遵守，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世界卫生组织目前对于全球卫生的治理体系不够完善。近年来，对于世界卫生组织能否
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引领性作用有越来越多质疑的声音，尤其是 2014 年埃博拉危机的出
现，有学者甚至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准备不足以应对任何全球性的，持续的卫生突发事件。
6虽然该观点过于偏激，
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结构和运作确实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本次全球 COVID-19 疫情中，许多主权国家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不但采取了忽视的态
度，甚至是反唇相讥对世界卫生组织进行质疑和污蔑，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影响了世界卫生
组织的权威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全球抗疫行动的引领没有发挥让
人信服的作用。因此，全球卫生治理的改革必须系统性的基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提升全球卫生治理的领导力
作为联合国体制下负责全球卫生事务的专门机构，以及卫生领域影响最大的国际性政府
间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理应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好领军作用。但是近年来的出现的质疑声
音，以及此次 COVID-19 疫情所带来上述种种现象和问题，不得不使我们需要重新评估世界
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和能力。
可以发现，在 2011 年召开的第六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的总干事有关于“实施《国
际卫生条例（2005）
》——审查委员会关于与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有关的《国际
卫生条例（2005）》实施情况的报告》”中指出，“缔约国在证词中提出，世卫组织在整个流
感大流行期间协调全球反应方面提供了受到欢迎的领导作用。”7但是，在 2016 年召开的联
合国大会第七十届会议上，由联合国秘书长在 2015 年为应对西非埃博拉疫情专门设立的“应
对全球卫生危机高级别小组”所作的题为《保护人类免受未来卫生危机之祸》的报告中却建
议，世界卫生组织要立即加强领导能力，建立统一而有效的运作能力。该报告还进一步指出，
赋予世界卫生组织权能，使其具备必要的政治领导力，建立有效的应急准备和反应能力，这
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了，因为如果世界卫生组织再不能履行职责，就可能需要考虑另立联合国
应对机构。8从两份报告对比可以看出，世界卫生组织其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领导能力不断
下降，这是一个连其自身都不得不承认的不争事实。
本文认为，从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的角度来看，世界卫生组织本身作为最为重要的全
球卫生治理机构存在，其制度设计的价值还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不能因为某些功能无法得
以发挥而因噎废食，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进一步提升其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领导力量。值得
思考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力问题到底是世界卫生组织本身的固有问题还是这个制度本
来就是不可行的。参与国际组织的动力来自各种利益，经济利益、发展利益或安全利益等等。
See Daniella Vana, G20 Research Group,” G20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2008-2018” ,October 7, 201
9, http://www.g20.utoronto.ca/biblio/Vana-G20-health-governance.html
7总干事的报告：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
》
，审查委员会关于与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有关的
《国际卫生条例（2005）
》实施情况的报告，2011 年 5 月 5 日， https://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
HA64/A64_10-ch.pdf.
8
See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Panel on the Global Response to Health Crises, Protecting humanity from
future health crises, Global health and foreign policy, Seventieth session of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
mbly, A/70/723 , 9 February 201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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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WTO 来说可能更多是经济利益，这种利益是看得到的利益，而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功能
定位通过《国际卫生条例》的一次次修改聚焦到卫生安全上来，但这种卫生安全带来的利益
可能在更大程度上不是很现实的，而且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具有突发性和严重性，无法估
计和预计，难以充分调动国际社会成员积极的参与度和广泛的投入度。因此国际组织本身在
成员利益驱动方面的普遍性的弱点，可能是世界卫生组织领导力无法得以施展的一个原因。
可以注意到，埃博拉疫情 2014 年全球肆虐时也曾出现过，世界卫生组织借助联合国安
理会和联合国秘书长来行使相关权力阻止各国不听其建议开展的相关旅行和边境禁令的举
措。当然，借助现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力固然可以解决世界卫生组织一时无法逾越的领导力
危机，但从根本上讲这并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更何况安理会也不断经受各种非议与挑
战。可以发现，安理会此项权力的主要来源是，联合国通过《联合国宪章》中一系列的制度
设计，包括赋予安理会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任，赋予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否决权，所
构成的体系完备的集体安全机制，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国际联盟软弱症的再次出现。9 因此
虽然不采纳借助安理会的方案，但本文认为，可以考虑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章程和有关文件中
借鉴集体安全这一理念的原则和方式，并加强各个成员国对此的认识，从而进一步凝聚各个
成员国关于“共同（卫生）安全”10理念的共识，最终以“共同（卫生）安全”为原则形成相关
的运行机制和制度规则。“共同（卫生）安全”与集体安全不同，其更加倡导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安全的理念，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这与世界卫生组织“使全世界人民
获得尽可能高水平的健康”的宗旨更加契合。
（二）增加全球卫生治理的凝聚力
强有力的全球卫生治理框架，除了要有能发挥领导作用的高质量的“领导人”，还需要“领
导人”与合作伙伴以及合作伙伴之间的紧密合作，这就是一种组织的凝聚力。2020 年 4 月 20
日，时任世贸组织总干事的罗伯特·阿泽维多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布联合声明，
表示将继续努力抗击疫情，优先保护声明，并呼吁全球协作，确保医疗物资跨境流动。11在
全球疫情危机的当前，全球行动、团结和国际合作尤其重要。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来临后，
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也应向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靠拢，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主权
国家观念已经无法继续适应当前全球化下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通力合作才是增加参与全球
卫生治理的凝聚力的最佳选择。
首先，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构建和运行需要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加强合作。
全球卫生治理需要对全球公共资源进行组织，尽最大可能地将公共资源合理分配以保护民众
的生命健康安全。而全球公共资源不只是医疗范畴的资源，还包括资金、技术和其他物资，
且全球卫生治理还涉及到贸易、服务、投资等领域，如针对医疗用品的贸易，跨国医疗卫生
服务，应急资金的储备和借贷等等，这些资源和领域的统筹仅仅依靠目前的世界卫生组织是
十分困难的。因此，在全球卫生治理中，世界卫生组织应加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
行集团、联合国、G20 等国际组织的合作，尽可能将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范围扩大，不仅能
够解决全球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也有利于维护全球经济，处理国际贸易的中断问题。

王艺博.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2008.
共同安全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6 月 29 日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
纪念大会上发表的主旨讲话中提出的关于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
系和美好世界这个问题的看法之一。参见中评网：
“习近平借五项原则阐述安全观：坚持共同安全”，http://w
ww.crntt.com/doc/1032/6/2/3/103262314.html?coluid=0&docid=103262314&kindid=0&mdate=0629011720，202
0 年 10 月 9 日访问。
11
参见经济日报：
“世贸组织和世卫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为确保重要医疗物资正常跨境流动提供支持”，h
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4533423299164206&wfr=spider&for=pc，2020 年 10 月 9 日访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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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全球卫生治理体系需要各个国家通力合作。如前所述，全球化的背景下，没有一
个国家能保证自己可以不受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此时国家的安全不只是国内安
全，也包括国际安全。在病毒、自然灾害、恐怖主义等影响到人类生命健康安全的事件面前，
国际社会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不应该采取互相竞争、各自为
政的战略，而应以卫生安全为核心重塑合作价值取向，互相协商、沟通公共卫生政策，互利
互信，互相帮助，这是面对全球卫生危机最有效的途径。
此外，如前所述，世界卫生组织的卫生治理体系可能因为多层级导致治理失灵，会影响
到各成员国在提供信息、信息报送、疫情监测等方面对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配合。在此基础
上，增强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性，让其有能力就独立的目标和看法采取行动，以及减少全球
卫生治理体系的层级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增强全球卫生治理的保障力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的权威性一方面来源于各个国家对于卫生安全的
态度，一方面也源于世界卫生组织自己的话语权。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的话语权与其财政
支持是息息相关，这不仅关乎到世界卫生组织本身的存亡，也是全球卫生治理的保障力增强
的重要基础。
可以知道，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受到国际的尊重与其拥有优秀的科研人员和医疗人才是
分不开的，这些科研人员和医疗人才可以给出科学的指导方针并对受灾国进行医疗援助。12
然而，世界卫生组织财政却是十分脆弱，预算仅约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四分之一，
甚至不及美国许多大型医院。13这导致世界卫生组织被迫裁减那些科研人才和医疗人员。世
界卫生组织 2018-2019 两年预算显示，其资金的来源主要是会员国会费分摊和接受国家以及
组织的捐赠，非强制性的来自国家和组织的捐赠占其资金源的 83%，且捐赠的资金一大部
分是专项捐赠资金，捐赠方有权划定资金的用途范围。这样世界卫生组织可能由于与其他国
家的利益追求不统一，让自身失去对资金用途的话语权，间接导致世界卫生组织容易受到资
金捐赠国的威胁。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对于核武器对公共卫生的影响进行了辩论，专家委员会
认为，核武器是对人类健康和福祉的最大威胁，但遭到了核武器国家的强烈反对和威胁。核
武器国家表示，如果世界卫生组织继续进行关于核武器的辩论，他们将停止向世界卫生组织
提供财政和其他捐款。世界卫生组织受到会员国的资金威胁同样发生在本次 COVID-19 疫情
中，2020 年 4 月 14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立即停止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资金，因为
其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对本次疫情处理不当。来自资金的威胁既使世界卫生组织遭遇信誉危机，
也让其很难就独立的目标和看法采取行动。
需要指出，出现前述问题的原因并不是世界卫生组织本身所固有的，而主要是由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替代了凯恩斯主义成为主导世界卫生组织管
理体系所直接引发的。在新自由主义管理模式下，世界卫生组织摆脱了对成员国出资的依赖，
转而依靠市场化的机制，通过公私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等相应的运
营模式与研究机构和制药企业进行联合研发，因此其也逐渐变成了各种病毒疫苗研发的合作
者和参与者，而不是居中的管理者，从而使得当下的全球卫生治理也取向一切以市场力量和
经济方式解决卫生安全问题。
12

See Lawrence O Gostin, Eric A Friedman,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west African Ebola
virus disease epidemic: robust national health systems at the foundation and an empowered WHO at the apex[J].
Lancet, 2015.
13
See Lawrence O. Gostin “America First”, Prospects for Global Health,The milbank quarterly[J],at p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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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保障对于类似世界卫生组织这种庞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运行而言极为重要，因此
赋予成员国的出资义务也理应是扭转世界卫生组织在当下全球卫生治理中作为参与者而非
管理者地位的重要途径。当然某些成员国会因为思维惯性或本身的单边主义属性，不愿意接
受这种方式的改革，可以考虑的解决方案是通过纪律加以约束，比如可以通过疫苗的全球定
价机制等来促使不履行承诺的国家补缴出资等。当然，要求成员国履行出资义务，也不是完
全替代多元化的筹资方式，采用 PPP 模式或者其他的市场化方式也是需要的，毕竟某些私
人捐助者，比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的能力甚至大过某些国家。但这里要考虑的改
革方案是，世界卫生组织因为既要承担全球的公共卫生职能，也要参与市场化的运作，所以
应该坚持的原则是，资金应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基础上再按照捐赠方的要求进行研发。这样既
可以维护世界卫生组织就其独立的目标和看法采取行动能力，也能采取改变外部需求的策略
使其在保护目标的同时还能不疏远自己的捐赠者。
（四）促进全球卫生治理的法治化
如前所述，全球公共危机的处理有赖于各个国家的资金、能力和决心，其中能力和决心
决定了国家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的参与度。当某些国家对于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参与度不
高时，其就会如上所述般，将全球卫生问题政治化、经济化和国内化。也就是说，这些国家
会对于全球卫生治理采取消极态度，而用更多的精力来打舆论战谋求政治利益，拒绝采取隔
离措施而继续发展经济，以及反应过激将全球卫生问题国内化。这些情况的产生，来源于全
球卫生治理体系的法治化不足。为了加强各国对于全球卫生治理体制的参与度，发挥全球卫
生治理领导作用的世界卫生组织除了应当引入“集体安全”的理念原则，并且凝聚各个国家关
于这一原则的共识外，还应弥补其自身在执行力方面存在的问题。
国际法和国家执行立法可以成为建立更有效的全球卫生系统的有力手段。但世界卫生组
织在规范方面具有相当的软弱性，这导致其无法充分发挥在全球卫生治理体制中的领导作用。
首先，世界卫生组织缺乏一个强有力问责机制的规范，以保证对《国际卫生条例》的国家执
行情况进行独立监测和审查。2005 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修订后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
，
并于 2007 年生效。
《国际卫生条例（2005）》不限于任何特定疾病，并要求各国向世界卫生
组织通报“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并发展“核心公共卫生能力”。
它们也有助于各国在 2012 年前发展核心能力，并可能延长两年。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所有成
员国都同意《国际卫生条例》的这些原则，但各国仍需自行报告其在核心能力发展方面的进
展，如监测、诊断和遏制要求。但由于没有额外的融资，也没有规范来制定适当的问责机制，
许多国家没有达成这个要求，自然也无法向世界卫生组织报送信息，这也间接导致了世界卫
生组织延误宣布埃博拉疫情成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
其次，世界卫生组织没有任何强制执行和制裁的权力，而《国际卫生条例》所规定的争
端解决机制也十分软弱。当其他国家违反《国际卫生条例》或者是拒绝听从世界卫生组织的
建议时，目前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无法利用合乎国际法上手段对其加以惩处。另一方面，虽然
《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第十九条规定了卫生大会有权通过有关世界卫生组织职权范围内的
任何公约或协定，相当于赋予了世界卫生组织相当大的条约制定权，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成立
六十多年来，很少用动用国际法来创设具有约束力和实际意义的规则及制度，除了仅有的两
项即《国际卫生条例》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此基础上，世界卫生组织有必要利用其
具有的条约制定权，建立使得《国际卫生条例（2005）》能够顺利实施的对于国家的监督机
制和问责机制，并且确保全球健康仍然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首要任务。

四、全球卫生治理的中国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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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总体国家安
全观”，并系统地提出“11 种安全”，即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
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
安全体系。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要重视自身安全，又要重视共同安全。全球卫生
治理体制的顺利运行是国际安全的保障之一，本次 COVID-19 疫情的发生也证明了国界在全
球公共卫生事件上的脆弱性。因此，在重视共同安全这一基础上，一方面，我国应积极参与
全球卫生治理，并努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成，因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推动各方互
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是并行不悖的，而且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成为推动全球卫生治理的
根本理念。另一方面，我国可以利用在自由贸易试验区中采取先行先试的医疗卫生制度，以
及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推广全球卫生治理体制的改革落地。
（一）全球卫生治理的根本理念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共同抗击疫情、全人类共同抵御公共卫生危机成为最佳的方案，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包含的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可以为全球卫生治
理提供理论基础和治理路径。
首先，面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想要获得安全的生存发展环
境，也要让别人有生存发展环境，考虑全球利益、人类利益成为必然。共同挑战和外部性威
胁将人类社会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人类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需要抱团取暖，凭借合
作共度危机。在疫情等公共卫生危机面前，需要国家之间良好的国际合作、国际交往，如互
相传递公共卫生危机的信息，互相借鉴公共卫生治理的经验，共同友好协商卫生措施和经济
政策等，全球化的合作方案才能解决全球化的公共卫生危机。共同利益是国际合作、国际交
往发生、发展的客观基础和最主要的动力，恪守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坚持互利互惠的建设
导向，才能消除国际合作的疑虑与障碍，提升国际合作的积极性。因此，只有牢牢把握人类
命运共同体项下的共同利益观，才能在全球凝聚合作共识，携手抗疫。
其次，公共卫生环境也是环境的一部分，也具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全球化的浪潮是不
可逆的，由此带来的传播便利性在一定程度上让现代公共卫生安全增加了来自境外的各种挑
战，传染病的跨国界传播就是其中的一种。可以说，全球化的发展会增加全球公共危机的可
能性，全球卫生治理体制必须不断发展，才能为后代人留下更安全的公共卫生环境。在公共
卫生安全领域，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面对公共卫生危机的预防管理机制，对于公共卫
生安全的宣传教育和文化传播……这些都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公共卫生需要，又有利于后代
人满足其需要的发展。各国在这些方面的探索以及各国之间形成的合作机制既是全球卫生体
制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全球公共卫生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人类命运共同体项下的
可持续发展观，有利于各国达成全球公共卫生环境发展的共识，促进各国形成全球公共卫生
安全的合作机制，明确各国对于全球公共卫生环境的责任，以促进全球卫生治理体制的发展。
此外，全球治理观可以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基础。如前所述，当前全球公共危机涉及到
的领域已不仅仅是医疗领域，只有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是不够的，
还需要各个国家、国际组织、甚至是私营部门、慈善机构和个人的共同参与和互动。近年来，
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上的更加有所作为，尤其是 G20，每次峰会上平均产生 4.8
次关于健康的承诺，14在埃博拉危机和此次 COVID-19 疫情中，G20 为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
组织提供了支持，并且在发展全球卫生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球治理观的指导下，
世界卫生组织、各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应该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并强化国际
See Daniella Vana, G20 Research Group,” G20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2008-2018” ,October 7, 2019,
http://www.g20.utoronto.ca/biblio/Vana-G20-health-governance.html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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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和国际机制，使全球卫生合作和全球卫生治理成为可能。
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公共卫生领域，对内应坚守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应倡导人类命运共
同体。在注重自身安全的同时，也注重全球共同安全，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体
制中的发挥领导作用，同时担当起大国责任，呼吁其他国家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并将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理念作为中国智慧贡献给世界，包括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如前所述，全球化下的
公共卫生问题只能由全球化下的方案来解决，当前全球化的问题主要在于主权国家的参与度
不够，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能力不足，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和国际组织等的合作力度不
大，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解决方案。
（二）全球卫生治理的推动落实
1．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探索公共卫生治理规则的试验田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制度型开放是其最
大的时代特征和建设的核心内涵。依托于各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我国可以积极参与国际经贸
规则的制定。同样，我国也可以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公共卫生治理的全球示范区域，积
极探索全球卫生治理规则，以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制的改革。
COVID-19 疫情的爆发凸显了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全球卫生治理规则的必要性。首先，
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在 COVID-19 疫情爆发时，自由贸易试验区比起
其他地区具有更高的货物和人员的流动性。在疫情面前，自由贸易试验区更高的流动性也意
味着在该地区疫情的传播有更大的风险性，这决定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必须制定相应的公共卫
生治理规则，才能满足自身的安全需要。其次，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外贸外资企业的聚集
地，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企业各方面的服务工作，对于我国稳外贸稳外资具有重要意义。其
中，卫生安全服务就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这也要求自由贸易试验区必须制定良好的公共卫生
治理规则，在疫情当下和后疫情时代有效聚合资源、采取措施，协助企业抗击疫情，帮助企
业复工复产。
COVID-19 疫情后，创新自由贸易试验区公共卫生治理规则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抗
击疫情的生动实践可以促进各方达成共识。在各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不断发展建设的同时，
COVID-19 疫情的爆发是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各阶层、各部门的大规模考验，也让各阶层、各
部门意识到面对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只靠卫生部门是不够的，需要按照统一部署，多部门联
防联控，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出有力的紧急响应，而这些与公共卫生治理规则是分不
开的。其次，各自由贸易试验区本身就是规则的试验田，中央对其实行的特殊政策为自由贸
易试验区探索卫生治理规则提供了可能。自由贸易试验区均以制度创新作为核心，中央对自
由贸易试验区实行的简政放权可以促进其进行公共卫生体系创新，结合 COVID-19 疫情中各
地区宝贵的实践经验，有助于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制定公共卫生治理规则的基础上，重构公
共卫生应急体系、疾控体系、医疗救治体系以及物资储备体系，打造公共卫生治理的全球示
范区域。此外，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也是我国与各国交流的良好平台。
面对国际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通过建立国际合作中心、设立全球健康
论坛等形式，将制定的公共卫生治理规则与各国分享、交流，促进我国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
理规则的制定，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制的改革。
2．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引领全球卫生治理改革的契机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国际社会公认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也是良好的国际合作平台。
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声音也变得更大，这为中国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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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甚至是引领全球卫生治理改革提供了可能。相应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也可以成为我国
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平台。
首先，我国可以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行公共卫生合作，以奠定我国参与全球卫
生治理的基础。由于我国“一带一路”的建设是不断完善的，国家间的合作很大几率上是长期
且紧密的，在人员、货物、服务等频繁的往来下，各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安全对于彼此都有很
大的影响力，在合作中注重公共卫生安全，协商采取必要的卫生措施，一方面可以预防公共
卫生危机的发生，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我国与各国的公共卫生合作，为我国参与全球卫生合作
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环境的不同，一大部
分的合作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并不十分完善和发达，在医疗物资、技术和
资金上也可能不足，在合作中更多地考虑彼此的公共卫生需求，积极进行对外卫生援助，一
方面可以解决公共卫生危机的预防和防控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完善我国的对外卫生援助制度，
为我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累积经验。
其次，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卫生法律制度的完善。正如美国国际法学
者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所言：“在各国关系中，文明的进展可以被认为是从武力到
外交，从外交到法律的运动。”对于全球卫生治理而言，法律是最有效的治理手段，能否参
与全球卫生法律制度的完善，对于中国而言十分重要。早在 2016 年，习近平主席即提出打
造“健康丝绸之路”，随后的 2017 年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与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执行计划》。本文认为，“健康丝绸之路”的打
造，除自身与世界卫生组织通过达成协定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外，中国还应通过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在广泛合作中将公共卫生治理的内容纳入双边合作文件中的方式，加快推动和完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应卫生法律制度，促进沿线地区国家间的公共卫生合作的规范化与
法治化，以带动更多的国家参与到全球多边卫生治理的法制完善中来。在全球卫生治理法制
建设的重塑与完善上，中国应充分抓住此次疫情带来的机遇，一方面通过自身的抗疫经验积
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积极探索自身在公共卫生治理方
面的新机制，对于全球的卫生治理改革实践，不仅分享中国的宝贵经验，而且还能够贡献出
中国的制度设计智慧，从而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制度化和深入人心。

结语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的联合国讲坛上所说，“世界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COVID-19 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除了经济、
政治、卫生等方面的消极影响，也催生了我们的思考——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
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从 COVID-19 疫情的视角出发，进一步完善全球卫生治理
体制以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可能是解决上述问题的第一步。综观全球卫生治理的历史演进，能
够适应全球化风险并且能够妥善预防、控制和处理全球卫生重大事件的全球卫生治理体制尚
未形成，全球卫生治理还面临着全球卫生问题政治化、经济化、区域化和国内化等方面的问
题，全球卫生治理亟需进一步的改革。全球卫生治理的改革需要提升全球卫生治理的领导力，
增加全球卫生治理的凝聚力，增强全球卫生治理的保障力，并促进全球卫生治理的法治化，
以完善全球卫生治理的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积极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成为推
动全球卫生治理的根本理念，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成为推广全
球卫生治理体制改革落地的平台。在全球卫生治理的完善上，中国有能力且应该承担起大国
责任，争取由全球卫生治理的参与者华丽转身为全球卫生治理改革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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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的国际投资仲裁危机及其应对
漆彤

摘 要：东道国疫情管控措施可能引发投资仲裁索赔。投资仲裁机制相对偏重投资者保护而
忽视东道国规制权，其特有的机制安排和运行特征，可能助长投资者滥诉倾向。近年来各国
通过国际投资条约强化东道国规制权的尝试，以及习惯国际法上的免责抗辩事由，在应对疫
情索赔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有待个案检验。通过国际合作化解疫情相关措施可能引发的投
资仲裁危机、进而防止投资仲裁滥诉的倡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局限性和实际操
作中的困难。国际社会应以此为契机，探索平衡公私权益的长效机制。各国应尽可能确保疫
情防控相关措施的合法性，并完善投资条约中的例外条款设置。
关键词：新冠疫情；国际投资仲裁；规制权；一般例外；警察权

序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全球大规模流行，对国际私人直接投资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也深刻
地影响了国际投资法的诸多方面。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第三工作组的
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改革进程被延缓1，一些正在进行中的投资仲裁案件也被迫延迟或中止2。
疫情还对各国的投资法产生影响。为防止外资借疫情“趁火打劫”对国内关键企业或资产进行
“掠夺性收购”，一些国家选择收紧外资审查政策。3从长远影响来看，疫情还转变了各国对
产业链安全的看法，出台了某些刺激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措施4，进而可能改变整个国际生产
格局。5在产生上述影响的同时，对防疫相关措施可能引发投资仲裁浪潮的担忧，也正在国
际上蔓延。一些学者和实务界法律人士指出，疫情期间以及疫情过后，国际社会可能会迎来
一波因防疫相关措施而引发的投资者诉东道国索赔浪潮，产生类似于2001年阿根廷因经济危
机而深陷投资仲裁泥沼的极端情形。也有反对意见认为此种担忧不足为虑，投资仲裁机制的
存在，恰恰有助于防止国家在防疫过程中滥用威权，损害外国投资者利益。6基于以上背景，
本文拟首先阐述各国所采取的防疫相关措施与投资保护义务之间的联系，然后就东道国可能
的抗辩理由及其不足进行分析，第三部分讨论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是否
会放大这种不足，第四部分就国际社会开展合作以防止出现投资仲裁危机的选项及可行性进
行分析，最后提出结论和建议。

漆彤：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已刊载于《武大国际法评论》2020

年第 3 期，转引
请以正式发表版为准。
1 The 39th session of the Working Group scheduled for 30 March to 3 April at UN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was
postponed, See Status of work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ISDS reform), available at https://uncitral.un.org/
sites/uncitral.un.org/files/media-documents/uncitral/en/wgiii_status_of_work_as_of_14_May_2020.pdf, visited on
9 July 2020.
2 Damien Charlotin, Second UNCITRAL tribunal refuses to suspend proceedings against Bolivia in light of COVI
D-19 pandemic, available at http://www-iareporter-com-s.vpn.whu.edu.cn:8118/articles/second-uncitral-tribunal-re
fuses-to-suspend-proceedings-against-bolivia-in-light-of-covid-19-pandemic/, visited on 9 July 2020.
3 UNCTAD, Investment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vailable at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
nsLibrary/diaepcbinf2020d3_en.pdf, visited on 9 July 2020.
4 See such as, Japan to Fund Firms to Shift Production Out of China, available at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j
apan-fund-firms-shift-production-090152175.html, visited on 9 July 2020.
5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0: Key Messages and Overview, p.22. available at https://Unctad.org/en
/PublicationsLibrary/wir2020_overview_en.pdf, visited on 9 July 2020.
6
Prabhash Ranjan, Covid-19 and ISDS Moratorium - An Indiscreet Proposal, available at http://opiniojuris.org/20
20/06/15/covid-19-and-isds-moratorium-an-indiscreet-proposal/, visited on 9 Jul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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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疫相关措施与东道国投资保护义务
（一）各国因疫情防控而采取的相关措施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这一“黑天鹅”事件，防止病毒扩散，化解病毒大流行的经济社会冲击，
各国采取了广泛而又严厉的防控措施。根据目的划分，这些措施可分为以下四类：
1. 为防止病毒传播而采取的各种隔离措施
主要包括各种行动限制、交通管制、关闭边境、关闭非必要公共场所、限制国际航班
流量等限制人员和物资国际流动的隔离措施。一些国家还采取了“宵禁”、“封城”甚至宣布全
国进入“紧急状态”等更为极端的措施以应对疫情。这类隔离措施通常具有普遍性，并不直接
针对外资企业本身，但是却会给外资企业带来极为明显的负面影响，延缓投资项目进度、降
低外资企业收入、增加外资企业成本。例如，对于需要工作人员现场操作或者需要不断供应
实物生产资料的行业，如制造业、建筑工程项目等，由于工作人员无法进入海外企业或项目
所在国家或地区，或者需要接受一段时间的隔离，或者原材料等物资不能进入或不能按时进
入外资企业或项目所在国家或地区，其正常生产经营将受到影响。
2．病毒相关公共卫生强化措施
包括临时或永久征用私人财产，如征用旅馆作为病房、征用医疗器械、口罩和其他防
护设备、将私人医院国有化，以及强制生产、强制获取药品和医疗设备等。例如，美国政府
根据1950年《国防生产法》启动战时生产法案，强制通用汽车等公司将生产转向大规模生产
呼吸机等与新冠疫情紧急情况有关的制成品上。7西班牙颁布第463/2020号皇家法令，授权
政府干预和临时占用工厂、生产单位和私人医疗设施，临时征用所有类型的货物或强制提供
个人服务，以充分保护公共卫生。8针对可用于抗击疫情的药品专利，加拿大、智利、德国、
厄瓜多尔等一些国家还颁布了允许授予强制许可的紧急法令。9
3．为确保充足食物和医疗供应而采取的措施
主要包括价格监管和出口限制，如禁止出口基本食物、药品和个人防护用品等。出于
公共卫生和国家安全考虑，许多国家采取了设置价格上限、颁布临时出口禁令、增加临时出
口许可证要求等形式来规范医疗用品、生活用品市场，以确保疫情不至于切断供应链的措施。
例如，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研究，截至2020年4月14日，至少有47个国家实
施了一项或多项措施，影响与疫情相关公共卫生产品或子产品的出口。10这些产品包括医疗
用品（如口罩、手套和礼服）和一般的个人防护用品、消毒剂产品，医用呼吸机和其他设备、
药品、药物成分和PPE制造用原材料。11外资企业，如涉及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也在影响
范围之列。

7

Memorandum on Order Under 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 Regarding General Motors Company of 27 March 20
See Investment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vailable at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 Librar
y/diaepcbinf2020d3_en.pdf, visited on 9 July 2020.
8 See de España, Gobierno, Real Decreto 463/2020, Article 13.
9 See Canada, COVID-19 Emergency Response Act of 2020; Chile, Resolution 896, adopted on 18 March 2020,
av
ailable at https://www.keionline.org/chilean-covid-resolution, visited on 9 July 2020; Ecuador, Resolution, adopted
on 20 March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keionline.org/ecuador-CL-coronavirus-resolution,visited on 9 July 202
0; Germany,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Humans Act, adopted on 28 March 2020, availabl
e at https://www.gibsondunn.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covid-19-german-infectious-diseases-protectio
n-act-what-makes-you-stay-at-home.pdf, visited on 9 July 2020.
10 UNCTAD, Investment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vailable at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
ons Library/diaepcbinf2020d3_en.pdf, visited on 9 July 2020.
11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nex of COVID-19-related trade measures, available at https://www.wto.org/engli
sh/tratop_e/covid19_e/covid_measures_e.pdf, visited on 9 Jul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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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缓解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影响而采取的措施
主要包括加强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暂停偿还贷款和股息、刺激和救助等项措施。据统
计，截至目前，共有包括欧盟、澳大利亚、意大利、印度、加拿大、德国、西班牙、法国、
美国、法国和日本在内的11个国家对其外资准入及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进行修改，扩大审查范
围，降低审查门槛，加强审查力度。12上述国家之所以于疫情期间选择收紧外资审查政策，
一方面是近期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趋势的延续和放大，另一方面，也部分源自于保护国内相
关产业和企业的需要。在一些国家看来，已经率先走出疫情影响的国家可能会趁重启经济之
机对其企业进行“掠夺性收购”，出于保护国内相关企业和产业、避免其国家战略资产和关键
技术流失之目的，而出台了新的投资保护措施。例如，各国立法变动几乎都强调了对于医疗
相关企业（如生产医疗或防护设备）或产业（如疫苗研发）的保护，旨在保障国内在保健、
药品、医疗用品和设备方面的能力。此外，它们还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来保护可能特别容
易受到外国敌意收购的其他关键国内企业和技术。为应对疫情冲击，一些东道国政府还颁布
了暂停支付政策，暂时取消公民的一些基本生活消费支出，以减轻国民的经济负担。如萨尔
瓦多和玻利维亚都暂时中止了所有公民的水电费付款。由于许多公用事业公司是外国投资者
拥有权益的公司，这项措施将中断此类外国投资者的收入来源。
（二）各国均面临陷入投资仲裁危机的威胁
1．疫情引发的投资仲裁担忧
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对国际投资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根据UNCTAD预计，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滑幅度将达30%-40%13，在2005年后首次低
于1万亿美元，全球FDI在2021年还将继续下降5%至10%并于2022才开始复苏。14
与此同时，各国为抗击疫情而广泛采取的各种紧急措施，对存量投资也有巨大负面影
响。长期强制关闭企业、将私人财产国有化或进行征收、或者因采取严厉的管控措施导致企
业停产停工，可能直接或间接损害其境内外国投资者的相关投资利益，致使外资企业及其投
资者遭受损失，甚至导致外资企业的破产倒闭。这些都是国际投资法关注的焦点，是投资保
护中的重要内容，可能引发投资者与国家间投资争端。15疫情使许多企业陷入困境，而境况
不佳的企业往往倾向于使用各种法律工具来弥补利润损失，例如，根据投资条约向东道国政
府提出索赔主张。
虽然东道国的疫情相关措施从健康角度来看至关重要，但是否合理合法仍取决于其具
体实施方式。不合理的征收征用，例如不予补偿地征收投资者的财产、征用投资者的厂房，
有可能违反国际投资条约（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IIAs）中的征收条款。在关
停工厂、延缓颁发许可证等方面的歧视性措施，亦有可能违反国际投资条约中的国民待遇、
最惠国待遇、公平与公正待遇等条款。如因东道国政府的抗疫措施导致投资项目不能正常开
展，投资者还可能根据投资合同提起违约索赔、诉讼或仲裁。在一些地区，疫情可能激化投
资者与当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导致群体性排斥事件。在治安较差的东道国（地区），
甚至可能出现趁疫情之危的武装抢劫。东道国亦有可能未尽到投资条约下提供充分保护与安
全的义务。

12

UNCTAD, Investment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vailable at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
ons Library/diaepcbinf2020d3_en.pdf, visited on 9 July 2020.
13 See UNCTAD, Global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Global FDI and GV
Cs Updated Analysis 2, available at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iaeiainf2020d3_en.pdf, visited on 9
July 2020.
14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0: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Beyond the Pandemic, available at https://u
nctad.org/en/pages/SGStatementDetails.aspx?OriginalVersionID=260, visited on 9 July 2020.
15
See UNCTAD, Investment Policy Monitor: Investment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12, availa
ble at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iaepcbinf2020d3_en.pdf, visited on 9 Jul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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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许多机构和学者预测新冠疫情将引发大量的投资仲裁索赔案件。16他们认为，
东道国防疫措施可能导致外商投资企业被迫停业而遭受损失、货物或财产也可能被征收或国
有化，因而各国可能面临巨大的被诉风险，且这种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的威胁将在未来几年
笼罩着各国政府。例如，4月6日一家英国智库（Henry Jackson Society）发布的《新冠疫情
索赔报告》列举了因疫情防控可能损害外国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如国家违反投资条约义务对
投资者造成损害、无正当理由的歧视外资行为（如仅给予中国企业的优惠待遇），并举例称
一家英国公司JSP拥有的两家工厂“被政府要求为中国政府机构制造一次性的呼吸防护设备
（RPE）”。报告2.1.4部分还专就ISDS机制及中国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尤其是与英、法、
德、意、澳、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状况进行了介绍，并以尤科斯诉俄罗斯案的500亿美元赔
偿裁决为例试图说明此种机制的威力。17
2．外国投资者提出索赔请求的法律基础
（1）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订立的投资合同
如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签署的投资合同中包含争端解决条款，投资者可据此
诉诸国际仲裁，并援引合同中规定的东道国义务条款提出索赔，具体包括禁止非法征收或征
用条款、自由汇兑和转移条款、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稳定条款等。从仲裁实践来看，区别于
投资条约仲裁，合同之诉可能在抗辩理由和审查标准上存在不同，这主要取决于特定的投资
条约或特许协议的措辞用语。例如，为抗击疫情，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出台了暂停对道
路网收取通行费的法案，如果收费公路存在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特许协议，可能
会引发多项基于合同的投资索赔请求。18秘鲁官方近期曾发出警告，其国会通过的中止国家
公路网收费的紧急措施法案可能引发多个持有特许权的外国投资者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
心起诉。19
（2）东道国国内法
各国的投资法和相关法律中，往往有涉及到投资保护的内容，其中部分国家的投资法
还明确规定争端可通过国际仲裁解决。据统计，全球范围内有 74 个国家制定了涉及投资者
与东道国争端解决的投资法，其中 42 个对诉诸国际仲裁明确表示同意。20换言之，这些法
律为仲裁庭管辖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政府的索赔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例如 1993 年的《阿
尔巴尼亚外国投资法》第 8（2）条规定，“……外国投资者得将争端提交国际投资争端解决
中心。”21 2003 年，吉尔吉斯共和国修改其投资法并同意就投资争端进行国际仲裁。根据统
计，自 2003 年至今该国在 14 个已知的仲裁案件中作为被告，其中至少五个案件的管辖权主
张是基于 2003 年投资法。22有学者据此认为，在国内投资法中直接授权国际仲裁，对于东
16

See Federica Paddeu & Kate Parlett, covid-19-and-investment-treaty-claims, available at http://arbitrationblog.k
luwerarbitration.com/2020/03/30/covid-19-and-investment-treaty-claims/, visited on 9 July 2020; Nicholas J. Dia
mond, Pandemics, Emergency Measures, and ISDS, available at http://arbitrationblog.kluwer
arbitration.com/2020/04/13/pandemics-emergency-measures-and-isds/?doing_wp_cron=1587733567.0513100624
084472656250,visited on 9 July 2020; Ahmed Bakry, The COVID-19 Crisis and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 Reflecti
on From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vailable at http://arbitr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2020/ 04/21/the-Covi
d-19-crisis-and-investment-arbitration-a-reflection-from-the-developing-countries/, visited on 9 July 2020.
17 See Matthew Henderson, Dr Alan Mendoza, Dr Andrew Foxall, James Rogers, and Sam Armstrong,
Coronavirus Compensation? Assessing China’s Potential Culpability and Avenues of Legal Response,
available at https://henryjacksonsociety.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Coronavirus-Compensation.pdf, visited
on 9 July 2020.
18 外资也参与了我国许多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交通运输部关于暂定 6 月 30 日之前高速公路免费
的通知，存在类似秘鲁相关措施的被诉风险。
19 See Cosmo Sanderson, Peru Warned of Potential ICSID Claims Over COVID-19 Measures, available at https://l
atinlawyer.cm/article/1225491/peru-warned-of-potential-icsid-claims-over-covid-19-measures, visited on 9 July 20
20.
20 Hepburn, Jarrod, Domestic investment statutes in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12
(4), 658–706 (2018).
21 Albania, Tradex V,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24 December 1996, ICSID Review-FILJ 14 (1999): 161-174.
22 Sistem v. Kyrgyzstan, ICSID Case No. ARB(AF)/06/1, Award, para.176 (2006); Nadel. v. Kyrgyzstan (2012); L
evitis v. Kyrgyzstan (2012); Stans Energy v. Kyrgyzstan (II), PCA Case No.2015-32(2015); Consolidated Explorat
ion v. Kyrgyzsta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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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国而言成本过高。23
（3）国际投资条约
总数量达3000多个的国际投资条约为投资者提供了实质保护和程序救济，是当前国际
投资法的主要渊源。当各国因抗击疫情采取的措施干扰或影响了外国投资者的利益时，投资
者可根据投资条约中的仲裁同意条款寻求救济，并根据投资条约中的实体性标准要求东道国
赔偿损失。投资条约中的公平公正的待遇（FET）、充分的保护与安全（FPS）、间接征收、
国民待遇标准、保护伞条款等，均可能成为基于国家疫情防控措施提出索赔的基础。例如，
东道国受疫情大流行影响而采取的各种形式的紧急措施，可能在间接征用、公平公正待遇等
投资条约义务方面引发投资争议，国家行动不足或完全不采取行动也可能引发违背充分保护
与安全（FPS）义务的指控。24例如，墨西哥5月15日发布了一项有关国家电力供应系统的新
规，以使其国有电力公司（CFE）能够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电力需求减少的情况下确保电
力系统的可靠性25，受该措施影响的某些西班牙投资者拟提起基于墨西哥与西班牙双边投资
条约的仲裁程序。26

二、现有国际投资法治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困境与不足
几乎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都可能带来大量的纠纷和诉讼。疫情的广泛
传播及其巨大破坏力，给各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寻求救济是人之常情。从投资仲
裁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无论是阿根廷经济危机还是希腊债务危机或是“阿拉伯之春”运动，
均表明政府在危机阶段采取的管控措施往往并不能豁免于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
2001年，阿根廷面临着经济的全面崩溃，“人均GDP下降了50％、失业率超过20％、贫困率
达到50％、罢工、示威、与警察的暴力冲突、10天之内有数十名平民伤亡和5位总统接任。”27 在
此期间，政府采取了冻结公用事业费率、资产国有化、放弃固定汇率、重组主权债券等一系
列紧急措施。截至2014年底，阿根廷在50多个ISDS案件中成为被告，其中大部分是针对其
在危机期间采取的措施。28已知对阿根廷的最终赔偿总额超过20亿美元，29并以数亿美元的
代价和解解决了几项索赔。302011-2012年经历阿拉伯之春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之后，针对北非
和中东政府的ISDS索赔案件激增，31其中许多是源于东道国为应对危机影响而采取的措施。
例如，由于暴力和社会动荡导致国内天然气供应下降，埃及认为这“对社会基本功能和维护

23

Tarald Laudal Berge & Taylor St John, Why Do States Consent to Arbitration in National Investment Laws, ava
ilable at http://iisd.org/itn/2020/06/20/why-do-states-consent-to-arbitration-in-national-investment-laws-tarald-ber
ge-taylor-john/,visited on 9 July 2020.
24
Lucas Bento & Jingtian Chen, Investment Treaty Claims in Pandemic Times: Potential Claims and Defenses, av
ailable at http://arbitr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2020/04/08/investment-treaty-claims-in-Pandemic-times-pot
ential-claims-and-defenses/, visited on 9 July 2020.
25 Lisa Bohmer, Changes to Mexico’s Electricity Regulation in Light of Pandemic Prompt Threats of Investment
Arbitration Claims, available at https://webvpn.whu.edu.cn/https/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e7e056d2
2e317a556e079bb89d476d36cd4a/articles/changes-to-mexicos-electricity-regulation-in-light-of-pandemic-promptthreats-of-investment-arbitration-claims/, visited on 9 July 2020.
26 Lisa Bohmer, Mexico round-up: an update on treaty-based disputes against the state, available athttps://webvpn.
whu.edu.cn/https/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e7e056d22e317a556e079bb89d476d36cd4a/articles/mexi
co-round-up-an-update-on-treaty-based-disputes-against-the-state/, visited on 9 July 2020.
27 Lavopa, F. Crisis, emergency measures and the failure of the ISDS system: The case of Argentina (Investment P
olicy Brief #2). South Centre, available at https://www.southcentre.int/wp-content/uploads/2015/07/IPB2_Crisis-E
mergency-Measures-and-the-Failure-of-the-ISDS-System-The-Case-of-Argentina.pdf, visited on 9 July 2020.
28 UN,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5), Recent trends in IIAs and ISDS, available a
t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ebdiaepcb2015d1_en.pdf, visited on 9 July 2020.
29 UNCTAD, Investment policy hub: Argentina, available at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vestment-disput
e-settlement/country/8/argentina/,visited on 9 July 2020.
30 See for example, El Gobierno pagóUS$ 677 millones por juicios perdidos ante el Ciadi, Oct. 19, 2013. La Naci
on,available at https://www.lanacion.com.ar/1630428-el-gobierno-pago-us-677-millones-por-juicios-perdidos-ante
-el-ciadi,visited on 9 July 2020.
31 Franc-Menget, Laurence, The Impact of the Arab Spring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t'l Bus. LJ (2017):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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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稳定构成威胁”。32并决定暂停向一家西班牙投资者拥有的工厂（Unión Fenosa Gas，
UFG）
出售天然气，以优先为国内电力市场供应天然气，这导致了投资者的索赔并被仲裁庭认为违
反1994年埃及-西班牙双边投资条约项下的FET条款而判决赔偿超过20亿美元。33
晚近以来，东道国规制权（right to regulate）与投资保护（investment protection）的关
系问题，成为国际投资法领域的焦点问题。国际投资法体系正在朝着强化东道国规制权、平
衡东道国公共利益和投资者私人利益的方向发展。但是，投资仲裁历史表明，在严重危机时
期，国家的公共利益措施仍可能会受到投资者诉诸国际投资仲裁的挑战。在突发的新冠疫情
面前，现有投资法规则仍存在覆盖面不够广、法律性质和后果不清、协调性不足、援引困难
等多重困境与不足。就抗疫政策或措施所引发的国际投资仲裁，东道国可能援引的抗辩理由
主要包括投资合同项下的抗辩，投资条约中的例外条款抗辩，以及习惯国际法中的警察权理
论（the police powers doctrine）、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危难情形（Distress）、“紧
急情况（Necessity）抗辩。应当注意，这些抗辩理由均需满足必要的条件，才可能得到仲裁
庭的支持。具体可能援引的抗辩理由与条件限制分析如下：
（一）合同法下的抗辩
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签订的投资合同，通常又被称为特许协议（Concession）
或国家契约（State Contract）。如前所述，投资合同可能成为投资者的索赔基础。对于特许
协议的性质，国际法上存在较大纷争。这些纷争实际上是围绕东道国政府是否有权中止或改
废特许协议，其不履行或违反契约的行为是否需要承担国际法责任等问题而展开。实践中，
因东道国改废特许协议而引发的国际投资争端屡见不鲜。政府能否基于本国公共利益的需要，
修改或废止某一特许协议或采取减损外国投资者某些既得利益的行为，各方观点不一。西方
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由于特许协议中往往包含当事双方同意适用国际法的内容，由此将协
议“国际化”，国家若单方违约应承担国际责任。但此种观点一直受到第三世界国家学者的批
评和抵制，他们认为特许协议本身是国内法契约，其法律适用也以东道国法律为主，东道国
基于公共利益可以修改合同。一些西方国家的判例和立法也支持了后一种观点。例如，在著
名的“安菲特莱特诉国王案”中，英国法院认为“契约不能妨碍国王在有关国家公益事项上的
行动自由”34；在法国法下，特许协议作为行政契约，政府一方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在行
政法院的监督之下，有单独控制或变更契约执行的权力，处理支付适当的补偿之外，并不承
担其他额外的责任。35由此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一种折中意见，即国家可以有限制地改废国际
契约，但是其限制条件包括，其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给予外国投资者补偿并尊重合同的财
产平衡，无歧视，符合善意原则等。但是，由于各国对“公共利益”“善意原则”的规定和认知
存有差异，实践中如何具体认定仍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
国际投资项目往往持续时间较长，为规避非商业风险、保障自身权益，投资者通常会
要求在合同中纳入稳定条款（Stabilisation clauses）。而东道国往往也会主张在合同中订入
诸如情势变迁（Hardship）、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重新协商或调整条款（Renegotiation
clauses），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意外事件或情况变化。投资合同中的稳定条款和重新协商
表面看似矛盾，但从实践来看，由于投资周期的长期性，要想完全避免合同适用规则发生变
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稳定条款更多体现为有关监管稳定性的框架性承诺，以便在监管
变化发生时触发重新谈判从而恢复合同的经济平衡（economic equilibrium），有学者形象地
称之为“动态稳定”（dynamic stability）。36对于稳定条款的效力，仲裁实践解释不一。例如，
在Liamco诉利比亚案中，仲裁庭肯定了稳定条款对东道国政府的约束力，认为“除非双方同
32

Koroteeva, K, Egypt found liable for the shut-down of an electricity plant during the 2011 uprising, available at
https://www.iisd.org/itn/2018/12/21/egypt-found-liable-for-the-shut-down-of-an-electricity-plant-during-the-2011uprising-ksenia-koroteeva/,visited on 9 July 2020.
33 Unión Fenosa Gas, S.A.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ICSID Case No. ARB/14/4, Award, para.50-58.
34 参见应松年等主编：《中外行政诉讼案例选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14-216 页。
35 参见斯泰勒与华兹：《跨国法律问题》，第 508 页。转引自姚梅镇：《特许协议的法律问题》，载《姚
梅镇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76 页。
36
Lorenzo Cotula, Investment contract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 to make contracts for fairer and more
sustainable natural resource investments 68 (No. 20. IIED.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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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不得更改本协议所创立的合同权利”。而在Aminoil诉科威特、Amoco International Finance
诉伊朗等案中，仲裁庭多数意见认为，合同中典型的稳定性条款不能被理解为东道国据此丧
失剥夺特许协议的权利，并由此支持东道国享有对修改合同的权利。相较于稳定条款，重新
协商条款或调整条款更加关注合同双方经济的均衡性，一般是在遇到情势变更等双方约定的
特定事项发生并影响双方经济均衡时，合同双方通过重新协商或调整某些条款的方式达到经
济的均衡性。经济均衡条款规定投资者必须遵守新法，但东道国必须补偿投资者因遵守新法
遭受的损失。尽管重新协商条款比稳定性条款更为灵活，提供了更为宽泛的空间。但是重新
协商条款的实际操作性与实用性仍然有待实践的验证。对于经济均衡概念本身仲裁庭众说纷
纭，仍然需要法律上的确定，重新协商的责任最终依赖于争议双方的诚意，因此，重新协商
条款实际效果仍然存疑。37
投资合同还可能包含特定的艰难情形或不可抗力条款。即使合同未订入此类条款，双
方所选择的准据法中也可能包含具有类似效果的合同原则，如英美法系中的合同落空和履行
不能，或大陆法系中的情势变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编撰的《国际商事合同
通则》还同时规定了艰难情形和不可抗力条款。38不可抗力与艰难情形多有共同之处。两者
都发生在合同订立之后，且不能预见，不能控制，风险不由当事人承担等。两者的适用范围
有所不同，艰难情形适用于“由于一方当事人履约成本增加，或由于一方当事人所获履约的
价值减少，而发生了根本改变双方均衡的事件”，39而不可抗力则适用于合同永久或障碍存
在期间不能履行。因适用范围不同，法律后果也有所不同。艰难情形并非导致合同绝对不能
履行，
只是履行会严重破坏合同双方的利益均衡，受到不利影响的当事人有权要求重新谈判，
如在合理时间内不能达成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诉诸法院，法院可根据情况终止或调整
合同。不可抗力是灾难性事件造成合同的履行不能，法律后果是终止合同或暂停履行，且不
履行方应予免责。尽管艰难情形和不可抗力有以上区别，甚至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找出差异，
但是，两者定义皆为一般性概括，加之两者有诸多共同点，客观情况又是丰富多彩的，有些
情形很难截然区分其是艰难情形亦或不可抗力40，二者之间存在交叉和竞合，有时还可以相
互转换。41
针对因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及防控措施的影响而导致的诸多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现状，国
际商会（ICC）近期发布了《不可抗力及艰难情形条款 2020》及相关指导文件《商业合同中
不可抗力条款应当考虑的一般因素》，以帮助各国企业更好地理解和使用不可抗力条款。42
根据上述文件，瘟疫和流行病是触发使用该条款的推定障碍的示例；对于这种推定的障碍，
援引该条款的当事人仅需证明其无法避免或克服此障碍。43不过，文件也指出，不可抗力条
款因合同而异。新冠疫情是否构成国际投资合同项下的艰难情形或不可抗力，要具体看合同
条款的规定。例如，在 Tulip 诉土耳其案中，荷兰公司 Tulip 与土耳其不动产投资信托公司
Emlak 签订合同，Tulip 在约定期限内投资建设多用途商住不动产。44投资合同第 33 条就展
期和责任减轻情况作出规定，当出现异常的自然灾害或罢工、军事行动以及发生传染病并因
雇员不能工作而严重阻碍施工的情况，工期可以延长，但东道国政府有权决定是否予以展期。

（德）多尔查，（奥）朔伊尔编：《国际投资法原则》（第 2 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88 页。
38 UNIDROIT,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2016, Art.6.2.2-3, 7.1.7.
39 UNIDROIT,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2016, Art.6.2.2.
40 郭洪俊：《艰难情形与不可抗力的区别及其不同法律效果探讨》，《现代法学》1998 年第 5 期，第 74
页。
41 参见杨振山：《试论我国民法确立‘情势变更原则’的必要性》，《中国法学》1990 年第 5 期，第 57 页。
42 ICC Force Majeure and Hardship Clauses, available at https://iccwbo.org/content/uploads/sites/3/2020/03/i
cc-forcemajeure-hardship-clauses-march2020.pdf, visited on 9 July 2020; Force Majeure Clauses in Comme
rcial Contracts: General considerations, available at https://iccwbo.or
g/content/uploads/sites/3/2020/03/2020-forcemajeure-commcontracts.pdf, visited on 9 July 2020.
43 ICC Force Majeure and Hardship Clauses, available at 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icc-force-majeure-an
d-har
dship-clauses/, visited on 9 July 2020.
44
See Tulip Real Estate and Development Netherlands B.V. v. Republic of Turkey, ICSID Case No. AR
B/11/28, Award, paras.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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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称，土耳其拒绝给予其因无法控制的区划变更、全球金融危机而导致的延误以展
期，并终止合同，具有武断和歧视性，违反了荷兰-土耳其 BIT 规定的公正与公平待遇。46仲
裁庭拒绝了 Tulip 的不可抗力主张，并认为根据合同第 33 条 Emlak 对是否展期拥有广泛的
自由裁量权，其拒绝展期、终止合同是 Tulip 的资源不足、内部矛盾等因素所致，并非歧视
或武断的，没有违反 BIT 公平公正待遇。47在前述 UFG 诉埃及案中，尽管双方之间的《天
然气买卖协议》采取非穷尽方式列举了诸如战争、罢工等不可抗力事件48，但仲裁庭仍然认
为，埃及减少 UFG 天然气供应的决定并非由国内革命、全球金融危机导致，而是其自身政
策使然，因此不能援引不可抗力逃避公正与公平待遇项下的责任。49
45Tulip

综上，无论投资合同是否明确规定了不可抗力，或者其不可抗力条款是否明确包含瘟
疫（如新冠疫情），均并不必然导致不履行义务一方的责任免除，仍需根据合同或准据法中
的规定及具体情形，对新冠疫情是否构成艰难情形或不可抗力并予免责进行逐案分析。
（二）投资条约下的例外抗辩
东道国要对外国投资给予充分的保护，维护外国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外国投资者也肩
负一定的社会责任，不得损害全球公共利益及东道国根本公共利益，已逐渐发展成为国际投
资法领域的共识。国际法并不否定东道国在疫情防控中享有一定的规制空间。例如，G20
杭州峰会所达成的《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第 6 条指出，政府有权为实施合法公共政策而管制
投资。在具体规则层面，这一原则表现为越来越多的投资条约开始注重纳入更为广泛的例外
条款，以维护东道国的规制主权，保留其维护公共秩序、基本安全利益、公共利益等重要价
值目标的政策空间，降低规制风险。与适用于最惠国待遇或国民待遇等特定条款的例外相比，
此类例外条款被称为一般例外条款（general exceptions）。除了基本安全利益的保护之外，
一般例外条款所要保护的价值目标还包括人类、动物和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不可再生自然资
源，公共道德和公共秩序，环境和劳工标准，与 IIA 规定不相抵触的东道国法律或法规的遵
守，紧急情况（emergency exceptions），国际和平与安全等，金融审慎措施条款和利益拒绝
条款（denial of benefits）也属于一般例外条款。50
美国较早注重投资条约的规制功能，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就开始在其对外签署的双边投
资协定中纳入专门的“非排除措施”条款（nonprecluded measures, NPM），将国家为维护根本
安全等重要利益而采取的措施排除在条约义务之外。 晚近以来，其他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对
例外条款的引入。例如，包括《中国-加拿大双边投资协定》《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
在内的国际条约也通过一般例外条款对东道国采取“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
要的措施”的规制空间予以强调。
本次疫情表明，
在投资条约中引入包括公共卫生在内的各种例外条款确有必要。
以 2015
年签署并生效的《中澳自由贸易协定》（ChAFTA）为例，这是我国少有纳入公共卫生例外
的包含投资章节的协定，能在很大程度上隔离公共卫生措施可能引发的投资仲裁请求。从仲
裁实践来看，对根本安全例外的外延呈扩大解释趋势，因此即便没有专门的公共卫生例外，
根本安全例外通常也可以用于为公共卫生安全措施进行合法性抗辩。如《中国-印度 BIT》
第 14 条允许东道国基于保护本国基本安全利益或在极端紧急情况下采取行动而不受条约义
务约束，由此排除东道国国家行为的违法性并免除其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当然，东道国能
否成功援引该条款，尚取决于仲裁庭如何判断所采取措施的必要性，以及疫情是否达到威胁
“国家基本安全利益”或处于“极端情况”的程度。同时，仲裁实践表明，在根本安全等例外条
45

See Tulip Real Estate and Development Netherlands B.V. v. Republic of Turkey, ICSID Case No. ARB/11/28,
Award, para. 88.
46 See Tulip Real Estate and Development Netherlands B.V. v. Republic of Turkey, ICSID Case No. ARB/11/28,
Award, para. 384.
47 See Tulip Real Estate and Development Netherlands B.V. v. Republic of Turkey, ICSID Case No. ARB/11/28,
Award, paras. 411-4.
48 See Unión Fenosa Gas, S.A.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ICSID Case No. ARB/14/4, Award, paras. 3.14-15.
49 See Unión Fenosa Gas, S.A.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ICSID Case No. ARB/14/4, Award, paras. 9.122-144.
50
OECD, Novel Features in Recent OECD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2006, 165, available at
http://www.oeed.org/investment/intem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40072428.Pdf, visited on 9 Jul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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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中引入自裁决（self-judging）的措辞，如增加“其认为” （it considers）的表述十分关键。
此外，援引本项抗辩的前提是东道国与投资者母国间存在投资条约且条约包含此类例外条款。
根据统计，我国正在生效期的 104 个双边投资条约和 12 个自由贸易协定中，只有 9 个规定
了“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例外，17 个规定了安全例外。由此推知，在全球 3000 多个投资协
定中，将有相当比例的老旧协定缺少此类例外规则。
投资条约对规制权的肯定以及例外条款的引入，并不表明东道国可以据此任意地免责，
仍需遵从仲裁庭对于条约用语的具体解释。在当今国际争端解决实践中，条约解释及其规则
日益重要，几乎所有国际争端解决案件最后都要落脚到通过条约解释来解决。但传统条约解
释方法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如文义解释易受主观因素影响，其他解释方法又过于依赖文义
解释，动态解释和回归缔约者原始目的的解释方法相背离等。51老一代投资条约往往片面规
定了不受限制的公平公正待遇和间接征收条款，并不利于东道国行使正当公共利益管制权。
以 ICSID 受理的以阿根廷为被告的数十起仲裁案件为例，其中不少涉及一般例外条款的适
用和解释，仲裁庭基于投资条约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宗旨和目的，大多对一般例外条款进行了
限制性解释。除个别案件外，仲裁庭在裁决中并未对东道国规制主权和政策空间给予应有的
考量和尊重。有学者认为，这种解释方法显然没有真正考量缔约方在投资条约中纳入一般例
外条款的意图。52不过，在 Philip Morris 诉乌拉圭案中，受晚近以来强化规制权的趋势影响，
仲裁庭在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VCLT)第 31 条第 3 款 c 项援引习惯国际法解释和适用
公平公正待遇和间接征收条款时，认定东道国善意、合理、非歧视、合比例地行使公共健康
管制权，并不违反投资条约中不受限制的公平公正待遇和间接征收条款。这表明，即使面对
老一代投资条约，仲裁庭也能够通过条约解释平衡保护投资者私人权益和东道国公共健康。
当然，通过条约解释保护公共健康的进路是不稳定的和不可预测的，各国应在投资条约中明
确限定公平公正待遇的内容和间接征收的概念，加强保障东道国正当行使的公共利益管制权。
53

（三）习惯国际法下的抗辩
关于条约解释，VCLT 第 31 条第 3 款 c 项规定，“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者尚有适用于当
事方之间关系的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根据以往案例的解释，此处的“相关国际法规则”应
当包含习惯国际法规则。54根据习惯国际法，在特定情况下，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可以
被免除国家责任。2001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以下简
称《草案》）第五章就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规定了六种排除事由，适用于各类国家违法行
为。其中，与新冠疫情有关的抗辩主要有三种，即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危难情形
（Distress）、“紧急情况（Necessity）。不过，现有国际法实践表明，在具体分析与应用中，
这三类排除不法行为的情形均存在证明难点，国际法对免责事项存在严格限制的总体倾向，
以防止扩大解释可能带来的滥用风险。具体而言：
《草案》第 23 条对“不可抗力”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一国不遵守其国际义务的行为：1．
如
起因于不可抗力，即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该国无力控制、无法预料的事件发生，以致该国在
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不可能履行义务，则该行为的不法性即告解除。2．下列情况下第１款不
适用：（ａ）不可抗力的情况是由援引这种情况的国家的行为单独导致或与其他因素一并导
致；或（ｂ）该国已承担发生这种情况的风险。”55据此，要成功援引第 23 条须同时满足五
个条件：（1）发生不可预见或不可抗拒的事件；（2）不受国家控制；（3）国家实际上无
法履行义务；（4）不可抗力的情况并非由于国家行为所导致；（5）国家尚未承担该风险。
危难（Disstress）是指“代表国家行事的机关或个人在极端危难的情况下，为了挽救其
漆彤、窦云蔚：《条约解释的困境与出路——以尤科斯案为视角》，《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
期，第 60 页。
52 衣淑玲：《国际投资协定一般例外条款探析》，《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 年第 3 期，第 109 页。
53 王彦志：《国际投资仲裁中公共健康保护的条约解释进路——以 Philip Morris v. Uruguay 案中 VCLT 第
31 条第 3 款 c 项的适用为视角》，《当代法学》2017 年第 6 期，第 149 页。
54
Ambiente Ufficio S.p.A. and others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8/9, Award, para. 603.
55 UN. DOC. A/RES/5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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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或受其监护之人的生命，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因而作出的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该行为
的不法性应予排除”。《草案》第 24 条第 2 款进一步补充规定：“下列情况下第１款不适用：
（ａ）危难情况是由援引这种情况的国家的行为单独导致或与其他因素合起来导致；或（ｂ）
有关行为可能造成相仿的或更大的灾难。”据此，援引第 24 条危难须证明：（1）存在“迫在
眉睫”的生命威胁；（2）国家与有关人员间存在特殊关系；（3）除此行为之外别无其他合
理方法应对这种威胁；（4）该危难情形并非由东道国所促成；（5）没有造成更大的灾难。
在危难中对人员生命的威胁必须是“迫在眉睫”的，并且做出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必须是在
“别无他法”的情况下。
《草案》第 25 条规定了危急情况：“１．一国不得援引危急情况作为理由解除不遵守
该国所负某项国际义务的行为的不法性，除非：（ａ）该行为是该国保护基本利益、对抗某
项严重迫切危险的唯一办法；而且（ｂ）该行为并不严重损害作为所负义务对象的一国或数
国的基本利益或整个国际社会的基本利益。２．绝不得在以下情况下援引危急情况作为解除
其行为不法性的理由：（ａ）有关国际义务排除援引危急情况的可能性；或（ｂ）该国促成
了该危急情况。”援引第 25 条危急情况，须满足四个条件：（1）存在严重且迫切的危险；
（2）威胁到基本利益；（3）不得严重损害其他基本利益；（4）国家所采取的措施是为保
护根本利益免受即将发生损害的“唯一方法”。但如果有关国际义务排除了危急情况的适用，
或国家促成了危急情况的发生，则不能再援引该条。
在东道国可能的抗辩理由方面，除了例外条款和习惯国际法，保护公共卫生也被视为
国家警察权力的重要体现，并在若干投资仲裁先例56中获得承认，即一国善意、非歧视地行
使采取管制措施的权力而给外国投资者造成损害无需赔偿。根据经合组织1967年《有关外国
财产保护的公约草案》对警察权所作解释，东道国为了追求政治、社会或经济上的目的而实
施的管制措施不构成可以要求支付补偿的征收。国家警察权力的行使并非绝对和没有限制，
国际习惯法对基于警察权的抗辩则有更加严格的解释，国家为了维护公共政策目标而采取的
普遍性措施，应符合善意、非歧视、正当程序等条件。只有行使非歧视的和善意的管制措施
才不构成间接征收，进而不存在补偿问题。
综上，尽管存在上述抗辩理由，东道国为追求公共健康目的而采取措施的权力通常也
会获得仲裁庭肯定，但疫情防控相关措施的正当性抗辩仍可能因以下原因而失败。例如，措
施具有歧视性；公共卫生被用作另一动机的借口，比如刻意打压外国投资者；国家行为加剧
了危机的程度并因此损害投资；国家本可采取措施同时履行投资条约义务及保护公众健康义
务。投资条约体系的碎片化，以及仲裁实践的不一致性，均表明现有国际投资法治在应对公
共健康危机方面缺乏系统的、稳定的解决方案。

三、投资仲裁机制的内在缺陷可能放大危机
投资仲裁机制本身的规则、程序和运行特征，可能进一步助推投资者通过这一机制寻
求救济。许多学者指出，疫情期间和疫情过后东道国将面临较大的投资仲裁请求风险和压力，
这种担忧与投资仲裁机制本身的内在缺陷不无关系。投资仲裁机制的内在缺陷可能放大疫情
所导致的滥诉风险，主要原因如下：
1. 整体而言，投资仲裁在机制设计和实际运行效果上更为偏向投资者而不利于东道国
大多数双边投资条约规定了公平公正待遇条款。该条款是近些年来投资者向东道国索
赔的主要依据，并得到不少仲裁庭的支持。仲裁庭往往依据国际法上的善意原则，对此条款
作出宽泛解释，认为公平公正待遇要求提供稳定和可预见的法律与商业环境，不影响投资者
的合理预期，不需要传统国际法标准所要求的专断和恶意，只要违反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就必

56

See Catharine Titi, Police Powers Doctrine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n Andrea Gattini et al. eds., 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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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给予赔偿。57此外，双边投资条约中的“保护伞条款”，亦可能被解释为将东道国与投资者
间的商事合同义务转化为一项国际法上的义务。58外国投资者可就其与东道国签订的特许经
营协定的履行受到影响而依据投资条约通过仲裁索赔。
2．投资仲裁庭通常只关注争端的经济方面，不考虑东道国公共利益
早期投资条约以及投资仲裁机制的设计初衷，主要是为了保护投资关系中处于弱势一
方的外国投资者，相对忽视东道国的公共利益。59仲裁庭在条约解释时通常只关注争端的经
济方面，在适用法上更倾向于投资条约本身，不愿考虑人权等其他问题或国际公约的相关性。
疫情措施与习惯国际法中的“紧急情况”具有相似性，而东道国有关“紧急情况”的抗辩在国际
仲裁中有着丰富的实践。例如，在本世纪初阿根廷因经济危机而采取管制措施引发的系列投
资仲裁案件中，东道国阿根廷均援引了“紧急情况”这一抗辩理由，但大多遭到了仲裁庭驳回。
60
投资仲裁的这一弊端已经被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虽然晚近以来的投资条约改革开始注重
投资者保护与东道国公共利益的平衡，但成效并不显著。因此，在潜在的因疫情措施引发的
投资仲裁案中，仲裁庭仍有可能仅考虑东道国的投资保护义务和赔偿责任，而不论这种背离
是否存在投资条约以外的其他可适用的正当化理由。
3．国家豁免问题在投资仲裁体制下自成体系，其安全阀效果大打折扣
与国内法院相比，专为外国投资者挑战东道国设计的投资仲裁机制，为国家承担赔偿
责任设计了一套独特制度，国家豁免的防御作用将大打折扣。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通过
美国国内法院起诉中国政府的系列案件，由于要受到《外国主权豁免法》的制约而基本不具
有威胁。正因为此，美国国内已出现要求修订《外国主权豁免法》以剥夺中国国家豁免权的
声音。有关投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分为《ICSID公约》和《纽约公约》两套机制。对
于依据ICSID以外仲裁规则作出的裁决，投资者可援引《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纽
约公约》）在公约成员国寻求裁决的承认和执行。对于依《ICSID公约》所作裁决而言，根
据公约第54条要求，任何缔约国均有义务承认和执行裁决（其效力等同于本国法院最终判决）。
加入公约以及同意ICSID 仲裁等同于在承认裁决结果的程序中放弃豁免，相对于《纽约公
约》而言更加严格和自成一体。实践中，绝大多数败诉国均主动履行了ICSID裁决义务。61
4．投资仲裁员群体把持于非常封闭的西方法律精英俱乐部
投资仲裁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复杂性，导致仲裁员群体形成日趋封闭的西方法律精英
圈子，呈现出保护投资者的明显偏好，可能对东道国构成不利。根据统计，在10个以上ICSID
案件中被委任为仲裁员的人数仅约三十人，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精英仲裁员俱乐部”。少数仲
裁员垄断投资仲裁案件市场，已成为投资仲裁的常态。经验越丰富的仲裁员越能成为核心，
而越是外围的仲裁员则越远离核心。这种由西方仲裁员垄断把持的格局，呈现出对投资者保
护的明显偏好。62一方面，大多数仲裁机构所在地、著名的国际仲裁员和从业人员的居住地、
大多数索偿投资者公司及其律师事务所的总部所在地，均位于西欧或北美的发达国家，这些
国家大多是世界上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具有较强的保护本国海外投资倾向。另一方面，仲裁
员选任制度使得当事人更倾向于选择那些投资者友好型的仲裁员，而不是那些更加公正或者

余劲松，梁丹妮：《公平公正待遇的最新发展动向及我国的对策》，《法学家》2007 年第 6 期，第 152
页。
58 余劲松：
《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投资者与东道国权益保护平衡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1 年第 2 期，
第 138 页。
59 张光：《论国际投资仲裁中投资者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1
年第 1 期，第 109 页。
60 See CMS Gas Transmission Company v. The Republic of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1/8, Award, May
12 2005; Enron Corporation and Ponderosa Assets, L.P.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ARB/01/3, Award,
May 22, 2007; Sempra Energy International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16, Award,
September 28, 2007.
61 陈辉萍：《ICSID 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的实践检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经济法学刊》2011
年第 2 期，第 115 页。
62 徐树：《国际投资仲裁庭管辖权扩张的路径、成因及应对》，《清华法学》2017 年第 3 期，第 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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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偏向于东道国的仲裁员，只有更加偏向投资者，仲裁员才能提高被再次委任的机会。同样，
只有当仲裁结果基本符合投资者的法律预期时，才会有更多的投资者诉诸仲裁。
5．第三方资助的存在和繁荣助长了投资仲裁领域的滥诉现象
近年来，投资仲裁案件急剧膨胀，其标的额动辄上百万美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投
资者的投资仲裁请求迅速成为第三方风险基金（Venture Capital Fund）或“秃鹫基金”（Vulture
Fund）的投资产品和逐利工具。实践中，投资者可能由于仲裁成本、败诉风险等因素而不
愿提起投资仲裁，而此时风险基金的介入即可为投资者承担与仲裁请求相关的一切法律费用，
条件是在获得有利裁决后与投资者就该裁决金额按比例分成。63风险基金通过为投资者的仲
裁请求提供第三方出资，承担了该仲裁请求的败诉风险，但同时也享受按比例分享胜诉利益
的权利。风险基金的介入，使得投资者的投资仲裁请求开始 “商品化”、“产业化”，一定程
度上助长了投资仲裁领域的滥诉现象，也导致投资仲裁机制偏离其创设初衷，沦为外国私人
挑战主权国家的有力工具。
6. 发展中国家可能遭受更加不利的影响
新冠疫情大流行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对于卫生等基础设施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加
不利的影响。首先，在疫情威胁下，较不发达国家更有可能因采取措施不足、草率制定政策、
政策缺乏协调、在制定或实施防控措施中滥用权力或过度管控（比如无期限的管控措施），
而成为外国投资者提起仲裁请求的靶子。其次，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严重依赖发达国家的“硬
通货”——主要通过食品、石油和旅游等商品和服务出口赚取，他们通过海外侨民的汇款以
及获得优惠和基于市场的借贷——支付进口和偿还外债，疫情危机使发展中国家债务居高不
下和不断上升，有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主权违约。64第三，疫情对正在进行中的涉
发展中国家投资仲裁程序具有直接影响，例如因为管控措施而无法遵守程序的时限要求，投
资者也可能主张因国内法院暂时关闭而无法寻求东道国当地救济，甚至要求越过冷静期或用
尽当地救济等前置条件而直接诉诸国际仲裁。第四，技术层面来说，一些机构已经开始尝试
仲裁程序的网络电子化，疫情可能加速这一进程，不过发展中国家可能因为基础设施不足而
处于劣势。65

四、危机应对下的国际合作路径及其有效性
疫情措施可能引发大量国际投资仲裁案件的风险，各国均感同身受。为应对疫情相关
政策或措施可能引发的投资仲裁浪潮，避免讼累可能给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抗击
疫情带来的威胁，多个组织或机构近期发出呼吁或倡议，要求采取集体行动避免 ISDS 案件
激增。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投资中心（CCSI）倡议国际社会考虑在疫情期间立即暂
停（immediate moratorium）投资者与东道国间争端解决机制，并永久限制（permanent
restriction）所有与针对新冠大流行本身及其影响而采取的健康、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政府措
施有关的投资仲裁请求。66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IISD）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也发出类似
呼吁，指出各国应考虑签署一个双边或多边临时声明或协定，旨在暂时冻结现有投资协定中
的争端解决条款，以防止因为疫情引发的投资争端暴增。67

郭华春：《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之滥诉风险与防治》，《国际经济法学刊》2014 年第 2 期，第 85
页。
64 UN, UN/DESA Policy Brief #72: COVID-19 and sovereign debt, available at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
desa/dpad/publication/un-desa-policy-brief-72-covid-19-and-sovereign-debt/,visited on 9 July 2020.
65 Ahmed Bakry, The COVID-19 Crisis and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 Reflection from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vailable at http://arbitr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2020/04/21/the-covid-19-crisis-and-investment-arbitration
-a-reflection-from-the-developing-countries/,visited on 9 July 2020.
66 CCSI, Call for ISDS Moratorium During COVID-19 Crisis and Response, available at http://ccsi.columbia.edu/
2020/05/05/isds-moratorium-during-covid-19/, visited on 9 Jul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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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I 在倡议中指出，特殊时期要求采取特殊措施，面对新冠病毒大流行这一自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来对人类的最大威胁，国际社会需要采取非常规的合作以应对挑战。具体而言，
暂停 ISDS 机制的途径有：（1）在国际层面，通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等国际组织缔结协议或安排；（2）在双边或多边
层面，发布政府间同意共同中止涉疫情防控相关措施 ISDS 诉求的联合声明；（3）在单边
层面，东道国撤回其在国内法或国际投资条约中所作的单边仲裁同意。68此外，也有国际组
织（如 UNCTAD）呼吁各国加快国际投资协定实体规则改革进程，通过修改实体规则来降
低由疫情相关政策或措施引发的投资仲裁风险。
相对而言，通过双边或多边合作、达成暂停ISDS机制的协议或安排，在时间和效率上
更具优势，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而修改国际投资协定实体规则的方案则难度较大且耗时太长，
远水不解近渴。不过，就暂停ISDS机制的协议而言，即便国际社会能够形成共识并达成安
排，其能否真正发挥作用，比如在案件中得到仲裁庭的认可仍是未知数。国际投资仲裁中东
道国和投资者的仲裁合意是仲裁庭管辖权的基础，与商事仲裁不同之处在于，东道国与投资
者之间的仲裁是一种无默契仲裁。如前所述，这种仲裁合意可能存在几种法律基础。国家间
的合意，能否达到修改此前东道国在合同、国内法甚至投资条约中所作仲裁同意，进而产生
“缔约方合意优先于条约文本”的效果，可能会在仲裁实践中遭受质疑。就条约必须信守的一
般原则而言，东道国通常不得单方撤回其在条约中所作的仲裁同意，除非条约另有约定。此
外，从现有关于缔约方联合解释的投资仲裁实践来看，此类嗣后合意的效力也并不确定，可
能进而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如能否溯及既往，是否构成对条约的修订，是否妨害了投资者的
合法期待，等等。因此，有关暂停ISDS的倡议，其实际效果可能并不理想。据此所达成的
协议或文本，在形式上可能更接近于是一种表达某种共识的无约束性的国际文件。69
CCSI 认为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暂停 ISDS 的理由主要有三：（1）疫情防控相关各种措施
虽然必要，却导致了商业环境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可能会引发大量不合理的索赔。所有
企业都面临外部商业环境的恶化，通常情况下本国公司无法依据法律或条约提出索赔诉求。
政府有责任为保护其公民而采取必要的防控措施，而不必担心外资企业或外国股东提起诉讼。
（2）政府需要将注意力放在管控新冠疫情危机上，而不应被外国公司和股东的索赔诉求分
散注意力，他们可能会依据模糊的投资条约标准来提出主张。（3）对政府的索赔动辄数百
万甚至数十亿美元，可能导致尤其是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态进一步恶化甚
至陷入严峻的财政危机，各国政府应确保 ISDS 机制不会加深不可避免的财政危机。
某种程度上来说，鉴于 ISDS 机制确实存在一些程序性和实质性缺陷，CCSI 和 IISD 有
关暂停或限制 ISDS 机制的倡议具有一定合理性。例如，在疫情相关措施影响的救济方面，
投资仲裁机制确实可能赋予外国投资者某种超国民待遇，而此等待遇是通常情况下国民所不
具有的。此外，碎片化的投资条约体系、含糊其辞的条约框架、临时设立的不同仲裁庭、对
条约标准本身以及所适用习惯国际法的解释不一致，亦有可能导致对不同国家甚至相同国家
所采取的同一或类似疫情防控相关措施作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从而带来无法预测的结果。

ernments-nathalie-bernasconi-osterwalder-sarah-brewin-nyaguthii-maina/?utm_source=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
+Sustainable+Development+Newsletters+Network&utm_campaign=26268896fa-EMAIL_CAMPAIGN_2018_04
_24_COPY_01&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3dd24ff452-26268896fa-225927037, visited on 9 July 202
0.
68 CCSI, Call for ISDS Moratorium During COVID-19 Crisis and Response, available at http://ccsi.colum
bia.edu/2020/05/05/isds-moratorium-during-covid-19/,visited on 9 July 2020.
69 例如，近期中国商务部与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11 国发布联合声明，基本内容是表达各国在避
免实行出口管制、取消贸易限制、确保贸易畅通、维持边境开放等方面的意愿和共识。See Australia, Brun
ei Darussalam, Canada, Chil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The Repu
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Nauru, New Zealand, Singapore,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Urugu
ay,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Affirming Commitment To Ensuring Supply Chain Connectivity Amidst Th
e Covid-19 Situation, available at https://www.mfat.govt.nz/en/media-and-resources/ministry-statements-and-s
peeches/joint-m
inisterial-statement-affirming-commitment-to-ensuring-supply-chain-connectivity-amidst-the-covid-19-situation/,v
isited on 9 Jul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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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应注意到，一方面，上述倡议的现实可操作性并不高，另一方面，达成暂停或
中止ISDS机制的国际协议亦可能产生额外的负面影响。首先，暂停ISDS索赔倡议的根本缺
陷是，它假定国家是无害的行为者，不得滥用其监管权力损害外国投资者。但是，并不能排
除一些国家可能借防控疫情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ISDS机制至少在防止东道国滥用其监管
权力损害投资者利益方面可以发挥必要的正面作用。例如，确保东道国的疫情防控措施不会
存在任意而武断的情形，确保东道国措施的公开性、透明度、一致性和稳定性，确保必要的
正当法律程序和程序正义等。其次，ISDS机制确实存在缺陷和不足，但也应肯定其在促进
国际投资法治中的巨大的积极正面作用，即ISDS机制作为有限的且有效的国际争端解决机
制，对于防止国家滥用其监管权力损害外国投资者权益至关重要。从投资仲裁实践来看，诸
如Philip Morris诉乌拉圭等案件已经展现出承认东道国监管权空间的某种良好的趋势，即只
要东道国所采取的措施是基于非歧视和善意的基础、且不会对外国投资造成不成比例的损害，
则此类措施的正当性应受到肯定。70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改革，而不是完全抛弃。考虑
到新冠疫情的规模以及各国需要足够的监管空间来应对这一事实，与其削弱或者终止ISDS
机制而让国际投资法治走向历史的倒退，不如鼓励仲裁庭在裁决外国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
端中形成更为成熟有效的做法以平衡投资者私人利益和东道国规制主权，进而实现国际法治。

五、结论与建议
（一）积极探索可能的国际合作路径，寻求平衡公私权益的长效机制
有关通过集体行动规避疫情引发的投资仲裁索赔浪潮的倡议，对于正当行使公共健康
规制权的政府免受投资者的滥诉无疑是有益的。各国可以对如下议题进行广泛讨论，例如，
如何恰当地将以疫情相关措施为对象的滥诉排除在 ISDS 的适用范围之外？在异常时期如何
更有效地适用国际法上的抗辩？能否暂时撤回投资仲裁承诺，直至达成多边解决方案？但是，
一概中止针对疫情相关措施的投资仲裁同意或武断地撤回投资仲裁承诺，有可能损害投资者
的正当利益。因此，寻求东道国公共利益和投资者私人利益之间的长效平衡机制，仍然是国
际投资法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二）完善投资条约一般例外条款，建立公共卫生与国家根本安全防火墙
本次疫情表明，在投资条约中引入包括公共卫生在内的各种例外条款确有必要。从仲
裁实践来看，对根本安全例外的外延呈扩大解释趋势，因此如果没有专门的公共卫生例外，
根本安全例外通常也可以用于为公共卫生安全措施进行合法性抗辩。早期投资条约缺少此类
例外规定，需要考虑重新拟订。已纳入例外条款的协定文本往往也存在内容、范围以及措辞
用语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需要综合论证，形成用于今后修、订约的示范性文本。
（三）确保疫情防控相关措施的合法性
在疫情防控和投资者保护双重压力下，东道国应厘清合法行使公共健康规制权的边界，
遵守国际投资法的规定，以便在投资争议发生时能有效援引抗辩。具体而言，疫情相关政策
或措施至少应满足下列条件：（1）合法性。东道国行政机关在制定政策、采取措施时应具
备法定权限，依循法定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2）公平性。东道国应以善意、非歧
视的方式采取疫情相关政策或措施，不得对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
其他类似措施。（3）稳定性。东道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应降低政策随意性，避免滥用
行政权，明确疫情相关政策或措施的具体意图、时效期间，以维护外国投资者的合理预期。
（4）透明性。东道国制定、公布、施行疫情相关政策和措施，应保障行政行为的透明度。

70

Prabhash Ranjan, Covid-19 and ISDS Moratorium - An Indiscreet Proposal, available at http://opiniojuris.org/2
020/06/15/covid-19-and-isds-moratorium-an-indiscreet-proposal/,visited on 9 Jul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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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isi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under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Abstract: The host states’ measures to control the spread of covid-19 may affect the interests of
foreign investors and then lead to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 which are usually resolved b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The defense of exemption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existed great uncertainties in responding to epidemic claims,
which need to be tested case by case. It is reasonable to resolve the investment arbitration crisis
caused by epidemic related measur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ut there are also
limitations and difficulties in practical operati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lore a long-term mechanism to balance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s. Countries
should try their best to ensure the legitimacy of the measures related to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improve the exception clauses in investment treaties.
Key words: COVID-19 epidemic,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right to regulate, general
exemptions, polic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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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国家紧急状态的国际合作原则
严永灵

摘 要：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宣布为第六次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受影响的一些国家也相继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该疫情俨然已成为一场重大的全
球公共卫生危机。然而，在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后，将引发一种社会非常态性的政府权力
运作和公民权利保障的综合性制度，在该制度下进行流行病治理需要同时受到国内法与国际
法两层面的调整，因此疫情下国家紧急状态的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如何对接成为此项公共卫
生危机治理的重要内容。从发展法学的视角来看，此次公共卫生可被视为一项“发展问题”，
而国际合作原则的适用是实现此项“发展问题”的重要桥梁之一，其在全球卫生法中存在一
定的制度基础和实践经验，该原则的具体适用同时也是对在该疫情下国家紧急状态的国内法
和国际法进行尝试和有望实现良性对接的可选路径。但目前国际卫生法律体系下国际合作原
则的定义、性质、内容等法理基础不够清晰，以至于通过国际合作进行国际卫生治理时不可
避免出现分歧和陷入混乱，因此若要通过国际合作来有效治理国际卫生，则前提需要对国际
合作原则的法理基础进行探究，此时则需要考察全球卫生法中国际合作的制度基础和实践层
面，在国际卫生法律体系下尝试探究国际合作原则的基本内容，包括定义、性质、组成部分
和具体适用标准等方面，为开展国际卫生合作提供明确的法律基础，以协调疫情下国家紧急
状态的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的良性对接，这既为我国预防因例外法模式紧急权的存在造成常
态与非常态体制的衔接不充分和断裂提供法治化建设增添可能性的路径，亦为构建以流行病
治理为视角的国际法之非常法治提供更多的可选素材。
关键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传染病控制；国家紧急状态；健康发展权；国际合作

引言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蔓延，有些地区和国家虽然经过一定时间的防控和遏制，使疫
情得到一定程度地缓解，但因新冠病毒的极强传染性，全球社区公共卫生的相互脆弱性和全
球化及多边主义的脆弱性1，霸权紧急规则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破坏性严重化2以及东西关
系的紧张化和南北关系的差距扩大化3等原因，一些管理松散的地区和国家逐渐出现疫情反
弹和趋向严重化，该病毒几乎已经遍及全球各地且不断地在进行演变，正肆虐全人类的健康
和生命，俨然已成为一场重大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很显然，各国利益紧密相连，人类命运
休戚与共，“疫情全球化”的客观严重化使单靠个体成员无法战胜该次疫情，唯有加强共同
合作才能使有效地治理和化解此次危机成为可能。然而，目前关于全球抗疫合作缺乏，多边
严永灵（1992-）
，海南临高人，女，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 2018 级博士生。 本文是初稿，仍有诸多不成熟
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未经允许，不得引用。
1 Aginam, Obijiofor.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Law and Public Health in Divided Worl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 pp.46-59, pp. 60-89.
2 关于霸权紧急规则的阐述，可参见 John Reynolds. Empire, Emergency, and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7-108.
3 Aginam, Obijiofor.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Law and Public Health in Divided Worl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 pp.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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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力度不足，全球公共卫生的国际法律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较弱，这离有效抗击疫情、构
建人类健康共同体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存在较大的差距。此外，由于当前的国际合作
大多局限于国际关系领域和软法框架内，执行力和有效性较为单一，这对该疫情的多边合作
所发挥的作用实在有限。随着疫情的严重化，使得国际合作的加强更加紧迫，而目前国际合
作的国际法依据和内容较为分散化和不明确化。特别是在一些国家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后，
使得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时开展国际合作更加复杂化。特别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国际合作
法律基础不明确化和普遍缺乏硬性约束力，国家紧急状态的国际法规制有限（如霸权紧急规
则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破坏性缺乏法律制约和执行力）等背景下，国际合作原则、国家紧
急状态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4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全球公共卫生下的国际合作原则之
核心要素和内容是什么？如何具体适用该原则？在这个正处于危机且体系脆弱的国际关系
秩序里，一定要建立于条约为基础的国际合作法律体系？以上均是探讨疫情下国家紧急状态
的国际合作主题时需面临和解决的基础性且重要的问题。因此，本文将试图探讨如何协调传
染病控制、国家紧急状态和国际合作原则三者之间的关系，厘清全球公共卫生的国际合作原
则之制度基础和实践考察，并试图提出为疫情下国家紧急状态的国际合作需求可选的有效路
径，以期为全球公共卫生的有效治理和国家紧急状态的法治化提供更多的法理依据和实践可
能性。

一、传染病控制、国家紧急状态和国际合作原则
要厘清传染病控制、国家紧急状态和国际合作原则三者之间的关系，则需要在涉及公共
卫生治理时分别对国家紧急状态的国际法体系和国际卫生法律体系有基础性地了解，这两个
体系可以它们各自的主要法律文件和规范为视角（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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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调整国家紧急状态的主要国际法律文件和规范之概述（主要表现为人权与贸易之
间的平衡）

4

虽然全球公共卫生的范围不仅仅涉及传染病控制方面，但因本文主要是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而展开的
研究，所以本文内容中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主要围绕传染病控制（以新冠肺炎为例）为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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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国际卫生法的主要法律文件和规范之概述（主要表现为贸易、公共卫生和人权三
者之间的平衡动态）
国家紧急状态：
“是一个宪政概念，它是为解决社会非常状态下的政府权力运作和公民
权利保护问题的制度。紧急状态也是一个法治概念，它为解决社会非常状态下适用一套特殊
的法律制度的问题”
。5我国对“紧急状态”6一词迄今并未出台相应的法律进行概念界定和
规范。一般而言，紧急状态立法的目的是在发生一般宪政手段不能应对和控制的非常时期时，
规定各项应急措施，尽快恢复正常宪政状态。它本质上应符合“宪政原则”和 “法治原则”
。
7紧急状态在各国宪法和法律上的描述不尽一致，但大致上的内容是相近的。8根据学理分析，
一般认为紧急状态是指现实的或者肯定要发生的，威胁到人民生命安全，已经或将会造成重
大损失；阻止了国家政权机关权力之正常运作；影响人们之间的正常活动，并对其权利有所
限制或克减；必须采取特殊的应对措施才能恢复秩序。9而引起紧急状态的原因可细分为战
争状态、社会动乱、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财政金融危机、信任危机和其他情况。10从
国内法的视角来界定和调整国家紧急状态，主要以各国的宪政法律综合体系为基础，因此各
国的实践各不相同。然而，若从国际法的视角出发，则需要遵循相关国际条约、规则和原则。
新冠肺炎是由去年发现的冠状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在 2019 年 12 月中国武汉暴发之前，
这种新的病毒和疾病是未知的且传染性较高，此次疫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不亚于战
争。新冠肺炎现在是影响全球许多国家的大流行病。在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宣布为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受影响较大的一些国家也相继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11，在国内法（紧
急状态和突发事件的关系—是一元论、二元论和折中论）中，启动相关紧急法律体系的适用，
如美国、法国和日本等，有些则是未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仅将其作为突发事件进行应对。
但不管是否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在实践上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国际法上关于紧急权的规则适
用问题，如受到相关国条约、规则和原则的调整，此时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对接显得尤为重要。
全球紧急情况治理主要针对加强国内法律、行政规则与强调国内法和国际法在制定应急管理
管辖权方面的复杂相互作用。12即使一些国家在国内法并没有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或者国

蔡定剑：
“非常时期的人大立法”，载《法制日报》2003 年 5 月 15 日，观点发表于法制日报与北京大学法学
院人民大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策划的“紧急状态情况下的法治与公民权利保障”研讨会。
6
我国 2004 年在对宪法修改时，条文中首次出现了“紧急状态”一次，目前国内学界大多认同 “紧急状态”
指的是一种法律状态。
7
王旭坤.紧急不避法治：政府如何应对突发事件[J].法律出版社,2009:52.
8 王旭坤.紧急不避法治：政府如何应对突发事件[J].法律出版社,2009:43.
9
许高,莫纪宏.外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J].法律出版社,1994:9-10.
10 王旭坤.紧急不避法治：政府如何应对突发事件[J].法律出版社,2009:17.
11 全球 20 国已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来源：https://news.sina.com.cn/w/2020-03-16/doc-iimxyqwa0996207.shtm
l，访问日期：2020 年 8 月 29 日；遏制新冠肺炎蔓延，多国进入紧急状态 http://ex.chinadaily.com.cn/exchan
ge/partners/82/rss/channel/language/columns/v0m20b/stories/WS5e6f0dd9a31012821727f6a2.html，访问日期：2
020 年 8 月 29 日。
12
Victor V. Ramraj. Emergencies and the Limits of Leg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6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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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法并无相关规定，但客观上在对疫情治理时依然不可避免会出现克减公民权利、扩大公权
力和贸易限制等现象，亦会间接地受到国际法上关于国家紧急权的规制和国际卫生法的约束。
此外，倘若涉及疫情下的国际诉讼，仍有很大的可能被国际裁决机构认定该疫情的治理视为
国家紧急状态的范围进而运用相关的国际法进行解释或适用。加之，目前全球卫生法大多局
限于国际关系的框架内—即国家和利益相关者互相合作、相互问责来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
国内法与国际法两个领域虽然分别采取不同形式，13进行疫情治理，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可
分割。可知，疫情下的全球公共卫生需要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良性互动和衔接。

新冠肺炎

国家紧急状态

发展法学视角

共同点：调
和健康与贸
易的平衡

国际卫生法

健康发展权
人类的共同利益

桥梁：国际合作原则

图三：传染病控制、国家紧急状态和国际合作原则三者的关系示意图
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之波及范围是，不仅体现于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严重威胁，还
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从上述的国家紧急状态的主要法律文件和规则之概
述与国际卫生法下的主要法律文件和规则之概述图，可知两者在涉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时的
共同特征均有表现为协调健康（人权领域）与贸易两者的动态关系，从发展法学的视角14来
看，公共卫生可视为“发展问题”（核心是健康发展权），而国际合作原则是调和健康与贸易
两者之间关系的桥梁和实现健康发展权的重要依据。而国际合作作为一项国际法的重要原则，
在全球卫生法体系的条约制度和实践适用中均占据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在该次疫情现代化
治理下尝试和有望实现国内法和国际法进行良性对接的可选桥梁。然而，国际合作原则兼具
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体，其一般性则体现在国际法的一般领域内，而特殊性则体现在国际
法中的专门或特殊领域内，因而其具体权利义务亦随之不同，需在具体背景和特定条件下进
行界定此种国际合作原则下的权利和义务，此次疫情属于全球卫生法中的流行病治理，欲通
过国际合作原则的实际运行对国内法和国际法进行对接，既需要梳理国际合作的一般义务，
还需具体考察流行病治理中国际合作的制度基础和实践适用，才能为国际合作原则如何实现
流行病下国家紧急状态的国际法对接问题奠定研究基础。虽然我国目前没有紧急状态的专门
法律，也没有将此次疫情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但这并不排除今后待紧急状态15立法后可
能会启动，因此，本文的研究亦是为我国预防因例外法模式紧急权的存在造成常态与非常态

[美]劳伦斯O 戈斯廷.全球卫生法著，翟宏丽,张立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关于公共卫生与发展法学的关系，可参见张守文：
《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发展法学的视角》
，
《中外法学》
，
第 2 期，2020 年，,第 590-611 页。
15
“如今联合国 193 个国家中已有 179 个国家在宪法中明文制定了紧急条款，其余 14 个国家则通过特别立
法方式予以调整。
”参见滕宏庆：
《紧急宪法：自由与安全的紧急正义》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
第 54 页。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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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的衔接不充分和断裂提供法治化建设增添可能性的路径。

二、全球公共卫生的国际合作原则之制度基础
当前欲界定全球公共卫生的国际合作原则之含义、特征、性质和内容等基本理论，则有
必要考察国际卫生治理中国际合作的历史脉络和体系架构。

1897：第二个 ISC
被采用（鼠疫）

1948：世界卫
生组织成立

1926：天花和
斑疹伤寒增
加到 ISC

1892：第一个
国际卫生公约
（ISC）被采用
（霍乱）

1851：第一
次国际卫
生会议

1995：世界
卫生大会决
定修订 IHR

1902 ： 美
洲国际卫
生局成立

1981：修改
IHR，排除
天花

1933：第三个
ISC 被 采 用
（航空）

1969 ： 世
界卫生大
会 把 ISR
更名为国
际卫生条
例（IHR）

2003-2004：呼吸系统
综合征（SARS）和禽
流感 A（H5N1）疫情暴
发

2005：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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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 IHR

1907 ： 国 际 卫
生 办 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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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世界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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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公共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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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规定

2009：世界卫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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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的公共卫生
事件以应对 H1N1

图四：国际卫生合作治理的重要事件和文件。来源：[美]劳伦斯 O 戈斯廷 著：
《全球
卫生法》
，翟宏丽，张立新 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第 61-62 页第 60 页。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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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内容
物种合作来
控制传染病的传
播。

合作特征

合作的目的

从国家检疫措
施到国际卫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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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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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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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贸易和人权的微
妙平衡。

表一：国际公共合作治理的演变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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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 19 世纪到 1945 年公共卫生领域国际合作的演变
1.从国家检疫措施到国际卫生会议:卫生领域国际合作的第一个时代
传统上，各国主要关心的是保护自己的领土不受传入海岸的瘟疫的侵袭。直到 1848 年
到 1850 年，欧洲暴发了霍乱，才促成了第一次在海上检疫方面的国际合作。为了应对因管
理海洋检疫的零散和不协调的规定而造成的法律真空，法国于 1851 年在巴黎召开了第一届
国际卫生会议，目的是讨论通过一项适用于检疫措施的统一守则，传染病控制第一次成为国
家间关注的问题。尽管范围有限——只讨论了三种传染病，即霍乱、鼠疫和黄热病——1851
年确立的政权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第一次国际卫生会议反映了几个欧洲
国家的信念，即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地预防跨国界传播的疾病。然而，各国的目的并
非主要基于保健方面的考虑。而如 Fidler 所指出的，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的根源在于，
通过零散的国家检疫规定，将对国际贸易的干扰降到最低的非国家利益和国家利益16。在
1851 年会议因与会者不同的政治目标和科学观点而失败之后，一系列国际卫生会议召开了。
1874 年，奥地利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采纳了检疫原则，并建议建立一个永久性
的国际卫生委员会。1881 年，美国在华盛顿组织了一次会议，人们第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在
国际传染病通报问题上。为了控制从东方传入地中海盆地的霍乱，在罗马和威尼斯举行了其
他会议，并于 1892 年在威尼斯缔结了涉及霍乱的检疫和卫生措施的第一个国际卫生公约。
1896 年，鼠疫在孟买卷土重来，并蔓延到世界各地，1897 年在威尼斯召开了一次会议，并
缔结了第二个国际卫生公约（鼠疫）
，1903 年在巴黎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该次会议为国际合
作防治传染病的新时代播下了种子。17
2.从监测到制度化:卫生领域国际合作的第二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的国际卫生会议和公约的主要目标是协调检疫措施。20 世纪初，国际合作
出现了一种新的范式。它被称为从检疫到监测的转变18。监测不像检疫那样对贸易有限制，
重点将放在旅客身上，而不再放在商品和货物上。1903 年的国际卫生会议促成了《1903 年
国际卫生公约》的缔结，该公约采取了监测方法，是第一次以整体而不是支离破碎的方式管
理传染病的成功尝试，它既处理霍乱，也处理鼠疫。因此，在国际合作中全球公共卫生视角
的第一个迹象被确定。该公约经 1912 年和 1926 年的修订，纳入了这一观点。特别是，1926
年《国际卫生公约》要求每一个国家立即向其他国家和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OIHP)通报鼠疫、
霍乱、黄热病、流行性斑疹伤寒和天花病例。随着国际航空交通的迅速发展，1933 年缔结
了《国际航空导航卫生公约》,随后于 1944 年被修改。同时，随着 1935 年通过了控制动物
和食源性疾病的多边条约，在动物疾病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进展。在第二个时代，国际合作
得益于国际卫生组织的建立，尤其是区域层面上。在欧洲，1903 年的国际卫生会议通过了
首次提出的建立国际卫生办公室的建议，并于 1907 年根据《建立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协定》
建立了国际卫生办公室，永久总部设在巴黎；在美国，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泛美卫生局(PASB)
已根据 1902 年第二次泛美卫生警察会议的决议成立，是第一个国际卫生组织，是对从拉丁
美洲蔓延到美国的黄热病爆发的一个机构反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公共卫生方面的国际
合作继续日益制度化，并且超越了传染病的控制。1922 年，根据《国际联盟关于预防和控
制疾病的公约》第 23 条，国际联盟卫生委员会和卫生科成立，并对几种疫苗(如白喉、破伤
风和肺结核疫苗)在世界范围内标准化。1924 年 1 月，
由于需在国际层面与动物疾病作斗争，
16

DP Fidler, From 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ventions to Global Health Security: The New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No. 4, 2005, p. 329.
17 Makane Moï
se Mbengu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Public Healt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p.2-3.
18
DP Fidl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Clarendon Oxford, 1999, p.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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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国际兽疫办公室，并于 2003 年 5 月，成为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与公共卫生有关的国际合作得以制度化，并有了新的面貌。1943 年，44 个有关国家的
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救济和复兴管理局协定》，它的目标和活动之一是提供援助，
以防止瘟疫的传播，于 1946 年 7 月解散。
这些发展突出表明从 19 世纪到 1945 年公共卫生领域国际合作的演变经历了检疫—监测
—制度化的转变，公共卫生受益于规范和机构层面的国际合作。然而，尽管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上半叶，国际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只有少数国家正式受到国际卫生公约的约束或成
为卫生组织的成员。因此，应对国际公共卫生风险的斗争需要更具普遍性。1945 年后的国
际合作体系，尤其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创立，彰显了普遍主义的必要性。19
（二） 1945 年以来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的发展
1.普及的挑战: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公共卫生问题国际合作的支柱
1945 年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期间，在巴西和中国代表团的强烈行动后，
通过了一项宣言，承认卫生是联合国必须处理的领域20。1946 年 2 月，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召开了国际卫生会议，任务是审议在公共卫生领域采取国际行动的范围和适当机制，并
就建立一个单一的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提出建议。21《世界卫组织组织法》
（简称《组织法》）
于 1946 年 7 月 22 日通过并开放签字，是一项特殊类型的条约，因为它具有惯例性，同时又
是体制性22。在《组织法》生效后，世界卫生组织于 1948 年 4 月 7 日作为联合国卫生专门
机构在《联合国宪章》第 57 条的规定下成立。
《组织法》第 1 条规定，世界卫生组织的目标是使所有人民达到尽可能高的健康水平。
从 19 世纪中期到 1945 年，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意味着通过物种合作来控制传染病的传
播。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是国际卫生合作认识论发展的同义词。它为重新定义健康的意义奠
定了基础。健康不再仅以疾病来定义。根据《组织法》序言，健康的定义和概念是一种身体、
精神和社会的完全健康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因此，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愿意
包括促进人们能够过上健康生活的条件的广泛因素，并扩展到健康的基本决定因素，例如食
物和营养、住房、获得安全和饮用水、适当的卫生设施、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以及健康的
环境。这一概念的演变可以通过某些国际标准化机构的组成来理解。食品法典委员会(CAC)
是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于 1963 年联合成立，以开发食品标准,
以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和确保食品贸易中的公平做法。概念进化也明显的一些机制为组织间合
作创建健康如联合伙伴关系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命名的健康和环境的
联系,或声音的跨组织项目管理的化学物质(IOMC)。国际化学品安全委员会于 1995 年成立，
旨在加强在化学品安全方面的合作和协调。除了对卫生的重新定义外，
《组织法》还体现了
公共卫生领域国际合作的新指导原则。它的序言特别指出，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的健康是
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健康作为一项人权的地位随后在一系列国际和区域人权文书中得到
承认，最近也得到诸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等国际机构的承认。此外，随着世卫组
织的建立，公共卫生方面的国际合作的各种渠道得以开辟，卫生与其他事项之间产生了不可
预测的联系。例如，卫生在《组织法》的序言中被认为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等其他国际合

19

Makane Moïse Mbengu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Public Healt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p. 3-5.
20
Summary Report of Thirteenth Meeting of Committee II/3, 120.
21
Final 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Conference [done 22 July 1946] 9 UNTS 4 para. 1.
22 Legality of the Use by a State of Nuclear Weapons in Armed Conflict [Advisory Opinion] [1996] ICJ Rep 66
para. 19; Nuclear Weapons Advisory Op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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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领域的基础。2000 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一项仅针对卫生问题的决议23,关于联合国
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责任，强调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病如果不加以控制，
可能对稳定与安全构成危险。并敦促国际合作，因为对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病采取协调一
致的国际应对十分重要。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上半叶，由于关于传染病的国际文书的激增和卫生机构的区域化，国
际合作普遍采用一种相当分散的方式。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
将受到一种新的理论基础的支配，即公共卫生问题的规范性和机构管理的普遍性。正如《组
织法》序言所述，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是为了缔约方之间以及与其他人合作，以促进和保护
所有人的健康。从此以后，卫生相关问题的国际规范制定权在很大程度上归属于世卫组织，
卫生合作主要依靠世卫组织作为主管的世界性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决策机构第一届世界卫
生大会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命名法的第 1 号条例，对疾病和死亡原因进行比较而统一发
病率和死亡率的统计分类。1951 年，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第
四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国际卫生条例-世界卫生组织第 2 号条例》(" ISR "):一致性的挑
战。ISR 修订了现有的国际卫生公约，代之以基于现代流行病学原则的单一守则(ISR 第 105
条)，并处理了六种最严重的传染病:鼠疫、霍乱、黄热病、天花、虱传斑疹伤寒和回归热。
ISR 的采用是世卫组织决策权普遍性的一个典型例证，这种权力植根于《组织法》
，世界卫
生组织可以制定大量文书，以促进公共卫生方面的国际合作。
这些文书可以具有约束力，也可以不具有约束力。以建议和准则为形式的非约束性文书
在《组织法》第 23 条确立的国际合作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世卫组织在各个领域发布了
非约束性准则，例如关于世界卫生组织在国际商业中流通的药品质量认证计划的准则24，如
《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具有约束力的文书包括根据《组织法》第 19 条通过的公约或
协定，如 2003 年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还有根据《组织法》第 21 条通过
的条例。这些规定的通过是世卫组织规范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卫生领域国际合作
的一个里程碑。从《国际公共卫生条例》到《国际卫生条例》的转变反映了卫生领域国际合
作的范式转变，前者的合作目的主要是确保欧洲抵御外来瘟疫25，而后者则是基于合作保护
国际社会免受具有国际重要性的疾病的理念上（人类共同利益）
。1969 年的《国际卫生条例》
取代了《国际公共卫生条例》，以便为传染病控制方面的国际合作建立一个新的法律框架，
并加强各国通报其领土内发生的疾病病例的义务。经 1973 年、1981 年的修订，1969 年《国
际卫生条例》的目的是确保在最大程度上安全防止疾病的国际传播，同时尽量减少对世界交
通的干扰，利用条例来促进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26
（三） 全球化的挑战：国际合作和全球公共卫生风险
目前，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全球公共卫生风险的挑战。新的疾病、
曾经被认为已被根除或控制的疾病的死灰复燃，以及故意传播传染病的威胁，都是全世界的
一个重大问题。全球化为疾病的传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国际社会需要制定了不同性质
的规范性和体制战略，以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挑战。其中之一是通过《国际卫生条例
(2005)》，是当前全球公共卫生合作的轴心，其宗旨和范围是预防、防范、控制疾病的国际
传播，并采取符合和限制公共卫生风险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

23

UNSC Res 1308 [2000] [17 July 2000] SCOR 55th Year 159.
[1975 年 5 月 29 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记录第 226,94 号.
25
Y Beigbeder,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Nijhoff The Hague, 1998, p. 73.
26 Makane Moï
se Mbengu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Public Healt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p. 5-8.
24

378

必要的干扰27。通过“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体现了对全球公共卫生的看法，这意味
着已确定(i)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风险和(ii)可能需要协调一致的国
际应对措施的非常事件。28因此，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概念的
核心。
《国际卫生条例（2005）》规定了一个旨在有效管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
的机构机制:突发事件委员会。这种机制的效率在 2009 年的猪流感大流行(H1N1)管理中受到
了考验。突发事件委员会定期提供咨询意见，世卫组织总干事在此基础上就 H1N1 大流行性
流感向各国发布临时建议。这些建议充实了《国际卫生条例（2005）》所引发的世卫组织行
动的积极主动和干预性质。例如，2009 年 6 月,世卫组织总干事发布建议要求所有国家加强
监测不寻常的流感疫情,继续生产季节性流感疫苗,而不是关闭边境或限制国际贸易，同时使
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合作。
总而言之，通过《国际卫生条例（2005）》，国际合作计划已经进行了重大改革。首先,
通过国际合作健康法规是不再局限于特定传染病范围；第二，国际合作也不再仅仅是国家间
的问题。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治理涉及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网络关系；第三，卫生领域的合
作超越了预防传染病的传统领域，纳入了一系列与经济、贸易、人权、环境保护和安全有关
的新问题。这些特点导致了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合作的新模式的发展。尽管在《国际卫生条例
（2005）
》通过之前已建立的最突出的例子是 2000 年建立的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全球
疫情反应网络的任务主要是改善国际疾病暴发反应的协调，并确保向受影响人口提供迅速的
技术支持。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制定了国际疫情应对标准，通过了《国际疫情警报和反
应指导原则》以及规范流行病学实验室、临床管理、研究、通信、后勤支持、安全、疏散和
通信系统的操作规程。全球疫情反应网络是世卫组织、国家科学机构、医疗和监测倡议、区
域技术网络、实验室网络、联合国组织(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国际
红十字委员会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
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得益于这种由国家行政部门、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组成
的公共非正式机制或伙伴关系的增多。各国还希望在国家间建立更多非正式伙伴关系，以加
强在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上的合作。由美国和英国等多国于 2001 年联合发起的全球卫生安全
倡议就是一个例子，旨在加强卫生准备和全球应对生物、化学、无线电-核恐怖主义和大流
行性流感的威胁。此外，各国正在制定非正式卫生协定或文书，以处理全球公共卫生问题，
如 2008 年世界贸易组织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实施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
的协定》第 6 条的指导方针，适用于无病虫害地区的状态确认过程。除了公共非正式的合作
伙伴关系的发展,国际合作是强烈得益于全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等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
(GAVI),全球基金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国际药品采购机制,克林顿基金会艾滋病计划,
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等，这些 ppp 强调了卫生领域一种新的合作形式的出现。新千禧年下的公
共卫生合作蓝图表明，所谓的全球卫生合作比纯粹的经典国际合作模式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购买力平价就是这种趋势的例证。它们进一步加强了多边组织、政府、民间社会、受影响社
区以及更有趣的是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例如,疫苗和免疫全球联盟伙伴关系包括发展中国
家政府(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工业化国家疫苗产业,发展中国家的疫苗产业、民间
社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集团等。公私伙伴关系也是国际卫
生筹资的一种重要方法。事实上，目前正在国际上建立主要依靠私营部门想法的创新筹资机
制。国际免疫融资机制和疫苗和免疫联盟预先作出的市场承诺，以及一些国家与全球防治艾
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缔结的债务卫生协定，都属于这种情况。尽管目前的全球卫生合作

27
28

《国际卫生条例（2005）
》第 2 条。
《国际卫生条例（2005）
》第 1(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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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存在横向和纵向（如人权领域）两种方式，但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29

三、疫情下国家紧急状态的国际合作之困境分析
当前疫情仍然在全球各地蔓延和危机人类生命健康与安全，虽然一些国家已经在疫苗的
开发、临床和注射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许多疫苗的稳定性和普遍性仍不足，加之新冠肺炎
病毒仍在变异中，在深受全球化—这一互联网体系下，国际社会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加强国际合作被视为突破全球卫生治理的最重要关节之一，也是最难以取得有效治理进
展地领域之一。虽然目前的国际卫生合作治理呈现一定的制度基础，但是受到一些国家的霸
权紧急规则的破坏、南北国家发展差距明显化、国际卫生治理体系分散化、国际合作法律文
件和机制普遍软法化和效率低下等，总体而言，就是国际卫生合作治理体系内外均面临着诸
多挑战，亟待解决。
（一）机制内：国际卫生合作治理体系存在诸多短板
类型

具体内容

制度体系

国际社会因全球化的深入，使得国际公共卫
生事件的防控高度复杂化，且参与的主体多
元化，致使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结构繁杂、
权利义务不清晰，效率低下等，合作机制趋
向于软法化且不成熟。

规则内容

因国际卫生治理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且重
大，分别由公共卫生安全、国际贸易、人权
和环境等领域的规则和相关的国际文件进
行调整，规则普遍呈现碎片化和交叉叠加的
现象。

争端解决

虽然《世界卫生条例》第 56 条中有提及争
端解决，但仅是简单提及，主要依靠争端方
之间的合意来选择，但因国际卫生争端涉及
的问题比较复杂和严重，客观上需要设立具
有权威性和专门性的争端解决机构与程序
才能有效与和平解决。

成员国之间

南北国家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公共卫生
建设能力不平衡，合作缺乏有效与合理的分
配方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
难以调和，加大了主体之间的合作难度。

表二：国际卫生合作治理体系的主要缺陷

29

Makane Moïse Mbengu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Public Healt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pp.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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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国际卫生治理体系的短板，可知制度体系、规则内容、争端解决以及成员国之
间的关系是目前影响疫情下国际合作进展的主要困境。具体而言：
1.国际卫生合作治理体系上的不成熟和滞后性
很明显，国际卫生合作治理体系旨在维护整个国际社会的公共卫生利益，而国际组织则
是为国家行为者和非国家行为者之间就国际卫生合作治理的重要枢纽和牵头者。可知，当前
疫情的全球化必然需要推动国际卫生的合作化，而 WHO 是国际卫生合作治理进程中最大的交
流平台和领导者，但因国际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之高度复杂性，WHO 目前在组织力和决策力
上仍无法有效地推动治理国际卫生治理的合作进程，即使通过自身的改革制定了和颁布了诸
如《2019-2023 第十三个工作总规划》、
《人人享有健康生活和福祉的全球行动计划》等决议
以弥补国际治理能力，但仍然无法满足国际公共卫生合作治理的迫切需求。此外，国际卫生
合作治理体系缺乏协调国际组织之间的功能冲突问题，如 WTO 奉行的“私有化”理念与 WHO
体系下的公共卫生产品存在冲突性。
《国际卫生条例（2005）
》与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件（如《生
物多样性公约》
）之间就病毒样本分享议题上存在分歧且缺乏协调的机制，WHO 与其他非国
家行为者之间的合作机制尚未不成熟，仍处于探索阶段。30
2.国际卫生合作治理中规则内容上的分散化
自从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暴发以来，作为领导国际卫生合作治理的核心机构—WHO，在运
用国际法的力度上并不是充分，虽然针对传染病控制存在明确的法律依据---《国际卫生条
例（2005）》，但因各成员国之间的价值差异和利益冲突，使它的适用度和发挥的作用受限。
31

在其他诸如国际贸易、人权、环境等领域虽然通过一些国际组织采取不同的手段进行公
共卫生治理，如 WTO 通过其争端解决机制对贸易和卫生之间产生的争端进行处理，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 WHO 框架下国际传染病控制在争端解决方面的不明确化和空白； 联合国大会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权事务委员会等机构则从国际人权法、国际环境法等视角对国际公共
卫生治理发挥作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主要为国际卫生合作治理提供资金通道
和来源；此外，还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组织等还直接分担公共卫生治理
32
的职责等。 这些组织所采取的措施和发挥的作用可视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WHO 框架下公共
卫生合作治理的缺失，但因各国际组织的目标存在差异且它们之间缺乏明确的协调机制，在
执行层面的规则适用存在碎片化和无序性，缺乏国际卫生合作治理体系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正如 WHO 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由于有许多国际组织分享与卫生有关的问题上的立法权威，
33
发布指令与施加义务的努力容易分散和无效” 。总而言之，国际卫生合作治理中规则的目
标性与手段性之间的不协调和兼容，导致进行国际卫生合作治理时容易出现分散、混乱的现
象。
3.国际卫生合作治理中缺乏专门性和权威性的争端解决程序与机构
34

虽然目前的《世界卫生条例（2005）》规定了争端的解决机制 ，强调成员国之间争端以
双方的合意为优先选择争端方式和程序适用（如强制仲裁）
，并明确若争端未解决，可提交

张超汉，冯启伦.全球卫生合作治理---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为视角，河北法学,2020:8.
刘晓红.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的国际法之维，法学,2020:4-2.
32 刘晓红.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的国际法之维，法学.2020:4-25.。
33 Coordinating of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at http: //www.scielosp.org/seielo.php?script=sci＿arttext&pid=S
0042-96862002001200001.
34
《世界卫生条例（2005）
》第 56 条。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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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总干事，还规定了世界卫生组织与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应提交世界卫生大会，但该机制的内
容（缺乏专门性和权威性的争端解决程序和机构）不够清晰且缺乏事后补救程序或者方式，
尤其是当出现一些成员国存在恶意采取过激行为妨碍国际卫生治理的现象缺乏有效的制裁
措施，也没有针对被上述过激行为受损害的另一方成员国明确事后补救途径，这不利于维护
国际卫生治理规则的权威性和降低其他成员国参与国际卫生合作的力度。尽管新冠肺炎病毒
仍在蔓延和恶化着全球公共卫生体系，治理此次公共卫生危机的国际合作已迫在眉睫，但普
遍“软法化”的国际卫生合作治理体系缺乏明确化和权威性的司法（仲裁）强制力得以保障
35
实施，致使国际卫生合作的动力和国际法效力逐渐降低。
4.国际卫生合作治理中成员国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且无合理的分配方案
国家作为保障公民健康权的主要承担者和国际卫生合作治理的主要参与者，每个国家均
应对国际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进行有效控制，同时兼顾国内法和国际法，各国之间进行利益
协调和有效合作，然而由于各国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特别是仍处于丛林法则的国际关系中的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疫情的负担程度上出现不对称的现象。很显然，此次全球公
共卫生危机的最薄弱部分在于发展中国家，它们是直接承受着病毒带来的冲击和威胁，由于
36
目前国际法上无合理的分配方案 ，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益难以保障，进而容易降低发
展中国家的合作动力，甚至抗拒国际合作。例如，在现有贸易体制下，一方面是新特医药的
不断涌现和专利数量的剧增，另一方面是疫情人数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得不到基本药物37。尤
其是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 由病毒株研发而生产的疫苗往往得到 TRIPS 协议的特别保护，
医药商由此获得巨大经济利益，而病毒株的提供者却无法得到相应的保护，反而被“人类共
同利益”所绑架，无偿向世界提供病毒样本。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实力极不相
38
当，最后博弈的结果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生物和生物材料或病毒资源的廉价流失 。此外，
环境保护、人权保护等方面的不公正也比比皆是。如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为全球环境治
理埋单，强行干预他国人权等等。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强权干涉使不公平现状无法根本性转变。
虽然发展中国家经过不断努力争取，促使国际社会颁布了诸如《TRIPS 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
、
39
“穷国购药决议”等对其有利的法律协议，但依然无法彻底改变不公平的现状。 此外，还
有其他非成员国行为者参与国际卫生合作治理时权利义务的规定存在不明确化、普遍“软法”
化。
（二）机制外：全球霸权紧急规则的滥用阻碍了国际卫生治理的国际合作
国际卫生治理体系比较薄弱，国际合作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由于主权国家间的博
弈，最容易引起霸权紧急规则40的滋生和泛滥，进而导致破坏国际合作的条件和动摇国际秩
序的稳定性。霸权紧急规则植根于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的延伸物。健康权的保护既是属于
国内法的问题，也属于国际法的问题，国家有责任履行保护每位公民的健康权，当发生危及
健康权的公共卫生事件时，国家可能会基于卫生安全宣告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和运行非常态法
律制度，本次的疫情亦是如此。然而，国家紧急状态的法律制度大多直接归于国内法的宪制
范围内，具有高度的集权性，目前调整国家紧急状态的国际法律制度体系尚未形成，仅存在
一些国际法律文件、规则或原则进行有限地规制国家紧急规则下的行为和行动。但因当前的
国际秩序普遍缺乏强制执行力，霸权紧急规则的滋生和蔓延在实践中几乎很难在国际法上有
35

张超汉，冯启伦.全球卫生合作治理---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为视角，河北法学.2020:8-13.

36龚向前.病毒共享的国际法思考，政法论丛,2010:5-56.。
37龚向前.传染病控制之国际法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38
39
40

龚向前.病毒共享的国际法思考，政法论丛,2010:5-56.
张超汉，冯启伦.全球卫生合作治理---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为视角，河北法学,2020:8-13.
John Reynolds. Empire, Emergency, and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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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规制，大多还是回归至各国的综合实力上，最明显的表现是美国不顾本次疫情的科学性
和客观性，通过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运用非正常秩序下的法律制度对国际贸易和国际卫生合
作进行“霸权制裁”
，寻求不正当的利益，或通过诱导盟友和社会团体，激起疫情下的跨国
诉讼，滥用国内司法权的域外效力，误导国际卫生治理的国际话语走向。霸权紧急规则除了
加剧和恶化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可能干扰主管国际组织的正常运行，使国家的主权和国
际组织的职权之间的关系失衡。
从国际卫生合作治理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存在横向机制和纵向机制，但基于国际社会
普遍处于无宪政体系下，国际卫生合作治理两种机制的有效性发挥仍不足。国际卫生治理进
程中霸权紧急规则之所以肆无忌惮其中原因在于目前国际卫生合作治理机制普遍缺乏强制
执行力，大多数规则属于“软法”性质，法律拘束力受限，这给了行使霸权紧急规则的行为
者逃避国际责任的可乘之机。行使霸权紧急规则的行为体大多数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顾
局势的稳定，恶意采取损害其他国际法主体的制裁措施，进而阻碍国际卫生合作治理的进度。
由于国际卫生合作治理体系的规则分散化，对霸权紧急规则的规制比较弱。

四、疫情下国家紧急状态的国际合作原则之基本定理
通过对国际卫生治理中国际合作的历史考察，知悉国际合作的特征、范围、目的，但由
于全球卫生法律体系的分散化，要界定国际合作原则的内容---尤其是界定国际合作的权利
与义务仍未形成定论，而国际合作权利是基于法律主体的自然权利，理论与实践无争议，争
议较多的在于国际合作义务。因此，本部分要考察的是国际卫生法中的国际合作义务问题，
具体探讨是否存在一般性的国际合作义务（来源于习惯国际法）和特定的国际合作义务（一
般来源于国际卫生条约或者国际法的一般法律原则）
。
（一）国际法中的国际合作原则
1.定义
“合作的法律”一词已发展成为“共存的法律”的对应词，后者描述了传统的现代国际法。
这种合作的国际法之主要特征是各国之间相互合作的义务。 “合作”一词从未被国际条约或
国际组织的决议所定义。甚至 1970 年《关于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
国际法原则宣言》也是从一个预先设想的术语出发。然而，该宣言的分析表明这一术语描述
了在一种法律制度下为某一特定目标服务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自愿协调行动。在这种程
度上，它标志着各国通过联合行动实现某一目标的努力，而单一国家的活动无法达到同样的
结果。因此，合作义务是指为达到特定目标而采取协调行动的义务。合作的意义和价值取决
于要达到的目标。因此，在合作的法律范围内使用的“合作”一词，是指国家间为发展目的而
合作，以增加国际社会的社会福利。发展合作的目标可以是双重的。它可以设想促进所有有
关国家的利益，因为一项活动只能由各国共同努力有效地进行，或者当社区利益需要采取联
合行动时。然而，合作可能进一步只符合一个国家或某些特定国家集团的利益，如发展中国
家。在这种情况下，供应国可以自愿采取行动，也可以根据一项法律义务采取行动，这项法
律义务可能来自双边或多边协定，通常受其范围的限制。在这方面，所有国际组织所代表的
领域中，合作义务已经确立并制度化。这种合作可能符合所有有关缔约国的利益，也可能只
对其中的某一特殊群体有利。后者,例如,在一些特殊的国际组织,如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IFAD),尽管大多数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发
展中国家的发展。除了透过国际协定确立合作义务的范畴外，一般的合作义务是否已在国际
法中出现，是国际法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合作”一词仅被理解为“接触”，这种义务应被视

383

为国际法的一部分。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各国偶尔设法将自己孤立于国家共同体的其他国家
之外。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根据国际法，是否存在合作发展的普遍义务。显然，如果这
种设想中的合作只对一方有利，那么合作的一般义务将产生分配的效果，倾向于减少国家间
的经济和社会差异。尽管接受各国为促进发展而进行合作的义务的要求是最近才出现的，但
这种义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国际法的起源。国家间相互合作的法律义务早在法律条文
和国际法实践中就已得到承认，直到 19 世纪，“主权及其保护”原则才成为国际法的核心内
容。尽管国家间的某种合作总是在具体协定的基础上存在的，但却不必然反映国际习惯法，
需要综合验证方能得知。41
2.合作的一般义务
传统国际法的特点是采取个人主义的方法。它主要是一套不同主权之间的弃权、调整和
划界的消极规则，目的是确保所有主权国家和平共处。因此，传统国际法的重点放在维护和
平上，理解为废除使用武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际法沿着两条相互关联的道路进行工作。
第一种途径通过禁止诉诸武力的一般性条约，试图排除战争作为国家政策手段的可能性。另
一种路径则试图通过创建一种集体安全的体系来强化国际社会的组织结构。利用上述“合作”
的定义，这种组织框架应被视为国家间合作的一种制度化形式。
正如《联合国宪章》第 1 条所示，这两项努力在联合国系统中结合起来。
《联合国宪章》
第 1(1)和(3)条所规定的合作义务，包括国家之间以及与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
在解决具有经济、社会、文化或人道主义性质的国际问题方面的合作。后一点尤其具有重要
意义，因为仅将国际法集中于废除武装力量将无法解决国际社会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超出
了维持消极和平的范围。
在此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主张国际法应该不再被视为一个政权
致力于确保各国之间形式上的平等,而是它应当被视为社会经济工具，通过强制国家间合作,
已实现国家间实质上的平等(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法律方式;国家、平等待遇和非歧视; 国家，
主权平等)。很显然，现今的国际合作不应仅仅局限于国家主体，适用范围应该扩大，才能
更加有效地促进合作。
提倡承认合作的一般法律义务，将在三个方面影响国际法的发展。如果把重点放在通过
国家间合作实现一个共同目标这一事实上，认识到这种合作必须被视为一个组成部分，将把
国际法从一套维护现有国际关系现状的规则转变为一种旨在完成某种使命的制度:促进国际
社会正义。在这方面，国际法将纳入福利国家的概念。这样一个共同目标将把目前的国际社
会变成一个国际共同体（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旨，国家变成了主要主体，但不是唯一主
体）；第二，这种发展实质上将改变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它将使共同国际空间(如公海、海床
和底土、外层空间—实在的共同空间，国际卫生—虚拟的公共空间)的发展和福祉以及有效
和负责任的利用成为所有国家的共同关切；第三，承认这一义务将改变国际法律主体的地位。
它将增加国际组织对单一国家的重要性。此外，它还将引发国家间关系的不平等因素。如果
合作的义务是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作为现行国际法特征的规定各国平等权利和义务的正式
平等，将被给予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的原则所取代。42
3.法律基础

41

Rüdiger Wolfrum.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Law of,
pp. 2-3.
42 Rüdiger Wolfrum.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Law of,
p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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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审议《友好关系宣言》时就表示，经济关系领域的国际合
作不仅仅是一种随意的活动或一种道义义务，而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合作最初是一种自
愿行为，但由于需要调整以适应各国现有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由于合作是建立在国际社会
的共同利益之上，合作已成为一种法律义务。这一原则的目标是经济、文化、科学和技术领
域的国际化和进步。
有可能区分出几条理由来证明存在一项促进发展的合作的法律义务。一种倾向于实证主
义(特别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另一种则更多地立足于一般原则，第三种则再次从国
际法出发，特别是从人权出发。实证主义者试图将合作的义务锚定在已被接受的国际法渊源
中，其中包括联合国的决议，如《友好关系宣言》
。
《联合国宪章》第 1、11、13 条及其第九
章，特别是《联合国宪章》第 56 条，体现了各国合作促进发展义务的最终法律基础。这种
做法将《联合国宪章》视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宪法，包含一系列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义务，
其执行不仅应防止战争的爆发，而且应促进国际关系的动态发展。43此外，主张这种做法的
人提到了联合国大会的各项决议和声明例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建立新的国
际经济秩序行动纲领》。还有《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其中第 9 条和第 17 条规定了合
作的一般义务。然而，在关于《友好关系宣言》的谈判中，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代表对合作的
一般法律义务的存在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这项原则只是一种声明性的性质，是对联合国
(联合国、宗旨和原则)职权的一般性声明。这项原则并没有表示习惯国际法下的法律义务，
而是表示国际行为方面的道德义务。国际合作作为一种法律责任，就其存在的程度而言，其
基础是《联合国宪章》本身所包含的合同义务。有人指出，国际合作问题可以在联合国的宗
旨中找到《联合国宪章》第 1 条第(3)款，以及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国家间友好关系。然
而，有人认为，这些原则只是描述了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的目标，而《联合国宪章》第二条
载有有关的法律规则，为实现第一条所载的宗旨，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应予以尊重。由于只有
《联合国宪章》第 1(1)和(2)条所反映的目的在第 2 条中得到了法律表达，而不是合作的总
目标，因此合作的义务必须被视为纯粹是一种声明性质的义务。另一方面，《联合国宪章》
第 56 条只提到合作是 57 条和 59 条中提到的整个联合国专门机构体系的基础。然而，它并
不包含合作的一般法律义务。合作的法律义务不能建立在联合国大会的各项决议之上，因为
联合国缺乏立法功能。但是，这并不排除这些决议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从《友好
关系宣言》44中题为“各国根据《宪章》相互合作的义务”的那一节的措辞可以明显看出，它
没有界定合作的一般法律义务。而第一段,以及第二段部分的(a)和(b)项,宣布国家有合作的义
务或国家应当合作,第三段只制定建议,国家应在经济合作,社会和文化领域,以及在该领域的
科学和技术。在这个意义上，第三款否定了第一款的内容，即国家有义务在国际关系的各个
领域进行合作。这一措词真正反映了特别委员会的谈判进程，西方国家反对发展中国家和社
会主义国家关于存在合作的一般法律义务的法律意见。此外《各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45第
8、9 和 17 条，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 年)第 2 条，
《斯德哥尔摩宣言》[1972]
46
和《里约热内卢宣言》[1992]等均有提提及相关内容。
虽然在国际法中尚不存在普遍的合作义务，但这种义务已由最近签订的有关使用共同空
B Babovic, ‘The Duty of States to Co-operate with One Anoth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in M Sahovic
(e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cerning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Oceana Dobbs Ferry 1972)
287.
44
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
les/A-RES-2625(XXV).shtml，访问日期：2020 年 9 月 1 日。
45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3281(XXIX).shtml，访问日期：
2020 年 9 月 1 日。
46 Rüdiger Wolfrum.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La
w of, pp. 4-6.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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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涉及国际社会利益的问题的国际协议所规定。这样的协议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担忧增加了
各国管辖范围以外的有效、合理使用空间(公共空间)和管理等领域的实现,以及实现目标的国
际社会的利益,比如保护环境,不能仅仅通过各国的不协调行动。国际关系中的国际合作可以
采取不同的形式。在双边关系或为数有限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它可能仅仅是指有关各方
为实现其共同利益而采取的联合行动。就国际公域的管理而言，或在符合国际社会利益的多
边环境协定的范围内，国际合作构成了逐步发展这些制度的基本机制。处于中间位置的是那
些法律制度，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制度，在这些制度中，国际承诺和国内法之间的联系更为密
切，有关组织内部及与有关组织之间的合作，已由有关国际协定所证实。然而，这种分类在
实践中并不明确;各种形式重叠共存。制订一项合作促进发展的一般国际义务的努力，实际
上会产生重新分配的效果，但未能得到所有国家集团的必要接受。甚至可以指出，在一个旨
在服务于公认的共同体利益的制度中加入这种义务的每一次企图，都将使关于新的法律文书
的协议更加复杂。如果确定了合作的义务，甚至合作促进发展的义务，这项义务是以条约为
基础。随之而来的后果不能一概而论。47
（二）国际卫生治理中的国际合作原则
国际卫生法目前还处于发展中且未成熟化的国际法之新兴学科，但从其发展历程来看，
已具有自身的基本法律框架和制度体系。国际卫生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特定领域，从调整对
象、内容和方法均有自身的特殊性。国际社会在实践中以国际法的普遍原则为基础，为适应
国际卫生法的特点和需要，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国际卫生法的基本原则，国际合作原则就是其
中之一。国际卫生法中的合作原则与其他国际法分支领域的合作原则不同，特别是调整对象
上，一般国际法中的合作大多局限于国家之间，但由于国际卫生法的自身特点，国际合作原
则调整的主体范围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非国家子行为体—国际组织和个人（自然人和法人）
，
该原则以“健康发展权”为核心，以发展为导向的法治体系，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或发展能力，
强化健康、法治和发展三大理念的引领，方能促进公共卫生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实现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推动公共卫生法治健身和发展法学的发展。48通过考
察国际卫生合作治理机制的发展可知，目前国际合作原则的适用模式是多维度和多元化主体
之间进行展开。
国 际 卫
生领域
国 际 合
作原则

含义

性质

以 健 康
人类共
发 展 权 为 核 同利益；卫
心，以发展为 生的伦理基
导向，各国际 础。
行为体之间
进行广泛密
切的合作，通
过合作而采
取共同的卫
生治理措施，

特点

主体

新 领
国家、
域；公益性； 国际组织、
边 缘 综 合 其他社会团
性；科学技 体和个人。
术性。

47

内容

主 权 平
等原则；兼顾
各国利益和
优先考虑发
展中国家；合
理分配全球
公共资源；和
平解决国际
环境争端。

Rüdiger Wolfrum.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La
w of, p. 9.
48
张守文.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发展法学的视角，中外法学,20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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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保护人
人健康的目
的。
表三：国际卫生治理体系的国际合作原则之概述

五、结语
长期以来，卫生一直被视为多边合作有限的一个领域。然而，人们逐渐认识到，由于全
球化，跨国界影响因素正在对健康状况产生影响，各国政府通过国内行动保护健康的能力已
经减弱。因此，需要一个新的全球卫生治理结构来协调政府间行动。为实施全球卫生治理，
各国、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不同行动者需要相互协调，以促进和保护人类健康，并最终
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机构解决全球卫生问题。49《世界卫生条例》是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
机中国际合作的重要法律依据，而国际合作将是其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由于世界卫生
组织、缔约国根据《世界卫生条例》所承担的义务与它们根据其他国际法律制度所承担的义
务有重叠，《国际卫生条例》必须要协调不同的责任。不难看出，国际卫生法律制度与其他
国际法律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兼容性（尤其是在国际协议方面），
《世界卫生条例》第 57 条：
“不应当影响任何缔约国根据其他国际协议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中也强调这一点。50全球利益
和国家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当代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管理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解
决这些问题对于有效应对共同风险至关重要。 尽管卫生被认为是各国的主权责任，但履行
这一责任的手段日益全球化，需要国际集体行动和对全球卫生系统的有效和高效治理。 显
然，国家主权在加强全球卫生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世卫组织会员国之间的合作对于制
定和执行对付传染病的共同全球办法至关重要。通过对国际卫生的合作制度的考察，已表明，
有必要从以国家为中心、以非常有限的方式平衡地方或帝国经济和公共卫生目标的传统做法，
转向以灵活、前瞻性和普遍的方式整合多种威胁、行为者和目标的扩大治理战略。由于惊人
的技术发展、惊天动地的政治动荡和打破边界的经济全球化，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形成，其中
全球卫生安全从地方到全球都是全人类面临的一项基本治理挑战。在全球卫生安全的世界中，
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国家行为者以一种"新的工作方式"进行合作，通过科学、技术和
法律，而不是通过无政府主义的权力竞争，为实现共同目标作出贡献。51

49

Chen Yingjian, "A Study of the Global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 20, 2010, p.
153.
50
[美]劳伦斯O 戈斯廷.全球卫生法，翟宏丽，张立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174.
51 Fidler, D. P. From 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ventions to global health security: The new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 No. 2, 2005, p.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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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安全国际合作法律机制构建初探
*

王蒙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渝北 401120）

内容提要：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巨大灾难。健康越来越成为事关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福祉问题。大流行疫情启迪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要人类
的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努力践行在安全中实现发展，通过发展更好的保障健康与安
全。超国家、跨地区性质和传染病蔓延扩散的风险，使得疫情无国界，传染性疾病的防控工
作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发动一切行为主体共同合作，树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嵌入集体
安全机制，践行共同而有区别责任原则，移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机制中透明度框架和全
球盘点制度，以此来确保对各国在公共卫生治理形成制衡措施，切实保障全球应对公共卫生
安全治理议题始终处于进步状态，并着重从区域层面探索建立常态化、持续性的公共卫生安
全合作机制，同时强化 WHO 在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领导力与协调监督作用，构筑汇聚全
球各种力量共同参与的公共卫生安全多维合作机制，促进公共卫生安全的国际合作走向法治
化、机制化，激励各国在公共卫生安全国际合作机制中齐心协力，让每一个国家或地区以及
全球的非国家行为体，都能为公共卫生安全这一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作出应有的贡献，为人类
的健康发展繁荣而共同行动。
关键词：脆弱性；共同体；共同而有区别责任；集体安全机制；多维合作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科技的发展也引发了一些生态风险与技术风险，面对越来越多的风
险，如何有效确保人的健康与安全，就成了风险社会下的首要目标，不论其是因为战争、恐
怖主义带来的，还是因为自然灾难、传染性疾病带来的。本着对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1]

康负责，也本着为世界公共卫生事业作贡献的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的提出打造“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一伟大的思想理念，为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绘定了蓝图。如何将这
一理念、愿景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有赖于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多层次、可持续的合作的实现。
而合作的实现，又必须要借助法律为其提供规范，具体到公共卫生安全国际合作与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的构建上，也不例外，其最终也应以国际法治的形式以及国际法律规则呈现出来。
[2]

可以说，从国际法律层面来解决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应对问题，是全球卫生治理的必由
之路。
在全球流行病面前，各国政府因为缺乏共同立场或共同偏好，无法就联合行动达成一致；
或者说即使各国的偏好一致，在执行和协调上的问题，也往往会困扰着国际合作进行。毕竟，
与垂直体系的国内社会不同，国际社会更大程度上呈现出是一个横向的网状结构，在各国之
上，并不存在一个强大的、拥有绝对的权威性和强制力的支配力量。因此，除非相应的机制，
能够大力鼓励或严格执行合作，否则有效的合作难以发生或难以持续。但对于国际法在公共
①
卫生安全合作领域应如何发挥作用的研究，尚未深入。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此予以探讨。
*

王蒙（1989-）
，男，湖北监利人，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卫生法，国际人权法，联系

电话：18983293460，邮箱：1011398317@qq.com。
（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重庆 渝北 4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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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不揣浅陋，拟从国际法角度思考如何推进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的法律化、系统化研究，
并着重就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在当下所呈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对存
在的困境加以破解进行阐述，以期能够在促进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建设规范化、法治化，
常态化研究深入上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新冠疫情防控中公共卫生安全国际合作呈现出的问题检
视
众所周知，国际机制，就是指“通过一套符合各个行为体共同期望的规则、规定以及相
关组织性的政策承诺”。也有学者认为国际机制就是一套规定行动和行动效果的规则、规范
[3]

和程序。 则认为国际机制是“制定一套公认的规则，通过共同期望、规范、规则和程序同
[4]
意对某个问题领域进行规范”。 “概括来说，就是在特定国际事务领域内，通过一整套明
[5]
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将各个行为体的预期的核心汇聚在一起” 。
汇集行为体的期待是构建机制的基础”
，公共卫生国际机制也不例外，其也须具备共同期待、
共同规则和政策承诺。共同卫生安全利益的共同期待和维护国际国民健康安全所制定或认同
的规则、规范以及遵守有关决策程序和政策。但是，全球卫生倡议，在全球卫生状况的关键
指标上，例如能够获得相适应的基本药物的人口比例，合格的保健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方面
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当前全球卫生政策所支持的单一疾病倡议也没有得到国内卫生体系
的及时有效跟进与呼应，而这些又是强有力和可获得的卫生保健服务所必需的。
（一）目前国际公共卫生合作中主导力量不足，严重制约全球公共卫生可持续治理的
落实
公共卫生安全的国际法运行机制中的一个核心范畴，是大国领导力。在一个个平等的主权国
家林立的世界体系下，要想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下，建立起一套国际机制，并确保其能有效运
[6]
行，就不得不仰赖于在行动能力和财富资源上具备不可比拟优势的大国的支持。 回顾以往，
在 21 世纪的伊始， 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和新兴经济体的政治领导人，在 G8 年度会议上将
卫生问题纳入全球化应对议程，导形成了一些较为创新的健康倡议，这对全球卫生事业的发
展开好了头，也的确在公共卫生安全治理领域取得多诸多卓有成效的发展与进步。在 2000
年，有 189 个国家的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千年宣言》
，突出了健康对减贫总体目标的重要贡
献，并承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宣言》正式承认，必须消除健康不良的根源，以此作为实
现其目标的重要手段。在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里，健康领域的活动和倡议层出不穷，这导致
国际社会的一些观察家将这一时期称为“全球健康的大十年’。全球卫生领域出现了诸多新
的参与者，包括艾滋病规划署、包括艾滋病规划署、控制结核病伙伴关系、全球疫苗和免疫
联盟（GAVI）、其也在减少疟疾、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盖茨全球卫生和克
林顿艾滋病毒/艾滋病基金会和 UNITAID 等机构和倡议，这些为了大规模实施拯救生命的干
②
预措施都做出巨大贡献 。美国在“全球健康宏伟十年”期间每年贡献约 100 亿美元，当是，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下对全球卫生安全的承诺下降，放弃了在卫生安
全防范方面的全球投资，减少了用于未来疫情应对的资源。这也是在面临突发性传染性疾病
时，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陷入困境的成因之一。
当跨界危机协作得到某一强有力的、权威的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推动时，这种联合起来，
通过集体行动来实现应对危机合作就更有可能出现。这也是“共享安全”理论的建立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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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以人类共同体作为安全的基本主体，体现了人类共同安全是国际社会任何国家和民族都
必须关注和应对的共同威胁的理念。由于公共卫生涉及众多的行为体，为了有效的协调各个
行为体的利益分歧，充分调动各个行为体的积极性，就必然需要有一个权威的领导机构，来
[7]
协调引导诸多行为体相互之间的行动，防止互相推诿，从而避免全球公地悲剧的产生。
全球卫生治理时再次受到威胁，应对不力，正是作为曾经的主导性力量美国的缺位或失
位所致。美国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下，对全球卫生安全的承诺下降，2017 年以来，美国政府
未能在寻求新的外国援助资金，以维持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和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在埃博拉疫情后对传染病防备的投资，就是第一个例证，这导致美国疾病控制和
预防中心（CDC）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存在和活动明显减少。此外，政府 2018 年提出的将
2014-2015 年埃博拉疫情剩余应急资金中未动用的 2.52 亿美元归还国会的建议，可能会用
于应对未来的疫情。这些事态发展表明，美国放弃了在卫生安全防范方面的全球投资，减少
了用于未来疫情应对的资源。而在美国之外，尚未出现同时兼具意愿与能力的超级国家，来
主导此次全球抗击疫情的行动，相关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安理会、WHO、G20 都呈现失语失灵
的状态。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统筹协调全球及区域内公共卫生合作的领导者，这在很大程
度上制约了区域及全球公共卫生合作的水平。在疫情防控层面，各国多是呈现的一种应急性、
临时性的合作，这样一种合作机制不仅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磋商协调来实现全面升级，更需要
在新的传染病合作行动中得到检验和改进。从此次疫情防控来看，围绕疫情防控也先后召开
了多场会议，商讨疫情应对问题。虽然会议供给模式能够让各方在短期内在一个统一的平台
上迅速达成一致，在紧急情况下，这的确能够快速应对问题。但是，会议供给机制的缺憾也
很明显，其无法对相关国家的行为举措进行监督和管理，使得合作治理的效果难以保障。因
此，如何在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上，如何克服会议供给模式所展现出来的合作治理效果的不佳
与监督保障不足，实现合作治理的机制化、长效化，是提升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治理水准所面
临的首要难题。此外，国际合作常常陷入这样一种“集体行动的困境”
，在公共卫生安全领
域，也是如此。成员少、小集团的成员之间在消除利益分歧，获得认同感与信任感，缓解集
[8]
体行动的困境上更为有利。 但是小范围的合作，又与疫情防控的整体性相矛盾。尤其是在
整个国际社会已经一体化，人类的命运业已连成一体，各国为了加强国际连带性和相互合作，
就要摆脱绝对主权主义的无秩序状态，发展国际共同体体系。
（二）国际公共卫生领导机构的国际组织的普遍存在着权威性与强制性缺失的问题
从本次疫情防控来看，虽然作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导机构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在疫情
暴发后，但一些国家 WHO 给予的抗疫倡议建议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公共卫生专家的呼吁置
若罔闻，更是对我国付出重大牺牲为其争取的宝贵窗口期机会不加珍惜，互相猜忌、彼此拆
台，甚至幸灾乐祸。在当下全球卫生治理中，各国从本国利益出发，显然不愿意制定具有约
束力和有意义的义务和激励措施的国际法律文件，并为保护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提供深刻的帮
助，由于国际法的自愿性质和压倒一切的主权原则，各国只在有限的国家行动和国际合作的
法律框架下来促进国内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而这对于构成全球大流行的疫情来说，效果甚
微。
尽管发展与维护健康基本人权，是 WHO 工作的基本原则，且其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发
挥领导者与协调者的角色，并在公共卫生的研究和教育方面、信息传播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
且《世界卫生组织章程》也曾设想设立一个机构，利用法律和行使权力，积极促进实现“尽
可能高的健康水平”，但该机构从未达到这些关键期望。WHO 大多数情况下多是以软法的形
式如决议、建议、指南、标准来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进行领导和协调、使得各国主权国
家在履行义务方面不足，各个主权国家也不愿意通过国际法在公共卫生安全方面创设强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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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力和明晰的义务。 在面对发达国家狭隘的国家利益观时，国际治理的结构性问题，使得 WHO
这一国际组织亦是无能为力。对此困境，奥尔森就曾深刻的指出，“除非一个小组中的个人
人数非常少，除非有胁迫或其他特殊手段，使个人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行动。由此可知， 公
共卫生安全治理方面，各国之所以不太可能或难以有效开展合作，正是由于在国际公共卫生
治理体系中，在整个世界格局内，不存在一个类似于各国国内的政府一样的机构，可以在本
国内部有效运用各种手段和采取相应的举措，以发挥出“强制性权威”功能，如它们通过增
加和支出收入的力量，来强迫国内相关实体和个人，来提供符合公共利益需要之类的公共产
品。但是，这种权威机构，在国际上就较为罕见。概而言之，除非符合一国的利益或一国被
强制进行合作，否则，合作难以实现。
近几十年来，传染病、环境退化、气候变化、跨国恐怖主义和非正常移民等非传统安全
问题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安全议程的中心。传染病引发的公共卫生安全，与气候变化、
环境保护等一样，成为在全球层面迫切需要加强合作应对的重大议题。从非典到埃博拉再到
新冠，世界面临的最大“潜在杀手”不再是战争，而是传染性疾病。尤其是考量到公共卫生
安全的特殊性就在于其无国界性，任何措施都不能保证将危险阻挡在国界之外，即便采取关
闭边境和国际禁航等措施，病毒到达一个国家的时间最多只能被延缓几个星期，在公共卫生
危机面前，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素来在国际合作与一体化层面上在国际社会上享有盛
誉的欧盟，在新冠疫情在欧洲暴发初期，其各成员国不但未能携手共治，反而倒是不断出现
截留他国救援物资的景象。这一狭隘自私的策略和举措，使得其丧失了控制疫情蔓延的最佳
时机，各自为政的治理策略，将其自身卷入了全球性的威胁之中并扩大了威胁的蔓延规模。
[10]
这也再次昭示，面对传染性疾病尤其是大流行，必须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抵御与应对
传染性疾病的国际防疫与治理体系，全球性问题的应对与解决，单边主义和各自为政的方式
是难于应付，不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统一协同治理局面，难以实现有效阻绝病毒的效果。
目前协调各方参与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国际卫生条例（2005）》
。
但是，从本次新冠疫情的防控情况看，WHO 会员国并未严格执行和落实该条例的相关规定，
或超出《条例》规定的目的，采取严重干扰国际旅行和防疫物质运输的措施，或者以所谓的
“群体免疫”理论为由，消极抗疫，造成恶劣的政治经济后果。实际上，在面对不分国界的
病毒，这种“各自为政”的防疫措施效果有限；毕竟病毒无国界，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在边界
筑起一道阻止疾病的“马其诺防线”。并且，随着疫情的发展，在需要扩大限制性措施时，
一些国家却因为忧虑经济崩盘而淡化处理，导致疫情不断扩散。相互指责、行动迟缓己经成
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在面临各种危机时的惯例，新冠疫情危机爆发后，也未能例外。
（三）地区常态化、有效化卫生合作机制的缺失
从合作层面来看，当下在针对流行疾病的相关区域公共卫生合作，多是应急性的，主要
是专门针对某一特定疫病的合作机制，而非一般化的区域卫生合作机制。区域间一般也是要
等到出现公共卫生危机之后，才会组织筹措相关公共产品，而少有以卫生公共产品来预防和
监测危机发生的情形。在欧洲，此外，欧盟的综合影响评估进程经常没有考虑到对人类健康、
公共健康或卫生系统的影响，而趋向于将经济利益摆在优先次序。而在亚洲，虽然中日两国
在维护民众健康安全利益的有着共同的期待，也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合作，但是迄今为
止，两国并未制定应对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扩散的共同规则，也未能建立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
预警机制。即使有在快速病毒检测技术、紫外线安全高效杀菌技术项目等展开合作，也未能
就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疫苗和药物研发建立规范化的合作机制。
就区域合作层面而言，在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威胁的情况下，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不仅缺乏
规范化的机制保障，而且基本上是各自为政的模式，在公共卫生安全威胁的应对方面也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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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共同决策”，更不用说建立机制化、常态化、持续性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双方
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面临重大挑战，也严重影响了两国对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共同治理。缺
乏具体的共同规范、决策程序和约束力，难以构筑起常态化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合作呈
现紧密度较低，联防联控机制尚待建立，决策沟通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即使存在
一般化的区域卫生合作机制的欧盟，其机构在提供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专门知识、资源和能
力都存在不足。
（四）各国对安全治理的理念和方法存在巨大争议，使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治理成
果收效甚微
各国在安全共识不足、安全观念冲突、安全战略矛盾、安全策略竞争以及应对影响人类
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挑战的体制滞后，再加之国家以及地区之间认同感
式微、利益多元化，使得狭隘利己主义、本国中心主义观念滋生，极大的制约了国际合作的
实现。部分国家不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本国疫情，而热心于对外“甩锅”推责，在全球迫切需
要团结合作之际，热衷于扮演国际合作破坏者、全球抗疫搅局者的角色，正是上述思潮的体
现。在旨在解释国家为何合作的集体行动研究中，国家偏好起着重要作用。 普遍的观点认
[11]
为，偏好同质性有助于国际合作，而偏向的差异无疑会抑制国家之间的合作。 而关于偏好
形成，主要从两个层次予以考究，一个国家内的行为者是否可以达成共识关于问题的性质和
首选解决方案，二是一组国家是否可以找到危机合作的充分共识。
在国际社会，作为行为体的国家是否会依据国际规范及有关国际组织的决议与呼吁，采
取联合行动，切实按照循合作原则的要求抗击疫情，不仅仅取决于国际机构的强制力问题，
[12]
更加的会侧重基于对本国国家利益、声誉以及价值观念的权衡。 从成本收益的视角切入，
对于凡是符合国家利益，不损害国家利益的规范与呼吁，国家遵受的可能性极大。面对突如
其来的大流行疾病，部分国家囿于经济因素的考量，在缺乏足够的资金的与物质储备的情况
下，无法下定决心来采取防范保护措施。加之发展水平差距及国与国之间存在的巨大经济落
差，也使得各国在遭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由于应对能力不足难以将防范措施实施到位。
疫情给各国国内公共卫生体系薄弱带来的压力，也使得各国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冲击。而疫
情防控的关键，在于通过隔离达到彻底打破传播链，并且保护医院资源不崩溃。但是一些国
家基于政治经济上的因素，对民众公共健康服务的提供与财政投入不够，在遭遇公共卫生事
件时，国内的医院病床和重症监护病房数及医护人员数量不足。毕竟，一国的经济情况与综
合国力，将会直接影响是该国的公共卫生能力。在疫情治理阶段，如果实物支持不到位导致
疫情国快速反应能力下降、卫生人数有限、卫生工作者缺乏训练和适当医疗设备等，导致疫
③
情第一时间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进而扩散蔓延。 并且，如前所述，一些国家长期受
“经济第一”的思维影响，而不愿扩大采取隔离措施的范围，或在疫情尚未有效得到控制的
情况下，就解除隔离措施，只图尽快恢复经济发展，而忽视民众的生命健康。
尤其是近些年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抬头和绝对化的主权意识作祟，无疑强化了本国利
益至上与本国优先信念，为与本国中心主义思想提供了发酵的空间，使得狭隘的、片面的强
调本国利益优先，而忽视区域乃至全球利益的思潮大行其道。而在全球化深入与地球村的背
景下，突然暴发的传染性疾病这一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又不可避免的强调要加强国际合作，
在国际合作中，必然涉及各国利益的权衡博弈问题，也势必会触及各个国家的主权问题，主
权问题又是极为敏感的问题。如何才能兼顾平衡充分尊重各国主权与有效促进国际合作，存
[13]
在不小的难度。 虽然在联合国内，WHO 拥有其《组织法》规定的充任“国际卫生工作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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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及调整机关”的职能，WHO 的首要职责是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相关目标的背
景下促进并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以及全民健康覆盖，不让任何人掉队。如同个人一样，国
家在对外交往中也奉行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原则，如果存在着不需要为抗击疫情这一公共
卫生的提供和支付任何费用，也可以从中受益的情形，那么就会有国家产生投机心理，寄希
望于搭他国的便车，且不能容忍别国搭自己的便车，如若每个国家都如此行为，最终的恶果
就是在疫情面前，没有任何国家愿意在本国疫情防控之外，为提供全球抗击疫情支出额外的
费用，或至少有一些国家不愿意提供，这就使得全球公共卫生产品的供给呈现不足的状况。
[14]
总之，狭隘的国家利益观，无疑成为公共卫生国际合作机制有效运行的掣肘因素。
总的来说，在缺乏使全球卫生法律制度合理化和协调的有效机制的情况下，现有和未来
的全球卫生法律有效和公平地促进全球卫生的能力仍存在严重问题。尽管国际社会成员越来
越重视国际法作为全球卫生合作工具的理念，并呼吁编纂新的法律文件，来改进标准制定、
执行和协调工作。但是，如何在公共卫生安全这一“低政治”领域，从法治化机制化层面，
去引领更多建设性的国际合作行动，使其全球公共健康中发挥重大的效用，殊为迫切。

二、疏解公共卫生安全国际合作问题的中国对策
健康可以被合理地界定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它是全球秩序中规范与变革融合的领
域，也许是最具区别和潜在影响的领域。我国作为新兴大国，应当通过此次疫情防控为契机，
主导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治理机制的健全与完善，破解国际公共卫生合作困境，推动疫情
国际联防联控体制与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着重从各国对于公共卫生安全议题的认
知及在公共卫生问题合作意愿上发力，嵌入集体安全机制并强调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理念，
提高执行力与化解集体行动困境，同其他新兴国家一道努力，推动为 WHO 增添更多的资源和
赋予其更高权威性领导力，并逐步创设多维的合作机制。具体而言：
（一）加强同 WHO 合作，积极支持与推动 WHO 改革，使其更加高效的领导与协调全球
抗击与应对疫情行动
作为国际组织的 WHO 之所以未能应对新出现的健康挑战，特别是新疾病挑战，其根源
在于全球决策权的不平衡。这种不足源于权力和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全球卫生研究资金只有
10%的专门用于影响世界上 90%最贫穷人口的疾病。而就世卫组织而言，有关为各种卫生问
题分配资源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少数强大的会员国及其在其专用自愿资金中反映的
利益。相比之下，该组织用于核心业务的经常预算，按实际价值计算，稳步下降。最值得注
意的是，对卫生紧急情况和流行病和大流行病应对方面核心工作的供资大幅减少。
并且，从危机管理层面来讲，在应对危机时，危机领导者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一旦各国
原则上同意合作是可取的，那么可能需要最终推动以弥合意图与行动之间的鸿沟，此时就亟
需一个值得信赖且经验丰富的领导者的到来以促进跨界危机协作的实施。回顾埃博拉疫情的
防控，可以说至少从技术角度而言，WHO 并不缺乏手段，在技术和能力上并没有大的问题。
WHO 毫无疑问，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发挥规范和提供咨询的作用，开展卫生技术合作活动。
而大多数卫生技术合作活动需要依赖预算外经费，因此，WHO 也就非常需要此类经费的赞
助。然而 WHO 经常无法管控预算外经费，所以一旦当各国政府的捐赠停滞不前时，WHO
也慢慢地无法主导管理其推行的计划，或转而向一些私人企业寻求赞助，这就将不可避免地
涉及到利益相关问题。正是因为财务短缺，而导致相关利益方可以制约 WHO 的意志，使得
WHO 独立性受损。为此，有必要重组 WHO 的资助机制，创建一个新的“全球健康基金”，
以便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确保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都能更公平地获得疫苗。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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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WHO 基金会也正式宣告成立，以便于其更加快捷高效的筹集资金来应对最紧迫的全
球卫生挑战。[15]
考虑到由于 WHO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提高所有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的卫生医疗环
境，所以，其应对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最有效的措施应该是放在这些相关国家的卫生人力资源
建设上，为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培训更多的人才，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与指导。最
后，还需要解决 WHO 的透明性与独立性及责任制的问题，如建立一个独立的监督和咨询委
员会，以便监督和监测“规划”的制定工作和绩效，指导 WHO 各项活动并通过执行委员会向
世界卫生大会报告结果等。
（二）通过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倡导，力促每个主权国家都能把健康当作国家
优先考虑的事项与议题
虽然新的全球卫生倡议和非国家为体的出现，有力改变了中低收入国家，特别是非洲国
家的卫生筹资模式，但全球卫生治理的挑战，特别是在权利和公平方面的挑战仍然存在。这
些问题涉及关键问题：如何确保所有国家都作出更大的承诺，将卫生作为一种全球公共物品
提供给公众。流行病的发生和传播在近些年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现象且有加剧的趋势。新冠病
毒疫情的发生与扩散，无疑会进一步在国际社会上强化对于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
使得各国政府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加注重推进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及安全治理体系的建设。
[16]
实际上，早在《阿拉木图宣言》中，就产生了“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Health in all
Policies，HiAP）的理念。到了 WHO 举办的第八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审议通过的《赫尔辛基
宣言》
，则正式提出“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并明晰的将 HiAP 纳入到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
目标的战略构成部分，使其成为各国起草后续发展计划时应当重点考虑的政策因素，警示各
国政府和决策者，要从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视角出发、立足于实际、综合考虑公共
政策对健康造成的影响等等。
虽然从国际理念层面，将“健康融入一切”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但是，在一
些低收入国家，实际情形却是有关健康权的观念并没有完全在国家的法律和社会的行动上确
立起来。不少国家的健康教育尚不够普及，民众自身的健康权意识还比较薄弱。除此之外，
基于其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战略物质储备不足，在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实物支持不到
位，快速反应能力不足，卫生工作者人数有限、卫生工作者缺乏训练和适当医疗设备等，导
致疫情第一时间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进而扩散蔓延。因此，必须要着力解决各国在确
保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法律权威方面与公共卫生应对能力上的差距问题。依据集体行动理论，
当代国际相互依存的密度创造了反复的互动，使合作变得可行，将这种逻辑转化为危机背景，
我们可以预期，如果各国在众多政策部门之间进行特别密集的互动，并且有望在未来的行动
中做得更好，那么它们将更有可能共同应对危机。重复的互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促进集体行
动：行为体通过长时间的接触与互动，久而久之，会在互利互惠中，增加了解与信任，减少
误判，甚至最终可能导致行为体之间形成共同的认同感，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偏好并从
[17]
而加速合作。 因此，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
针对认知上的差异所导致合作意愿不足的问题，
首先，可通过创设合理的成本负担和利益共享机制，动态的解决合作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利益
分歧与纠葛，不断的推进合作的深入，利益的融合，形成更多的利益契合点，提升相互之间
的依存度与信任感，进而从理念与意愿层面，缓解因信任度与认同感不够引发的集体行动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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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倡导公共卫生集体安全机制，强调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确保每个主权国家更
加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同时，并在力所能及的的范围也承担对外公共卫生援助义务。
[18]

考量到全人类已经步入安危与共、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阶段。 国际社会上各国家间
存在更多的共同危险和共同利益，也反映了国际法对整个国际社会和人类繁荣的关注，整个
[19]
国际法由共存、向合作再到共进转变。 积极有效的预防和化解共同危险、防范和惩治对共
[20]
同利益的侵害行为，既是国际社会的客观需要，也是国际法强制执行的社会基础。 联合国
创建并发展了以安理会为核心的较为完善的集体安全机制初衷，就是旨在通过该机制，增强
了国际法的强制力，至少是在人类普遍关注的和平与安全领域内，建立起了国际法的强制执
行机制。那么，在公共卫生安全也毫无疑问的成为整个国际社会及全人类高度关注的的安全
领域，将公共卫生安全纳入到集体安全机制，进而建立起国际法上的强制执行机制，无疑可
以有效缓解由于跨国传染性疫情引发的全球疫情带给世界各国经济与人民的创伤，更好的实
现尽可能多的挽救更多生命。
全球化已经深入的大背景下，世界已然成为日益联通的“地球村”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单靠自身力量，就能够战胜传染性疾病这一全球性大挑战，特别是在传染病的传播速度与渠
道加快捷便利的情形下。倘若各国仅仅以本国利益为依归，对于公共卫生安全这一关涉全人
类共同利益的问题，将难以有效解决。因而，必须要把公共卫生安全作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利
益事项来加以强调，并以此为基础，要求各国超越各自狭隘的国家利益，进行国际合作，并
能确保各国在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上各司其职、各尽其力，不推卸和转移责任，以克服乱象丛
生的局面。此时，各国唯有通力协作，才能保护全人类的生命安全与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
[21]
因此，在公共卫生领域，各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是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公共卫生安
全领域，对疫情进行有效防控理应成为国际社会共中所有国际成员的共同责任，需要与国际
社会共同努力。对于在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中，部分国家的机会主义倾向与“搭便车”行为，
其不仅损害了在疫情防控中积极主动的国家的利益与热情，更会严重破坏抗击疫情的整体效
[22]
果的实现，使得其他国家积极抗击疫情，打造国际联防联控体系的努力与心血付诸东流。
正如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所确立的“共同而有区别责任”原则，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也应同
样适用该原则。一方面在应对疫情时，各国无论国力大小、发展强弱，均应承担义务与防控
职责，另一方面，相比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而言，发达国家尤其是有能力的国家，
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多付出一些，也无可厚非。因此，各个国家除了需要对照《国际卫生条
例》，提升国内防控传染病的能力，使各层级应对机制科学化、合理化外。还应承担起旨在
帮助欠发达国家提高传染病监控和应对能力援助机制，并在国别援助的基础上，逐步推动建
④
立健全完善区域和国际援助机制。
在各国对跨界危机做出共同反应之前，必须努力克服相应的障碍，才能确保合作的的有
效开展和良好运行。根据危机管理理论和集体行动的脉络，主要障碍有三：
首先，面对跨界危机，各国必须接受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其次，必须要求，各国必须同
意合作；第三，各国必须共同执行商定的策略。两种文献都确定了一系列条件和因素，这些
条件和因素被认为可以增强或降低面对危机时共同合作的前景。 更具体地说，文献确定了
有助于推动国家克服联合反应障碍的因素。相互依存、甚至相互接触、政治化程度低和相互
信任的条件被认为有助于各国克服前两个障碍。当受影响的国家集团相对较小，有协调机制，
有可行的解决办法，并且有公认的领导作用将各国团结在一起时，就更有可能消除阻碍实际
合作的第三个障碍。毕竟，理性的、利己的个人，不会单纯为实现自己的共同利益或团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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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而行动。因而必须要为各个行为体规定约束规则和集体执行机制，方能减轻搭便车问题，
从而促进合作。为此，就需要设计出一种激励机制，来为各个国家或地区积极行动提供动力。
奥尔森称之为“有选择性的激励”
，意即对待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要做到赏罚分明，从正
面奖励与反面惩罚上来破解成员在集体行动中“搭便车”的行为倾向，使得集体利益与个人
[23]
利益更加趋于一致相容。 具体到公共卫生安全的全球行动问题上，现有的集体安全机制不
失为一条可供选择的有效途径，来破解各国在公共卫生安全合作问题上难以一致行动的困境。
正如有关学者所述，
“国家间合作的加强，降低了“一盘散沙式”的自助措施发生的必要性，
[24]
推动了集中的、集体的强制执行措施的发展、保证了其取得实效的更大可能性”。 如何在
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机制的具体规则设计上，必要要从正向激励角度，积极反馈，增强合作
[25]
的意愿。
同时也要考量逆向激励的问题，对于拒绝合作、破坏合作的做法予以有效的惩治 ，
为此，可以借鉴《巴黎协定》创设了新的遵约机制———透明度框架和全球盘点制度的构建，
以此来确保对各国在公共卫生治理形成制衡措施，切实保障全球应对公共卫生安全治理议题
始终处于进步状态。这样既可以凸显遵约机制的预防理念，强化各国履约能力，进而促成各
国积极开展公共卫生安全建设行动，同时依据各国的能力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从国
际组织框架以及新兴大国处在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上予以的激励，来助推相关国家在
透明度框架和全球盘点制度上构建开展，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安全建设能力。
（四）推动区域间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的完善
根据集体行动创造者奥尔森的核心主张：在集体行动的推动过程中，即使在各个行为体
之间形成了足够的合作共识，此时，也未必意味行为体会齐头并进，共同努力，尤其是考虑
到行为体数量众多的情形下，难免会出现部分行为体所谓的叛逃问题。在集体行动理论的系
统梳理总结了影响集体行动形成并顺利实施的三个因素：参与行动者的数量，协调机制的可
用性和可行解决方案的存在。在行动者数目因素，其就旗帜鲜明的指出：随着团队规模的扩
大，“搭便车”问题日益严重，而成功采取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在下降。这种观念认为，随
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集体行动的前景将会减弱。对此主张的主要逻辑支持是，随着群体中
参与者的数量增加，理性个体做出贡献的激励措施会减少，在大型团体中协调合作者的行为
[26]
只会更加困难且成本更高， 因而受影响的国家或地区越大，则会出现一种协作反应可能性
越小。因此，就有学者提出，鉴于相邻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人员外来和货物流通更加快速便捷，
在公共卫生方面呈现出的共生状态更为明显，安全的共同性展现的更强，因而合作机制的形
成要更为容易。故而要构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中国就必须要在地区范围内先行，在亚
洲，重点放在东亚 10+3，中日韩，东亚峰会以及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开展公共卫生安全
[27]
机制建设。 尤其是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共卫生安全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比如构
建“一带一路”公共卫生安全网络，设立专门基金，进行技能培训和提升，切实增强各国能
力建设，通过推动“10+3”卫生合作机制以及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合作，
以期能发挥出标榜示范作用，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确立了新的标杆。
为此，我国可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加大在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合作，在地区间构筑
应对公共卫生安全的联防联控机制，将“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铺开到“一带一路”的
建设进程中，以此低敏感度议题，来助推互信互惠、互联互通。
（五）提出构筑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等共同参与的多维合作机制方案
公共卫生合作的主体主要有三类：各国中央政府、政府职能部门及地方行政当局，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正式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政府作为倡导者、
引路人主要起战略引领、政策指导作用；相关医疗器械、制药企业及公共卫生服务机构，
作为参与公共卫生关系合作的实际主体，决定着微观合作绩效；其它主体则是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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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的支撑主体，为政府、医药企业提供专业的服务和保障。 实际上，公共卫生更合理的
治理机制应当是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多维合作治理。至少在区域卫生合作方面，
多维合作机制已经被证明是可行而有效的，况且跨国公司、慈善基金会甚至个人，都可
以在全球卫生治理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全球卫生公私伙伴关系、慈善基金会等全球公
共卫生治理行为主体通常会根据各国经济能力、疾病负担和不同背景，确定受援助的国
⑤
家和资金的分配比例等。 由于这些组织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水平更为熟悉，有更加统一
和全面的认识，因此由它们来进行资源分配和项目设计会更加精准和专业，对于促进全
球公共卫生治理更加高效便捷。比如，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盖茨与梅琳达基金会以
及马云的公益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就在协调全球抗疫行动中发挥出了重大的作
⑥
用。 二战结束以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人权，也逐步将关注的重点从国家转移到个人上
来。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和国际舞台上出现的新行动者，包括非政府组织、公司和公
私伙伴关系联盟。总的来说，这些类型的变化正在削弱主权的经典概念，为整个国际法，
特别是全球卫生法的持续演变提供了条件。在强调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
代背景下，国际公共卫生的治理，也应由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力量让渡。尤其是
考量到现代性社会问题所具有的复杂性，仅靠单一机制难以加以完满的解决，必须要充
[29]
分利用“软硬”协调机制，来加以调整大国间的相互关系。 但是，总的来看，非国家
行为体在公共卫生合作领域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非国家行为体在促进信息、知识、
观念的传递，协调各国和合作机制的行为具有独特的作用。而要构建公共卫生安全“软
硬”合作机制，特别注重“软”机制的积极作用，离不开非国家行为体在“软”机制层
面发挥出灵活、有弹性、简单化、易达成共识等特点，来克服“硬”机制反应迟钝、程
[30]
序繁琐、效果不佳等缺点，助推公共卫生安全合作。 因此，从国际法的层面而言，需
要架构起一套多维合作的机制，并在这一多维的合作机制下，充分为在公共卫生安全有
能力的大国、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组织及跨国公司、慈善基金会甚至个人发挥作用提
供便利的通道与舞台，使得公共卫生安全应对能力较弱的国家和地区能够从合作中获益，
[31]
切切实实在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中实现平等互惠、互利共赢的效果。 总之，当下的全球
卫生治理结构存在差距和弱点，这使得它们在应对当前和不断变化的全球卫生挑战方面
相对无效。在应对当前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和缺陷时，需要多元的行为体、机构和程
序。

三、结语
世界各国己经相互依存，成为风险治理的共同体，在面对公共卫生安全所引发的危机与
风险时，没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置身世外。唯有通过更加紧密和积极的合作，才能有效防
止疫情的蔓延扩散，守护世界各国及地区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现阶段在面对公共问题
上，加强国际合作已成为全球趋势，且威力渐显；但国家间的联合抗击疫情与疫情发生之间
也存在着一个较为明显的二律背反。一方面，随着 WHO 协调下的国家之间合作互助、资源共
享，加之高科技的不断涌现，应对公共卫生安全似乎取得了空前的成效，在某个阶段甚至在
表象上一度控制住了传染病的大规模发生。但是另一方面，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公共卫生
环境恶化，近十多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传染性疾病又接二连三的暴发，接踵而至。因此，
建构高效稳定的公共卫生安全国际合作机制是必然趋势，特别是要在国家之间迅速交换传染
性疾病的相关信息，密切协调预防和控制行动，并就技术问题和控制战略进行长期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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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可能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前
[32]
进，构成影响人类历史的一个最基础的决定因素。 致命的全球疫情大流行并不会就此停歇，
未来其无可避免的将还会再继续滋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唯有深入推进构建全球化视
域下的无疆一体化传染病防控体系，架构起以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协调为指导思想的早期
监测、改治并举，并在全球范围构筑起集体行动的机制，使得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处于一
种有序有效稳定的状态，方是人类有效应对传染病这一非传统安全的根本出路。
对于我国而言，通过此次疫情防控开展与各国之间的公共卫生合作，不但会在全球公共
卫生领域创设新的统一规则和制度安排，惠及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也有利于早日实现世界
范围内的全民健康。正如联合国秘书长与 WHO 总干事等国际组织领导人以及相关国家领导人，
对于我国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给予的赞赏一样。面对全球疫情大暴发的严峻形势，我国用
实实在在的行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来为他国提供医疗援助，并全力支持联合国及 WHO
在抗击疫情中的领导作用，为解决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真正地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做实
事做好事，无疑在国际社会上获得了声誉红利，这对于我国和平崛起的道路及发展模式得到
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接受都是大有裨益的。
[33]

尤其是在一个纠偏和重塑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契机下 ，我国应该抓住这一机遇，通过
加深同他国在卫生领域的合作，着重在亚洲以及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就重大传染
性疾病构建起牢固的、常态化的合作应对机制，更好的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解决全
球及地区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的同时，树立和平友好的国家形象与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破除部
分霸权国家妄图以“五眼联盟”中心构筑的反华联盟，粉碎与回击“中国威胁论”的流言，
提升了我国在受援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为推进我国与相关国家在投资、贸易等领域的深化
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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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的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与国际技术转让
马忠法

摘 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与国际技术转让密切相关；尽管国际社会通过积极努力，形
成了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技术转让制度，但由于该制度本身的缺陷及其在实践中的不
足，它未能让现有技术充分发挥出潜能，反而给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带来诸多的消极影响。
新冠疫情下的全球公共健康危机再次为人类敲响警钟：公共健康、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是
人类长久发展不可分离的三位一体，而国际技术转让贯穿它们的核心要素。为此，应借助全
球抗击疫情之机，通过国际技术转让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各国的努力，让发展中国家在公平合
理的基础上获取技术，形成技术能力，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以便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应
对公共健康危机，为人类的久远发展创造条件。
关键词：新冠疫情 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 国际技术转让 和谐社会

2020 年初开始在全球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大流行，与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有着
密切关系：由于全球气温的增加及环境的恶化，新冠病毒的变异、分化和演变超出了科学家
们的预测、防控和应对，导致对其疫苗的开发及病状的治理无法做到迅速有效，以致今天，
我们仍然无法预见何时可以有效遏制该病毒的蔓延及对全球人民身体健康及安全所带来的
最终伤害。1为了维护人类生存、延续和发展，提高生活质量，保障全球人民的生命健康，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越来越关心的话题；2而二者均与技术发展，特别是无害环
境技术的发展和转让，密切相关。这种关系可以通过有关国际组织成立的宗旨或相关条约的
目标看出。1994 年《成立 WTO 马拉喀什协议》开宗明义地指出：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包
括人民的健康水平）、保障就业、增加实际收入以及扩大货物和服务领域的生产和贸易的同
时，各国应当根据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使世界资源的利用达到最优化，保持和维护生态环境，
并采取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措施发展各国经济；同时要确保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
国家能分享到在国际贸易增长中与其经济发展需求相一致的份额3。其目的在于使技术在各
马忠法：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公法、知识产权法与国际贸易的知识

产权法。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研究”（18AF
X02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治创新研究”（18ZDA153）的阶
段性研究成果。
1
截至 2020 年 10 月 11 日 07:06，国外疫情数据如下:累计确诊 37,338,069 人，较 10 月 10 日增加 325,703
人；累计死亡 1，072，331 人，较 10 月 10 日增加 5517 例，增速依然看不到减缓的趋势；其中美国累计确
诊 7942017 人,累计死亡 219244 人，均为全球之最，占相关数据的 20%以上，而美国人口约战全球人口的 4.
7%。参见“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 https://voice.baidu.com/act/newpneumonia/newpneumonia/?from=osari_
aladin_banner#tab4，2020 年 10 月 11 日访问。
2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从新的历
史起点出发，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从 10 个方面绘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
十八大报告不仅在第一、第二、第三部分分别论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成就、重要地位、重要目标，而
且在第八部分专门全面深刻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的各方面内容，从而完整描绘了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2015 年 5 月 5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发布；
2015 年 10 月，随着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增强生态文明建设首度被写入国家五年规划。2018 年 3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八十九条“国务院行使下列职
权”中第六项“（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修改为“（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同志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生态环境保护是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以对人民群众、
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以上表明，生态
文明建设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保障。参见周生贤：“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 中国生态文明》，2013 年第 6 期。
3
See 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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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间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畅通流转，特别是让技术落后国家更易获得适合自己发展水平、为
自己所急需的适当技术，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减少并消灭贫穷，提高全人类的生活水平和质
量，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它与联合国“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4”之追
求、国际贸易 “提高人类生活水平和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最佳地利用全球资源5” 之目
标及环境保护“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水平，更好地保护和管理生态系统，争取一个更为安全、
更为繁荣地未来”6之目的是一致的，即技术转让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三者目标一致，
相互支持。在当下，人类在环境污染、资源日渐耗竭、气候变化、公共健康（如新冠疫情等）、
贫困及恐怖主义袭击等日益严峻的公共问题面前，技术、技术的正当使用及合理转让等制度
变得日益重要和关键：它们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一、环境保护、技术使用与国际技术转让
2004 年 5 月底 6 月初，在全球公演的美国科幻电影大片《后天》虚构了一部人类灾难
之集大成的悲剧：它展示了温室效应造成气候异变带来的后果，地球在一天之内突然急剧降
温，陷入第二次冰河世纪，整个北半球陷入了暴风雪、龙卷风、海啸、地震等各种灾难之中：
冰雹重袭东京，空前飓风袭卷夏威夷，印度罕见飘雪，洛杉矶更刮起史无前例的龙卷风，海
水淹没了整个纽约并使其在两个小时内“速冻”…史无前例的灾难都接踵而来，最后还有由
于受冰川期影响而形成的万里冰封，一个逼真的冰河纪出现了。2009 年 11 月开始上映的
《2012》作为《后天》的姊妹篇或续篇，又给我们人类描绘了由于技术的不当使用、贪婪而
带来的世界末日：由于自然环境和资源长期被人类掠夺性破坏，地球自身的平衡系统已经面
临崩溃，人类面临着空前的灾难；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爆发，强
烈的地震、巨大的火山爆发让人们熟悉的家园变成了人间地狱；人们被迫踏上了求生之路。
这一幕幕场面并非杞人忧天，也非耸人听闻：2004 年 12 月 26 日印度洋爆发的、人类
自工业文明史以来的最大悲剧之一的特大海啸给其沿岸 11 国带来的巨大灾难是；72010 年 1
月海地地震已造成 22.3 万左右人的死亡；2011 年 3 月日本福岛地震、海啸及核辐射等事件
不仅带走了 2 万多人的生命，还给全球的环境等带来巨大影响；2012 年，全球灾害肆虐，
极端天气频发，洪灾、寒流、严重旱灾、热浪、地震等自然灾害席卷全球，致 1.1 万人因灾
害而丧生，各种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 1400 亿美元；2013 年，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灾害事件接
连不断，
全球范围内因灾害导致的经济损失总额达到 1300 亿美元，
导致的死亡人数却由 2012
年的 1.4000 人上升至 2013 年的 2.5000 人左右。2015 年 2 月，发生在阿富汗各地的暴雪和
雪崩造成至少 216 人死亡；6 月-7 月初，印度多地持续高温，已造成 2200 多人死亡，巴基
斯坦南部信德省 6 天持续高温造成至少 1017 人死亡（为 1979 年以来的历史最高），德国、
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等欧洲国家都处于高温预警状态；8 月 9 日缅甸持
续大雨导致全国大面积水灾，10 月 1 日，危地马拉首都危地马拉城附近小镇圣卡塔琳娜－
皮努拉因暴雨引发泥石流，12 月 4 日，印南部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金奈遭遇罕见大雨引发洪
灾，造成至少 325 人死亡，数万人受灾。2016 年 10 月，飓风“马修”在北美大陆肆虐飓风“马
修”在北美大陆肆虐，多个国家遭遇厄运。2017 年 1 月欧洲经历的冷浪；2 月，索马里经历
的干旱是一场全国性的灾难（2011 年造成 26 万人死亡），有超过 620 万人需要紧急人道主
义援助，其中包括将近三百万人正在饿死，干旱带来了除饥荒以外的腹泻、霍乱、麻疹，另
外造成不计其数的童工及家庭分离；5 月，加 拿 大 魁 北 克 洪 水 。2018 年全球各地发生的
自然灾害夺去了上千人生命；其中，地震、洪水以及季风带来的暴雨导致大规模泥石流等自
4

See Charter of United Nations (1945).
See 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1994).
6 中国环境报社编译：《迈向 21 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献汇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 79 页。
7
据报道这场灾难至少夺取约 23 万人的生命，毁坏数百亿美元的财产；波及面不仅仅限于 11 国，北欧、
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诸多国家也有在灾难中不同数目的公民的丧生。这是一场地区性的事件，却带
来了全球性的灾难。有专家指出该场灾难的发生因全球温度升高，海平面上升而大大加重了其破坏性，海
啸越是在浅海和坡度较缓的地带其形成就越易，浪也会越高。参见史明磊：“23 万人丧生！印度洋海啸 1
5 周年，幸存者：我仍然很害怕”，《南方都市报》，2019 年 12 月 26 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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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灾害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9 月 28 日，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发生的地震和海啸导致
2256 人死亡；印度季风带来的暴雨引发大规模泥石流导致超过 860 人遇难，西日本地区大
范围暴雨，造成大规模灾害，构成日本最严重的气候灾害，造成 222 人死亡。2019 年世界
发生的灾难有，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在巴西南部布鲁马迪纽市的一座矿坝溃坝；波音 737 MAX
8 型客机失事，机上 157 人无人生还；澳大利亚森林大火燃烧 9 个月之长；意大利威尼斯遭
遇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水灾，原因是全球变暖导致地中海海平面上升，可以说威尼斯
遭遇的洪灾是气候变化的警告。
以上灾难似乎验证了两部电影虚构的场景，它们在给人类敲响警钟。全球气候有其缓慢
演变的过程，而近百年来人类在技术指导下的活动影响了全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
甲烷和其他的“温室气体”吸收阳光并留在大气层内，令地球气候变暖，有些在大气层可能停
留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此片上演之前，美国国防部委托美国全球商业网络咨询公司做了一
个有关气候的研究，后者于 2003 年 10 月提交了题为《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
的意义》，其中指出：由于气候的变化，人类的农业生产将受到严重影响进而导致粮食匮乏；
在某些重要地区由于天气的剧烈变化引起的更为频繁的水灾和干旱导致淡水资源的短缺和
水质的下降；由于不断扩张的海冰和暴雨，能源供应将不断地被中断。
总之，随着全球和各地容忍人类生存的能力的减弱，全球范围的紧张程度日益加深，有
人预测的“最终世界上只有两种状态存在：防御和进攻――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将不惜代价
保卫自己的资源，而那些运气不佳、资源不足的国家会为食物、饮用水和能源对外发动战争
8”可能会演变为全球面对的生存之竞争，因为这场全球性病毒大流行所带来的危机，已经
在确实威胁着每一个国家：无论国家贫富还是大小。因此，可以说，与以往不同，结成防御
联盟的优先顺序发生了变化：有关国家之间的合作或结盟，首要目标是为了生存的资源（包
括医疗资源如疫苗开发等）而非宗教、意识形态或国家荣誉9。
这一现象告诉人们：人类在享受着技术进步带来的物质财富和文明时，也承载着技术不
当使用将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毁灭人类；技术可以创造财富和文明，但如不因势利导，
合理有效使用，它也可以摧毁它所创造的一切。而且，今天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因国
际技术转让制度的弊端而难于得到其发展所需的技术10，仍在重复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
的老路：破坏环境、能源耗费、排放污染等，这种自残式的发展进一步加重或恶化了人类生
存的环境11。如此既导致大量无害环境技术的浪费，又让人类不能够避免本可以避免的有害
发展之路，甚至带来诸如新型冠状病毒变异、分化进而带来大流行等公共健康危机，让人类
陷于生存危险的边缘。
因此，各国应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制定、完善国际技术转让规则，让发展中国家易于得
到技术，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保护环境，减少灾难，减少甚至消除公共健康危机。

可悲的是在我们今天的现实世界中已发生了类似的悲剧：在一国国内如在苏丹，其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由
于遭受旱灾，其北部荒漠化不断加剧，牧民们纷纷向南部地区迁徙，与当地居民因争强有限的水草资源而
发生武装冲突，自 2003 年 2 月至 2004 年 7 月，该冲突已造成 5 万多人死亡，100 多万难民流离失所，正
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参见李新《苏丹在饥饿与混战中挣扎》，《新闻晨报》，2004 年 8 月 1 日 A7 版。国
际上，如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不论其外包装的理由如何冠冕堂皇，其实质、核心就是欲对石油资源
的掌控；现在它又关心起苏丹，对石油的渴望是重要原因之一，因苏丹南部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目前
日产 30 万捅，且产量还在增加，其石油收入占苏丹政府的 43％。参见新闻分析《美国关注苏丹出于三大
目的》，《新闻晨报》，2004 年 8 月 1 日 A7 版。
9
See Peter Schwartz, Doug Randall An Abrupt Climate Change Scenario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http://www.gbn.org.
10
See Keith E. Maskus，Encouraging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UNCTAD Issue Paper No. 7,20
04, http://www.iprsonline.org)。
11 人类发展至今已经有很多在发展同时避免环境污染和能源耗费的技术，但它们掌握在发达国家企业的
手中，出于利益的追逐，不转让给发展中国家，致使后者重复着第一次现代化付出环境代价的老路，加重
本可不免的对地球的破坏程度，加速地球毁灭进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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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持续发展与技术转让
可持续发展是“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
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需求又不损害别的地区或国家人群满足
其需求能力的发展”12；它是当代人类共同追寻的发展方式，它以不破坏环境和不浪费资源
为条件而获得经济上的进步，一改传统的环境与发展的对立状态，强调发展必须确保人类的
持续存在和发展13。要实现这种方式的发展，技术特别是无害环境技术成为其根本所在。故
为充分发挥技术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技术流动和转让不可避免，尤其是对正在进行工业
化的国家而言，它们最需技术，“技术转让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打造问题对于发展中国
家获得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已变得十分关键”14。一定程度上说，技术转让是全球可持
续发展不可缺少的前提；而可持续发展的顺利进行又能促进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流动。
可持续发展应当实现的公平原则主要分为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其中解决代内公平是更
为根本的，它指在国内缩小贫富差距，在国际上使各国之间经济平等，平等地分享全球资源
和环境，一方面各国拥有按照自己的发展与环境政策开发自然资源和维护环境的自主权利，
同时负有不得对其国境之外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
护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各不相同，因为各自拥有的技术和经济力量不同，技术拥有的越多
使用不当会带来更大的损害，经济越发展对能源的需求、环境的影响也就越大，同时由于历
史的因素，发展中国家受到过殖民主义的掠夺性开发，所以发达国家应负有特别的责任，不
仅仅在于维护自己国土内的生态环境，改变有损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对发展中国家也有
义务帮助它们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和消耗资源的模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输出资金来
保护、治理环境。贸易与环境之间的不和谐完全会因激烈的竞争而恶化，发展中国家的首要
任务是摆脱贫困，在缺乏技术的情况下，只顾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问题定会出现；而发达国
家可能会关注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但迫于竞争的压力和利益的追逐，将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
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将污染后的后果转嫁给其他国家，如产品的价格中含有过多的环保处
理费用等。通过合理使用技术人类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前提是技术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转让，
技术所有人不能因为个人贪得无厌的无止境的利益追求而浪费技术的价值，给人类带来更多
的灾难，所以为了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和全人类利益，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转让技术不
可避免。
21 世纪既是不同于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时代，又是不同于物质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和
可持续发展经济形态的时代15，这种形态的经济完全以信息和高新技术为主要支撑。可持续
发展已成为所有环境保护国际条约的基本目标，现在也是 WTO 的宗旨之一16。它要求我们
既不能把后代的资源和环境在今天消耗殆尽或留下后遗症，也不能对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的资
源和环境造成损害，经济一体化已使以邻为壑的政策极度危险。发达国家应当着眼于人类的
共同利益，通过公平合理、双赢的方式转让技术，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转让切合发展中国
家需要或能帮助它们形成技术能力的技术，使后者发展经济有一个较高的起点，激励各门类
的高新技术的开发和全球性运用，促进全球性可持续发展，避免重蹈其工业化进程中破坏环

《可持续发展小词典》，http://www.acca21.org.cn/para1-2.html#1-2.1。
陈乃蔚：《可持续发展战略视角下的高技术立法问题研究》，《法学》1998 年第 7 期。
14 UNCTAD, Report of the Expert Meeting on International Arrangements for Transfer of
Technology: B
est Practices for Access to and Measures to Encourag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with a View to CapacityBuild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TD/B/COM.2/33, TD/B/COM.
2/EM.9/3, p.5.
15 刘思华主编：《可持续国际经济发展论》总序，第 II 页。
16
See 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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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浪费资源之覆辙。
2015 年联合国通过的《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30 年议程》）
中规定的 17 个目标的实现，从根本上说依赖于技术、技术的应用和技术转让。这一点是毫
无疑义的。《2030 年议程》使用“技术”40 余次，17强调技术开发及其转让和运用在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和意义。然而，这种作用的发挥需要借助于国际技术转让
法律制度及各国的实施方可实现。

三、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的技术转让方面的努力
人类对环境的普遍关注与技术转让和全球化几乎同步，都在上世纪 70 年代前后。其中
涉及环境保护和技术转让关系的重要国际会议有以下四个里程碑：
第一个里程碑是 1972 年 6 月 5－1618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大会，该次会议通
过了《人类环境宣言》、《行动守则》和《关于机构和资金安排的决定》。宣言是纲领性文
件，分为两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宣布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共识。由于技术的发展人类对环境的
影响不再是被动，这种主动行为会带来积极与消极两种不同结果；为避免消极后果，人类必
须在活动的同时遵循 26 项环境保护原则。原则 18 规定作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一部分的
科技必须用来识别、避免和控制环境风险及解决环境问题和满足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原则
20 规定必须在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推动国际国内解决环境问题的科学研发工作，为此
为便于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支持和帮助最新信息的自由流动和经验的交流，应当让发展中国家
易于得到环境技术并鼓励它们广为传播，避免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19。两
个原则的实质就是关于环境技术方面，出于人类共同利益，技术生产国应当多奉献，但是宣
言用词还是在谈到真正义务时用了“should”而非“must”。这些原则奠定了后来诸多环境
方面国际条约技术转让的基础。
第二个里程碑是是 1992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全球性国际环境会议，
会议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作为重要议程，肯定和倡导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即发展和环境相协调
的新型经济模式。会上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21 世纪议程》和
《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文件。其中《宣言》确定的 27 项关于环境与发展的原则中
第 7、9 项原则集中谈到了技术转让问题。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之目的，原则 7 规定：各国
应当本着全球伙伴精神为保存、保护和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而进行合作；由于不
同国家对环境恶化所起的作用不同，各国负有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发达国家承认，鉴于它
们给全球环境带来的压力及掌控的技术与财政资源，它们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努力中应肩负
起责任。原则 9 规定各国应合作通过科技知识的交流提升科学认知水平和加强技术（包括新
技术和创新技术）的开发、更新、扩散和转让来强化内生的能力建设20。原则 14 规定各国
应有效合作来阻止或防止任何造成环境恶化或被发现有害人类健康的活动或物质迁徙和转
让到他国21，它包含了有害环境的技术不应当转让，为 21 世纪议程的“无害技术转让”做
了铺垫。这说明技术转让是可持续发展的一条基本途径，为了环境和发展的协调，技术先进
国有义务向技术落后国转让自己的技术，即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因目前后者靠
自身力量是无法解决环境问题的；同时在转让时，转让的技术范围应受到限制即有害环境和
人类健康的技术不应转让。但在很多场合下生产制造等创造财富的技术无不与环境保护有
17

See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S/70/1.
后来 6 月 5 日被定为“国际环境保护日”。
19 See Declar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at website:http://www.un
ep.org
20 See 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t website:http://www.unep.org.
关于能力建设规定参见《21 世纪议程》第 37.1 条 at website:http://www.unep.org.
21 See 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t website:http://www.unep.or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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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但发达国家为维护自己的竞争优势常无视这一承诺，对技术不予转让或在不公平的情况
下转让，甚至将有害技术转移到他国进行生产。结果是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
在 21 世纪议程是具体落实《里约宣言》的文件，其中涉及技术转让的内容有如何帮助
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环境无害技术转让和财政资源安排及机制等；这三者密切相关，能
力建设是发展中国家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而它依赖于技术的转让和资金的支持，有技术无
资金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难于提高能力。议程中有关于“技术转让” 用了 48 次，特别是
第四篇第 33 章“财政资源和机制”、第 34 章“转让无害环境技术22,合作和能力建设”及第
37 章“促进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的国家机制和国际合作”等对技术转让和发展中国家能力
建设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财力资源、专门知识或技术能力，即使技术
被有些国家获得，也无法真正发挥作用，因此在资金来源和分配、援助机制上要给予便利。
后两章指出“获得科学和技术资料以及取得和转让无害环境技术是持久发展的重要条件；改
进取得技术资料机会的首要目标是促成明智的选择、造成取得和转让这些技术以及加强国家
本身的技术能力”及“接受国需要技术和强化支持,以帮助其在考虑到现有技术和能力的情
况下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专业和相关能力。这种支持使各国,特别是能够使发展中国家
作出比较合理的技术选择。从而这些国家能在转让之前对无害环境技术作出较好的评价,适
当加以应用和管理,并改良已有的技术,改造它们以适合具体的发展需要和优先项目。”从这
两项内容我们足以看出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的关系最为密切，技术转让及其在受方消化、吸
收及创新的结果依赖于受方国的能力建设水平，而受方国能力建设水平的提高又依赖于其能
获得的技术状况，所以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依赖；二者关系的恰当处理可造成良性的互动循
环效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而在技术转让中与里约宣言相呼应，提出环境无害技术
转让的理念和转让要求。总之，无害技术转让、能力建设和资金支持对后来的技术转让条约
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个里程碑是 2002 年 9 月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会上通过的《可
持续发展宣言》明确将技术转让作为全球化下永久消除贫穷的重要手段23，其内容也是 2003
年坎昆会议的重要议题24，它为 WTO 和联合国寻求到新时期的共同话题，并将二者紧密联
系起来。
第四个里程碑是 2012 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里约 20+会议，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
的简称，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6 月 22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25离 1992 年召开的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里约地球首脑会议正好 20 年，会议主题是“我们想要的未来”。该次大会的两
大主题是： (1)可持续发展根除贫穷背景下的绿色经济及 (2)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性框架；而
其三大主要任务为：（1） 更新可持续发展的政治承诺；（2）对可持续发展主要峰会的成
果和执行情况进行评估；（3）确认新近出现的挑战。26在世界正面临着粮食危机、生态系
统加剧恶化以及越来越多的由气候因素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等这些错综复杂但又休戚相关
的危机之际，我们需要深入反思不断增加的人口在地球上和平地、可持续地生存的能力，上
无害环境技术是保护环境的技术,与其所取代的技术比较,污染较少、利用一切资源的方式比较能够持
久、废料和产品的回收利用较多、处置剩余废料的方式比较能够被接受。就污染方面来说,无害环境技术
是产生废料少或无废料、防止污染的“加工和生产技术”。处理所产生的污染的“管道终端”技术也包括在
内。无害环境技术不是光指个别的技术,而是指包括实际知识、程序、产品和服务的整套系统、设备以及
组织和管理程序,这就是说,在讨论技术转让时,技术选择的人力资源开发和地方能力建设方面,包括有关性别
的方面,均需加以讨论。无害环境技术应与国家确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优先事项相符。
22

23

See The Johannesburg Declarat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4 Sept. 2002，at http://www.unep.org/

wssd/.
24
Supachai, Opening Session of Sustainable Trade Day, September 9th, 2003. http://www.wto.org.
25 See About Rio 20 Plus, http://www.uncsd2012.org/history.html.
26
About the Rio+20 Conference, at www.uncsd2012.org/abou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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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问题的解决亟需各国政府与人民的关注。 里约 20+大会为这些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平
台。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是经济、社会和环境得到协调的发展，它们的良性关系将不会对后
代造成消极影响。对此，技术将起到关键作用；消除贫困是目前最迫切的问题，也是可持续
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会议最终文件还敦促发达国家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要求发达国家
以优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境友好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大会通过的“我
们想要的未来”有多处提到技术和技术转让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技术转让在该文件中
得到很好的认可，知识产权讨论的较少，但在这些领域的强有力的坚定行动还需努力。27通
读整个文件,只有三段提到知识产权(其中两段完全一样，即第 73 段和第 269 段),且是围绕技
术转让等而展开的；28然而，它们并没有提到出于无害环境技术转让的实际需要而降低有关
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
上述会议通过了不少国际法文件，对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技术转让等既作出了原则
性规定（如各种宣言中），也做出了具体规范，如《21 世纪议程》，但十分遗憾的是，它们
没有法律强制执行力。尽管如此，它们对相关国际条约和各国国内的相关立法提供了重要参
考和指南。
涉及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技术转让的条约主要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
《京
都议定书》、
《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条约》、
《维也纳臭氧层保护公约》、
《关于破坏臭氧层物质
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危险废物的越境转移控制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安全卡塔赫纳议定书》及《巴黎协议》等约 17 个，其中每个条约或
议定书均涉及到技术转让问题，核心仍是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发达国家在技术转让和资金支
持等方面应当给予发展中国家以必要的帮助，如《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缔约方应采取
一切可行的步骤来适当促进、便利和资助向其他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转让或使它
们得到无害环境技术和专有技术，以使它们能够履行本公约的各项规定；有能力这么做的其
他缔约方和组织也可协助便利这类技术的转让29”、《京都协议书》的“清洁发展机制30”及
《巴黎协议》规定的技术转让机制31等。
现有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转让国际条约可以根据执行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具体目标
的条约，通常有一个内置的执行机制，包括财务机制等，比如 1987 年《关于消耗臭氧层物
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第十条规定了实现无害技术转让的多边基金的来源、组成、用途及执
行机构等较为详细的内容32；这种机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在众多的条约中不多见。另
一类是处理作为广泛目标的技术转让条约，如巴黎公约、TRIPS 协议、伯尔尼公约等，它们
一般只给出目标和原则，无具体操作的内容，如有，多是在程序上的规定，不像前一类涉及
具体实质内容。但无论具体还是概括，二者都依赖于成员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国内政策制订
者们来成功执行，不过前者的执行机制在一定范围内能发挥积极作用。
但总体上说，该方面的国际技术转让规定是原则性的多，缺少可操作性，未能给发展中
国家带来明显的利益。国际社会对此已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如《多哈宣言》重申了 WTO 和
联合国设立的宗旨、目标和原则，并郑重承诺拒绝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使用；并将发展中国
27

William New, Near-Final Draft Of Rio+20 Outcome Document Shows Likely Commitments,Intellectual
Property Watch, 20 June 2012.
28 See The Future We Want, available at http://www.uncsd2012.org/content/documents/727The%20Future%
20We%20Want%2019%20June%201230pm.pdf/ http://www.cfact.tv/rio20-resources/.
29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http://unfccc.de/resource/.
30 即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通过 CDM 发展中
国家从中获得技术和资金。Article 12 of Kyoto Protocol at http://unfccc.de/resource/.
31
See Articles 9-11 of Paris Agreement.
32 See 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 http://www.unep.org/ozone/mont_t.h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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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作为多哈会议的重要议题，强调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和经济
发展应当能分享到世界进步带来的利益，强化的市场准入、平衡的规则以及有着良好目标、
持续给予财政支持的技术援助和技术能力打造项目等对它们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WTO 将
努力减少贫困、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融入到全球经济中，并使它们从中受益33，
其中技术转让成为核心环节。

四、现有国际技术转让中存在的问题及我国的政策
（一） 现有国际技术转让中存在的问题
“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34”但这种致富并非是
为了局部人或个别人致富，而是为了全社会和全人类；获得技术的人更不能以此过度剥削他
人而使他人贫穷，在保护其合理正当利益的前提下，技术应当为所有人所分享。
现今的技术35给一部分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也导致了更多的绝对贫穷，现有的技
术制度未能让更多的人分享到技术带来利益36，反而变成了少数人手中肆意妄为的工具37，
让这个世界朝着更为不公正的方向发展，未能体现技术的正义价值：2017 年，全世界创造
的财富有 82%到了最富有的 1%人口的口袋里，而较为贫穷的那一半人的财富并未见增长；
38
而 5%的美国人掌握着 60%以上的财富，而剩下的 40%由 95%的美国人共同掌握。39在美
国，正如有美国人在反省本国的现实时指出的那样：从 1979 年至 2002 年，该国最富有的 1％
人群工资上涨了 157％，处在低层 20％的人群实际上每年比里根执政初期少收入 100 美元（考
虑过通货膨胀的因素）。从 1983 年起至 2002 年，世界上最富有的 200 个公司利润增长了
362.4％；它们的综合销售量现在高于世界上 10 个国家以外的所有国家国内生产综合总量。
从美国四大石油公司 2002 年前后合并以来，它们的利润增长了 146％—在人们被告知处于
“能源危机”期间40。近 40 年来，美国收入前 1%的群体占有的财富持续增加，远远高于最
底端 10% 群体的总体收入。以 2014 年为例，美国位于收入最末端的居民收入较 1979 年
上升了 26% ；位于收入次末端、中端和中高端的居民收入较 1979 年上升了 28% ；位于
收入高端的居民收入较 1979 年上升了 69% ；位于全美收入排名前 1% 的居民收入较

33

See Paragraphs 1，2and 3 of WT/MIN(01)DEC/120, Nov.2001 Doha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70 页。
35
尽管技术本身同其他智力成果一样对引进国和引进公司而言是把双刃剑(See Keith E. Maskus，Encoura
ging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UNCTAD Issue Paper No. 7,2004, http://www.iprsonline.org)，它
们可能因为不具备最起码的消化、吸收的能力来充分利用技术而浪费了成本，但至少在它们消化之前必须
让它们有办法在公平的条件下得到技术。可惜的是现有的国际技术转让制度，使许多国家获得不到想要的
或适合的技术。
36 30 年前《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就已明确指出“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没有为国际大家庭的所有成
员公平分享。占世界人口 70％的发展中国家只享有世界收入的 30％（王铁崖等编，法学教材编辑部审定，
《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 1982 年 3 月版，第 768 页）”，但由于联合国那几十年的发展失败惨重，
以至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今天的处境比过去作为殖民地时更加恶化，这种情况不但没有任何改进，反而进一
步加剧，财富进一步集中到少数国家的少数人手里，它们进入的不是“发展几十年”而是“生存几十年”。
37
美国、英国等利用高新科技侵略、打击伊拉克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
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年版，中文版序言第 1
页。）。
38 参见：《全球 1%的人掌握着 82%的财富？》，http://m.kdnet.net/share-12624508.html?sfrom=clubclick. 2
020 年 8 月 15 日访问。
39 参见:《贫富差距有多大？国家统计局给出“答案”》，https://www.sohu.com/a/412326628_120474825. 2
020 年 8 月 15 日访问。
40 See Michael Moore，A Stupid White Man, http://www.harpercollins.com/catalog/book_xml.asp?isbn=0060
78127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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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上升了 221%。41美国不仅在国内是这样，它还通过自己的跨国公司在技术的基础上
将这个极端分配不均、不公正的制度通过各个神经末梢向全球扩散，将其在国内的一套完全
照搬到国际社会中，造成了国际社会的两极分化，穷人越穷，数量也增加了：大公司操纵的
经济体制让穷人承担了更多的社会成本，富人不断地搜刮着全球和本国的财产。以汽车消费
为基础的消费文化使得美国人的生活建立在无视环境恶化的前提上，“美国人被宠坏了42”，
浪费与不负责奢侈成为他们下意识的行为…于是文章开头描述的景象在担心人类未来前途
的富有人文主义情怀的人的心中形成了。
此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在技术转让的实践中附加种种不公平
的条款和限制，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获得技术的门槛与成本；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技术、
信息、管理和观念上的劣势，结合自己的经验不足、法律制度不完善和专业人才极度匮乏，
经常处于不利地位。在谈判中，在对方制定的游戏规则中，自己要求引进技术的强烈渴望有
时也成为对方渔利的好条件。姑且不论西方国家如何把严重污染环境的产业转移到亚非拉国
家，以此来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也不谈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如何对技术严防死守，防止外溢，
如何处心积虑地钻法律不健全的空子，利用转移定价等手段，榨取超额利润，单说南北都接
受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带来的现实：跨国公司在诸多南方国家设置了自己的机构，将产
品带到那里并获得了大量的市场，用其抽水机似的机制抽取南方的财富，而南方在让出市场
后并没有获得实质意义上的核心技术；所以“就目前的世界经济实际状况而言，双赢只能是
弱者的愿望、强者的装潢43。
”
更为可怕的是，在民粹主义开始抬头的一些发达国家，少数利益集团或寡头开始控制本
国政府，甚至赤裸裸走到前台代表政府，强调“本国利益优先或第一”，无视人类面对的越
来越严重的公共问题之威胁，打着所谓“国家安全或利益”受到威胁为借口，采取单边或双
边主义，摒弃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法，故意制造技术转让障碍，对技术出口进行管制，人
为造成国际技术转让困境，使人类环境和生态危机进一步加剧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受挫。
为此，我们必须在已有的多边国际合作和相关条约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和强调国际技术转
让的重大意义，完善国际技术转让制度，促进发达国家等履行自己在国际条约中的义务，让
技术落后国家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得到技术，并帮助后者形成技术能力，进而形成利于可持
续发展目标实现的有利条件。
（二） 面对百年不遇变局下的应对策略
面对百年不遇之变局，我国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建立和谐社会；强调生态文
明建设，44要求以可持续发展为其核心和基石，走资源节约型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通过国
际经济技术合作这个平台在公平合理基础上获得技术或进行交流，形成良性互动、共赢，平
衡、健康、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态势45。对环境，我们不能边治理边破坏；破坏后治理的成

参见东艳，刘杜若：《美国贫富差距有多大》，《人民论坛》2019 年第 4 期。
《一个美国人的自我检讨》，《报刊文摘》，2003 年 4 月 18 日第 2 版。
43
高胜：《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从<关于 TRIPS 协定与公众健康问题的宣言>谈起》,《中国仲
裁》2002 年第 2 期.
44 在 2018 年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的修改中增加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将原先的“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里的“新发展理念”核心就是发展也要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其关键
就是“可持续发展”。
45 其具体要求就是：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加强
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落实到着力推动科技进步，创新人才
工作机制，增强开发创新能力，为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上来。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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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更高，甚至根本无法挽回损失46。而新冠疫情下的全球公共健康危机也再次为人类敲响警
钟：公共健康、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长久发展不可分离的三位一体，而国际技术转
让贯穿它们的核心要素。为此，我们可以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做好应对。
1. 国际层面的应对
在国际层面，我们应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坚持多边主义，主张以联合国
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机制，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成员国加入和批准所形成的有关环
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条约的权威，推动无害环境技术的顺畅转让，以推动和形成一个
更为公平的国际秩序。因此，我们既要积极加入体现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的国际环境保护条
约，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完善相关的国内法，又要积极引进技术，走消化、吸收、创新之
路，发展形成自己的无害环境核心技术能力。在国际条约中，发展中国家的义务主要是保护
环境，并形成和提高研发能力；发达国家的义务除了环境保护外，还需在公平合理或优惠的
基础上转让无害环境技术，通过一定的机制帮助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发展中的一员，应当
履行自己在条约中保护环境、转让技术的义务，但也享有分享技术的权利。政府还应大力发
展资本和加快发展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制定鼓励技术转让和科技创新的法规并加大执
行力度，建立和逐步完善技术交易机制，成立专门进行技术贸易的交易所，推动技术转让和
转化47。
我们应继续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践行，并充分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
帮助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情况下，通过我们公平
合理条件下的技术转让条款帮助那些技术后进国家发展本土化技术，走绿色环保的工业化之
路，既利于东道国本国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全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以彰显
在人类面对百年不遇变局下，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及其对人类的积极贡献。更
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推动更为公平、有效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以为更为
长远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而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特别是人民大众的公共
健康安全时，公平、合理、适宜的国际技术转让法律制度的完善十分重要。中国积极履行大
国义务和责任，与有关国家在技术分享和转让方面坚持公平互利原则，让诸多发展中及最不
发达国家受益，已是有目共睹之事实，而某些发达国家坚持自己的利益优先和第一，对相关
技术进行管制，阻碍相关技术（特别是涉及公共利益和健康的环保技术及医疗技术）在公平
合理无歧视条件下的转让与分享，不仅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对有关问题的应对
和解决，也不利于全球公共问题的解决，进而最终也会不利于这些国家自身的发展和安全。
2020 年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再次印证了这一历史上颠扑不破的真理。
因此，面对疫情等公共危机，人类只有合作，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人类长远、
共同利益之维护，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公平合理分享和转让无害环境及维护人类公共健康之
技术，保护好生态及人类生存的健康环境，才能最终确保人类安全和长久发展。
2. 国内层面的应对
在国内，过去由于我们对“经济建设是中心，发展压倒一切”的片面理解，以及地方政
府和企业等过度追求经济发展指标，尤其是短期效益和短期指标，法律意识和观念压抑于发

现实的情况是，环境保护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且地方保护严重干扰环保执法。这种势头必须遏
制。
47 “上海市首届专利及高新技术成果专场拍卖会”于 2004 年 12 月 22 日下午 1:30 在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
2310 号 12 楼（上海市知识产权园）举办。详见《最低 500 元拍到手》载《新闻晨报》A18 版，2004 年 12
月 23 日。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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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后，且将发展片面理解成 GDP 的增长，48很多问题被表面的经济繁荣所遮蔽，
“一俊遮
百丑”，使法律成为摆设：规定是规定，执行是执行，执行与否、执行如何无人监督，其带
来的后果常与立法的预期目标背道而驰。
上述表现在环保方面表现尤其突出。江浙一带是我国乡镇企业发展较为集中和发达地
区。但是与早期工业化国家一样，我们还在重复着他人曾经犯过的低级错误：边发展、边污
染，后治理。这是许多乡镇企业的思路，也是不少地方政府的思路：因为发展压倒一切，于
是污染防治就退居二位。笔者曾经走访江阴市祝塘镇的镇政府和一些民营企业家，与他们探
讨发展与环境污染问题，他们认为：没办法，因为他们治理，处于河流上游的单位并不治理，
这样使他们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该镇有近两千家企业，有不少是中外合资企业，引用国外
的先进技术生产，许多产品（主要是轻工类）出口到欧洲、美国，但这类产品的污染均没有
有效的治理。我国早已制定有关工业污染处理的法律法规，但不能很好执行，这不能不说是
一个缺憾：外国公司在本国生产类似产品时，肯定会有有关污染处理的技术，为何我们的企
业在引进生产技术时不愿考虑，还是别人已转让，我们不用？国外人对你的环境破坏不会给
予太多关心的，因为他们关心的就是高额利润，何况中国环境的破坏影响不到他。我国现有
的法律规定还造成下面一个事实是：守法成本高于违法成本（治理环境所花的费用高于政府
处罚的成本）。这也可能是目前环保法较难执行的一个深层原因。而且，发达国家的跨国公
司在我国生产相关产品时，其完全可以达到其母国所要求的环境保护标准，但由于我国在某
些产品生产的环境标准方面较低，它们并按照我国的标准进行生产。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
加大研究，寻去积极有效措施，要求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该方面的社会责任采取就高不就
低原则，49以利于我国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此外，绿色产品、绿色 GDP 应早些引入国内生产的各个环节，包括引进先进生产技术
时有无污染处理的技术或会否带来污染、污染治理的成本多大等均予以考虑。2004 年 11 月
15 日国家环保总局在北京组织召开全国环境科技工作会议，会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
庆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万元 GDP 能耗水平超过发达国家 3-11 倍，资源和环境的承
载力已近极限50；照这种势头下去前景不得不让人担忧。因此，我们不仅要注重发展的数量，
更要注重发展的质量。另外，在国际市场上无环保标志则意味着无市场，即环保意识不强意
味丢掉市场。51公众的钞票是市场上产品的选票，谁有环保标准，它们就投向谁，它们决定
了市场。因此，环保法不切实执行，会带来双重损失，既破坏了环境，又丢掉了国际市场。
总之，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相对完善，已自成体系，当然仍需随时代发展而不断修正。
但目前来说，执法更为重要。我国打击盗版、侵权等的执法力度在不断加大，但在执行涉及
技术转让的规则方面尚需努力；对外商投资企业中，认定高新技术的规定，禁止技术转让合
同中不公平条款，尤其是限制性条款等的规定及环境保护、能源耗费等法规的执行，更要坚
决。我们希望政府应适当积极介入，以维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我国企业的利益。我们在执行对
外优惠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是彻底的，但在执行维护本国企业利益规定方面，尤其是环境保
护方面，也不能有丝毫放松，因为引进外资的最终目的是要服务于本国利益，促进本国经济
其实早在 20 多年前，联合国文件就指出“发展不应仅体现为 GNP 总值的单纯功能，它应被理解成人与集
体一致的和谐发展”。参见克里斯蒂安.托穆沙特，《发展权》，载论文集编辑委员会，《当代联邦德国国
际法律论文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49 具体分析参见马忠法，胡玲：《论跨国公司投资环境责任的国际法规制》，《 海峡法学》2020 年第 2
期。
48

50

解决这些难题需要包括科技在内的全方位综合措施，对环境科技工作提出非常高的要求。http://news.to

m.com，2004 年 11 月 16 日，来源:中国新闻网
有人做过调查，不同国家的客户买商品时看商品上有无环保标志（绿色标志）的比例如下：美国 89％，
荷兰 84％，德国 90％。（中央电视台第十套节目“走进科学”栏目，http://www.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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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为此，可建立执法监督队伍或专门机构，打击各种违反我国法律规
定、有损国家或企业利益的行为。

结论
技术发展与转让在全球化下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2003 年 11 月在珠海召
开的全球政府、企业高级会议上，与会者达成共识：技术是《珠海宣言》的基础。联合国千
年宣言中树立的目标也是以技术为基础的，技术转让能帮相人类解决这些问题。“科学技术
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应该有利于建立高效、合理的经济体制，推进科技进
步并合理利用科技成果，促进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推动世界各国经
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52；可持续发展、有效利用资源、环境保护等无不与技术相关。
2019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在以“打造可持续发展议程”为主题的第 23 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
论坛上指出，“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产物，契合世界上绝大多数
国家的共同诉求”；各国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方愿同各国分享包括 5G 技术在内的
最新科研成果，共同培育新的核心竞争力，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他认为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当
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相近、理念相通，都将造福全人类、
惠及全世界；他还表示中国愿继续同各方携手努力，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体现人类命运共
同体担当，倡导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共同创造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53这些观点，为
构建更为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法律制度提供了指南。
今天与未来的形态经济是以信息和高新技术为主要支撑，其目的是提高人类生活质量，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护或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天人合一，在此基础上建立人与人和谐的社
会，一改工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相矛盾、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能源为代价的人类自杀行为及社
会中存在的在人剥削人和充满敌意的状态。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世界上约 200 个国家的经济
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有些已经进入高度发达阶段，有些还在工业文明的初级阶段。工业文明
的最大弊端就是造成人与环境的对立与矛盾，前文所说的环境、气候的剧变等是工业文明
300 多年来的恶果。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烟囱时代”的工业化阶段，现有的诸多环境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们造成的；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对我们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起着主导作用。
因此发达国家除了在治理环境方面应当承担大部分责任外，它们也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汲
取历史教训在自己走向工业文明时避免对环境造成进一步的损害，而最大的帮助不是其无私
的技术援助，而是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将掌握的核心技术转让给需要技术的国家，造福人类。
鉴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状况，我们需要构建和完善体现公平原则的国际技术
转让法律制度，鼓励和促进发达国家在制定本国技术转让有关政策或法规时，应体现出推动
本国跨国公司积极向前者转让技术的价值取向，并提供一定、确实可行的优惠；在此前提下
可建立稳固的基金和技术援助机制，以加快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的形成，让跨国公司和技
术受让方双赢：既获得经济发展，又不破坏环境，跨国公司还可以获得其期望的利益。同时，
发展中国家，既应意识到自己的国际义务，更应加强国内在国际技术转让方面有关环境保护
的立法和执法，特别是执法，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与发达国家一道共同推动具有高级生态文
明特征的和谐、美丽、健康和安全世界的建立。

52
53

参见《珠海宣言》，2003 年 11 月 6 日，中国新闻网。
参见习近平：《坚持可持续发展 共创繁荣美好世界》，《人民日报》，2019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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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后措施的国际监管合作问题分析
耿旭洋
摘 要：原有国际经贸规则谈判主要关注各国的边境措施，如关税、配额，但在多边贸易体
制的推动下，各国的平均关税水平总体上普遍降低，对贸易的各种配额和数量限制也大幅减
少。相较而言，以国内法规政策为主要内容的边境后措施逐渐成为贸易投资进一步自由化的
重大障碍，受到跨国公司和其政府的日益关注，鉴于此，为了更好推进贸易便利化、自由化，
国际监管合作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经贸谈判中的焦点话题，所谓国际监管合作，就是一系列体
制和程序框架，在这些框架内，不同国家之间可以共同努力，在诸如问责制、公开性以及主
权等民主价值观的约束下，针对国际经贸的监管。目前国际监管合作的范围十分广泛，不过
国际社会尚没有关于国际监管合作的具体类型划分，当下常用的几种形式包括监管协调、相
互认可、监管等效以及良好监管实践等。监管协调倾向于设置单一的监管标准，比如授权
WTO 这种国际组织制定全球性的劳工、环保、卫生和安全标准，但这种集中式的监管规则
可能无法防止隐形的贸易保护主义，且会导致监管效能的降低。相互认可强调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参与方使用不同的监管体系，但是它们相互承认彼此的监管体系是等效的，其最大优势
在于可以刺激各国之间在管理政策透明度和开放程度方面的竞争，从而推动成员国间政策的
趋同化。监管等效指两个或更多国家之间可以采用不同的监管体系，但是其对于同一种产品
的监管标准是相同的，而且对于监管的效果也是相互认可的。良好监管实践多年来一直是
OECD 和 APEC 等组织工作计划的重点，主要包括提升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在规则制定过程
中咨询利益攸关者，设立拟议监管措施的影响评估机制等。实际上，关贸总协定早期就存在
国际监管合作，在 GATT/WTO 的发展过程中，涉及到监管合作的主要内容包括进口许可证
制度、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等非关税壁垒措施，其中以《TBT 协议》
和《SPS 协议》体现最为突出，GATT/WTO 虽然在推动多边监管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是对于处理非歧视性的国内监管措施成效有限。目前国际上解决监管不一致的主要途径是
区域贸易伙伴之间达成特惠贸易协定，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署了《更紧密的经济关系
贸易协定》，主张通过联合认证和统一制度，建立联合监管机构以及涵盖职业资格和产品标
准的相互认可安排来实现更深层次的监管合作。《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其中专设第
28 章“良好监管实践”作为美墨加三国关于国际监管合作的最新尝试。虽然特惠贸易协定在
促进国际监管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无法覆盖全球价值链上的所有主体，因此无法
有效促进全球一体化，但对于实现贸易自由与更好监管的目标来说并非最佳路径。国际监管
合作的法理基础为主权让渡，在推动监管合作与各国监管主权之间存在着天然矛盾，因此在
推动国际监管合作的同时应当重视平衡监管主权与贸易自由。而各国不同的政治架构与监管
体系导致了各种障碍，政策孤岛、利益差别、信息欠缺等，因此亟需搭建信息交流平台，设
立监管合作委员会、建立适当的补充机制以解决上述障碍。对于当前 WTO 以及特惠贸易协
定在推动国际监管合作方面的能力不足，可以考虑采取 WTO2.0 模式即开放式诸边协议
（OPA）作为未来国际监管合作的发展新方向，OPA 针对特定议题领域授权该领域的监管
机构进行合作，从而降低一成员国向其他成员国出口本国生产的货物和服务的成本，并且建
立了持续性相互审查各方监管标准和实施情况的框架，在此框架下，各方可以共同评估潜在
的替代方案及探讨如何应对新的发展变化。较之特惠贸易协定 OPA 透明度更高，且 OPA 对
第三国施加的负外部性亦小于特惠贸易协定。在国际监管合作如火如荼推进的背景下，中国
目前存在监管体系透明度较低、国内监管合作的部分缺乏统一等问题，因此，中国应当重视
国际监管合作，深化国内监管体系改革，积极参与国际监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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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经贸谈判更多的关注各国的边境措施(border measures)，如关税壁垒和非关税边
境措施，致力于推动关税减让和开放市场准入。经过几十年的国际谈判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发
展，传统的贸易障碍逐渐淡化，世界各国的平均关税水平普遍下降，对贸易的各种配额和数
量限制等非关税措施也受到约束和规范。而随着交通运输工具的不断更新以及信息通讯技术
革命的开展，思想流动成本不断下降，
1全球生产和贸易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此种变化的重要例证是以中间品贸易扩张为主

要特征的全球价值链（the Global Value Chain，GVC）飞速发展，2所谓全球价值链，是指在
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
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过
程。3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数据，2015 年全球价值链即已覆盖世界贸易的 57%。4随
着以中间品贸易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发展，传统的贸易形态随之发生改变，
产业边界逐渐模糊，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商品和服务生产与供应的全球化网络中，一种产
品的不同环节往往是在不同国家完成设计、组装和生产的，不同国家对产品质量认定标准体
系的不一致导致了新的贸易障碍——各国采取不同的标准衡量产品的合格性、安全性和环保
性。虽然这些监管规则的目的往往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但它们可能导致对国际贸易的限制
或歧视。传统上，国际贸易协定通过国民待遇义务要求缔约方不得歧视外国货物或服务提供
商以解决因国内监管导致的贸易壁垒，但实践中即便不存在歧视性待遇，各国之间监管规则
不一致也会导致国际贸易成本提高，5因为各国的产品往往要经历多重关卡才能进入对方市
场，合规成本（compliance cost）会随之增加，最终导致经济效益降低。
因此，为了降低这种监管不一致（regulatory differences）或者说监管分化（regulatory
divergence）带来的负面溢出效应（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s），促进贸易自由化，国家之间需
要进行国际监管合作（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
。当前各国政府试图通过各种国际
监管合作努力作出回应，以建立监管对等关系及促进各国监管目标的趋同，监管一致性原则
亦逐渐成为自由贸易协定的必备条款，协定各方希望通过有效的合作机制促进监管实践，消
除不必要的壁垒，减少标准的区域化差异，使彼此间的贸易投资监管措施更为透明、协调和
一致。6

一、国际监管合作的概念、目标与方式
2012 年，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OECD）通过了《监管政策和治理理事会建议》，其中
提到应当将国际监管合作作为评估监管质量的关键要素，OECD 在 2013 年的一份报告中提
出应当将监管合作作为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途径。7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TPP、

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曾指出阻碍市场全球化发展的三大限制因素，即货物运输成本、思想
（技术）传播成本以及人员流动成本。
2 Richard Baldwin, 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4.
3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2002/2003, Vienna, 2002.
4 WTO，World Trade Statistical Review 2019, 2019, p.42.
5 Alan O. Sykes, The (Limited) Role of Regulatory Harmon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Goods and Services
Markets , 2 (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53- 57 (1999).
6
Alan O. Sykes,“The ( limited) role of regulatory harmon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goods and services markets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 1, 1999, 49；李冬冬：
《
“21 世纪贸易协定”技术性壁垒规则：内容、
特征及启示》
，
《国际经贸探索》2016 年第 11 期; Eugenio Briales Gómez－Tarragona, Daniela Gómez－
Altamirano. 2015. The TPP: How to Facilitate Business through Legislative and Regulatory Reform, IL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12(2): 371-372.
7
赵龙跃：
《制度性权力：国际规则重构与中国策略》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316 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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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IP 等主要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也都提到各国应当努力推动监管合作，其中以美国和欧
盟为首的发达国家在此议题上显得颇有雄心，它们尝试通过设计合理的监管合作体系以探索
更为高效的国际监管合作。
（一）国际监管合作的概念
所谓国际监管合作（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 IRC），就是一系列体制和程序
框架，在这些框架内，不同国家之间可以共同努力，在诸如问责制、公开性以及主权等民主
价值观的约束下，针对国际经贸的监管方式、监管标准和监管机构进行一定程度的统一和协
商，建立合适的规则制定和执行系统。8国际监管合作的法理基础是国家主权（sovereignty）
的让渡（transfer）。主权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在 1648 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
属于国家内部的最高权威，在国际关系领域意味着国际干涉由于构成对国家主权的践踏而成
为一种不被国际社会接受的行为。然而，主权让渡理论认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演进，人类
社会的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特征愈发突出。虽然对于国家而
言，主权利益是第一位的，但在相互依存的情形下，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世界体系和全
球利益的制约。因此，为了参与世界事务与国际社会规则的制定，为了换取更加有利的外部
发展环境，共同应对那些单一的主权国家难以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国家需要同国际社会协调，
对目标和政策以及参与国际行为的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自主有限地让渡主权。9边境后的
国内监管是属于一国经济主权范畴内的事务，涉及一国的经济体制、规制与政策，因此，和
传统的边境措施相比，要求各国让渡部分主权的性质更加突出。
（二）国际监管合作的目标
不同于国内监管合作意欲实现的目标，如保护健康、安全和环境，国际监管合作的核心
目标是促进国际贸易便利化、自由化。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更为现实且应被普遍接
受的目标：
1、促进经济活动，同时确保安全、人类健康、环境、动植物领域的重要社会目标不受
损害。换言之，认识到国际监管合作和各国国内的社会目标是相辅相成而非相互竞争的。
2、专注于回报最大的领域。监管合作的倡导者在选择监管合作的领域时往往会考虑到
在该领域推行监管合作是否值得，即需要进行成本收益评估（cost-benefits )；
3、考虑到各种选择，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合作。这为各国之间达成监管等效、监管协
调和相互认可协议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为一个国家单方面调整其规章制度与贸易伙伴的规章
制度或国际调整提供了可能性。监管合作应当包括简化法规和减少繁文缛节(red tape），且提
供国家间采用非正式安排的可能性，例如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4、就私人公司而言，减轻公司的监管负担、降低交易成本，消除货物和服务、投资和
人员跨境流动的障碍。
事实上，经济评估显示，与进一步削减关税相比，更好的监管合作将带来更大的收益。
具体而言，国际监管合作可以带来贸易额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提高、鼓励创新、产品竞争力
提高、增加居民收入和提高就业率水平等。10对于交易者而言，国际监管合作可以为生产商，
进口商和出口商简化流程，如认证程序，消除重复和不必要的要求从而降低认证成本和控制

8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Regulatory Cooperation for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Paris OECD, 1994), 15.
9 刘凯：
《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让渡的必然与必要性》
，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 年第 5 期。
10 OECD: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 Addressing Global Challenges, 2013 Report, 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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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对于监管者而言，国际监管合作减少官僚主义，增强对其他国
家监管方法和决策过程的了解和认识。OECD 曾在 2012 年就国际监管合作重要的潜在收益
向 19 个国家进行过调查，调查设计了降低经济成本、提高贸易和投资、管控跨国风险、增
加透明度、增强跨国合作和提高管理效率六个领域，最终结果显示大部分国家都认可国际监
管合作在这几个领域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11
（三）国际监管合作的方式
应当注意到，虽然目前国际监管合作的范围十分广泛，但是国际社会并没有就国际监
管合作的具体类型划分达成共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 2013 年的一份报告中按单边、诸边以及多边三类层
次列出了十一种国际监管合作的具体方式。就单边层面而言有五种方式，分别为采纳良好监
管实践（adoption of good regulatory practices）、采纳国际协定（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寻求国际情报（seek out international intelligence）、咨询外国利益相关人（consult
foreign stakeholders）以及评估跨越边境的影响（assess impacts beyond borders）；在诸边层面
OECD 列出了四种方式，分别为谅解备忘录（memoranda of understanding）
、互相认可/等效
（mutual recognition/equivalence）、贸易协定中的监管条例（regulatory provisions in trade
agreements）和监管合作伙伴关系（regulatory co-operation partnerships）
；而在多边层面有两
种 具 体 方 式 ， 参 与 国 际 论 坛 （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fora ）， 即 政 府 间 组 织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和签订特定谈判协议（specific negotiated agreements）
，12虽
然 OECD 对国际监管合作做了较为细致的划定，列出了 11 种监管合作类型，但该报告亦指
出监管合作并不限于这 11 种。此外，伯纳德·霍克曼（Bernard Hoekman）教授根据是否需
要承诺不做某事或是否需要采取积极行动等标准将监管合作分为浅层次监管合作
（“Shallow”）和深层次监管合作（“Deep”）
。浅层次监管合作主要限于承诺提高监管透明度，
建立流程以便各方可以通过该流程相互交流和协商，以及承诺在采用新法规之前征求意见等
举措。更深层次的监管合作则涵盖了从相互认可（mutual recognition）到接受等效的监管体
制（equivalence of regulatory regimes）各种可能的合作方式。13
通过梳理，笔者认为当前国际监管合作的主要形式有以下四种：
（1）监管协调
一些学者认为，为防止“削高就低”（races to the bottom）14的发生，避免各国仅仅以其
本土方式制定规则，有必要制定国际规则、设定全球监管标准以减少隐形的贸易保护主义。
这种统一的监管模式（regulatory model）即监管协调（Harmonization），德雷兹纳教授将其
描述为“趋同于单一的监管标准”，15比如授权 WTO 这种国际组织制定全球性的劳工、环保、
卫生和安全标准，通过该模式可以实现劳工、环保、卫生和安全等价值观和自由贸易之间的

11

OECD: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 Addressing Global Challenges, 2013 Report, 84.
OECD. 2020,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Adapting rulemaking for an interconnected world. Paris:
OECD.
13 Hoekman, B., ‘Behind-the-Border’ Regulatory Policies and Trade Agreements, East Asian Economic Review
vol. 22, no. 3 (September 2018) 243-273，http://dx.doi.org/10.11644/KIEP.EAER.2018.22.3.344.
14
“削高就低”是指公司或国家试图通过牺牲质量标准或工人安全，违反法规或支付低工资的方式来获得竞
争优势，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在 1933 年 Liggett vs. Lee 案中提到“削高就低”，他指出各
州是通过放宽规则而不是完善规则以获得竞争优势。本文中的“削高就低”是指各国为了在全球经济中吸
引和保持生意会采用较低而非最佳的监管标准。
15 Dresser, D. 2007. All Politics Is Global: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Regim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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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然而有人批判，这种无视成员不同观点或不同发展水平的集中式的监管规则，非但不
能防止隐形的贸易保护主义，反而会导致监管效能的降低，16比如利益集团会控制该组织并
以对其有利的方式进行监管，这对于其他市场主体而言无疑是不公平的。17GATT/WTO 在
进行技术壁垒协定谈判时，美国谈判代表曾明确指出，在标准管理问题上，一些国家采取政
府强制监管，一些国家则采用私人部门制定的自愿标准，因此在寻求因标准不一致产生的非
关税壁垒的解决方案时应考虑到不同政府在标准化领域职能差别很大这一事实。182020 年 3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制定中的《欧洲工业战略》（草案），计划“制定具有欧洲价值特征的
全球标准”，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专家罗伯特·阿特金森及埃林·奇沃特联合发布的针
对该草案的评论意见中就批评欧盟的战略没有充分尊重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他们指出，在
某些特定问题上，一些国家并不认同欧洲的价值观，因此欧洲应尊重这些差异，而不是试图
将欧洲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19一些特定产品只有个别企业才能制造，因此，一项管制该产
品的法规——即使是一项按照效能标准表述的透明的法规——的管制力，将会仅仅落在该个
别企业头上。这种管制范围上的不平等，为变相保护主义提供了机会。20为了避免上述情形，
确保市场运行的公正性，应当允许各国的国家机关拥有创设监管政策的自由裁量权，因为国
内政府比国际机构能更好地确定监管的合适对象，国内政府更熟悉本国的民族特点和传统，
相较于国际官僚机构对民众更负责任。21
（2）相互认可
相互认可（Mutual Recognition）指虽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使用不同的监管体系，
但是它们相互承认彼此的监管体系是等效的，产品可以在不同国家自由流通，能够合法在一
方管辖范围内销售和消费的产品也可以在另一方管辖范围内销售与消费，无需额外的监管控
制程序。实践中，相互认可需要最低限度的政策协调，即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参与方采取相同
的规范。22以食品安全标准为例，相互认可意味着参与一方确信另一方的国内食品安全规范
足以确保食品满足自身的安全标准，反之亦然。但如果两方之间的相关国内规范相差甚远，
则不能适用相互认可。23此外，即使双方统一了各自的规范，但如果它们都要求在销售之前
检查产品，那么贸易仍可能受到多余成本的影响，只有在双方相互认可或接受各自的执行制
度是有效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消除多余的贸易成本。相互认可在推动政策协调和一体化发展的
最大优势是有助于刺激各国之间在管理政策透明度和开放程度方面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又有
助于推动成员国间政策的趋同化。24

[美]约翰·O·麦金尼斯、马克·L·莫维塞西恩：
《世界贸易宪法》，张保生、满运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4 年，第 9-11 页。
17 赋予 WTO 监管功能会增强聚结式利益集团的能量，破坏该组织抗衡贸易保护主义集团的目标。这种监
管功能会要求相当的制定政策的自行裁量权，因为有必要在相互竞争的监管方案中作出选择。最适于担当
此任的结构，很可能类似于一个委员会或行政机关，而此种肩负国际监管重任的委员会或机构将特别容易
被保护主义利益集团所劫持。
18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3 on Non-Tariff Barriers，Examination of Items in Part 3 of the Illustrative List
(Standards Acting as Barriers to Trade), com. IND/W/41, November 26,1976. para.6.
19 《ITIF 认为欧盟新工业战略方向明确但仍有改进空间》
，载微信公众号“WTO 快讯”，2020 年 3 月 16 日。
20 [美]约翰·
O·麦金尼斯、马克·L·莫维塞西恩：
《世界贸易宪法》，张保生、满运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4 年，第 112 页。
21
[美]约翰·O·麦金尼斯、马克·L·莫维塞西恩：
《世界贸易宪法》，张保生、满运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4 年，第 125-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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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龙跃：
《制度性权力：国际规则重构与中国策略》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318-319 页。
23
Hoekman, B., Trade Agreements and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 in a Supply Chain World (January
2015). Robert Schuma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RSCAS 2015/04.
24
刘光溪：
《互补性竞争论——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 年，第 329 页。
16

416

（3）监管等效
由于寻求各国之间普遍的政策协调存在极大的难度，尤其对于已经实施的监管措施而言，
再寻求政策协调是极其困难的。而相互认可亦存在限制，要求各方之间相关规范应当满足最
低限度的政策协调，因此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实践中关于这两种传统监管合作方式的替代
方法是，各方加强监管体制的融合以达到的“监管等效”（Regulatory Equivalence）或“加强的
相互认可”（enhanced mutual recognition）25。
监管等效指两个或更多国家之间可以采用不同的监管体系，但是其对于同一种产品的监
管标准是相同的，而且对于监管的效果也是相互认可的。在监管等效体系下，所有参与方都
承认彼此的监管体系是可以相互认可的，并且其监管合作的目标、过程和机制都是对等的和
统一的，监管等效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各方监管体系所追求的监管目标或监管结果非常相似。
相较于上述第 2 项标准的相互认可（standard mutual recognition）
，加强的相互认可在程序上
更为简单：在标准的相互认可机制下，参与一方的规范要经过测试、审查等程序才能被另一
方认可，而在加强的相互认可机制下，参与方之间无须经过测试、审查等程序即认可彼此之
间的规范以及监管过程和体系。采取监管等效这种方式的必要条件是参与方之间相互信任，
建立此种信任要求各方事先进行“相互评估（mutual assessment)”26，以确保各方的监管目标
和 实 施 体 系 “ 等 效 ” 。《 欧 盟 -美 国 有 机 等 效 性 安 排 》（ The EU-US Organic Equivalency
Arrangement）中就要求各方能够认识到彼此之间的有机认证程序具有等效性，以使得出售
有机产品的欧盟或美国生产商不再需要为两项单独的认证支付费用并遵守两项单独的有机
生产标准。在监管等效机制下，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机构往往会趋于采取相似甚至共同的
标准，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改善监管结果。27此外，从经济角度看，将监管等效作为监管
合作的一个重要要素有许多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各国政府没有必要就最低共同标准或规范的
实质内容达成一致，减少了冗长的协商谈判过程，从而节省了费用；另一个方面，这意味着
企业在竞争外国市场上有更多的机会，从而为消费者带来更大的福利。
（4）良好监管实践
良 好 监 管 实 践 （ good regulatory practices ， GRP ） 包 括 提 升 决 策 过 程 的 透 明 度
（transparency），在规则制定过程中咨询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 involvement），设立拟议监
管措施的影响评估机制（impact assessment，IA）等28。良好监管实践多年来一直是 OECD
和 APEC 等组织工作计划的重点，这些组织通过引入良好监管实践，对各成员方国内监管
进行规范化，试图实现不同体系管制之间的无缝链接，减少标准差异性，提高规则透明度，
促进全球或区域生产网络内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29OECD 与 APEC 提出良好监管实践应当
包含如下几种因素：监管影响分析（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RIA）、成本-收益分析
（ cost-benefit analysis ）、 基 于 风 险 的 分 析 （ risk-based analysis ）、 基 于 实 证 的 决 策
（evidence-based decision-making）、跨部门协商（inter-agency consultation）、与受影响群体

25

European Commission. 2004.“Priorities for Bilateral/Regional trade related activities in the field of
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s for industrial products and related technical Dialogue,” staff working paper,
Brussels, August 25. SEC(2004)1072.
26 Messerlin, P. 2014.“Negotiating Mega-Agreements: Lessons from the EU,”EUI RSCAS Working
Paper 2014/112.
27 Sabel, C. 2014.“Regulatory Equivalence: What it is and why it is equivalent to a new kind of
regulation,”presented at the 12th ELSNIT conference (EUI, Oct. 16-17).
28
OECD. 2013.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 Addressing Global Challenges. Paris:
OECD; Basedow, R. and C. Kauffmann, 2016.“International Trade and Good Regulatory Practices:
Assessing the Trade Impacts of Regulation,”OECD Regulatory Policy Working Paper 4.
29
陈志阳，安佰生：
《多双边贸易谈判中的国内规制问题》
，
《国际贸易》2014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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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且透明的磋商（full and transparent consultation with affected parties or the public more
generally）以及对现有规则的系统性审查（systematic reviews of existing regulation）
。30在良
好监管实践中，RIA 机制占据了重要地位，它是一种政策工具，可以有效协助监管机构评估
其正在制定的法规的必要性和潜在影响（比如在成本、收益和风险方面的影响），以判断该
法规是否可能实现预期目标。31RIA 机制的主要目的是从社会角度确保监管能够提高福利，
即收益将超过成本，它主要承载了以下功能：确定监管机构打算解决的问题和政策目标，包
括对问题重要性的评估和对监管需求的列举；考虑是否需要监管以实现政策目标，或是否可
以通过非监管的方式实现目标；评估有效且合理可行的潜在替代方案；评估每种可选方案的
成本和收益，解释所选方案优于其他可用方案的原因等。

二、国际监管合作的发展演变
实际上，国际监管合作并非一个新概念，在关贸总协定早期就已经可以发现部分国际监
管合作的存在。WTO 成立后，多边监管合作虽然有所发展但进程缓慢，取得的成效有限。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随着一系列区域及超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兴起，国际监管合作
规则制定也有了新的发展动向。
（一）GATT/WTO 下的国际监管合作
早期国际监管合作的主要机构是 GATT/WTO。GATT1947 时期的东京回合谈判在限制
非关税壁垒的措施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就进口许可证、海关估价、补贴与反补贴、政府采购、
贸易技术壁垒、反倾销、民用航空器、牛肉和奶制品等方面达成了九个协议。随后的乌拉圭
回合中又增加了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等非关税措施谈判。总体来看，在 GATT/WTO 的发
展过程中，涉及到监管合作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的非关税壁垒措施—进口许可证制度、
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
WTO 下《贸易技术壁垒协议》（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BT 协议）针对政府对商品施加的强制性的技术要求，采取了比国民待
遇更进一步的规则，要求成员制定技术法规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并采取实现其法规目标所
需的对贸易限制最少的措施，不得对源自其他成员的产品造成歧视性或不必要的限制。实际
上，技术标准本身并不构成一种贸易壁垒，但是技术标准的不一致或认证程序的不当会形成
一种贸易壁垒，TBT 通过对各类产品的技术法规、标准和认证程序作出明确规定而提高了
规制标准的一致性。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Agreement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SPS 协议）则涉及农产品的强制性健康和安全相关规范，
主要针对影响国际贸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制定和适用进行了规定，一方面对措施的主
要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包括所有相关法律、法令、规定和程序的措施要求；加工和生产方
法特别是最终产品标注；检测、检疫和批准程序；运输规定；有关设计、抽样和风险评估标
准的规定；与食品安全直接相关的包装和标签要求。另一方面还明确了颁布 SPS 规范的国
际机构的指示性清单，例如食品法典委员会（the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32TBT
协议及 SPS 协议关注的重点是歧视性监管措施，如果针对特定产品的国内监管措施是基于
国际标准制定的，则推定该规则满足最少贸易限制标准，因为该规则被认为是必要的且符合

30

Drake-Brockman, J and Messerlin, P (eds) 2018, Potential Benefits of an Australia-EU Free Trade
Agreement: Key Issues and Options, University of Adelaide Press, Adelaide.
31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Cabinet Office: Good Policy Making: A Guide to 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London, 2000).
32
赵龙跃：
《制度性权力：国际规则重构与中国策略》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3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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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歧视性原则。当然，事实是否如此是另一回事，因为在实践中国际标准化进程可能不会过
多地关注贸易影响，在多数国家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过程的情形下，无论标准对贸易的实际影
响如何，都会被认为是非歧视性的。33
然而，由于全球生产和供应网络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国内监管机构的权力范
围，WTO 对国际标准问题没有明确规划，无法为多边监管合作提供有力支持，为各国制定
本国标准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难以调和，多哈回合谈判中
发达国家要求在多边协定中以国内法为基础，制定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环境、劳工等高标
准规则，而发展中国家更重视发达国家加强农业及非农产品的市场准入，取消农产品补贴等
传统议题，导致在采纳一些国际标准领域中进程缓慢的局面。34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没有能
力制定一些独立的监管标准，企业不得不根据民间的、非营利性组织的标准、第三方认证、
以及自身设立的安全和质量管理体系为供应商设立标准。监管标准呈现出多样化和差异性的
特征，不仅增加了国际贸易的成本也严重破坏了国际规则的普遍适用性。35另外，从 WTO
的裁决中亦不难发现，在平衡国内监管主权和自由贸易方面，WTO 并未像其所宣示的那样
尊重国内规制主权，而是具有明显的亲自由贸易倾向。36
总体上看，不可否认 WTO 在处理歧视性管制措施方面（如约束成员关税措施）颇有成
效，但在进一步深入处理那些阻碍国际贸易的低效的、不透明的、繁冗的但是非歧视性的国
内监管措施时，WTO 目前发挥的作用有限，未能有效提升各国监管机构间的合作。
（二）监管合作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发展
鉴于 WTO 目前推动国际监管合作的作用有限，目前国际上解决监管不一致通常是通过
特惠贸易协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PTA）
，主要在区域贸易伙伴之间达成，许多
区域性的贸易协定都超越了 WTO 在国内监管方面的要求，比如部分协定进一步确立了有力
的制度性措施，以促进监管合作与协调、以及规则、标准、合规性评估程序的相互确认。37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署了《更紧密的经济关系贸易协定》（The Australia-New Zealand
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 Trade Agreement，ANZCERTA）
，并通过一系列后续协议和谅解备
忘录制定了经济一体化框架，到 2004 年，“统一市场”（single market）已成为双方的国内政
策的一致目标。38ANZCERTA 主张通过联合认证和统一制度，建立联合监管机构以及涵盖
职业资格和产品标准的相互认可安排来实现更深层次的监管合作。例如，在食品标准领域，
双方根据 1995 年签署的《关于建立联合食品标准制定体系的协议》设立了一个联合监管机
构，即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管理局，并最终达成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食品标准联合法规。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于 1996 年缔结了
《跨塔斯曼协定》
（The Trans-Tasman Mutual Recognition
Arrangement，TTMRA）
，规定了对产品标准和职业资格的相互认可。39不难看出，ANZCERTA

Hoekman, B., ‘Behind-the-Border’ Regulatory Policies and Trade Agreements, East Asian Economic Review
vol. 22, no. 3 (September 2018) 243-273, http://dx.doi.org/10.11644/KIEP.EAER.2018.22.3.344.
34
Donna Roberts and Tim Josling, Track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ly Agreed Standards in Food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ternational Food & Agricultural Trade Policy Council, 2011, 1, 3, 8．
35 Donna Roberts and Tim Josling, Track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ly Agreed Standards in Food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ternational Food & Agricultural Trade Policy Council, 2011, 1, 3, 8．
36 安佰生：
《国内规制主权与自由贸易的冲突及解决方案——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本质及规则发展趋势初探》
，
《国际经济法学刊》2015 年第 3 期。
37 Steger, Debra P. ,“The Importance of Institutions for Regulatory Cooperation i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s: The Canada-EU CETA”, Legal Issue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39, 1, 2011, 1．
38 R. Scollay, C. Findlay & U. Kaufmann, Australia New Zealand 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 Trade Agreement
(ANZCERTA)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1), 7.
39 R. Scollay, C. Findlay & U. Kaufmann, Australia New Zealand 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 Trade Agreement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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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是建立联合监管机构，以制定统一的食品标准、统一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方法以及产
品标准和职业资格的相互认可，意图加强监管合作实现深度一体化的目标。
2020 年 1 月 29 日，特朗普签署修订后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以下简称“USMCA”）
，USMCA 于 2020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
效，取代了 1994 年以来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以下简称“NAFTA”）。在 USMCA 中就专门新设第 28 章“良好监管实践”作为美墨加三国关
于国际监管合作的最新尝试，该章确立了 USMCA 监管条款的总体框架，广泛适用于所有
政府部门，即便是非贸易领域的国内法规也受其影响与制约，且该章首次全面采用国家间争
端解决机制，并通过贸易制裁的手段予以执行。USMCA 第 28 章中的广泛规定、第 12 章技
术性贸易壁垒以及第 9 章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共同构成了 USMCA 下以“良好监管实践”为核
心的新型监管合作机制。第 28 章除了提高透明度与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之外，还提出设立
良好监管实践委员会、中央监管协调机构、监管影响评估机制与回顾性审查机制等，内容详
实且更具实际操作性。
亚太经合组织（APEC）于 1994 年成立了标准和一致性委员会( Sub-Committee on
Standards and Conformance，SCSC) ，致力于消除国内监管不一致对贸易发展带来的不良影
响。
1999 年 APEC 领导人宣言中提出了实现监管一致性的系列原则。2000 年，
APEC 与 OECD
联合启动了一项有关监管改革的合作行动，并于 2002 年合作制定了一项有关监管质量、竞
争政策、市场开放领域一体化的“监管改革综合清单”，该清单对于提升监管的效率、透明度
和约束力，减少由于国内监管差异所产生的贸易成本，保障国际贸易和市场竞争的发展有着
积极推动作用。2011 年 APEC 领导人会议将监管协调与合作（Regulatory Convergence and
Cooperation）作为三大主题之一，并且《APEC 领导人宣言》附件中专门制定了“加强实施
良好监管实践”的文件，对规制合作与协调问题作出了倡议，提出通过大规模的监管协调和
制定国际标准来消除阻碍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贸易壁垒。40此后几乎历年 APEC 峰会都会将推
进监管协调和一致性作为工作重心之一，致力于推进高标准的监管环境、提升透明度、减少
监管差异，从而促进区域内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
欧盟对监管合作模式和策略的选择将根据与相关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实际情况进行调
整，机构设置也将相应变化，其签署的 PTA 大致可分为三类：与欧盟成员候选国签订的含
有贸易自由化成分的协议，即所谓的稳定与结盟协议（Stabilization and Association Agreemen，
SAAs），在 SAAs 下，欧盟的做法不是直接设立联合监管机构或联合监管委员会，而是在双
方高层代表协商和谈判的基础上促进监管合作；与欧盟寻求与之建立更紧密政治和经济伙伴
关系的非候选成员国签订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如欧盟-智利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与第三国
签订的标准伙伴关系协定，如欧盟与加拿大于 2013 年 10 月签订的《加拿大—欧盟综合经济
贸易协定》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CETA）
。CETA 未就监管合作的
41
概念给出明确界定，但设立了独立的“监管合作”章节， 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动植物检疫措
施作出详细的规定，除在认证标准和认证程序方面采取了相互认可的方式外，还建议成立监
管合作论坛（Regulatory Cooperation Forum）以作为监管信息的交流平台，规定各方可以引
入联合风险评估或监管影响评估机制，以及对监管措施进行事后评估等。迄今为止，欧盟对
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监管合作的最有力规定体现在欧盟-智利自由贸易协

(ANZCERTA)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1), 9 and 41.
40 张磊，徐琳：
《从 WTO“必要性”到 TPP“一致性”
：论国际经贸协定中国内规制监管的发展特征与趋
势》
，
《社会科学》2016 年第 3 期。
41 See CETA, Chapter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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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欧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中，要求双方监管机构进行合作，并成立专家工作组。除欧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中设定了 SPS 标准外，欧盟签订的 PTAs 中的监管合作条款中没有要求共
同制定产品标准。总体来看，欧盟对监管合作的态度较为温和，倾向于采取一种“软性”的监
管模式，不同意采用“一刀切”（one size fits all）的方法与第三国就 PTA 项下监管合作进行
谈判，提倡将共同监管原则、监管对话和监管机制灵活结合起来，以促进解决特定的非关税
壁垒、提高监管透明度以及至少在某些优先领域达到欧盟或国际标准。42
虽然上述特惠贸易协定在促进国际监管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然存在诸多无法逾
越的沟堑。由于这些协定通常在两个或少数国家之间达成，排除了参与全球贸易的多数国家，
然而全球价值链的飞速扩展意味着终端产品（end product）受到许多监管辖区的影响，这些
辖区各不相同，包括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如果协定的规则不涵盖所有这些经济体，
则无法有效地促进全球一体化，尤其是在全球价值链主导、依赖跨境数据流和数字商务的部
门。因此，特惠贸易协定对于实现贸易自由与更好监管的目标来说并非最佳路径。43

三、国际监管合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
国际监管合作目前仍处于发展过程中，要实现理想的监管合作，当前仍然存在多重障碍。
（一）监管主权与监管合作之间存在天然矛盾
首先，从风险方面看，国际监管合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主权问题，正如上文所提到的，
边境后的国内监管是属于一国经济主权范畴内的事务，涉及一国的经济体制、规制与政策，
要达成国际监管合作就意味着一国的政策需要与其他国家的政策进行协调，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国际独立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绝对排他性，合作的程度越深，也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
主权让渡。44OECD 在 2013 年就监管主权受到减损是否对国际监管合作构成挑战向 17 个成
员国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 14 个国家认为监管主权（regulatory sovereignty）受到减损是国
际监管合作目前面临的非常重要/重要的挑战，45可以说推动监管合作与各国监管主权之间存
在着天然矛盾。46关于这一问题，《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监管
一致性”章中明确了监管合作的目标是在监管主权与贸易自由化之间达成平衡，一方面通过
监管上的一致性促进双方之间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增长以及双方之间投资的增加，另一方面，
各方有权确定自己的监管优先事项，并制定和实施监管措施以解决这些优先事项。47CPTPP
通过实施良好监管实践以实现监管主权与贸易自由之间的平衡，在“良好监管实践”的具体规
则上充分给予了缔约方监管自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倾向于采用鼓励性质的软
性条款，比如就良好监管实践的实施，CPTPP 使用的描述是“宜鼓励（should encourage）进
行监管影响评估”、“在进行监管影响评估时可考虑（may take into consideration）对中小型企
业的影响”。
（2）CPTPP 没有硬性要求各国采用统一的监管原则与方式，而是认同由于各国
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政治法律体制等基本国情不同而存在监管差异，允许各方采取自
己认为适当的特定监管规则与方式，CPTPP 仅负责提供示范性的模板，明确一些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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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A Single Market for
21st Century Europe, COM (2007) 724 Final, Brussels, 20 Nov. 2007, 10.
43 Thomas J. Bollyky and Petros C. Mavroidis, A Time for Action: The WTO Must Change to Promote Regularoty
Coop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94.
44
赵龙跃：
《制度性权力：国际规则重构与中国策略》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332 页。
45
OECD: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 Addressing Global Challenges, 2013 Report.
46 张姣：
《自由贸易协定国际监管合作规则：发展动向与实证分析》
，
《武大国际法评论》2017 年第 6 期。
47 See CPTPP, Chapter 25, Article 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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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则，并鼓励缔约方采纳。48
同样，USMCA 中亦多处使用带有鼓励性质的软性条款，而不强调缔约方负有强制性义
务。例如在监管影响评估条款中，使用的是各缔约方“宜鼓励”（should encourage）“在适当
情况下”（in appropriate circumstances ）使用监管影响评估，以及各缔约方“宜考虑”（should
consider）拟议的条例是否可能对大量小企业产生重大的不利经济影响，如果是这样，该缔
约方宜考虑（should consider ）采取可能的方式（potential steps）减少这些不利的经济影响。
49 同样，在鼓励监管兼容性和合作条款中，USMCA 采用了各缔约方“宜鼓励”（should
encourage）其监管机构“在适当情况下”（in appropriate circumstances）与其他缔约方开展互
利的监管合作活动。50USMCA 的 SPS 章节规定缔约方可以采用与国际标准完全一致的 SPS
措施也可以以相关国际标准为基础制定符合本国保护水平的 SPS 措施，第 28 章“良好监管
实践”中关于国际标准亦仅提出需要“促进（facilitating）更多地使用相关国际标准、指南和
建议作为法规、测试和批准程序的基础”、“酌情考虑（consideration）国际标准、指南和建
议”。由此可以看出，USMCA 没有强制性地要求缔约方立即适用统一的国际标准，在一定
程度上为各国的监管主权留下了空间。此外，由于 USMCA 缔约方中美国和加拿大为发达
国家而墨西哥为发展中国家，考虑到缔约方的不同发展水平以及政治和体制结构的差异而不
同，USMCA 在 GRP 章节的附件 A 中特意对不符合章节目的的“监管措施”和“监管机构”按
国别进行了区分，例如加拿大的总督（the Governor in Council）不属于 USMCA 定义的监管
机构，而美国则是总统不属于监管机构。51此种建立在国情差异上的考量本质上是对各国监
管主权的维护与尊重。
由上可以看出，监管合作应当重视平衡监管主权与贸易自由，在努力促进贸易自由化的
同时，认识到各国经济水平、社会文化、政治法律体制等基本国情不同，允许各方合理地根
据地方特色和发展水平制定各自的标准。如果将发达世界的监管标准强加于发展中国家还会
限制后者的经济增长，从而对提高标准的目的起反作用。反之，允许发展中国家选择反映自
己人民的喜好和发展水平的法规，能够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从而主动将其标准提高到发
达世界的水平。52
（二）各国政治架构与监管体系差异造成诸多障碍
除监管主权问题，国际监管合作还面临由于各国不同的政治架构与监管体系所造成的各
种障碍，包括：
（1）贸易规则谈判代表与国内规则制定者之间的授权不同，霍克曼教授认为，
“政策孤岛（policy silos）”是障碍的根源，因为国内监管规则通常是由那些不了解或缺乏能
力考虑其决策可能造成的跨境经济影响的人单独制定的；
（2）不同国家之间以及政府与商业
团体之间的利益差别，这里涉及到国际监管合作的合法性问题，具体来说，当国际监管合作
达成的国际协定与国内某些法律、法规相互冲突的时候，该国际协定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
甚至会招致国内利益集团的抵制；
（3）国家之间关于监管机构及监管政策的信息交流差距，
即国际监管合作缺乏充分的信息交流机制。53为了扫清上述障碍，进一步加强国际监管合作，
需要建立专门的机构并设置特定的流程以促进各方定期交流和反复互动，从而建立信任。具

胡枚玲，张军旗：
《论 CPTPP 规制合作的新范式及中国应对》，
《中国经贸》2019 年第 10 期。
Article 28.11, USMCA.
50 Article 28.17.1, USM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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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说，有以下三种途径：
1、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加强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度。信息交流平台实际是一种磋商和审
议机制，用于收集、分析和分享具有良好实践效果的信息或经验。在考虑实施或改革某一具
体政策时，信息交流平台不需要政府与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协商，而是允许与特定领域的所
有利益攸关方参与政策制定或改革过程，强调的是一种贯穿各领域、注重全局的审议机制。
搭建这样一种平台，有助于各国政府评估本国的现行监管政策和机构，增进对贸易伙伴适用
的监管措施的了解，从而确定各方应当在哪些领域开展监管合作。例如，CETA 就呼吁建立
一个监管合作论坛（Regulatory Cooperation Forum，RCF），以促进和促进实现监管合作章节
中规定的目标，缔约方可与利益攸关方，包括研究界、非政府组织、企业和消费者组织就“监
管合作”一章的实施问题进行磋商。54在国际监管合作中，加强监管机构与利益相关者的定
期互动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应该给予其强有力的体制基础，因此，相关监管合作论坛或监
管合作委员会主持下运作的信息交流平台十分必要。
2、设立监管合作委员会。监管合作委员会由来自企业、劳工、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的
高级代表组成，发挥咨询机构的作用，确保企业和关注国际供应链和生产网络运作的其他利
益攸关方参与评估各种相关监管措施对贸易的影响，目标是帮助确定最能从监管合作中获益
的领域，从而确定监管机构开展国际合作的优先事项以及潜在的国内政策改革。例如，加拿
大和美国之间以及墨西哥与美国之间都设立了国际监管合作委员会以发挥增强透明度、定期
审议各国监管体系等功能。目前，监管合作委员会可在某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行业设立，例
如：汽车、加工食品、药品、金融服务或电子商务。此外，设置监管合作委员会不能仅关注
主导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的大型公司。实际上，大型公司受益于监管市场分割的竞争减少
效应，可能并不支持监管合作。55在这方面，必须考虑监管政策如何影响中小型企业从事国
际贸易活动的能力。56
3、建立补充机制，适应市场结构的变化和新议题的出现。要切实推动前述机制产生影
响，政府、监管机构、企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必须有动力参与这些机制，并积极开展监管合
作。国际监管合作在完善过程中，应当根据国际社会的发展不断革新，例如，当技术进步导
致产品标准提高时，国际监管合作就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因此，需要建立一种补充机制，
使利益攸关方能够提高认识，随着市场结构的变化和新议题的出现不断改革阻碍国际贸易的
国内监管措施、吸收更加灵活的机制。
（三）WTO 与 PTA 均无法推动更深层次的国际监管合作
上文提到 WTO 在进一步深入处理那些阻碍国际贸易的低效的、不透明的、繁冗的但是
非歧视性的国内监管措施时发挥的作用有限，未能有效提升各国监管机构间的合作，PTA
由于无法涵盖参与全球贸易的所有经济体，无法有效地促进全球一体化，对于实现贸易自由
与更好监管的目标来说并非最佳路径。
在此背景下，存在一种设想——开放式诸边协议（Open Plurilateral Agreement，OPA），
也即 WTO 2.0 模式。霍克曼教授指出，PTA 排除了非其缔约方的世贸组织成员，它们在很
大程度上是一种选择退出现行制度和扩大现行制度的手段。且由于各国在制定 PTA 时过度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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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野心导致 PTA 实际上几乎没有将多边规则制定的范围扩大到紧迫的新议题，反而使得全
球贸易的体制基础更加脆弱。因此，他通过分析食品安全、民航和制药等领域的广泛的国际
监管合作成功案例推论出一种新颖的工具——开放式诸边协议（OPA），帮助各国在 WTO
下发展潜在的共同监管利益，最终促成监管合作。57OPA 授权各个领域的监管机构进行合作，
从而降低一成员国向其他成员国出口本国生产的货物和服务的成本。OPA 下监管合作的前
提在于监管机构必须不断做出决定，即判断产品和生产过程符合不断发展的国家标准，监管
机构在相互检查后接受对方的决定，即出口商的产品符合进口商的标准，从而消除多余的合
规检查时，以实现成本的降低。更进一步说，OPA 成员国可能会在进一步相互审查后认识
到，尽管它们各自的标准存在差异，但它们的体制会导致产生同等的决定，即由一方批准等
同于由另一方批准。
OPA 与 PTA 存在诸多不同之处。首先， PTA 是全面的贸易协议，存在跨议题的联系，
即成员方针对某一议题的承诺，作为包含性交易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其他成员方在另一议题
谈判中的让步来获得补偿。而 OPA 针对特定议题领域，针对该特定议题的承诺或合作不能
作为其他议题的谈判筹码。其次，PTA 是持久的、详细的协议，在可预见的未来确定了贸
易条件，可能只会进行微小的定期调整。而 OPA 建立了持续性相互审查各方监管标准和实
施情况的框架，在此框架下，各方还可以共同评估潜在的替代方案及探讨如何应对新的发展
变化。最后，PTA 和 OPA 之间的第三个区别涉及非原始协议缔约国随后可以加入的条件。
为了遵守 WTO 规则，PTA 必须是全面的，涵盖缔约方之间的所有贸易，新成员必须同意原
始签署方达成的所有条款。而 OPA 针对特定领域，所以加入 OPA 需要的承诺比 PTA 范围
更窄，新成员只需要承诺满足适用于协议所涵盖的特定类别的货物或服务的监管要求。且只
需要 OPA 成员之间监管等效，而不是在每个领域的标准制定和执行方面要求设置相同的程
序或机构，OPA 允许成员通过最适合其自身传统和条件的流程制定所需的监管规则。OPA
成员选择监管过程的某一阶段或者针对某一特定类别的产品作出承诺，逐步实现更深的监管
合作。另外，OPA 较之 PTA 透明度更高，为世贸组织非缔约方成员未来加入提供了明确途
径，且 OPA 对第三国施加的负外部性亦小于 PTA。58
在推动 OPA 开展监管合作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为防止 OPA 被滥用，成员方应当遵守两
项基本原则，一是确保非缔约方不会被强制接受 OPA 的规则，二是确保后加入的成员方获
得和初始缔约方同样的条件，并且为最不发达国家实施该协定提供必要的支持。59OPA 的主
题选择应以成员国为导向，
反映出有关政府所具有的共同社会偏好（shared social preferences）
和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一部分的高效监管监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OPA 最有可能发生在
全球价值链主导的行业，这些行业依赖于国际上一致、充分和高效的标准来实现更自由的贸
易和更有效的监管，例如汽车、化工和消费品。60另外，在数字贸易领域，许多国家的监管
模式不那么根深蒂固，对隐私、安全、消费者保护和合同执行的充分和有效监督往往取决于
国际合作，因此在数字贸易领域推动 OPA 模式下的国际监管合作亦是可行之道。61为确保
OPA 的顺利、高效运作，应当设立一个由各成员方指派的高级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以及由监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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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Hoekman, B. and D. Mavroidis (2015a). Regulatory Spillovers and the Trading System: From Coherence to
Cooperation. E15 Intiative, Geneva; Hoekman, B. and P. Mavroidis (2015b). “Embracing Diversity: Plurilateral
Agreements and the Trading System.” World Trade Review, 14(1): 101-16.
59
Lawrence, R. Z. (2006). “Rule Making amidst Growing Diversity: A Club-of-Club Approach to WTO Reform
and New Issue Selec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nonmic Law, 9(4): 8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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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机构领导组建的各临时工作小组，形成中心辐射式（hub-and-spoke）组织结构。62具体来
说，委员会负责提供通用技术规范和标准、建议采取国际标准和促进监管数据和检查报告的
共享等，而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提案往往是由各临时工作小组提供的，最终这些建议、提
案都应当公之于众，接受公众的审视和评论。
虽然并非所有类型的监管合作都适合通过 OPA 开展，例如“搭便车”问题可能会妨碍合
作。但是，相较于目前停滞的 WTO 以及封闭的 PTA，OPA 作为 WTO 下监管合作协议的新
标准形式，除了可以通过协助各国在改善监管结果的同时降低监管差异的贸易成本，也为重
振 WTO 提供了途径，有利于促进监管合作多边化。

四、中国参加国际监管合作的策略与因应
美国政治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也指出，规范国际生活并能够在长时间里发挥
效应的体系，只能是那些具有足够灵活性、能够随着相关国家利益和权力的不断变化而进行
自我调节的体系。63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规范国际经济生活的有效运行并确保参
与各方获得合理的贸易利益，需要制定高效可行的国际经贸体系以规范参与交易主体们的权
利和义务。而建设开放而富有活力的贸易体系，必然要遭遇一些国内政治问题，64其中备受
跨国公司和其政府日益关注的是各国的边境后措施规制问题，尤以国际监管合作为当前国际
经贸谈判和规则重构中的焦点话题。而中国目前参与国际监管合作的实践较少，早期主要是
GATT 及 WTO，路径通常为接受欧美发达国家既定的规则，同时改革国内规则。在自由贸
易协定方面，虽然中国取得了较大进步，但较之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差距。此外，中国国内的
监管合作的部分缺乏统一，对于不同产业、不同产品有不同的监管体系，且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监管体系透明度较低，信息的公布与交流有待加强。因此，中国应当
重视国际监管合作，深入研究国际监管合作的相关理论及实践，进行顶层规划设计、推进对
策研究、深化国内监管体系改革，积极参与国际监管合作、提出建设性方案。
（一）积极参与和创新国际监管合作体系，主动调整相关国内结构，不再被动接受或
追随国际标准。
一方面，中国应当谨慎、渐进对接高标准国际规则，主动调整有关贸易、标准和监管机
构的国内政策，促进我国企业更深地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例如，在医疗、教育、
文化等专业服务领域加强与国际规则的互认，涉及到广告、工业设计等高端的商业服务领域
则可以采用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通常是美欧等发达国家制定的标准）并行的方式，对于标
准较高的经贸规则，可以自贸区为主要试验场，在部分领域和区域尝试实施。简言之，我国
可以通过借鉴发达国家政策中的合理元素，增强我国国内政策的可行性，促进整体市场的公
平与效率。另一方面，中国应当拒绝发达国家将其主导的与中国当前国情无法兼容的高监管
标准强硬地完全套用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之上，避免这种实质不公平的统一“监管模式”。而在
我国具有优势的诸如跨境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新型业务领域，应当主动出击，争取将国内
规则上升为国际通行规则。此外，由于一个特殊区域内的各国的民众可能拥有相似的偏好、

Stewart, R. B. (2016). “State Regulatory Capacity and Administration Law and Governance under
Globaliz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Law and Justice Working Paper
No.2016/1.
63
[美]琼斯，帕斯夸尔，斯特德曼：
《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
，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2009 年，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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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政治价值和经济制度，也许更容易达成有效并可执行的区域性协定，因此可以考虑通
过区域性而不是全球性论坛达成关于国际标准的协定，65循序渐进地将中国标准推向全球成
为通行的国际标准。
（二）推动国内监管的改革与升级，注重防治中央地方监管的不一致。
CPTPP 协定鼓励缔约方建立全国或中央的监管协调机构，而中国目前还没有成立中央
层面的监管协调机构，因此中国也应当建立专门的中央监管协调机构，该机构可以设置在国
务院下，其职能主要包括咨询、加强监管机构间的协调，对监管措施进行审议和对监管效果
进行评估。通过以有效地促进监管目标的实现。
中国-美国商会 2012 年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
（American Business in China White
Paper）曾提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监管上的不一致和缺乏透明度，导致营商环境的不
确定性和风险增加，阻碍了外资与内资企业及整个经济的发展。商会指出，在中国，中央政
府负责政策的制定，但政策的执行却分属于地方，导致了宽泛的行政裁量权，为监管机构执
法留下了广泛的空间。因此，中国若要完成其向高效、现代化及市场经济的过渡，必须注重
提高中央与地方各项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之间的一致性与透明度，为外资和内资企业
的发展提供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66近日，江苏、上海、广东等地就相继宣布成立金融委
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这一协调机制的建立，将增强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一致性，加强央地
政策合力，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中央和地方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也将愈发
完善。因此，在提高中央地方监管一致性方面，地方政府可成立地方协调委员会，建立健全
中央和地方的协调机制以加强双方在信息共享、监管、风险应对等方面的协作。
（三）提升我国国内经济贸易政策透明度，营造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
2020 年 3 月 31，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在
其官网上发布了 2020 年全国贸易展望报告（National Trade Estimate，NTE）
，该份年度报告
用了大量篇幅介绍了美中贸易现状和美国对中国涉美贸易壁垒的重要关切点，其中透明度部
分提到了贸易有关措施的公布、通知和评议程序等，USTR 认为中国很少发布与贸易相关其
他措施信息（例如意见、通知等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在行政规章、部门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起草方面亦未能履行好公众评议程序。提升经济贸易政策透明度不仅是积极履行我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庄严承诺的表现，也有利于我国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好融入国际经贸体
系。因此，我国应当不断完善经贸政策公开机制，做好透明度工作，及时将各类经济贸易法
规、政策措施以公众易于获得的渠道公之于众，有效改善和提高我国履行透明度义务的工作。
（四）注重监管主权与参与国际监管合作之间的平衡。
如上文所述，长期以来，国际监管合作和协调问题一直很突出，主要是因为边境后的监
管措施属于一国经济主权范畴内的事务，涉及一国的经济体制、规制与政策，因此存在监管
主权让渡问题，67这种机制内需的主权让渡与二战后赢得民族独立的我国对主权原则的严格
信守之间存在某种紧张关系。68此外，各国的监管目标、监管方式选择受经济发展水平、经

[美]约翰·O·麦金尼斯、马克·L·莫维塞西恩：
《世界贸易宪法》，张保生、满运龙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3-94 页。
66
杨秋波：
《美国商会建议中国提高中央地方监管一致性》
，载财新网 2012 年 4 月 25 日，
http://economy.caixin.com/2012-04-25/100384229.html。
67 刘凯：
《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让渡的必然与必要性》
，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 年第 5 期。
68
杨洁勉：
《体系改组与规范重建：中国参与解决全球性问题对策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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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管理体制的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监管能力还不能完全与美国、欧盟等要求一
致。69因此，中国应该在坚持国内监管权的自主性的同时倡导按照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有序推进国际监管合作。

69

王丹：
《全球自贸协定中的“监管一致性原则”与中国的因应》
，
《河北法学》2017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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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非多边经贸协定下知识产权新规则
张乃根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摘 要：当前，美国将其对外经贸战略的重心明显转向非多边主义，肆意践踏 WTO 的多边主
义规则，竭力促成包括《中美经贸协议》在内的非多边经贸协定。在非多边经贸协定的范畴
下比较研究《中美经贸协议》的知识产权新规则，有助于理解其来龙去脉及其特点，由此梳
理该协议知识产权与技术转让条款所含大量有关美国确认其现行措施给予同等待遇的具体
制度。研究非多边经贸协定下知识产权新规则与履行《中美经贸协议》知识产权条款的义务
密不可分，同时，中国应在把握相关规则发展趋势时未雨绸缪，以应对今后更多挑战，并在
建设知识产权强国过程中推进构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非多边；经贸协定；知识产权；新规则；应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
（《中美经贸协议》）于 2020 年 1
1
月 15 日签署，并于同年 2 月 14 日生效。这是美国近年来加速推行与世界贸易组织（WTO）
的多边主义背道而驰的单边主义，竭力促成“非多边经贸协定”（non-mult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2的最新结果。《中美经贸协议》的知识产权条款包括贸易或投资相关知识
产权新规则。本文首先论述“百年未遇之大变局”3中的非多边经贸协定，然后尝试将美国主
导的《美墨加协定》（USMCA）4等区域贸易安排（RTA）与《中美经贸协议》作为同一范
畴的非多边经贸协定，比较分析其中的知识产权新规则，由此进一步比较美国知识产权制度，
以梳理有关美国确认其现行措施给予同等待遇的具体制度，最后阐述中国在加快创新型国家
建设的同时履行该协议以符合这些新规则，应建立健全相关知识产权及技术转让制度，未雨
绸缪应对今后新的挑战，推进构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大变局中的非多边经贸协定
（一）美国对外经贸战略的新变化

张乃根：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博导、兼任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本文已发

表于《武大国际法评论》2020 年第 1 期，作为参会论文，适当更新。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文本来源：关于发布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公

告（2020 年 1 月 16 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2001/20200102930845.shtml，2020 年 1 月
17 日访问。根据该协议第 8.6 条，中文和英文“两种文本同等作准”。以下援引该协议，出处略。
本文所论述的“非多边经贸协定”是指相对于 WTO 一揽子“多边经贸协定”（mult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而言，美国与中国、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bilateral）或“数边”（plurilateral,也称“诸边”）经
贸协定。
3 参见《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讲话》
，
《人民日报》2018 年 6 月 24 日，第 1 版。
4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and Canada.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united-states-mexico-canada-agreement，2020 年 1 月 20
日访问，2020 年 1 月 29 日经美国总统签署为法律，完成其国内缔约程序，该协定于 2020 年 7 月 1 日正式
生效。以下援引该协定，出处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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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国际经贸关系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正发生着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又一
次历史性新变化。众所周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场经济大危机催生了美国的罗斯福新政，
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国主导建立了多边主义的国际经贸体制。如今国际经贸关系
的新变化首先也来自于美国对外关系的战略变化。2017 年 12 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称：
“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和利益，企图削弱美国的安全与繁荣。”5 为此，美国
应重新审视过去二十年的政策：“这一政策基于假定与竞争对手接触并将其纳入国际体制及
全球贸易以使其变为温和的行为者和可靠的伙伴。这一假定基本上失败了。”6 因此，美国
应采取“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战略，其中之一是所谓“坚持基于公平和互惠的经济关系
以解决贸易失衡。”7 这一战略变化显然将美国对外经贸关系的重心从过去七十多年的多边
主义转向非多边主义。
美国对外关系，尤其是对外经贸关系的战略变化是在过去二十年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背景下发生的。二十多年前，中国加入 WTO 的谈判关键是与美
国达成相关协议。8根据 2001 年 11 月 10 日 WTO 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中国加入 WTO 议定
书》及相关法律文件，9 中国加入 WTO 的条件之苛刻，史无前例。这包括中国承诺大幅度
关税减让和服务市场准入、其他 WTO 成员对中国的特别贸易救济措施、WTO 对中国贸易
政策的特别评审和中国放弃对部分重要原材料出口的限制以及全方面的国内立法等体制性
改革要求。美国为了从中国加入 WTO 中获益，可谓费尽心思。如果说中国加入 WTO 之后
从 2001 年进出口总量 5096 亿美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45761 亿美元，10 并已成为全球货物贸
易第一大国，那么首先归功于自身努力和不断推进改革，其次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受惠于经济
全球化，然后部分地与美国在 2001 年“9.11”恐怖袭击后接连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及
2008 年自身金融危机等导致其国力相对衰落有关。美国将过去二十年对外经贸政策的失败
归因于中国构成对其挑战，却回避其穷兵黩武的恶果，也无视自己曾极力推动的经济全球化
之客观结果。
无论美国是否承认所称假定性政策失败的真实原因，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对比正在经
历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美国对外经贸战略已经发生新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在这
一新的非多边主义对外经贸战略下，美国一方面肆意践踏 WTO 的多边主义规则，采取单边
贸易保护措施，滥用其国内法，对中国和其他 WTO 成员挥舞关税大棒，11 同时千方百计阻
扰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行，以规避其他 WTO 成员合法的贸易报复，12另一方面，
竭力推进非多边经贸协定的谈判或缔结，其中《美墨加协定》（USMCA）和《中美经贸协
5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2.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p.3.
7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p.4.
8 See Summary of U.S.-China Bilateral WTO Agreement (Source: The White House 11/15/1999). 这是由美国官
方在中美 WTO 协定签署当天公布的内容概要。双方未曾公布过中英文本的协议全文。
9 参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
（中英文对照）
，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其中，新华社于 2002
年 1 月 25 日公布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
。
10 国家统计局：
《对外经济贸易/货物进出口总额》
，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0 年 8 月 20
日访问。
11 2018 年 3 月，美国根据其《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节多次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就美国
违反 WTO 规则，相应地向 WTO 起诉。参见 US-Tariff Measures, DS543,DS565, DS587。2020 年 9 月 15 日
专家组裁定支持中国的诉求，参见 US-Tariff Measures, WT/DS543/R。2018 年 3 月，美国以国家安全受到威
胁为由，依据其《1962 年贸易扩展法》
（Trade extension Act）第 232 条，单方面对进口美国的钢和铝制品
实施高关税。中国、欧盟等相继采取反制措施，并向 WTO 起诉美国。See US-Steel and Aluminium, DS544, 547,
548, 550, 551, 552, 554, 556, 564.
12 因美国一再阻扰 WTO 争端解决上诉机构成员遴选，致使该机构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起因成员仅剩 1 人
而暂停其正常工作。See WTO DG Azevêdo to launch intensive consultations on resolving Appellate Body
impasse. 9 Decemb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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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就是晚近典型。
（二）非多边经贸协定：《美墨加协定》和《中美经贸协议》
USMCA 属于数边 RTA。根据三国达成以此替代 1994 年《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
（NAFTA）
13
的议定书。USMCA 生效之后，除另有规定，NAFTA 终止实施。
NAFTA 早于乌拉圭回
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的一揽子协定签署生效，于 1994 年 1 月 1 日根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第 24 条达成生效。GATT 第 24 条第 5 款（c）项规定：就 RTA 而言，“每一成员
领土维持的且在形成此种自由贸易区或通过此种贸易协定时对非自由贸易区成员或非协定
参加方的缔约方实施的关税或其他贸易法规，不得高于或严于在形成该自由贸易区或签署协
定之前相同成员领土内存在的相应关税或贸易规定”。14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 5
条第 4 款也有类似规定。15也就是说，RTA 虽是 GATT 第 1 条和 GATS 第 5 条下普遍的最惠
国待遇例外，但不得损害之前已给予非 RTA 成员的最惠国待遇。USMCA 第一章 A 节“始初
条款”第 1 条第 1 款规定：“根据 1994 年 GATT 第 24 条和 GATS 第 5 条，本协定各缔约方建
立自由贸易区。”因此，USMCA 是 WTO 框架下的数边经贸协定，或者说，是相对于 WTO
一揽子多边协定而言的非多边经贸协定。
《中美经贸协议》不属于适用 GATT 第 24 条和 GATS 第 5 条的 RTA。这两条项下 RTA
或经济一体化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一组关税领土中，对成员领土之间实质上所有有关
16
自此类领土产品的贸易取消关税和其他限制性贸易法规”， 或“任何成员参加或达成在参加
17
方之间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定”
。 《中美经贸协议》序言明确：
“承认双方提出的现有
贸易和投资关切；认识到以尽可能建设性的、快速的方式解决现有和未来贸易与投资关切是
可取的”
。这些关切包括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第一章）、与投资相关的技术转让（第二章）
、
与贸易平衡相关的食品和农产品贸易（第三章）
、扩大金融服务市场准入（第四章）
、宏观经
济政策和汇率及透明度（第五章）、2020 年和 2021 年扩大美国产品和服务 2000 亿美元（第
六章）、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第七章）和最终条款（第八章）。显然，这不是以“实质上所
有有关自此类领土产品的贸易取消关税和其他限制性贸易法规”和“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
的 RTA，而是主要解决美国关切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和中国扩大部分美国产品
进口及服务市场准入问题的双边初步经贸协议，以进一步谈判解决因美国单边大幅提高征收
关税而引起的双边贸易摩擦。
其次，
该协议也没有完全脱离 WTO 规则。
这包括序言明确双方认识到
“遵循国际规范”
，
第七章第 7 条第 6 款第 1 项规定：“双方确认各自在世贸组织和其他共同参加的协定项下相
互间的现有权利和义务。
”可理解这包括 WTO 一揽子协定项下实体或程序义务。比如，第
三章附录十四关税配额第一项规定：
“中国应确保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起，小麦、大米和玉
米的关税配额应符合中国特定农产品关税配额专家组报告及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但是，除
了专门扩大美国产品进口和服务准入中国市场的 2000 亿美元配额以及双边争端解决，有关
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规定可通过转化为国民待遇而普遍适用于其他 WTO 成员，食品和农产
13

See Protocol Replacing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and Canada. 30 November, 2018, para.1.
14 1947 年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载《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
（中英文对照）
，
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58-459 页。
15 经济一体化的“任何协定应旨在便利协定参加方之间的贸易，并且与订立该协定之前的适用水平相比，对
于该协定外的任何成员，不得提高相应服务部门或分部门内的服务贸易壁垒的总体水平。”《服务贸易总协
定》
，载《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
（中英文对照）
，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290 页。
16 GATT 第 24 条第 8 款（b）项。
17
GATS 第 5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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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贸易所涉非关税壁垒措施、金融服务市场准入等也可参照地普遍适用于其他 WTO 成员。
因此可以说，该协议是双方在承诺继续承担现有 WTO 协定项下权利与义务的同时，约定超
出 WTO 一揽子协定的贸易或投资相关知识产权规则、货物或服务贸易相关新义务和双边争
端解决机制，且部分地适用于其他 WTO 成员，因而不是 WTO 框架下 RTA，而是双边或非多
边经贸协定。换言之，与 USMCA 等 RTA 相比，《中美经贸协定》既没有规定以 GATT 第
24 条和 GATS 第 5 条为依据，其知识产权与技术转让条款也没有提及 TRIPS 协定，因而原
则上不适用 RTA 项下最惠国待遇，即，
不得损害 RTA 之前已给予非 RTA 成员的最惠国待遇。
但是，双方约定“遵循国际规范”和确认 WTO 项下“相互间的现有权利和义务”
，因而该
协定虽不是 RTA，其超出 TRIPS 协定的知识产权新规则作为各自国内法下国民待遇，在适
用于对方的同时也不排除适用于其他 WTO 成员的可能性，且不限于 RTA 项下最惠国待遇。
这是《中美经贸协定》不同于 RTA 的非多边经贸协定的显著特点。
对 USMCA 与《中美经贸协定》的略比表明：前者是相对于 WTO 一揽子多边协定而言
的非多边经贸协定，
仍属于 WTO 框架下的 RTA；后者是双边性质的非多边经贸协定而非 RTA，
但缔约双方同时确认 WTO 协定项下相互间现有权利与义务。将两者纳入非多边经贸协定的
同一范畴，旨在揭示在美国对外经贸战略从多边主义转向非多边主义的新变化背景下对这一
类协定中知识产权新规则的研究必要性。就本文的研究对象而言，虽然 USMCA 与《中美
经贸协议》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非多边经贸协定，但是，其中的知识产权新规则却有许多相同
之处，且均与美国知识产权制度休戚相关。将两者放在非多边经贸协定的范畴下加以研究比
较，有助于理解其来龙去脉及其特点，由此亦可梳理《中美经贸协议》知识产权与技术转让
18
条款所含大量有关美国确认其“现行措施给予本条款内容同等的待遇” 之具体制度。

二、非多边经贸协定下知识产权新规则及其特点
（一）非多边经贸协定下知识产权新规则
《中美经贸协议》知识产权条款聚焦专利、商标、地理标志和商业秘密等工业产权以及
技术转让，下文按此循序加以评述和比较。
1.专利与相关数据保护新规则。《中美经贸协议》的唯一专利条款是“专利有效期的延
长”规则：“双方应延长专利有效期以补偿专利授权或药品上市审批过程中的不合理延迟。
（第 1.12 条第 1 项）
”这相对 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TRIPS 协定）第 33 条
19
“可获得的保护期限不得在自申请之日起计算的 20 年期满前结束” 这一起码的专利期而言，
属于新规则。根据《中美经贸协议》关于“专利有效期的延长”规则，中国在专利权人的请
求下，应延长专利的有效期，以补偿在专利授权过程中并非由申请人引起的不合适延迟；对
于在中国获批上市的新药产品及其制造和使用方法的专利，应专利权人的请求，中国应对新
药产品专利、其获批使用方法或制造方法的专利有效期或专利权有效期提供调整，以补偿由
《中美经贸协议》未界定“现行措施给予本条款内容同等的待遇”的确切含义，但是，从规定此类确认同
等待遇或措施的条款来看，是指美国国内法（法律法规、行政措施或司法判例等）意义上现行制度，包括：
第一章第二节“商业秘密和保密商务信息”第 1.3 条第 3 项，第 1.4 条第 4 项，第 1.5 条第 3 项，第 1.6 条第 3
项，第 1.8 条第 3 项，第 1.9 条第 3 项；第三节“药品相关的知识产权”第 1.10 条第 2 项，第 1.11 条第 3 项；
第四节“专利”第 1.12 条第 3 项；第五节“电子商务平台上的盗版与假冒”第 1.13 条第 3 项，第 1.14 条第 3
项；第六节“地理标志”第 1.15 条第 3 项，第 1.16 条第 2 项，第 1.17 条第 3 项；第七节“盗版和假冒产品的
生产和出口”第 1.18 条第 3 项，第 1.20 条第 4 项，第 1.22 条第 3 项，第 1.23 条第 3 项；第八节“恶意商标”
第 1.25 条；第九节“知识产权案件司法执行和程序”第 1.26 条第 2 项，第 1.28 条第 3 项，第 1.29 条第 2 项，
第 1.30 条第 3 项，第 1.31 条第 2 项；第十一节“履行”第 1.36 条。
19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载《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中英文对
照）
，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36 页。以下援引该协定，出处略。
18

431

该产品首次在中国商用的上市审批程序给专利权人造成的专利有效期的不合理缩减。USMCA
也有类似规定：如一缔约方的专利授权存在不合理延迟，该缔约方应在专利所有人的请求下，
提供调整该专利期限以补偿这些延迟的手段（第 20.44.3 条）；对于药品专利，每一缔约方
应为专利所有人提供调整专利期限以补偿因获批上市程序而导致有效专利期的缩减（第
20.46.2 条）。其中有所不同的是，其一，
《中美经贸协议》规定“不合理延迟”为提交申请
之日起 4 年内或要求审查申请后 3 年内未被授予专利权，而 USMCA 则为提交申请之日起 5
年内或要求审查申请后 3 年内未被授予专利权，可见前者更为严格。其二，
《中美经贸协议》
第 1.12 条第 2 项（二）还规定了 USMCA 没有的内容：对于新药产品专利及对产品、其使
用方法或制造方法的专利，
“中国可限制这种调整至最多不超过 5 年，且自在中国上市批准
日起专利总有效期不超过 14 年。
”由于 USMCA 与其前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20
21
以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的专利期延长规定相同， 因此，
《中
美经贸协议》有关专利期延长的新规则最为严格。
《中美经贸协议》对于药品专利相关未经披露的试验数据或其他数据，除了规定双方应
“提供有效保护和执法”（第三节小序言）
，还规定：
“中国应允许药品专利申请人在专利审
查程序、专利复审程序和司法程序中，依靠补充数据来满足可专利性的相关要求，包括公开
充分和创造性的要求。”
（第 1.10 条第 1 项）这不同于 TRIPS 协定第 39 条第 3 款有关药品试
验数据的保护，是指允许补充专利申请过程中包括对驳回申请的司法审查可能需要满足的可
专利性相关数据。鉴于 USMCA 和 TPP 及 CPTPP 均无此类规定，《中美经贸协议》的这一
规定可谓全新规则。此外，该协议第 1.11 条还规定了与药品专利有关纠纷的早期解决机制：
对于专利药品的原始试验数据拥有人之外的其他人提交同样数据申请新药上市，则应通知相
关人，“让该专利权人在被指控侵权的产品上市之前寻求”有关纠纷的早期解决。USMCA
第 20.51 条和 TPP 及 CPTPP 的第 18.53 条均含有相同规定，因此，这属于超出 TRIPS 协定
的新规则。
2.商标保护新规则。
《中美经贸协议》仅第 1.24 条规定，双方均有义务“打击恶意商标
注册行为”
。相对于 TRIPS 协定以及 USMCA 等 RTA 没有如此规定而言，这是新规制。尽
管被纳入 TRIPS 协定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巴黎公约）对“恶意商标注册”已有所
规制，包括第 6 条之二（3）款对驰名商标保护而言的撤销恶意注册商标，第 6 条之三撤销
恶意注册国家徽记的商标，但是《中美经贸协议》项下恶意注册商标的范围不限于驰名商标
或国家徽记等的保护，因而属于新规则。
22

3.地理标志保护新规制。
《中美经贸协议》第六节小序言规定对地理标志相关“保障”
（safeguards）“通用名称”
（generic term，或普通名称 common name）的义务。这是要求谨
慎对待以通用名称为由取消相关地理标志的规则。该协议第 1.16 条第 1 项规定中国应确保
主管部门根据中国消费者理解的相关因素认定某一名称在中国是否为通用名称。第 1.17 条
规定“双方应确保，如果一方地理标志保护的复合名称中的单独组成部分是通用名称，该部
分应不受该方地理标志保护。
”这是基于 TRIPS 协定第 24 条有关国际谈判的第 6 款项下“普

Trans-Pacific-Partnership Agreement, 因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而未生效，Article 18.46，Article 18.48.以下
援引该协定，出处略。参见韩立余主编：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全译本导读》
（上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16-447 页。
21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https://www.mfat.govt.nz/assets/
CPTPP/Comprehensive-and-Progressive-Agreement-for-Trans-Pacific-Partnership-CPTPP-English.pdf，2020 年 1
月 24 日访问，该协定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正式生效，Article 18.46，Article 18.48. 以下援引该协定，出
处略。
22
中文作准本译为：
“……包括保护通用名称（即常用名称）……”，拟有不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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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通名称” 的进一步规定。TRIPS 协定关于地理标志的规则并不要求一成员保护另一成员的
地理标志，如该标志与在这一成员内以通用语文的惯用术语作为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普通名称
相同，即已经成为当地语言描绘商品或服务的通用名称。《中美经贸协议》规定了认定此类
通用名称的具体要求。USMCA 第 20.32 条、第 20.33 条和 TPP 及 CPTPP 第 18.33 条、第
18.34 条也有相同规定，因此可以说，这是 TRIPS 协定项下国际谈判而达成的新规则。
4.商业秘密与保密商务信息新规则。这是《中美经贸协议》知识产权条款中内容最多的
部分，包含了全面超出 TRIPS 协定第 39 条第 2 款的实体或程序新规则。其一，侵犯商业秘
密责任的范围（第 1.3 条第 2 项），在该第 39 条第 2 款的“自然人”和“法人”之外，新增
“组织”
（groups of persons）；其二，新增在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司法程序中的举证责任转
移（第 1.5 条）
；其三，保护商业秘密和保密商务信息免于政府机构未经授权的披露（第 1.9
条），该新规则中的“保密商务信息”
（confidential business information）是一个新概念，涵
盖商业秘密及范围极为宽泛的非技术性秘密。并将保护如此宽泛的保密商务信息的责任主体
扩大到各级行政机构和其他机构。TPP 和 CPTPP 的商业秘密条款（均为第 18.78 条）限于
通过计算机系统的方式盗用（亦即“电子侵入”）和刑事惩罚，USMCA 的相关条款更为详
细，并基于 TRIPS 协定第 39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项下义务，新增民事保护（第 20.71 条）
、
刑事执法（第 20.72.1 条）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及其例外（第 20.72.2 条和第 20.73 条）、
临时措施（第 20.74 条）
、民事司法程序中的保密性（第 20.75 条）、民事补救（第 20.76
条）、商业秘密许可（第 20.77 条）和禁止法院或政府机构在其职权之外的未经授权泄密。
相比之下，
《中美经贸协议》商业秘密条款又增添了至少上述三方面新规则。
5.知识产权执法新规则。首先相比 TRIPS 协定的实施条款，
《中美经贸协议》增加的新
规则如下：（1）打击电子商务平台上的盗版与假冒（第五节），包括迅速下架、免除善意提
交错误下架通知的责任、吊销平台网络经营许可；
（2）阻止盗版和包括假冒药在内假冒货的
生产和出口（第七节），包括优先采取销毁盗版和假冒货的边境措施、民事和刑事程序，查
扣出口或转运（过境）的盗版和假冒货、实体市场的执法、禁止未经许可的软件；
（3）知识
产权案件司法执行和程序（第九节），包括根据“合理嫌疑”由行政部门向刑事司法部门移
交有关案件、以阻遏为目的的处罚、判决执行、著作权或相关权的执法和民事程序中的领事
认证以及证人证言。其次相比 USMCA 及 TPP、CPTPP，除了查扣出口或转运（过境）的假
冒货和禁止未经许可的软件的规则类同，其他规则基本上是最新的，尽管《中美经贸协议》
的执法规则相比较少，且明显针对中国。
6.技术转让新规则。由于 TRIPS 协定和 USMCA 等 RTA 均无技术转让的义务性规则，
因此《中美经贸协议》的相关规定为新规则。一方面，该协议将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分章
规定，并且明确了投资（收购、合资或其他投资交易）范畴下“市场准入”的义务性规则，
因而不同于贸易相关知识产权；另一方面，该协议有关技术转让规则均“按照自愿和基于市
场的条件开展技术转让”
（第二章序言），因而与强制许可无关。值得留意，USMCA 等 RTA
25
均在其投资部分明确排除强制许可， 这更进一步表明《中美经贸协议》的技术转让新规则
24

TRIPS 协定第 24 条第 6 款：“如任何其他成员关于货物或服务的地理标识与一成员以通用语文的惯用术
语作为其领土内此类货物或服务的普通名称相同，则本节的任何规定不得要求该成员对其他成员的相关标
识适用本节的规定。”这是该协定第 24 条国际谈判的内容之一。
24 TRIPS 协定第 7 条“目标”和第 8 条“原则”有关促进技术转让和防止不合理地限制国际技术转让的规定均
没有采用义务性词语“应当”（shall）
，而是用 should, may，表示一种“期待会”或“也许”的非强制性含义，第
31 条是关于强制许可规定。USMCA 等 RTA 除了重复这些规定，没有技术转让的义务性规则。
25 USMCA 第 14.8 条第 6 款，TPP 和 CPTPP 第 9.8 条第 5 款。此类条款规定在对投资征收或补偿时不适用
涉及知识产权强制许可和 TRIPS 协定，
这说明知识产权强制许可属于 TRIPS 协定调整的贸易相关知识产权。
与此不同的投资相关知识产权所涉技术转让不存在强制许可问题。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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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属于投资范畴，或者说，这是投资相关知识产权。 就政府承担的义务而言，该协议所规定
的技术转让新规则包括：（1）“一方不得支持或指导其个人针对其产业规划所指向的领域和
行业，开展以获取外国技术为目的、导致扭曲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
（第 2.1 条第 3 项）；
（2）
：
“对于收购、合资或其他投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得要求或施压对方个人向己方个人转让技
术”（第 2.2 条）；
（3）技术转让相关行政管理和行政许可要求及程序（第 2.3 条）；
（4）技
术转让相关法律法规执行的正当程序和行政程序的透明度（第 2.4 条）
。
归纳上述六方面新规则，相比 USMCA 等 RTA，
《中美经贸协议》的有关专利期延长的
新规则最为严格，打击恶意注册商标的新规则不限于驰名商标或国家徽记等的保护，地理标
志相关通用名称的保障属于 TRIPS 协定项下国际谈判而达成的新规则，商业秘密保护新增
侵权责任主体和举证责任转移以及范围宽泛的保密商务信息规则，知识产权执法新规则都针
对中国，技术转让部分均属于投资相关知识产权新规则。
（二）非多边经贸协定下知识产权新规则的特点
1.全面超出 TRIPS 协定。由上述归纳可见非多边经贸协定的知识产权新规则无一例外
地超出 TRIPS 协定及其被纳入的巴黎公约，包括贸易相关知识产权此类“TRIPS 递加”
（TRIPS-plus）的新规则和技术转让此类“TRIPS 之外”
（TRIPS-out）投资相关知识产权新
规则。美国是举世公认的科技超强国家，以含金量很高的《专利合作条约》
（PCT）项下“国
际专利申请”为例，2018 年之前美国的申请量一直位居全球第一，2019 年虽退至第二（57840
27
28
件） ，但其申请总量仍约占全球三分之一。 为维持其科技霸主地位，不断加大保护知识
产权的力度是美国一贯奉行的国策。无论是当年主张多边主义促成 TRIPS 协定，还是如今
转向非多边主义通过 USMCA 及前身 TPP 等和《中美经贸协议》全面超出 TRIPS 协定，美国
始终推动着全球范围的知识产权新规则不断发展。有所不同的是，在多边主义框架下，美国
不得不顾及欧洲等地区发达国家的制度差异和利益诉求，在非多边主义政策下，则更加肆无
忌惮地将美国的国内知识产权制度强加于他国。
2.在 USMCA 基础上再递增。USMCA 是 TPP 及 CPTPP 的更新版，而《中美经贸协议》
在 USMCA 的基础上增添上述归纳的六方面新规则，因而成为迄今非多边经贸协定中最新
版本的国际贸易或投资相关知识产权条款。如此不断递增是美国主导的非多边经贸协定知识
产权新规则演变的显著特点。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美刚恢复正常贸易，双方第一份贸易协定
只有第 6 条规定“有效地保护专利、商标与版权之重要性”及其原则性义务。随着中美经贸
关系的发展，美国为了增加出口，更多地占有中国市场份额，保护其厂商利益，又施压并与
中国达成 1992 年《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等知识产权协议，将当时谈判中的
29
TRIPS 协定相关义务加于中国。 新世纪初在中国加入 WTO 时，美国要求中国没有任何过
渡期而全面实施 TRIPS 协定。如今在美国对外经贸战略转向非多边主义和中美贸易战的背
景下再次将最新版本的非多边国际经贸协定中知识产权规则推向中国。历史和现实表明：知
识产权始终是中美经贸关系的核心问题之一，而且，随着中国的经贸地位上升，在与美国打
交道过程中会碰到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新规则，乃至中美经贸关系促成保护水平最高的新规

张乃根.国际投资相关知识产权及其争端解决[J].法治研究 2020 年（1）
。美国以所谓“强制技术转让”作为
诉由之一，却在 WTO 提起贸易相关知识产权的争端解决。参见 China-Certain Measures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T/DS542。该案经美国于 2019 年 6 月 3 日请求专家组中止审理，
按规定 12 个月之后未恢复审理，专家组于 2020 年 6 月 8 日终止该案。
27 2019 年中国 PCT 申请首次第一（58990 件）
。WIPO: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Yearly Review 2020, p .30.
28 1978 年至 2018 年，美国 31.1%，日本 17.3%，德国 10.4%，中国 8.1%。WIPO: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Yearly Review 2019，p.9.
29
张乃根.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法（第二版）[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240-24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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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三、知识产权新规则与美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关系
以上评述和比较的非多边经贸协定下知识产权新规则与美国知识产权制度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如前所述，进一步对此加以分析，不仅有助于了解其来龙去脉，而且可以此梳理
美国确认其“现行措施给予本条款内容同等的待遇”的具体制度。
（一）专利相关制度
30

1.专利期延长制度。根据晚近修改的美国专利法 第 154 节（b）款“专利期的调整”
（Adjustment of Patent Term）和第 156 节“专利期的延长”（Extension of Patent Term）相关
规定，美国专利的有效期延长分为两类。第一类因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的审查延误
超过 3 年待审期限而导致原始专利的授予推迟，经专利权人申请而获准相应延长，原则上以
31
超出待审期限的天数计算。第二类因依法 监管上市或使用的审查而使得授权专利的有效期
缩减，经专利权人申请而获准相应延长，原则上等于审查时间，最长不超过原始专利期满之
日或获准上市、使用之日起算 5 年，并且，第二类延长后的专利总有效期不超过 14 年。这
就是《中美经贸协议》第 1.12 条第 3 项确认美国现行措施给予的同等待遇。
2. 药品专利相关试验数据补充和早期争端解决机制。美国专利法、专利条例（CFR37）
33
和审查指南（MPEP） 都没有明确规定药品专利相关试验数据补充的专门制度。CFR37 第
1.56 节规定专利申请人对“可专利性的重要信息”
（information material to patentability）负
有披露义务；第 1.105 节规定在专利审查过程中，专利审查官等可要求申请人提交对于适当
审查“合理必要的”
（reasonably necessary）信息。这均可理解包括满足药品可专利性相关数
据。根据 MPEP，此类试验数据主要对药品上市审批而言，药品可专利性审查只涉及临床试
验与否，因而在申请药品专利时不必全部提交，在涉及专利审查和复审以及司法审查有关专
利性时可以补充。此外，如在申请药品专利的同时申请新药上市，一旦先行获准上市，该专
34
利申请人应修改其递交的相关数据以符合上市要求，作为数据补充。 或许这就是《中美经
贸协议》第 1.10 条第 2 项确认美国现行措施给予的同等待遇。
32

关于药品专利相关早期纠纷解决机制，根据美国 1984 年《药品价格竞争与专利期恢复
35
法》
（哈奇-韦克斯曼法），如申请仿制药品上市涉及相关药品的有效专利或已受理专利申请，
应提交未含此类专利信息或此类专利无效的证明，而此类专利的权利人或申请人收到该证明
之日 45 天内可提起侵权诉讼。如未起诉，该仿制药品可获准上市，否则将待审直至纠纷解
决。该机制使得原创新药专利的权利人或申请人尽早对仿制药涉嫌侵权提起纠纷解决。这就
是《中美经贸协议》第 1.11 条第 3 项确认美国现行措施给予的同等待遇。

The Leahy-Smith America Invents Act (AIA), AIA 对美国专利法的修改最后生效日为 2013 年 3 月 16 日。
现行美国专利法文本为 Consolidated Patent Law, United States Code Title35-Patents, Current as of August 31,
2017.下文援引该法，出处略。
31
此类法律是《联邦食品药品与化妆品法》
（the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
《公共健康服务法》
（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和《抗病毒-血清-毒素法》
（the Virus-Serum-Toxin Act）
。
32 美国联邦专利条例(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Title 37: Patent, Trademarks and Copyrights, Part 1- Rule of
Practice in Patent Case)，下文援引该条例，出处略。
33
美国专利审查指南（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Latest Revision January 2018 [R-08.2017]）
，下
文援引该指南，出处略。
34 根据《联邦食品药品与化妆品法》第 314 节第 53（c）
（2）
（ii）款。
35 The Drug Price Competition and Patent Term Restoration Act of 1984, 也称 Hatch-Waxman Act. 其中涉及专
利的条款被编纂为美国专利法第 156 节、第 271 节和第 282 节。下文援引该法，出处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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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知识产权制度
36

1.商标保护制度。首先是打击恶意商标注册行为机制。美国商标法 只有第 43 条（d）
款规定“恶意”
（bad faith）抢注域名而侵犯商标的行为，而非恶意商标注册的行为。商标
37
条例也没有相关任何规定。 即便从巴黎公约有关驰名商标或国家徽记等保护相关禁止恶意
商标注册的规定来看，美国商标法第 2 条规定拒绝注册的商标（不道德、欺骗或诽谤性内容，
美国或其州市或外国徽记，特定在世人物姓名等或已故美国总统姓名，在先注册或使用商标）
和第 43 条（c）款保护知名商标的反淡化规定也没有采用“恶意”注册的用语。因此，
《中
美经贸协议》第 1.25 条所称美国现行措施给予的同等待遇，不甚明确。
其次是作为商标且与地理标志有关的通用名称制度。美国商标法第 4 条规定可注册为证
38
明商标加以保护的“地区起源标志”
（indications of regional origin）实际上就是地理标志。
该法第 14 条（3）款规定“任何时候，如果注册商标成为指定的商品或服务或其一部分的通
用名称”
，则可申请撤销该商标注册；
“如果该注册商标并不是其注册的全部商品或服务的通
用名称，可以申请只撤销部分商品或服务的注册”；认定通用名称的标准是“注册商标对相
关公众的主要意义”
。可见在美国，注册为证明商标的地理标志一旦被认定成为通用名称，
应予以撤销，但应从公众角度看待，谨慎处理。这就是《中美经贸协议》第 1.16 条第 2 项
和第 1.17 条第 3 项确认美国现行措施给予的同等待遇。
39

2.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美国现行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包括联邦 1996 年《经济间谍法》
40
和各州参照 1985 年示范性《统一商业秘密法》 制定的相关州法。据此，侵犯商业秘密责任
人包括“自然人、公司、商业信托、房地产商、信托、合伙、协会、合资企业、政府、政府
分支或机构、或任何法人或商业实体”，经济间谍包括“外国政府、外国工具（机关、协会、
任何法人、商业组织等）或外国代理人（任何官员、雇员等）”。可谓无所不及。商业秘密是
指信息，包括“配方、程式、汇编、项目设计、方法、技艺或程序”或“所有类型的金融、
商业、科学、技术、经济或工程信息”，也是无所不包。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的禁止行为包括
通过“窃取、贿赂、虚假陈述、违反或引诱违反保密义务，或通过电子或其他方式的间谍”
方式窃密。但是，这些法律或示范法没有“保密商务信息”的用语，也没有规定相关民事程
41
序中的举证责任转移。或许，美国相关判例法有这方面规则， 从而满足《中美经贸协议》
第二节有关条款确认给予内容同等的待遇。
3.知识产权执法制度。有关电商平台的下架制度可能源于美国《千禧年数据版权法》
United States Code, Title 15, Chapter 22-Trademarks, 中译本参见美国兰汉姆（商标）法，载《十二国商标
法》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37-521 页。
37
CFR 37, Part 2-Rules of Practice in Trademark Cases.
38
根据 TRIPS 协定第 22 条第 1 款，地理标志是“指识别一货物来源于一成员领土或该领土内一地区或地方
的标识，该货物的特点质量、声誉或其他特征主要归因于其地理来源”。类似或有关的术语包括：货源标志
（indications of source）不同于地理标志，是指为顾客提供商品来自于某个国家的信息标志；原产地名称
（appellations of origin）是《保护原产地名称及其国际注册的里斯本协定》用语，涵盖国家名称，而地理标
志仅指某一地区或地方的产品地理名称；原产地规则（rules of origin）是国际贸易规则，不涉及地理标志
保护。See Antony Taubman et al. (eds), A Handbook on the WTO TRIPS Agreement 80-8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39 Economic Espionage Act of 1996, United States Code 18, Title I-Protection of Trade Secrets. 下文援引该法，
出处略。
40 Uniform Trade Secrets Act, Drafted by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 State Laws, as
amended 1985. 下文援引该法，出处略。
41 比如，在 E.L. Du Pont de Nemours Power Co. v. Masland, 243 U.S. 100 (1917), 时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
姆斯对一起涉及原被告之间存在保密关系的案件的举证责任问题，指出: “这是保密关系的通常情况。如果
事实上被告知道原告的秘密，且有任何不利后果，被告必须承担举证具有诚信的责任。” 也就是说，一旦
原告证明与被告存在保密关系，且有泄密后果，被告则应举证具有诚信，亦即没有涉密的责任。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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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DMCA） 有关“通知与下架”
（notice and take down procedure）规定（现编纂为美国版权
43
法 第 512 条）：网络服务提供商（ISP）
“一旦收到此类[侵权]信息或知晓，应立即删除或使
得无法得到此类[侵权]资料”；如 ISP“善意下架”
（taking down in good faith）
，无论最终侵
权的认定与否，均不负责任；一旦收到被下架的用户关于不构成侵权的“反通知”（counter
notification），ISP 应恢复网上此类资料，除非版权所有人或其授权人向法院请求确认侵权者
的传票。但是，美国现行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等没有明确的电商平台相关此类执法规定。有关
44
边境执法措施，根据美国 2013 年修订版《海关与边境保护条例》 第 133.21 节有关查处假
冒货的规定，美国海关可扣押任何国内或外国厂商制造并进口至美国，标贴涉嫌假冒在美国
注册商标和在美国海关备案的商标之货物。一旦海关认定进口假冒货，即予以没收，除非商
标所有人书面同意允许被没收货物在除去假冒商标或其他适当处置后进口，否则将依法予以
45
销毁。根据 2008 年《优先知识产权的资源及组织法》 第 205 节（h）款，美国海关禁止假
冒货适用于“转船及出口——根据本节禁止的交易，任何货物或服务均不应通过美国转船或
46
出口。
”同样，美国现行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等没有明确的有关根据“合理嫌疑”由行政部门
向刑事司法部门移交有关案件等执法规定。因此，
《中美经贸协议》第 1.26 条第 2 项所称美
国“相关部门有权将适当的案件提交刑事执法”等，不甚明确。
（三）技术转让制度
47

美国除了专利法第 261 条规定专利权的“转让”
（assignment）和《技术创新法》 第 3710
节“联邦技术的利用”涉及此类联邦试验室所有的“转让”（transfer），有关技术转让均根
据各州基于判例的合同法加以调整。因此，
《中美经贸协议》第二章没有任何美国确认其“现
行措施给予本条款内容同等的待遇”的规定，而是双方约定遵循基于自愿和市场条件的技术
转让或许可，禁止政府强制技术转让。
根据以上初步分析，可见《中美经贸协议》知识产权条款有关确认美国现行措施给予同
等待遇的承诺，大部分有比较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如专利期延长制度、药品专利相关早期
纠纷解决机制、与地理标志有关的通用名称制度、商业秘密保护制度，也有部分不甚明确，
如药品专利相关试验数据补充、打击恶意商标注册、保密商务信息、“合理涉嫌”刑事案件
移交，等。一方面，鉴于美国知识产权法包括诸多成文的联邦与州法以及如同浩瀚大海般的
判例法，对于此类承诺，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尤其亟待对美国州法和判例法所涉通用名称
和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的专门研究；另一方面，期待在中美双方履行该协议过程中，中方应对
美方确认的其“现行措施给予本条款内容同等的待遇”的规定不甚明确之处，要求其加以澄
清。

四、知识产权新规则下的中国应对
在当今大变局下美国对外经贸战略转向非多边主义的过程中，《中美经贸协议》相比
USMCA 等 RTA，凸现了全面超越 TRIPS 协定的知识产权新规则。实质上这是美国利用经贸
强势地位，将其实施多年且具有本国特点的知识产权制度强加于中国。显然，美国以所谓中
42

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Oct.28, 1998, Public Law No. 105-304.
United States Code Title 17-Copyrights. 下文援引该法，出处略。
44 Customs and Board Protection Regu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3 Revision Edition, Publisher: CBP, 2014.
45 Prioritizing Resources and Organization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ct of 2008, Public Law 11-403.
46
包括 1984 年《假冒商标的刑事条款法》
（Criminal Provisions of the Trademark Counterfeiting Act of 1984）,
《有关盗版及侵犯版权的刑事条款》
（Criminal Provisions Relating to Record Piracy and Copyright Infringement,
18 U.S.C.A. 2318-19A）.
47
United States Code, Title 15, Chapter 63—Technology Innovation, Feb. 14, 1992, Public Law 102-245.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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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强制技术转让等子虚乌有的理由为幌子，采取单边贸易措施，目的之一在于急不可待地将
保护美国药品专利、高科技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制度推行到中国。如今，在加快创新型国家
建设的同时履行该协议以符合这些新规则，已成为亟待中国应对的现实挑战。
首先，应建立健全符合这些新规则的知识产权及技术转让制度。中国现行专利法没有因
48
审查延迟或新药上市审批而延长专利期的规定； 新药专利申请“如果本领域人员无法根据
现有技术预测发明能够实现所述医药用途、药理作用，则应当记载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
足以证明发明的技术方案可以解决预期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或者达到预期的技术效果的实验
49
室试验（包括动物试验）或者临床试验的定性或者定量数据”
， 没有数据补充规定。拟定修
改专利法已增加因审查延迟和新药上市审批时间而补偿专利有效期，并增加药品专利相关早
50
期纠纷解决的原则规定， 因而亟待抓紧修订专利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
2019 年修正的商标法第 4 条新增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
51
回。” 这已原则上符合《中美经贸协议》有关打击恶意商标注册的义务。该法第 49 条第 2
款规定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可被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但是，商标
法及其实施条例尚无认定通用名称的相关规则，亟待修订 2019 年商标法相关配套的实施条
例予以增加。2019 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9 条（一）款新增“电子侵入”获取商业秘
密的行为，该第 9 条还增加“经营者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为侵犯商业秘
密的责任主体，第 32 条新增涉嫌侵权人的举证责任反置的规定，从而基本上履行了《中美
经贸协议》有关义务。在知识产权执法方面，2018 年《电子商务法》第 42 条规定了电商平
52
台相关知识产权权利人通知和平台内经营者反通知及其电商平台经营者的下架规定， 但仍
缺少免除善意提交错误下架通知的责任、吊销平台网络经营许可等规定，亟待修订《电子商
务法》或该法配套相关实施条例加以补充。同时，这应与修改《著作权法》补充网上侵犯版
权作品相关下架的一系列制度相协调。有关边境执法应包括查处转运（过境）的盗版和假冒
53
货，亟待修改现行海关保护知识产权条例。 至于技术转让方面，2020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
54
外商投资法 已明文规定禁止强制技术转让。此外，还有许多应通过修法或司法解释等全面
履行《中美经贸协议》知识产权条款下义务，加快建立健全国内一整套相关制度。总之，应
通过将条约义务转化为国内法，并成为国民待遇，从而普遍适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在中国的
知识产权权利人。
其次，应适应非多边经贸协定下知识产权新规则的发展。如果说以上全面履行条约义务
是争取中美经贸关系尽早恢复正常而迫在眉睫的应对措施，那么进一步加强对非多边经贸协
定下知识产权新规则发展及趋势的研究，对于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采取应对措施，必不可少。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2008 年）
，
《专利法实施细则》
（2010 修订）
。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审查指南》
（2010）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年版，第二部分第十章 3.1.。此后该
指南修改（2013、2014、2017、2019）均不涉及药品专利数据补充。
50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
》
（2020 年 6 月）
，第 42 条增加：“为补偿新药
上市审评审批占用时间，对在中国获得上市许可的新药发明专利，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应专利权人的
请求给予期限补偿，补偿期限不超过五年，新药上市后总有效专利权期限不超过十四年。”第 69 条改为第
75 条，增加 3 款有关“药品上市许可审批与药品上市许可申请阶段专利纠纷解决”的原则规定，并明确由国
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制定具体衔接办法，报国务院同意后实施。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2019 年修正）
。根据该法第 48 条，“本法所称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
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
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
52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53
《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
（2010 年修订）
，第 2 条规定海关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对进出口
货物，不包括转口（过境）货物。
54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 22 条“国家鼓励在外商投资过程中基于自愿原则和商业规则开展
技术合作，技术合作的条件由投资各方遵循公平原则和平等协商确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
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
”
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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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TPP 到 CPTPP，再到 USMCA，这些非多边经贸协定所含全面超越 TRIPS 协定的知识产
权新规则，多于《中美经贸协议》知识产权条款。比如，专利方面关于可授予专利的主题可
为已知产品的新用途、使用已知产品的新方法或新工艺，在专利申请日以前 12 个月内专利
申请人的公开披露不影响其发明的新颖性或包含创造性步骤。又比如，商标方面关于应尽最
大努力允许注册气味商标。再比如，版权与相关权方面关于作品、表演及录音制品保护期以
自然人的生命为基础计算不少于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 70 年。诸如此类多半源于美国知识产
权制度而成为非多边经贸协定下的知识产权新规则，不必枚举。对此必须及早结合中国国情
深入研究，未雨绸缪，应对今后可能的适用。
最后，推进构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协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 1883 年巴黎公约问世，
到 1995 年 TRIPS 协定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之大成，再到如今非多边经贸协定下全面超越
TRIPS 协定的知识产权新规则，从现代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到当代科技最为发达的美国，客
观上随着技术不断更新换代，欧美地区发达国家引领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协调运动。然而，正
如《中美贸易协议》所言：
“中国正从重要知识产权消费国转变为重要知识产权生产国，中
国认识到，建立和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的全面法律体系的重要性。中国认为，不断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创新型企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因此，随着中国从知识产权大国走向知识产权强国，加快建立健全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也是客观需要。从战略角度看，中国近年来明确以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期大国
外交方略，适应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并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需要。中国建设创新型国
家的知识产权强国战略是这一总体战略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此，从四十年前中国改革开
放之初，是知识产权的入门者，到二十年前中国加入 WTO，是知识产权规则的跟跑者，如
今，中国在继续跟跑的同时，也开始发挥类似领跑的作用，至少就《中美经贸协议》下某些
全新的知识产权规则而言，如最为严格的专利权有效期延长规则、全面打击恶意商标注册、
高水平保护包括商业秘密在内保密商务信息、强化包括明确查处过境侵权货物的知识产权执
法，中国成为目前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协调中最新规则的实施者。科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
展动力，本身从来都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知识产权保护却有国界。如何协调各国知识产权
保护？这是推进构建知识产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挑战。
应该强调，自巴黎公约至今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协调，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处于领跑地
位，尤其是近年来美国更是在竭力推进非多边经贸协定的过程中加快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协调
的步骤，客观上与其引领科技发展及其知识产权保护的利益导向并行不悖，并在不同程度上
将发展中及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引入这一协调范围。但是，这与推进构建知识产权人类命
运共同体有着理念和路径上的本质区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崇合作共赢和共同繁荣，
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构建路径，而非一味将科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规则强加于人。
如果中国在建设知识产权强国过程中真正起到引领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协调的发展，就必须走
出一条新路，采取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模式。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
”

结语
总括全文，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对比正在经历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美国对外经贸战略
已经发生新变化。在如此背景下，
《中美经贸协议》作为美国力推非多边经贸协定的最新结
果，其知识产权条款包含相比其他 RTA 而言的新规则，全面超越 TRIPS 协定，并与美国知
识产权制度密切相关。其中有关美国现行措施给予同等待遇的确认，大部分有比较明确的法
律法规依据，也有不甚明确，值得中国履行该协议时高度关注。在这样的知识产权新规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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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中国相关知识产权及技术转让制度，及早结合中国国情深入研究与美国
知识产权制度有关的其他新规则，未雨绸缪，应对今后可能的适用，并在加快创新型国家时
努力引领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协调，走共商共建共享之路，作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组成部分。

On the New Rul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Non-Mult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s
ZHANG nai gen

Abstract: Currently, the United States is shifting its foreign economic and trade strategy to the
non-multilateralism by violating the WTO multilateral rules and promoting the non-mult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s including the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The new
rul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is Agreement should be compared with the non-multilat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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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so as to understand its origin and characters and to analyze the systems relat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promises to afford equivalent treatments by its existing measur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under this Agreement. It is
highly relevant to study the new non-multilateral rul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implementing
the obligations under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visions of the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and while building a nations with a stro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hina must prepare
response to more challenges ahead by grasping the trend of the new rules and constructing the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Keywords：Non-mult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Intellectual Property; New rules;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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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补贴国际规则改革的西方路径及中国应对
孙冰
（武汉大学法学院，武汉）

摘 要：国有企业补贴问题是当前国际经贸规则改革的热点问题之一，西方不仅在实践中加
大了反补贴调查力度，规则上也频频输出。
2020 年 1 月 14 日美欧日发表《第七次联合声明》，
该联合声明从六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释了美欧日在产业补贴规则改革问题上的观点。其中第
六个方面指出，美欧日对以往 WTO 上诉机构对“公共机构”认定的若干裁决表示质疑并且
认为认定一实体为“公共机构”不必考虑其是否“拥有、行使或被授予政府权力”
，直指国
有企业补贴问题。通过声明内容不难看出，美欧日等西方国家试图在 WTO 框架内否定“公
共机构”认定的政府权力标准。声明还提及三方部长将会继续在此基础上制定“公共机构”
的定义，并且还有意将其之间达成的产业补贴规则的改革文本往外扩散，以寻求更多的 WTO
成员认同。与此同时，WTO 框架外的非商业支持规则在美国和日本的推动下也开始具备区
域效应，尽管 TPP 没有成功，但是 CPTPP 完全复制了 TPP 关于非商业支持的规则，USMCA
则在 TPP 文本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非商业支持规则也在稳步推进，成为西方制裁其
他国家国有企业的又一有力法律工具。结合两者，西方开辟了 WTO 框架内和 WTO 框架外
两条国有企业补贴国际规则改革路径。
尽管西方有应对国有企业补贴带来的市场扭曲的考虑，但是实质上更多是为了应对中国
国有企业高速发展以及所谓的非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挑战。笔者认为西方推行此种国有企业
补贴规则改革的做法不仅忽视了国有企业的双重属性，也背离了补贴规则设计的目的，对非
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认定进而否定更是违背了国际法基本原则和规则。中国需要从国际规则构
建、国内规则构建以及实践多层面应对，捍卫中国的合法利益。这些措施具体包括：（一）
在 WTO 改革中坚守中方立场，例如继续坚持“公共机构”认定的政府权力标准、区分国有
企业规则和国有企业补贴规则设计、坚决抵制美欧日将“非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普遍化的趋
势等；
（二）在区域或者双边国际规则制定中注入中国的主张；
（三）国内加强国有企业相关
规则构建，例如加快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在法律规范和国有企业章程中更加强调党组织的
引导监督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明确国有企业的类型划分和区分国有企业的商业活动行为、
增加国有企业治理过程的透明度等；
（四）实践中加强证据的保存及针对性提交等。

孙冰：武汉大学国际法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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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14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美国、欧盟、日本贸易部长三方会议
第七次联合声明》
（以下简称《第七次联合声明》）
。相较前六次联合声明，
《第七次联合声明》
的焦点更加集中，全文大半篇幅均围绕如何加强现有的 WTO 产业补贴规则，捎带提及了强
制技术转让，对前几次联合声明关注的非市场经济导向问题、电子商务问题、WTO 改革等
问题仅一笔带过，可见美欧日迫切推动 WTO 产业补贴规则改革的强烈意愿。
《第七次联合
1

声明》从六个方面 全面系统地阐释了美欧日在产业补贴规则改革问题上的观点，其中第六
个方面就是关于国有企业的补贴问题。美欧日对以往 WTO 上诉机构对“公共机构”认定的
若干裁决表示质疑并且指出认定一实体为“公共机构”不必考虑其是否“拥有、行使或被授
2

予政府权力”， 试图在 WTO 既有框架内否定“政府权力”这一“公共机构”认定标准，直
指国有企业补贴问题。结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以下简称 TPP）首创、同时被《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 CPTPP）继承并被《美墨加贸易协定》
（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简称 USMCA）发展的非商业支持规则，以美国为
代表的西方国家开辟出两条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国有企业补贴规则改革路径：一是在 WTO 框
架内否定“政府权力”这一“公共机构”认定标准、泛化“公共机构”的概念，以便于将国
有企业认定为补贴主体；二是在 WTO 规则框架外通过非商业支持规则简化国有企业补贴法
律认定要素，加大国有企业补贴认定可能。本文将对此两种路径进行分合剖析，明确在此种
国有企业补贴规则改革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应当如何应对。

一、WTO 框架内否定“公共机构”认定的政府权力标准
“公共机构”的认定问题起源于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以下简称《SCM 协定》
）第 1.1(a)(1)条，该条规定
补贴提供的主体包括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
《SCM 协定》引出了“公共机构”这一概念，
却并没有进一步明确“公共机构”的定义，其他的 WTO 相关规则也没有对此进行界定。规
则的不确定性也引发了实践中对“公共机构”这一定义进行解读的不确定性，然而根据多个
1

包括：扩大《WTO 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禁止性补贴的范围、举证责任倒置、增加产能过剩作为严重侵害情
形、激励反向通报、采用外部价格基准、不以该实体是否“拥有、行使或被授予政府权力”作为“公共机
构”的认定标准。
2
Se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
e European Union，01/14/2020，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0/
january/joint-statement-trilateral-meeting-trade-ministers-japan-united-states-and-european-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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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解决案例中 WTO 争端解决机构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公共机构”的解读，基本已经
确立了“公共机构”认定的法律标准。
在“中美双反措施案”
（DS379，以下简称“双反措施案” ）中专家组认为“公共机构”
3

是受到政府控制的任何实体 ，上诉机构则认为”公共机构”必须是拥有、行使或者被授予
4

政府权力的实体 ，推翻了专家组报告此前对“公共机构”的认定。在该案中，上诉机构尽
管将“政府权力”作为认定“公共机构”的标准，但同时也认为“政府对实体及其行为实施
有意义控制的证据，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作为该实体拥有政府权力并在履行政府职能时行使这
5

种权力的证据”
。 可见 DS379 上诉机构的判决虽初步确定了“公共机构”认定的政府权力
标准，但也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在随后的印度诉美国“对印度特定热轧碳钢板产品的反
补贴措施案”（DS436，以下简称“碳钢案”
）以及中国诉美国 “对中国产品的反补贴措施
案（DS437，以下简称“反补贴措施案”）中，美国试图借助“有意义的控制”这一缺口重
新回到其政府控制说的主张上，
但是被 DS436 案的上诉机构以及 DS437 案的专家组予以驳斥，
他们指出不应将 “是否拥有、实施或被赋予政府权力”这一“实质性法律标准” 与确定实
6

体为《SCM 协定》意义下的公共机构所需的证据标准相混淆 ，所有权和政府控制不足以确
7

定该实体为“公共机构”
，还需结合更多的证据。 至此，尽管 WTO 规则并未对“公共机构”
作出明确认定，但是 WTO 争端解决案例中已经基本确立了“公共机构”认定的政府权力标
准。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却对“公共机构”的认定持不同的态度，在国内反补贴实
践、WTO 争端解决案例、WTO 裁决执行乃至代表 WTO 改革可能方向的联合声明中，都一
直在否定 “公共机构”认定的政府权力标准，试图通过政府控制将国有企业纳入“公共机
构”范畴。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在国内反补贴实践中以政府对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将国有企业认定为“公共机
构”
，此种做法主要发生在 DS379 案之前的案件。例如在 2007 年“对华环状焊接碳素钢管
双反案”
中，美国商务部依据涉案国有企业的股份大部分由政府所有将其认定为“公共机构”
。
8

另一种做法是通过证明政府对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形成“有意义的控制”从而将涉案国

有企业认定为“公共机构”
，但是却混淆了“政府权力”这一实质标准和“有意义的控”制
这一证据标准。此种做法主要发生在 DS379 案之后，基于对 WTO 上诉机构裁决的尊重，
3

Report of the Panel, United States – 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 WT/DS379/R, circulated 22 October 2010,para.8.94.
4
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 United States – 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
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 WT/DS379/AB/R, circulated on 11 March 2011,para.317.
5
See supra note〔4〕,para.318.
6
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 United States—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Certain Hot - 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WT/DS436/AB/R, circulated on 8 December 2014，para. 4. 37.
7
Report of the Panel，United States—Countervailing Duty Measur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
DS437/R,circulated on 14 July 2014,paras. 7. 70.
8
杨光：
《论美国反补贴调查中“公共机构”认定标准》
，中国政法大学 2010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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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日开始利用“有意义的控制”将政府控制和政府权力相联系。例如 2020 年 6 月 15 日欧
盟发布的玻璃纤维织物反补贴案终裁中特别引用了 DS379 案上诉机构报告中的“有意义的
控制”作为该案的适用标准。面对中方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 34 条只是
一个笼统的陈述，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应当结合该法其他的条款认定银行开展贷款业务具备
自主性。欧方提及的所谓政府具备对银行贷款控制权的其他依据法条也并不具备法律强制效
力。对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推理分析不适用于商业银行”的抗辩，欧盟委员会依然在没有充足
证据的情况下（仅列举了这些银行的所有权结构），认为中国政府对包括杭州银行在内的十
9

家商业银行形成了有意义的控制，将这些银行均认定为公共机构。 这两种做法并无根本上
的不同，都是以政府对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为根本判断依据。
其次，在 WTO 争端解决案例中美欧日多次主张 “公共机构”认定的政府控制标准，
例如“韩国诉欧盟影响商用船舶贸易措施案”
、“双反措施案”等。即使初步确立“公共机
构”认定的政府权力标准的“双反措施案”上诉机构报告出来以后，美国依然在“碳钢案”
10

和“反补贴措施案”中坚持政府控制标准进行“公共机构”认定。 可见美欧日在”公共机
构”认定这一问题上的一贯态度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再次，美国对 DS379 案“公共机构”裁决执行的有意拖延和规避。尽管 DS379 案的上
诉机构报告已经获得 WTO 争端解决机构通过，但是美国却并没有依照上诉报告的裁决积极
执行。美国不仅多次拖延执行程序，还一意孤行将涉案国有企业继续认定为“公共机构”。
11

可见美国并不满意 DS379 案的上诉机构裁决，在实践中依然坚持政府控制理论的主张。
最后，在 WTO 补贴规则的改革提案中直接否定“公共机构”认定的政府权力标准。前

文已经提及，美欧日发表的《第七次联合声明》最为系统地阐释了美欧日对 WTO 补贴规则
改革的主张。就其具体文本而言：“美欧日部长们关注到了许多补贴是通过国有企业授予，
并且认为这些国有企业被认定为“公共机构”是有重要意义的。部长们认为 WTO 上诉机构
在以往一些报告中对“公共机构的解释减损了 WTO 补贴规则的有效性，确定一个实体是否
12

是”公共机构”，不必以该实体是否“拥有、行使或被授予政府权力”为判定因素。 通过
这些文字不难窥探美欧日极力否定”公共机构”认定政府权力标准的态度，并且美欧日还指
出三方部长将会继续在否定以政府权力理论作为”公共机构”认定标准的基础上制定”公

9

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EU) 2020/776 of 12 June 2020，3.4.1.1-3.4.1.5.https:
//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20R0776&from=EN.
10
陈卫东：
《中美围绕国有企业的补贴提供者身份之争:以 WTO 相关案例为重点》
，
《当代法学》2017 年第 3，
第 22 页。
11
贺燕：
《美国执行 WTO 救济案件裁决的规則与实践—以 DS379 案"“公共机构””的裁决为视角》
，
《上海
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15 第 5 期，第 56 页。
12
同前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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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机构”的定义，则直接透露了美欧日在接下来的国有企业补贴规则改革中的基本立场和动
作方向。
基于“公共机构”定义的不确定性，WTO 框架内对国有企业补贴的认定主要集中在对
国有企业是否是“公共机构”的探讨，
《第七次联合声明》也透露出美欧日否定“公共机构”
认定政府权力标准的出发点是国有企业补贴问题。
尽管 WTO 争端解决案例中已然确立了“公
13

共机构”认定的政府权力标准 ，而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却一直尝试以各种方式挑战这一标准，
究其原因，不过是为了在 WTO 框架内泛化“公共机构”的概念，以便于将国有企业纳入“公
共机构”的范畴。而通过所有权和控制权来认定国有企业是否是“公共机构”对中国等采取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国家非常不利，因为国有企业极易被认定为公共机构而成为适格的补
贴提供主体，反补贴调查国后续对其进行补贴认定以及采取反补贴措施将轻而易举，非常不
利于这些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

二、WTO 框架外推行非商业支持规则
14

尽管当前的一些区域贸易协定中包含了国有企业规则甚至将其单独成章 ，但是由于国
有企业的特殊性，国有企业补贴问题一直是国际贸易中的敏感性问题，并没有得到专门规制，
国有企业补贴认定大多适用《SCM 协定》
，先行进行主体资格认定（国有企业是否是《SCM
协定》第 1.1(a)(1)条规定的“公共机构”）
，再进行补贴认定。然而如上文所分析，在 WTO
框架内国有企业的补贴认定难题就集中在第一步的主体资格认定上，尽管 WTO 争端解决机
构对此问题确立了基本标准，但西方对 WTO 争端解决机构作出的一些判决尚存在质疑和否
定，而自己的主张又不能得到 WTO 争端解决机构的支持。由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另辟蹊径，在 TPP 中推出非商业支持规则，以“非商业支持”替代“补贴”的说法，制定
15

了第一个专门针对国有企业补贴行为的贸易规则。 尽管由于美国退出 TPP 并未生效，但由
其他 11 个 TPP 谈判启动国达成并且生效的 CPTPP 全面继承了 TPP 所建立的非商业支持规
则，后来美国主导并已于 2020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的 USMCA 再次对非商业支持规则进一
步做了阐述。由此可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在 WTO 既有框架外构建专门的规则规
制国有企业补贴行为。

13

尽管 WTO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并没有先例约束力，但从实践中来看，WTO 的争端解决明显地表现出
了案例法的方法或特点。（参见韩立余. WTO 争端解决中的案例法方法[A]. 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
究会.《WTO 法与中国论坛》文集——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年会论文集(七)[C].中国法学会世
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2008:135.），并且西方国家将“有意义的控制”作为国内反补贴调查的适用标准及
WTO 争端解决案例中的主张依据，这也从侧面认可了 WTO 裁决的效力。
14
例如欧盟—加拿大《综合性经济贸易协定》
、
《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等。
15
毛真真：《国有企业补贴国际规则对比研究——从传统补贴规则到非商业支持规则》，《河北法学》 2017
年第 5 期，第 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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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非商业支持规则还需从具体文本出发，TPP 第 17.1 条首先给出了非商业支持的定
16

义：
“非商业支持是指通过国有企业的政府所有权或控制权对该国有企业的援助” 。
“非商
业”体现在通过国有企业的政府所有权或控制权而非市场导向，援助的形式基本与《SCM 协
定》中财政资助的形式大体一致。紧接着第 17.6 条规定缔约方和其所有或控制的国有企业
不能向任何国有企业提供非商业支持，从而对其他缔约方造成不利影响。指出了非商业支持
17

规则的提供主体是缔约方政府 及国有企业，接受主体是国有企业。对比《SCM 协定》补贴
18

认定的法律要件 ，非商业支持规则与《SCM 协定》补贴规则最明显的区别在于一是直接将
国有企业认定为补贴提供主体，跳过了国有企业是否是“公共机构”的认定；二是限缩了接
受主体，规则更具针对性；三是简化了补贴认定要素，不需要接受援助的国有企业获得利益。
如此一来，只要提供主体是国有企业，在存在非商业支持、支持具备专向性且存在不利影响
的情况下，就可以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并且 TPP 还将非商业支持规则的适用范围拓展到
了服务贸易领域和投资领域，这对只适用于货物贸易的《SCM 协定》是另一个突破。
CPTPP 完全复制了 TPP 关于非商业支持的规则，USMCA 则在 TPP 文本的基础上有了
进一步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USMCA 增加了非商业援助的三种形式：一缔约
方的国有企业对该缔约方信誉不佳的国有企业提供的贷款或贷款担保；缔约方或者缔约方的
国有企业在接受者资不抵债或者濒临资不抵债且没有可信的重组计划可以在合理期限内使
国有企业恢复长期生存能力的情况下提供的非商业性援助；缔约方及缔约方国有企业在不符
19

合私人投资者的通常投资惯例的情况下将该缔约方的国有企业未偿债务转换为股权。其次，
将接受非商业支持的主体扩展到了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企业、产业或者企业集团、产业集团；
再次，增加了非商业支持规则在政府采购领域的适用；最后，扩大了国有企业的认定范围，
将政府有权通过其他所有权权益（包括间接或少数所有权）控制企业纳入了国有企业范畴，
并且还在专向性认定上增加了向数量有限的某些企业提供援助的情形。
综上，一方面非商业支持规则与《SCM 协定》的补贴规则有相似之处，非商业支持不
过是补贴的另一种说法，两者都是为了解决政府不正当干预对市场造成的扭曲。另一方面两
者又大有不同，非商业支持规则主要针对国有企业，且与国有企业补贴相关的概念外延和适
用领域都较《SCM 协定》有所扩大，但是认定程序却较《SCM 协定》有所简化，为这一

16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Article 17. 1.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TPP-Final-Text-St
ate-Owned-Enterprises-and-Designated-Monopolies.pdf.
17
此处除了政府直接提供援助外还包括政府委托或指示非国有企业提供非商业支持的情况。
18
构成补贴的法律要件有三：由成员国的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提供，财政资助或价格支持，获得利益。尽
管只有在补贴具备专向性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反补贴措施，但笔者认为专向性并不是构成补贴的法律要件。
19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and Canada 12/13/19 Te
xt, Article 22.6.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agreements/FTA/USMCA/Text/22_State-Owned_En
terpris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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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在实践中的适用带来了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极其容易被利用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在国际经贸领域的制裁工具。同时，对比 TPP 的规则和 USMCA 的规则很明显可以发
现非商业支持规则还在不断发展变化当中，这将为国际经贸领域的发展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尽管 TPP 和 USMCA 的国有企业章节含有国有企业非歧视待遇和商业考虑要求的条款，
20

标题上虽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17 条的要求相似，但内容上却存在根本差别。 非商
业支持规则似乎是西方国家为了应对其所认为的“WTO 上诉机构在以往一些报告中对”公
共机构”的解释减损了 WTO 补贴规则的有效性”观点的对策，这种另起炉灶的做法更像是
在《SCM 协定》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一套融入自身诉求的国有企业补贴的游戏规则。虽然
此规则目前仅在缔约方之间产生约束力，但不得忽视该规则可能存在的溢出和示范效应，进
一步影响国际规则发展。如若被更多的区域贸易协定纳入，非商业支持规则也未必不会演变
成为具备全球效应的规则。

三、西方推行的国有企业补贴国际规则的实质
结合上述分析，美欧日在 WTO 框架内外开辟出了两条路径以解决国有企业补贴问题，
正如美欧日在多次联合声明中所表明，推进国有企业补贴规则改革是为了应对国有企业补贴
带来的市场扭曲问题。不可否认，一些国有企业不规范的提供补贴行为，确实在事实上给国
际经贸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需要对此进行规制。但美欧日一方面在 WTO 框架内否认“公
共机构”认定的政府权力标准，利用政府所有权和控制权、忽视国有企业双重属性将国有企
业认定为“公共机构”，增加认定国有企业提供补贴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在 WTO 既有框
架外直接将国有企业认定为非商业支持的提供主体，并在多个方面进行了概念拓展，同样大
大增加国有企业提供非商业支持的认定概率。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美欧日的做法似乎更像是
为了认定国有企业提供补贴而去制定规则，而不是为了制定规则去规制国有企业补贴问题，
其目的不仅是应对国有企业补贴问题带来的市场扭曲那么简单。
那么，美欧日为何要利用补贴规则去认定国有企业提供补贴从而采取反补贴措施来针对
国家拥有所有权或控制权的国有企业？这需要结合国际经贸实践来分析。近些年来中国国有
企业发展势头良好，在国际经济社会中所占的地位也愈加重要，但是西方国家认为由于中国
21

采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 的经济体制，加之中国政府与其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然现有的 WTO 协定和争端解决实践在应对 WTO 成员对涉及中国的国
有企业的担忧方面存在局限性，所以美欧等成员实践中主要通过大量的反倾销或反补贴措施

20

韩立余：
《国际法视野下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
，
《中国法学》2019 年第 6 期第 168 页。
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国此种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属于市场经济体制，始终认为中国采取的是非市场经济体
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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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应对中国的出口产品。

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大力推动国有企业补贴国际规则的改革与发展，

更重要的是为其创建应对中国等国家国有企业在国际经贸市场上快速发展的法律工具。
再进一步，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对国有企业规则的规制核心因素都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所
有权和控制权，在否定“公共机构”认定的政府权力标准的路径下，美欧日倡导以政府对国
有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来认定国有企业是“公共机构”
，而在非商业支持规则的路径下，
非商业”体现在通过国有企业的政府所有权或控制权而非市场导向。由此可见，政府对国有
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才是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等国家的国有企业的核心关注点。这种
基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而对国有企业的不信任事实上也反映了美欧日对中
国等采取非西方式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和排斥。美欧日的一系列做法更加印证了这种观点，
例如：美国在其对 WTO 改革的观点进行明确表述的
《2019 贸易政策议程及 2018 年度报告》
中认为 WTO 必须应对所谓的“非市场经济”挑战，WTO 的规则框架没有充分预料到“非
市场经济”国家对全球贸易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加上 WTO 上诉机构机制的严重缺陷，成员
23

没有足够的工具来应对这些问题。 并且美国试图以多边贸易协定的形式推广美国的此种认
知，将非市场经济体排除在自身所在的贸易圈之外，例如 USMCA 文本中就加入了针对非
24

市场经济国家的条款，试图约束加拿大和墨西哥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同
时欧盟也在其提出关于 WTO 改革的《概念文件》中建议明确将国有企业“促进政府政策”
25

与“履行政府职能”并列考虑。 最后，美欧日多次联合声明中对非市场经济导向的政策和
做法的强烈抨击。以上种种都可以看出美欧日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非市场经济体制及其做法的
排斥，由此采取 WTO 框架内、外两种路径解决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也在预料之中。
综上分析，美欧日采取 WTO 内外两种路径应对国有企业补贴问题，最表面的出发点是
为了应对国有企业补贴带来的市场扭曲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为了利用国有企业补贴规则
应对国际上国有企业监管规则的缺失，实质则是出于对采取非西方式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
的否定和排斥，由此带来对政府拥有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国有企业的担忧从而采取各种措施对
其进行规制。

四、对西方推行的国有企业补贴国际规则的国际法分析

22

胡建国，刘柒：
《美国对华反补贴中“公共机构”的泛化及法律规制》
，
《法学》2019 年第 10 期，第 65
页。
23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2019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8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Trade Agreements Program,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
2019_Trade_Policy_Agenda_and_2018_Annual_Report.pdf.
24 See supra note〔19〕, Article 32.
25 European Commission,EU Concept Paper on WTO Reform,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8
/september/tradoc_1573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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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欧日等西方国家推动国有企业补贴国际规则改革确有应对国有企业补贴带来的
市场扭曲问题的考虑，但是美欧日并没有客观地认识国有企业的性质，并且利用国有企业补
贴规则去应对国有企业在国际经贸市场可能造成的扭曲问题违背了补贴规则设计的根本目
的，更进一步，美欧日对“非市场经济体制”及其做法的否定和排斥导致的一系列对其国有
企业的打压更是违背了国际法非歧视和最惠国待遇的基本原则。具体分析如下：
（一）模糊了国有企业的双重属性
国际上对国有企业并无统一定义，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5 年版《国有
企业公司治理指南》，国有企业是指任何被国家法律认可为企业且国家行使所有权的公司实
体，包括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合伙。此外，具有通过特定立法建立法人资格
26

的法定公司，如果其目的和活动或部分活动具有很大的经济性质，也应视为国有企业。 TPP
中指出国有企业是指主要从事下列商业活动的企业，政府直接拥有超过 50%的股本、或者通
过所有权权益控制行使 50%以上的表决权、或有权任命董事会或任何其他同等管理机构的多
27

数成员。 USMCA 中国有企业的定义基本同于 TPP，但是加了政府有权通过任何其他所有
28

权权益(包括间接所有权或少数所有权)控制企业的情形。 虽然以上定义措辞有所不同，但
基本上都表明了国有企业由国家行使所有权和控制权以及主要从事商业活动这两个基本特
征。
另一方面，
《SCM 协定》作为已经生效的国际条约，对其进行解释时，当然适用《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
（以下简称《维也纳公约》
）的解释之通则，这一观点与其他学者在对争端解
29

决的条约解释规则系统论证后得出的结论 相吻合，所以对“公共机构”的解释可以适用上
下文解释法。该协定第 1.1(a)(1)条明确将政府和公共机构并列为补贴的主体，用的连接词
是“或者”，表明了两重意思，一是政府和公共机构是两个并列的补贴主体，二者在概念上
完全不同；二是虽然二者是不同的主体但是存在着共同之处，因此能同成为补贴主体。结合
该条列举的第四点，政府和公共机构可以委托私营机构履行第 1.1(a)(1)条列举的第一点至
第三点中的一种或多种通常应属于政府的职能，可推定公共机构与政府的共同之处在于公共
机构也可以像政府一样行使政府权力、履行政府职能，如此才能利用公权力对企业进行该条
所列举的四项财政资助。行使政府权力、履行政府职能是公共机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
进而，对比国有企业和公共机构的基本特征，国有企业虽然由国家行使所有权，其依然
26

OECD Guidelines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M]. 2015 Edition.OECD Publis
hing, Paris.p14.
27
See supra note〔16〕, Article 17. 1
28
See supra note〔19〕, Article 22.1.
29
有学者认为迄今 WTO 争端解决均适用维也纳公约的条约解释通则。参见张乃根：
《论 WTO 争端解决的条约
解释》
，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1 期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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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国家法律认可并成立的独立的法人主体，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从事商业经济活动，并不
当然能行使政府权力，履行政府职能，须得在特定的法律规定情况下方可如此。故国有企业
是否构成“公共机构”需要进行区分，只有在国有企业行使政府权力、履行政府职能时才符
合《SCM 协定》第 1.1(a)(1)条对“公共机构”的界定，在其进行商业活动时，与其他私
营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无异。由此美欧日否定“公共机构”认定的政府权力标准将国有企业认
定为公共机构或者直接将其认定为补贴提供主体都是模糊国有企业的双重属性、以偏概全的
做法。
（二）背离了补贴规则设计的根本目的
补贴作为国家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经常用以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目标，例如促进生产
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稳定物价、发展国际贸易等，可见补贴是有正面作用的，因此政府补
贴在各成员国内都普遍存在。但是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如果某个成员过度补贴本国企业很有
可能造成本国企业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不正当优势地位，损害其他成员国企业的合法利益、
阻碍成员国的产业发展。因而《SCM 协定》通过要求成员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补贴
以及为不正当补贴提供救济途径来约束和规范这些政府补贴行为，在保障补贴正面影响的同
时避免政府过度补贴造成国际贸易市场扭曲，维护正常国际贸易秩序。由此笔者认为《SCM
协定》的目的在于把握政府和公共机构利用公权力进行补贴的度，从而达到补贴正面效应和
负面影响的平衡。在 DS379 案中，上诉机构也指出对“公共机构”一词过于宽泛的解释可
能会打破《SCM 协定》所体现的微妙平衡，因为它可以成为调查机构不必对委托和指示进
行分析的许可证，而是把与政府有任何联系的实体作为公共机构。因此上诉机构并不同意专
30

家组将任何“公共机构”解释为政府控制的任何实体是最符合《SCM 协定》目的的说法。

上诉机构的说法再次表明了《SCM 协定》的目的，缔约方不可过度解释“公共机构”概念。
美欧日利用国有企业补贴规则去应对国有企业在国际经贸市场可能造成的市场扭曲问
题，且不论国有企业补贴规则和国有企业规则的核心不同，WTO 反补贴规定也并不能完全
31

有效地解决中国国有企业引发的担忧。 单从通过国有企业补贴规则规制国有企业这一目的
来看，西方推行的国有企业补贴规则改革路径就已经从根本上就背离了补贴规则设计的初衷，
从一开始出发点就是错的。
（三）对非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认定进而否定违背了国际法规则及原则

30

See supra note〔4〕
，para. 303.
同上注 27，因为国有企业补贴规则仅约束行使政府权力并可归于政府的“公共机构”的补贴行为，国有
企业规则立足于国有企业可能引发的市场扭曲问题，由于国有企业的行为并非都能简单地直接归于国家，
所以 WTO 反补贴规定不能完全有效地解决国有企业引发的担忧。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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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经分析，美欧日推行这两种路径下的国有企业补贴规则的根本原因是基于对“非
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和排斥。
国际贸易规则中最早涉及非市场经济问题是 GATT 1947 附件九（注释和补充规定）
，
附件九在对 GATT1947 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解释中确认了对来自国家垄断贸易并由国家
规定国内价格的国家进口的货物决定可比价格的困难，提出了与这种国家的国内价格作严格
的比较不一定经常适当的建议。后来 GATT 1994 附件 I 中对也对第 6 条第 1 款的第 2 项
做了类似的补充规定。接着在 GATT 东京回合谈判所达成的关于实施 GATT 第 6 条的协议
(《反倾销守则》, Antidumping Code) 第 2.7 条中规定, 第 2 条有关确定倾销方法的规定
不能损害 GATT1994 附件 I 中对 GATT 第 6 条第 1 款的补充规定。乌拉圭回合后,世界贸易
组织的成员又就 GATT 第 6 条的实施达成了协议, 即 WTO《反倾销协议》
，这一协议的第
32

2.7 条仍然延续了东京回合《反倾销守则》中的这一项例外规定。 还有《中国入世议定书》
第 15 条则是专门针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条款”，此外 WTO 及其相关规则中再无关于非
市场经济的条款。可见，WTO 对非市场经济的规定基本局限在反倾销法领域，并且这个条
款的出现只是为了解决反倾销实践中对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确定进口价格的困难，而
不是为了阻止和限制成员国采取非市场经济体制，那么 WTO 缔约国就有采取任何经济体制
的自由。相应的，WTO 也没有设立所谓的非市场经济认定标准。
既然 WTO 并不限制成员采取何种经济体制且并无市场经济体制认定标准，那么美欧日
对非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认定以及基于这种认定对非市场经济体制及其做法的否定排斥的做
法显然不符合 WTO 的规定，加之 WTO 并没有任何规则确立非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美欧
所提倡的非市场经济认定标准均其国内法自主设立的，这种根据国内法设定的标准对其他国
家的经济体制进行抨击是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表现，也违背了不干涉他国内政这一
国际法基本原则。更有美欧日在实践中对来自其所认为的非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国有企业采
33

取特殊的补贴规则及实践 在根本上也没有 WTO 规则支撑，甚至违背了 WTO 和国际法非
歧视和最惠国待遇这些基本原则和规则。

五、中国的应对
尽管笔者上文分析美欧日采取的两种国有企业补贴规则改革路径忽视了国有企业的双
重属性、违背了《SCM》协定补贴规则设计的根本目的，也不符合 WTO 既有的规则和原则，

32

孙立文：
《论世界贸易体制中我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之消解》
，
《法学评论》2006 第 5 期，第 90 页。
有学者认为，美国反补贴调查实践中对来自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时所运用的 “五要素分
析法，而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反补贴应诉方设置了过高的举证责任，导致实质上仅以“政府拥有多数股权”
一个要素就认定构成控制。参见陈卫东：
《中美围绕国有企业的补贴提供者身份之争:以 WTO 相关案例为重
点》
，
《当代法学》2017 年第 3 期，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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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据第五次和第六次美欧日联合声明，美欧日有意将其之间达成的产业补贴规则的改革
文本往外扩散，以寻求更多的 WTO 成员认同，可见美欧日的此种做法还有进一步扩散的可
能。尽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 15 条已经到期，并且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建立
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结合美欧日在实践中依然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
家，并且对中国国有企业频繁发起反倾销和发补贴调查的现实，为避免美欧日在产业补贴问
题上的主张被推广成为 WTO 产业补贴规则的未来改革方向，对中国造成不利，笔者认为我
国应该从以下层面展开积极应对。
（一）规则构建层面
1. 国际规则构建层面
WTO 改革仍然在进行当中，中国可以积极利用 WTO 改革提案的契机应对 WTO 框架
内的国有企业补贴规则改革，具体需要从多个方面出发：首先，一定要继续坚持“公共机构”
认定的政府权力标准，将国有企业的公私属性区分开来，切不可允许美欧日等西方国家仅依
据国家所有权和控制权将国有企业视为“公共机构”的做法；其次，区分国有企业规则和国
有企业补贴规则设计，避免美欧日将其目的混淆，形成联合打压中国国有企业的闭环规则体
系。TPP、CPTPP、USMCA 除了建立了类补贴概念“非商业支持规则”
，还加入了高标准的
国有企业规则。前文笔者分析美欧日等西方国家推行此种国有企业补贴国际规则的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应对中国等非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在国际经贸市场上的快速发展，但是这两者不属
于同一个问题，若是混同则不利于规则的可预见性。中国可以进一步厘清两者之间的区别和
重点，
在 WTO 框架内建立独立的国有企业规则体系和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规则体系。最后，
在非市场经济问题上，中国一定要坚决抵制美欧日将这个概念普遍化的趋势。非市场经济地
位本来局限在反倾销法领域，况且对中国而言，已经不存在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概念，
美欧日等西方国家不仅以国内法评判其他国家的经济体制并且还对此进行抨击和打压，这种
做法是不符合国际法的。
另一方面，从区域和双边的角度看，CPTPP 和 USMCA 这两个区域贸易协定均已生效，
中国国有企业在 CPTPP 和 USMCA 缔约国境内的贸易和投资肯定会受到非商业支持规则的
约束。而且 CPTPP 是开放型的协定，以后很有可能会扩展到太平洋区域之外。此外，欧盟
也于 2010 年 6 月 17 日发布了《关于在外国补贴方面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白皮书》
，将建立
法律框架加强在外国政府补贴、企业并购和公共采购等三大领域的监管以保证欧盟市场内的
34

公平竞争环境。 尽管欧盟此举并没有明确针对中国，但是就欧盟一贯认为中国政府对国有
34

European Commission，White Paper on levelling the playing field as regards foreign subsidies，Brussels,
17.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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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高度所有权和控制权可能会影响公平竞争的态度而言，中国国有企业在欧洲的贸易和投
资活动必然会受到负面影响。可见目前在北美、欧洲以及部分亚太地区通过区域和双边贸易
安排建立符合中国利益的国有企业补贴规则尚存在困难，中国需要重点结合现在正在推进和
即将推进的区域和双边自贸安排进行规则渗透，具体来说，首先需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协定、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等与周边国家的贸易
安排，其次需要利用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紧密关系，最后再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争取在国有企业补贴国际规则制定中注入中国的观点和态度，而不是被动接受西方不公正的
规则安排。
2. 国内规则构建层面
尽管笔者已经分析美欧日等西方国家所推行的国有企业补贴国际规则并不符合客观公
正的原则，WTO 框架内否定“公共机构”认定政府权力标准的做法尚还可以借助 WTO 争
端解决机制进行裁决，但是 WTO 框架外所达成的区域贸易协定中所推行的非商业支持规则
却很难得到有效的国际机制约束。而且 CPTPP 所设立的高标准经贸规则可能也会引导接下
来的区域贸易安排，为了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中国也不排除考虑加入类似 CPTPP 的区域
贸易安排，那么中国也需要考虑合规性问题。结合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中国如果想要进一
步推动国有企业在国际经贸市场上的发展，需要针对西方所诟病的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复杂，
政企不分的现实情况进行自主改革。
首先，加快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以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构成国有
企业“公共机构”和非商业支持认定的核心因素，由此观之，所有制改革非常必要。2015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及要分类推进国有
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不同种类的国有企业实行不同的策略实现股权多元化。国家需要在
此文件的指导下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其次，在法律规范和国有企业章程中更加强
调党组织的引导、监督作用，忽略决策权。因为除了所有权以外，政府即使拥有少数所有权
但是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国有企业也容易被认定为“公共机构”。党的领导构成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特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须坚守，但是如果在法律规范和国有企业章程
中直接规定党组织对国有企业经营的决策权则非常容易被西方国家认定政府对国有企业构
成控制，对国有企业补贴认定非常不利。再次，明确国有企业的类型划分，区分国有企业的
商业活动行为。国有企业包括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主业处于重
35

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以及公益类国有企业， 可见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国有
企业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公益类的国有企业基不以盈利为目的，不参与商业活动。商业类的
35

参见《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
，国发〔2015〕5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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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则以盈利为目的，但是也可以被政府赋予行政权力，履行政府职能，故而对商业类
的国有企业要进行商业活动区分，避免商业活动和履行政府职能相混淆。最后，增加国有企
业治理过程的透明度。中国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被怀疑就是因为国有企业治理过程的透明
度不高，建议国有企业在以后的治理过程中提升治理透明度，尤其是商业活动决策程序的透
明度，为国有企业应对国外反补贴实践提供可靠的证据。
（二）实践层面—强化证据的保存及针对性提交
如前文所述，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着越多越多的反补贴调查，并且可以预见，在 CPTPP
和 USMCA 这些区域贸易安排的影响下，这一趋势会更为显著。前文笔者提出，美欧日等
西方国家以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构成国有企业“公共机构”和非商业支持
认定的核心因素，除了对中国国有企业发展太快所带来的担忧、对非西方式市场经济体制的
排斥以外，也存在在 WTO 争端解决案例中中方及国有企业提供证据不足的客观现实。因为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在反调查实践中十分重视证据的作用，不仅还存在被诉方政府对涉案国有
企业拥有绝大部分所有权但是被诉方提供充足的证据而没有被认定为“公共机构”的实例，
36

甚至还存在被认定“公共机构”之后由于提供了新的证据推翻之前认定的做法。 尽管在有
的案子中对中方设置了过高的举证责任，但是举证不足在很多案子直接导致了对中国国有企
业的不利认定。例如前文所提及的“欧盟玻璃纤维织物反补贴案”，在中国政府和国有银行
没有提供导致优惠贷款的决策过程证据的情况下，欧委会就基于现有的证据认定国有银行是
37

公共机构。 可见在反补贴实践和 WTO 争端解决案例中，中国需要更加重视具备针对性且
说服力的证据的提交，这与前文所建议的增加国有企业治理过程的透明度一脉相承，或许可
以在西方推行的对中国相对不利的国有企业补贴国际规则体系中为中国国有企业找出一条
切实可行且效果立竿见影的自救途径。

36
37

杨光：
《论美国反补贴调查中“公共机构”认定标准》
，中国政法大学 2010 硕士学位论文，第 35 页。
See supra note〔9〕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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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服务贸易规则发展趋势及中国因应
——以海南自贸港为视角
宋 丽

⃰

摘 要：新兴数字技术推动下的数字服务贸易在全球实现大发展。新冠疫情影响下的世界经
济形势持续走低，数字服务贸易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而国际上，贸易保护主
义抬头，数字服务贸易发展遭遇诸多贸易壁垒，各国有关数字服务税、数据跨境流动、数字
服务市场准入等问题分歧较大，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统一规则尚未形成。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
展虽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国内巨大的市场用户与广阔的应用场景为数字服务贸易提供良好的
发展基础。中国应充分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先发展服务贸易的战略优势，将数字服务贸易
有关规则在自贸港内先试先行，力图打造海南数字港，助力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实现大发展。
关键词：数字服务贸易 数字服务税 跨境数据流动 海南自贸港

引言
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不断更新迭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掀起
“数字革命”浪潮，不断推动人类社会迈向信息社会时代。新一轮先进技术的突破，在推动
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重塑着世界经济领域的商业贸易格局，世界经济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认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
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数
1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 数字技术推动
下的经济形态不断推出新型的数字贸易方式，数字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数字技术对数字服务
贸易的发展有极大的助推作用，一方面传统服务贸易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不断实现服务贸
易方式的数字化升级，实现网络化、即时化；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推动新型服务贸易方式出
现，数字产业化加速。无论是传统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还是数字的产业化，无疑都将推动全球
数字服务贸易规模的快速增长，数字服务贸易将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动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2020 年世界经济持续走低，国际经济环境复杂严峻，而在
此背景下，中国数字经济依然保持较快增长，2019 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 35.8 万
2
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36.2%。 当前美国、欧盟引领世界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中国尚处于
跟随阶段，但中国国内广阔的服务市场和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为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
良好的发展基础，数字服务贸易将成为我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抓手。而与此同时，全
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各国的政策目标追求不同导致对数字服务贸易的监
管出现分歧，客观上导致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增多。而与此同时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对数字服务
贸易规制乏力，世贸组织自身面临生存危机，WTO 的多边机制难以平衡国内差异与数字化贸
易方式的尖锐矛盾，世界贸易规则的稳定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数字服务贸易发展遭遇诸多贸易壁垒，各国有关数字服务
⃰

宋丽（1991-），安徽宿州人，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国际经济法，数字服务贸易。
2020 年 7 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 年）》，at http://www.caict.ac.c
n/kxyj/qwfb/bps/202007/P020200703318256637020.pdf(accessed 5 September. 2020).
2
同注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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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数据跨境流动、数字服务市场准入等问题分歧较大，在数字服务贸易规则制定方面，美
国与欧盟从自身利益出发主导着规则制定方向，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统一规则尚未形成。在此
背景下，中国应在发展数字服务贸易的基础上，尽早的结合本国贸易实践制定有关数字服务
贸易规则，以期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一、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规则演化
（一）数字服务贸易的界定
当前国际上对于数字服务贸易尚没有统一的定义。二十一世纪以来，互联网的出现带动
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最近十年间数据的价值日益凸显，世界经济由全球化时代进一步迈入
数字经济时代，出现新型的贸易方式。虽然世贸组织在 1998 年对“电子商务”进行过定义，
但由于数字技术还未出现，互联网也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该定义不能涵盖当前数字贸
易方式的内容，当前“跨境电子商务”、“数字产品贸易”、“数字贸易”、“数字服务”
等都未有清晰的界定，常出现混用的情形，厘清数字服务贸易的内容将有助于数字贸易的清
晰的界定。
与数字服务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也未有明确的定义，仅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
GATS）中规定了四种服务贸易方式分类。有学者将数字服务贸易界定为通过数字化手段提供
3
的服务，服务既包括传统服务，也包括新一代服务。 传统服务即在 GATS 服务分类中能够进
行准确归类的服务，传统服务的数字化也即以前需要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面对面提供的服
务，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提供，传统服务贸易数字化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服务的提供方式
既可以线下，也可以线上，比如法律咨询服务，现在既可以线下提供咨询，也可以通过互联
网等平台进行线上提供；新一代服务指的是该服务的提供依赖于互联网和数据流，该数据流
目前不能准确归入 GATS 的四种服务提供模式，同时新一代服务的数字化的特征是只能进行
线上提供。中国商务部将数字服务贸易界定为：“采用数字化技术进行研发、设计、生产，
4
并通过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用户支付的产品和服务”。 可见数字服务贸易是依赖
于数字技术，以数字技术为载体实现服务的交付和提供。服务贸易不仅包含传统服务贸易的
数字化转型，也包括在数字技术推动下的出现的新型的服务贸易形式，即数字产业化。
（二）各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新型数字技术推动数字贸易方式的出现和发展。从范围上来说，数字服务贸易包含于数
字贸易中，是数字贸易中剔除了数字货物贸易的内容范畴。数字服务贸易借助数字技术的发
展，成为拉动数字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成为实现全球价值链增长的重要途径，全球价值链
5
的发展得益于全球连通性和跨境数据流，为国际贸易创造了许多新机遇。 数字服务贸易的
内容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传统服务贸易数字化，二是新型数字的产业化发展，其中包含数字
内容的服务以及云计算等数字服务。无论是传统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还是数字内容的服
务、数字服务等新型服务贸易提供方式，都是借助数字技术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实现数据流
动产生经济价值，核心都是数据。数字服务贸易是飞速发展的朝阳产业，在数字技术不断推
陈出新的强劲发展背景下，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规模快速增长，带来全球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
其中蕴含了大量的商机，极有可能会加速重构世界经济的格局，成为世界各国新的经济竞争
水域，各国纷纷在新型数字技术领域开展竞争，比如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服务、5G 技术
Willemyns, Ines. “GATS Classification of Digital Services - Does ‘The Cloud’ Have a Silver Lining?”, Journal
of World Trade, 2019, pp.59-82.
4 中国商务部服贸司：《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报告 2018》。(accessed 12 September 2020).
5 Joshua P. Meltzer, “Governing Digital Trade”, World Trade Review, April 2019, pp.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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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力图抓住新的经济发展机遇。
当前，信息通信技术、云计算、数字内容服务等业态发展较快，美欧在全球数字服务贸
6
易占主导地位，处于第一梯队。 美国是最早布局数字技术的国家，其国内网络、数字技术支
持下的数字服务贸易居于全球首位，美国极力保持其在数字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在中
美贸易战期间通过长臂管辖方式多次打压中国的数字技术企业，试图压制中国数字产业的发
展。欧盟善于制定数字标准，增加境外先进数字企业市场准入的成本，帮助本地区数字企业
的发展，比如 2018 年正式生效实施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以下简称 GDPR），提高了各
国各地区之间数据互认的标准，对数字服务贸易的跨境提供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中国最
近几年数字技术发展迅速，在数字货物贸易逐渐显示出优势，但在数字服务贸易方面仍暂时
处于跟随的位置，不过随着中国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数字技术发展势头强劲，美国与中国竞争异常强烈，美国在贸易战期间利用其强势
地位打压中国数字企业，并在 2020 年 8 月大肆推广“清洁网络计划”，试图联合其他国家
排挤中国网络技术，在数字技术领域试图让中国出局，由此可见，当前数字服务贸易发展依
赖于数字技术的竞争度，各国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博弈日趋激烈。
（三）当前数字服务贸易规则的发展
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如火如荼，各国纷纷试图占领数字技术上制高点，尽管各国在数字
战略上高度重视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但为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提供秩序保障的数字服务贸易
规则却迟迟不能达成一致。一方面由于各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不同，难以达成统一；
另一方面，各国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追求的利益不同，发达国家希望更少的数字服务贸易壁
垒，与之相反，众多发展中国家出于保护国内脆弱的数字服务市场通常会采取抗拒市场准入
的姿态。当前数字服务贸易领域尚未形成全球统一适用的规则，各国对世界贸易组织（以下
简称 WTO）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抱有极大希望，希冀能在多边平台上达成数字服务贸易
规则的谈判。
而众所周知，当前 WTO 自身正面临改革，由于现行的 WTO 规则不能很好的应对当前全球
经济带来的挑战，尤其是难以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尽管各国已经认识到要对 WTO 进行
改革，但各成员方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迟迟未能在数字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等数字经济
领域达成一致的规则。另外，由于美国政府干预 WTO 上诉机构人员选任，致使上诉机构停摆，
这就使得上诉机构不再能够裁决案件，为成员规避 WTO 义务提供了可乘之机，国际上单边主
义抬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WTO 所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面临改革困境。
美国和欧盟高度重视本国、本地区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其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处于第一
梯队，美国与欧盟在其缔结的双边、区域贸易协定中，以自身利益为导向，加入符合其国内
经济发展水平的数字贸易规则条款，当前数字服务贸易规则主要表现为美式、欧式两大模板。
美式规则倡导数据自由的跨境流动，力图消除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壁垒，极力抵制数字服务税
的征收，有关美国数字服务贸易规则最直观的体现在 2020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的《美墨加
协定》（以下简称 USMCA）中，在该协定中首次以数字贸易作为章节标题，在内容上彰显美
国数字贸易规则，比如推动跨境数据的自由流动、限制数据本地化措施、保护源代码，试图
7
引领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方向。 欧盟在 2015 年发布《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涉及数字服务
贸易的多个议题，在 2018 年生效实施的 GDPR，对欧盟数据的收集、跨境传输等做出了明确

梅冠群：《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趋势展望》，载《全球化》2020 年第 4 期，第 63—65 页。
翁国民，宋丽：《<美墨加协定>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影响及中国之因应——以 NAFTA 与 CPTPP 为比较
视角》，载《浙江社会科学》，2020 年第 8 期，第 24-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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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对现行的数字服务贸易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欧盟在议、法国、英国已经实施的
数字服务税的征收，也在试图改变数字服务贸易的规则走向。解决好数字服务贸易规则的分
歧，比如数字服务税、跨境数据流动、数据隐私等争议，将有助于带动 WTO 在其他规则层面
的改革。
自 2019 年以来，数字服务贸易规则谈判日益成为各成员谈判的重点，2019 年初达沃斯
论坛上 76 个成员签署达成了《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认为世贸组织成员应积极参与
谈判，并积极应对全球经济在电子商务领域面临的挑战与机遇；2019 年二十国集团在大阪
峰会期间，发布了《大阪数字经济宣言》，共同携手为达成电子商务的国际规则付出努力。
8

数字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正在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强大动力。自 2019 年底持续到
2020 年 9 月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加剧了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
此外，由于 WTO 自身面临生存危机，难以发挥有效的谈判和争端解决的功能，致使各成员方
常从自身利益出发并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力图占据数字技术领域的前沿，世界各国对于数字
服务贸易的规则的博弈也日趋激烈。

二、各国数字服务贸易规则博弈的焦点
在高新技术领域流传着“一流国家做标准，二流国家做技术，三流国家做产品”，这句
话深刻揭示着技术标准才是一个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决胜的法宝。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也不例
外，各国都想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分一杯羹，获取发展的新机遇，除了对先进数字技术进行
争夺外，更是在数字服务贸易规则层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规则的制定如果符合本国利益，
那么将更容易获得并保持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优势地位。如上文所述，当前在数字服务贸易
规则层面，美国与欧盟占据着主导位置，二者对数字服务贸易规则争议的分歧点，将是未来
各国博弈的焦点。
（一）数字服务税的征收
2018 年 3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关于数字服务税的立法提案，意图调整对当前大型数字
企业的征税标准，而欧盟各成员国内对征税数字服务税的看法不一，最终未能实施，此后，
力推数字服务税的法国抛开欧盟缓慢的步伐，于 2019 年率先开征数字服务税。根据该数字
服务税的征收法案，法国将对 2019 年 10 月 1 日以后在法过经营的数字企业的数字交易行
为征收数字服务税，数字服务税的开征不可避免的提高跨境数字服务提供企业的运营成本，
加重服务提供者的税务负担。法国虽然是最先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其行为具有一定的单
边主义色彩，但在法国单方面宣布征收数字服务税之前，曾多次向欧盟提议，欧盟内成员也
有相当一部分国家支持征收数字服务税，所以尽管欧盟内部没有达成一致，但欧盟整体都在
推动数字服务税的开征，比如 2015 年欧盟提及的欧洲数字单一市场、2020 年欧洲数字议程
9
等，都在试图提出新的国际多边税收规则。
美国对数字服务税的征收持反对态度，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 301 条款对法国数字
服务税展开调查，认为法国数字服务税是对美国数字企业的歧视性措施，美国随后宣布将对
法国价值十三亿美元的商品开征关税。在 2020 年 6 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式对印度、

岳云嵩，李柔：《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载《中国流通经济》，2020 年第 4
期，第 12-13 页。
9
管治华，陈燕萍，李靖：《国际视域下数字经济国际税收竞争挑战的应对》，载《江淮论坛》，2019 年
第 5 期，第 86-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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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等国家的数字服务税政策进行调查，依据依然是 301 条款，目的在于调查该实施数字服
务税的国家是否歧视美国数字公司，并依据调查结果决定是否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可见，美
国坚决反对开征数字服务税，并试图拖延数字税多边规则的形成。
法国出于对本国数字企业利益的维护，单方面采取税收措施，加速出台数字服务税政策，
一方面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体现税收公正；另一方面是法国政府积极应对数字经济对国内
贸易税收体系带来的冲击，甚至法国更希望通过数字服务税的率先征收，来把握未来国际数
10
字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权，及国际税收规则的制定权。 总之，法国试图通过国内政策的形
式来增加国际贸易规则谈判的筹码。而美国的数字企业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现在多国开
征数字服务税增加了美国数字企业在境外开展义务的成本，增加了税负，客观上提高了数字
服务贸易壁垒，与美国一贯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不符。面对法国等国的国内税收政策，美国
再次挥舞起 301 条款的大棒，在各国税收政策被美国单边认定为歧视美国公司的歧视性措
施以后，将面临对等的关税制裁。在 WTO 的规则体系内，如果法国单边税收政策具有歧视性，
美国认为其违反了 WTO 项下协定的非歧视待遇原则，美国应诉诸 WTO 争端解决机制要求法
国予以废除或修改，而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构由于美国单方面干预人员选任被迫停
摆，所以法国数字服务税政策是否具有歧视性无从认定，同时美国根据 301 条款单方面对法
国采取的报复性关税措施，法国亦无法从 WTO 贸易体制获得救济。
法国、英国、印度等国纷纷采取数字服务税的单边政策，针对美国的数字企业趋势明显，
美国强烈反对征收数字服务税，并根据本国 301 条款试图采取相应的报复性关税措施，以上
种种表明 WTO 贸易体制无法应对数字服务贸易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的单
边主义盛行，各国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增多，贸易保护主义强化。中国作为数字服务贸易初步
发展的国家，应审时度势理性的对待数字服务税征收带来的国内外影响。
（二）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贸易方式的出现，凸显了数据日趋重要的地位，价值化的数据成为
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是实现实体经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基础性
战略资源，数据价值化包括但不限于数据采集、数据标准、数据确权、数据标注、数据定价、
11
数据交易、数据流转、数据保护等。 数据是国际新型贸易方式的基础，也是人工智能技术、
大数据等新兴数字技术发展的燃料。数据流本身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内在价值，数据流借助人
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实现更大的价值，数据就是人工智能生产的数字产品和服务的一个非
12
常重要的因素，将数据汇编成巨大的数据库，使得大数据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资本。
数字技术在国际经贸领域改变着全球的贸易提供方式，在服务贸易领域，一方面数字技术推
动着数字服务贸易的产生和发展，将传统需要线下面对面提供的服务贸易实现线上即时提
供，实现了传统服务贸易的数字化；另一方面借助互联网平台的跨境数据流动，创造了新型
的服务贸易形式，出现云计算等数字服务。另外，数字服务贸易借助数据的跨境流动也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进入门槛，带动了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参与数字服务贸易
的进程。
新兴数字技术推动下的数字服务贸易实现全球化发展，离不开数据的跨境流动，而有关
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制问题，却是各国争议的焦点。数据的跨境流动在给全球带来经济红
张春燕：《法国数字服务税法案的出台背景及影响分析》，载《国际税收》，2020 年第 1 期，第 54
页。
1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 年）》，at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007/P020200703318256637020.pdf(accessed 5 September. 2020).
12 Marc D. Froese, “Digital Trade and Dispute Settlement in RTAs: An Evolving Standard?”, Journal of World
Trade, September 2019,p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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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同时，也面临一定的数据安全问题，比如数据信息泄露、知识产权侵权、技术数据被窃
取等诸多数据安全问题。各国出于对本国数据、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的保护，实现国内合法
的保护隐私等政策目标，对跨境数据流的规制也越来越多，纷纷出台相关政策限制数据自由
的跨境流动。限制措施包括：禁止将数据转移到国外的措施，比如数据存储的本地化，计算
设施的本地化等；允许跨界转移但要求在国内保存一份副本的措施；以及在将数据转移到海
13
外之前事先征得数据主体同意的要求。 各国对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态度各不相同，世界主
要经济体对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差异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欧盟与美国对数据跨境流动的规
制出现截然不同的路径，对二者规制路径进行分析将对我国规制跨境数据流动产生积极的借
鉴意义。
欧盟受本地区文化制度的影响，对个人隐私保护尤为重视。无论是“95 指令”还是 2016
年通过并于 2018 年正式生效实施的 GDPR，都是提出本地区标准的数字政策。欧盟采取严苛
的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措施，进而限制境外数字企业的市场准入，提高了准入门槛和合规成本，
客观上为境外数字企业制造了数字贸易壁垒。美国采取自由的经济政策，积极倡导跨境数据
自由流动，美国的贸易政策通常代表着美国国内企业的利益，由于美国的数字服务企业在全
球处于领先地位，如：美国的 Google、Facebook 等数字服务企业，美国的对外政策也在极
力为美国数字企业的全球化发展扫清障碍。欧盟与美国对待数据跨境流动的态度不同，其国
内数字企业的发展势头也不同，美国鼓励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对外政策，使得本国数字经济
发展始终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欧盟限制数据跨境流动，客观上导致欧盟数字经济的发展更
14
加缓慢。
各国对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态度不同，导致各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程度也不相同。当
前数字服务贸易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成为当前发展中国家弯道超车的重要历史机
遇，我国应从本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实际出发，客观理性的选择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立场。
（三）数字服务企业的市场准入
WTO 多边贸易体制以非歧视原则作为基石，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作为非歧视
原则的两大支柱体现在 WTO 项下诸多协议之中。与数字服务贸易相关的 GATS 协议，有关市
场准入的规定体现在各世贸组织成员的承诺当中，而此时的困境在于 GATS 协议能否作为规
制数字服务贸易的依据？如果可以作为规制依据，有关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可否援引 GATS 协
议第 14 条之一般例外条款？对于以上问题的厘清，需要回归到 WTO 多边贸易体制上来，但
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WTO 这个以规则为标杆建立起来的多边贸易体制，由于美国的持续
阻挠干扰，致使其多边谈判功能几近丧失，难以继续其多边谈判和解决争议的使命，面对有
些成员国内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其他成员方在 WTO 多边贸易体制下难以获得有效救济。在此
背景下，各国纷纷逃离多边，诉诸于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表达利益诉求，甚至有的国家倾向
于采取单边措施，致使当前世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WTO 难以规制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出现的数字贸易壁垒，且当前各国对于数字服务贸易
相关的规则存在诸多分歧，比如数字服务税的征收，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路径等，致使当前
没有统一适用的数字服务贸易规则。另外，数字服务贸易依赖的数字技术具有高准入门槛，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密集型企业虽然发展潜力巨大，但数字技术多掌握在少数
发达国家手中，也即少数发达国家占据着绝大多数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发展中国家
Joshua P. Meltzer, “A WTO reform agenda: Data flows and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 Glob
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130, September 2019, pp.1-21. 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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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国民，宋丽：《数据跨境传输的法律规制》，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第 4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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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实现突围，即使当前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国内经济借助人口红利和数字经济红利
发展迅速，但由于技术的高壁垒，其高速发展的优势基础难以推动其在数字市场崭露头角，
15
所以当前数字服务市场上，发展中国家占有率极低，增速也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数字技术上的落后，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加上数字技术
高准入门槛，导致在数字服务贸易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国家不敢贸然开放本国数字服务市
场，担心本国的数字市场被发达国家先进的数字技术企业全盘占据，更加不利于本国数字服
16
务企业的起步和发展，有关数字服务贸易的壁垒也从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发展。 发展中
国家通常会以保护本国网络安全、国家安全的合法政策目标为理由，限制数据跨境流动，采
取数据本地化措施，增加境外数字服务企业的运营成本，还有数字服务税这种新型的贸易壁
垒，增加境外数字服务企业的税负，在给境外数字服务企业造成障碍的同时，保护了本国相
对弱小的数字服务企业，这就表现为全球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贸易保护主义。在此背景下，
中国对于数字服务市场准入的态度亦应从本国实际出发，作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选择。

三、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路径选择
数字服务贸易借助互联网平台和新兴数字技术的推动，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新动力。大
力发展数字服务贸易，一方面可以深化世界各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经贸合作，另一方面数字
服务贸易的全球化发展可以进一步深化全球价值链，更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平稳发展。各国纷
纷出台相关鼓励政策支持本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中国也不例外。下面将分析中国数字服
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困境，正确的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前景作出预判，并针对
以上数字服务税、跨境数据流动、数字服务市场准入等焦点问题，作出具体分析，在此基础
之上，提出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路径。
（一）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
数字服务贸易是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向用户提供信息技术服务
或数字内容服务的贸易形式。用户是一个国家数字服务贸易市场的主体，在我国数字服务市
场上，移动网络用户的广泛市场，为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在国家层
面上，中国政府大力推出鼓励数字经济发展的利好政策，自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出台《“十
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等国家支持政策，为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商业环境，
为数字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拓提供了宽松的市场环境。另外，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日渐完善，截
至 2018 年底，我国光缆长度 4358 万公里，境内互联网用户达到 8.29 亿，位居世界第一，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9.8%，带动我国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加速拓展海外市场，数字内容出口
17
发展迅速，云计算服务成为新的服务增长点。 中国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加上政府层面的
政策支持，在广泛的移动互联网用户的市场群体下，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
数字服务贸易改变了传统的贸易方式，在传统货物贸易层面，制造业在数字技术的加持
下，并借助数字服务贸易平台和数据流动，出现制造业的服务化趋势，增加了制造业的附加
值和数字化的权重；在服务贸易层面，一方面数字服务贸易表现为传统服务生产和交付的数
字化发展，将传统线下完成交付的服务实现了线上交付，也即传统服务贸易的数字化；另一
方面，数字服务贸易表现为新型服务贸易方式，数字内容产品和服务为人们生活提供了极大
便利，也即数字产业化发展。服务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也为各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历
岳云嵩，李柔：《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载《中国流通经济》，2020 年第
4 期，第 15-16 页.
16
梅冠群：《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趋势展望》，载《全球化》2020 年第 4 期。第 73-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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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务部服贸司：《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报告 2018》。(accessed 12 Septem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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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机遇。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服务业提供企业都在朝着数字化方向发展，数字
服务贸易无需我国中小企业在境外设立商业实体，降低了我国数字企业在境外的运营成本。
同时，云计算等信息通信技术支持下的数据服务的出现，为各中小企业提供即时的平台支持，
按需付费，各取所需，大大降低了企业获取信息的成本，为企业积攒境外用户提供了巨大支
持。这为我国数字企业走向世界、追赶发达国家的数字企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我国数字服务企业发展势头强劲，尽管当前美国的数字服务企业仍然占据世界领先地位，
但中国数字技术发展迅猛，具有极强的竞争力。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
等迅速壮大，在全球市值排名前十中占据两个席位，我国的数字平台经济从模仿美国数字企
业的发展模式起步，到后期结合中国实际，利用中国广阔的用户市场创新发展模式，实现商
业模式的突破。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路径与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路径相同，都是从模仿
借鉴，到跟随起步，再到结合国情利用中国国内独特市场优势实现与发达国家企业并跑甚至
赶超创新。加之，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从倡议向纵深方向推进，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与中国存在的数字鸿沟，以及沿线国家国内良好的市场应用场景，为中国数字企业海外市场
的发展打开新的一扇窗。
（二）数字服务贸易规则焦点问题博弈下的中国
1.数字服务税的因应
法国、英国、印度等国采取实施的数字服务税，该税制的正当性尚没有定论，各国对数
字服务税征收亦未达成共识，不可否认的是，数字服务税的征收对当前国际规则的确定性造
成一定影响。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规则的制定对一国数字贸易发展无疑将产生非常重要的
影响，各国都在争取在规则层面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征收数字服务税的举措，也是各国试图
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达成一致前获得一定的谈判权。由于 WTO 在国际贸易的规制力量越来
越弱，对数字服务税的征收措施是否违反 WTO 项下协定义务也难以做出有效认定。美国单方
面对法国数字服务税进行 301 调查，调查结果认定数字服务税涉嫌违反 GATS 项下非歧视原
18
则，且根据美国 301 调查结果，中国数字企业比如阿里巴巴也要在法国缴纳数字服务税。
此时对中国而言，需要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数字服务税的征收，以及应对数
字经济时代带来的税收挑战；二是中国是否需要制定自己的数字服务税征收规则？若征收应
如何征收，何时开始征收，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面对数字服务税征收的挑战，中国的应对态度应从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现行发展水平来
看。虽然中国数字贸易发展体量较大，但是重心多在数字货物贸易方面，中国的跨境电子商
务贸易体量目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处于刚起步阶段，需要跟随、
模仿海外先进数字服务企业，尤其是位居世界排名首位的美国的数字服务企业。数字服务税
的征收无疑给数字服务企业增加了税负成本，给数字服务企业的发展壮大造成一定的阻碍。
中国想要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占据一席之位，就必须尽量的减少企业的运营成本，加之美国
的 301 调查结果认为中国的阿里巴巴等数字服务企业也应当向法国政府交纳数字服务税，
所以，此时中国对数字服务税的态度应跟随美国，在美国对法国数字服务税提出质疑之时，
中国也应发出自己的声音，拒绝对数字服务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对任何国家单方面提出的
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单边措施都要明确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以在现阶段维护我国数字企业的
发展利益，在政策层面为我国数字服务企业的发展扫清制度障碍。
当前是否需要制定中国的数字服务税政策，按何标准征收及何时征收，也需要从中国数
字服务贸易未来的发展趋势进一步的判断和决策。中国当前只有针对实体货物贸易的征税体

张智勇：《数字服务税：正当的课税抑或服务贸易的壁垒？》，载《国际税收》，2020 年第 4 期，第
28-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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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尚没有针对在线传输的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的征税标准。中国的数字服务贸易虽处于刚
起步阶段，但国内用户群体庞大，加上数字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移动网络的普及率较高，中
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潜力巨大。但是与美国数字服务企业相比，中国的数字企业仍处于追随
阶段，如果在未来国际贸易规则谈判中，美国试图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要求数字服务完全
的市场准入，则会对我国的税收体系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在当前前瞻性的研究数字
服务税的纳税基础与纳税体系是必要的，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税收障碍。
2.跨境数据流动的因应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从对数字化转型的视角来看数据越来越
具有高价值。随着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数据的产生、汇集、利用的速度也在逐
步加快，数据的存在是人工智能技术中算法更新换代的基础，是大数据技术迭代创新的原动
力，也是云计算服务开展服务的必备资源。换言之，数据的汇集更新也在无时无刻推动着数
字技术的向前发展，数据价值化趋势明显。
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规制各异，国际上尚未形成统一规则。欧盟与美国在跨境数据流动
方面具有主导的话语权，但二者基于文化传统的不同对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分歧较大，不同
的规制政策也对本国的数字市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美国采取鼓励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国内
贸易政策，对本国数字服务企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全球互联网企业榜单的前十名中，美
国公司占据七个席位都是即时例证。与此相比，欧盟基于该地区文化传统，对数据的跨境流
动采取审慎的态度，限制数据自由的跨境流动，对本国数字服务企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限
制。美国在各大场合都在极力推出自己鼓励跨境数据流动的主张，试图主导数字服务贸易规
则的话语权；欧盟虽限制地区内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但其 2018 年生效实施的 GDPR 也在试图
提高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数据跨境的互认，欧盟以此为抓手，试图将欧盟数字标准推向多边。
世界各国对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规则制定权竞争激烈，本国数字市场的竞争力也决定了在数
字贸易领域的话语权。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处于初步阶段，整体竞争力不强，与中国的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
差距较大，但数字服务贸易作为未来世界数字贸易发展的增长点，中国务必要重视数字服务
贸易的发展，尽可能为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政策条件和发展环境，在当前数字服
务贸易领域，数据自由的跨境流动将是一个数字企业能够顺利进行全球贸易的基础，所以中
国现阶段应在保证数据基本安全的情况下，采取积极的鼓励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贸易政策，
助推中国数字服务贸易追赶美国数字服务企业，勇抓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历史机遇，力图实
现弯道超车，与美国数字企业实现并跑，增强国内数字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另外，只有
强国想享有国际规则的话语权，在数字服务贸易规则制定层面，美国与欧盟处于主导地位，
中国对于规则制定的话语权较弱，只能被动的适应他国的跨境数据流动政策，所以要想在数
字服务贸易领域获得规则制定权，则必须先行发展好本国数字服务贸易，在此基础上才有可
能在国际社会上获得话语权。
3.数字服务市场准入的因应
尽管世界各国都在紧锣密鼓的加入到数字服务贸易规则的谈判中来，但由于发达国家与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决定了二者在数字服务贸易规则诉求上
的差别。发达国家通常主张高度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以帮助本国发达的国内企业获得足够
的海外发展空间；而发展中国家多主张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度的保护，以保障本国的相关产业
19
有足够成长空间。 在市场准入层面，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国家市场准入
水平较高，而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处于弱势地位的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水平较低。数
字技术发展迅速且进入壁垒高，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进入高科技领域，导致当前世界各国的
岳云嵩、李柔：《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载《中国流通经济》，2020 年第
4 期，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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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差距极大。而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无话语权的国家，为了避免本国数
字市场被海外数字企业全部占据，更加抗拒对外开放本国数字服务市场，通过采取边境后措
施增加贸易壁垒，给海外数字企业造成准入障碍，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进而保
护本国数字市场，扶植国内数字企业。
中国应从本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实际和未来发展趋势出发，对数字服务市场准入的因
应从两方面来看待。
一方面，当前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在发展初期阶段，国内相关数字服务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不强，所以不可贸然全面本国数字服务市场。中国数字技术发展迅速，但高精尖的数字技术
仍然掌握在少部分发达国家手中，所以中国目前应在保障本国网络安全、国家安全的前提下，
适当的开放本国市场，允许部分满足中国市场准入条件的数字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国
内数字上引起适当的竞争，从而可以激活本国数字服务企业的市场竞争，客观上利用倒逼机
制加速我国国内数字企业创新升级，学习外国数字企业先进的数字技术，尽快的实现中国国
内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加速中国数字服务商业模式的创新，从而客观上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
竞争力。
另一方面，中国数字技术发展迅速，有着一大批优质的互联网公司，拥有信息通信技术
人才优势，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前景广阔。但由于中国目前并没有数字服务贸易规则的话
语权，中国可以多多关注“一带一路”国家以及“东盟”国家对数字服务贸易规则的诉求，
参照“一带一路”国家以及“东盟”国家数字服务市场准入水平，在世界贸易规则模糊、单
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争取更多的贸易盟友，尽量与多数国家保持步调一致。在此基础上，
通过发展壮大本国数字服务贸易，将中式规则推向盟友国家，形成区域效力，进而有助于中
国在国际数字服务贸易规则制定话语权的提升。
（三）打造海南数字自贸港助力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
全球经济遭到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更加泛滥，单边主义抬头。解决
好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规则统一问题，将有助于帮助 WTO 实现自身改革，以恢复其多边谈判
职能、争端解决职能，进而拉动全球经济从低迷走向强劲。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依托
迅速发展的数字技术，以海南自贸港为发展平台，加速实现数字服务贸易规则中国模板的先
试先行，力图在新一轮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1.实体层面：海南自贸港推动数字服务贸易发展
数字服务贸易逐渐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为世界贸易提供了高附加值。数字经
济持续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抓手。中国在发展数字服务贸易的
过程中，应着力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导向，把握世界各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新趋势。海南
自由贸易港以发展服务贸易为核心，满足中国当前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需求，海南自由贸
易港的建设，在服务市场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当前在数字技术推动下
的全球贸易经济结构的变化，为我国改变当前贸易方式、发挥服务贸易的新优势提供了重要
历史机遇，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也是我国进行更高市场准入水平、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
抓手。
自由贸易港建设作为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最为重要的平台，是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单
边主义抬头之际，中国主动扩大开放的关键举措，中国应抓住当前世界各国尚未达成国际贸
易统一规则的时机，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数字技术改变世界贸易结构之际，
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港区内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带动服务贸易增长，借助数字技术进一步实现
港区内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培育数据驱动的新模式新业态，引导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平
台打通消费与生产、供应与制造、产品与服务间的数据流和业务流，加快创新资源在线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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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共享，培育个性化定制，按需制造、产业链协同制造等新模式，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
20
产业链金融等新业态。 海南自由贸易港应在对标国际先进贸易港建设经验基础上，实行高
水平开放和高水平监管，打造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营商环境。
海南自由贸易港拥有全岛参与建设的制度优势，依托高水平的跨境服务贸易合作，中国
国家层面可将与其他国家达成的贸易协定中，有关数字服务贸易中不宜在内地实施的举措，
先行在岛内实施，以负面清单为基准最大限度的进行对外开放，逐步放宽海南数字港的市场
准入。努力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国内跨境数字服务贸易最高开放水平的区域。近年来，海南
省委、省政府认真落实国务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工作部署，深入实施服务贸易先导
性行动计划，积极探索开放路径，着力培育市场主体，建设服务贸易出口基地，推动服务贸
易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未来路径成熟后，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为“海南数字港”，
将港区内经验复制推广至全国，提升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
2.规则层面：海南数字港助力“中式模板”形成
海南建设数字贸易港以发展数字服务贸易为核心，应把握世界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新趋
势，对接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新标准，和数字服务贸易的新规则、新动向。
首先，在数字服务税方面，海南数字自贸港应以不征关税为宗旨。关税通常会出现在货
物贸易领域，中国目前只有针对实体货物贸易的关税体系，而随着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数
字服务贸易当前同样开始遭遇关税壁垒。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应在政策上
鼓励支持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尽量为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减少障碍。海南自贸港将代表中
国最开放的区域，代表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最高水平，更应对数字服务免征关税，以支持港
区内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时，当前国际上的自贸港大多不征关税或税赋极低，中国海南
自由贸易港也应对标国际高水平开放自贸港的开放水平，采取支持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税收
措施。
其次，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海南可以岛内为区域，实现自贸港内数据自由的跨境流动。
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核心就是跨境数据流动，当前对跨境数据流动过程中数据安全与数据流
动的经济红利之间的矛盾难以平衡，世界各国对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则也未达成一致。美国鼓
励数据跨境流动，欧盟对个人隐私数据进行一定限制，中国在美国和欧盟对数据流动规则产
生分歧之时，应抓住机遇制定中国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当前海南已经成立大数据管理局，
为发展离岸数据贸易提供了数据基础，同时海南自贸港已有中国国内领先的互联网公司入驻
港内，阿里巴巴、腾讯等企业在数字技术领域处于重要地位，拥有大量的数字技术人才，有
利于推动海南自贸港的数据规则的达成。
最后，在数字服务市场准入方面，海南可以试行高水平市场准入，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
度。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发展服务贸易为导向，倡导跨境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营造宽松
的市场准入环境，引进海外先进数字服务企业，为贸易港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添加动力。同时，
海南自贸港内已经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数字技术建立了数据监管体系，在各国数字
服务企业进入贸易港内提供数字服务时，对数字企业的数据和贸易方式实现数字化动态监
管。
海南自贸港作为中国目前最高水平的贸易港，有数字技术的加持、人才的汇集、国家政
策的支持，有足够的优势在数字服务的征税体系、跨境数据流动的治理、市场准入等层面进
行制度的探索，在海南自贸港内根据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实际出台相关数字政策，在海南自贸
港内先试先行，形成可复制的经验，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海南经验，帮助中国数字服务贸易规
则的形成，参与制定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

曹晓路、王崇敏：《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路径研究——以应对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规则变化趋势为
视角》，载《经济体制改革》，2020 年第 4 期，第 58-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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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世界经济持续走向低迷，线上生产线上交付数字产品和数字内容
服务的数字服务贸易逐渐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在国际经贸规则领域，WTO 面
临改革的背景下，而数字服务贸易领域规则的制定是 WTO 能否顺利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数字服务贸易的国际规则的探讨，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数字服务贸易领域，
有关数字服务税、跨境数据流动、数字服务市场准入等议题正是世界各国争论和博弈的焦点
问题，在对中国当前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判的基础上对以上议题进
行分析，找到中国数字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方向，将有助于中国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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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海牙—维斯比规则》在集装箱运输的新发展
—以英国 Volcafe v Compania 案为例分析
贾佳
（长沙理工大学法学系，湖南长沙 410114）

摘 要：集装箱运输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广泛使用，至今已成为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重要
的运输方式之一。《海牙—维斯比规则》作为目前全球最为广泛适用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
约，对集装箱运输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以英国最高法院在 Volcafe v Compania 案例
做出的判决为基础，重点分析《海牙—维斯比规则》如何应对集装箱运输中的新的运输工具
和运输技术而产生的法律问题。本文将从《海牙—维斯比规则》的适用范围、承运人的管货
义务、承运人的免责事项以及承运人的举证责任等方面进行讨论。
关键词：集装箱运输；《海牙—维斯比规则》；承运人的管货义务；固有缺陷；举证责任

一、集装箱运输的发展和适用的法律
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发布的《2019 年世界海运发展评述报告》
“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2019”
中，中国是干散货和集装箱贸易的主导者，在过去十年间贡献了将近一半的全球海运贸易。
1 而大约 90%集装箱货物都是以海上运输方式进行运输的，
因此海上货物运输适用的国际公
约是规范集装箱运输的主要法律制度。在国际层面主要有三个已生效的国际条约：1924 年
的《海牙规则》、1968 年的《海牙—维斯比规则》和 1978 年的《汉堡规则》。其中，在全
球范围，普遍经过国内法通过或批准生效的是《海牙—维斯比规则》。我国没有加入上述的
任何一个国际公约，但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下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相
关规定，以《海牙—维斯比规则》为基础，吸收了《汉堡规则》的相关内容。2 因此，本文
从承运人责任的角度出发，着重分析《海牙—维斯比规则》在集装箱运输中如何对承运人责
任的进行规范，有助于理解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的相关条款。
《海牙—维斯比规则》实际上是对《海牙规则》进行的修订，两个国际公约的内容在很
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本文提及的相关条款在《海牙规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是完全相
同的，因此不再予以特别说明。《海牙—维斯比规则》在修订时，集装箱运输已经出现并开
始广泛应用，因此，《海牙—维斯比规则》针对集装箱运输的特点做出了特别的规定，但仅
限于承运人责任限制的计算方面。本文以最新的英国最高法院在 Volcafe Ltd v Compania Sud
Americana de Vapores SA3案例的判决为基础，探讨《海牙—维斯比规则》在适用范围、承运
人的义务、免责事项和举证责任等方面对集装箱承运人的责任制度的适用。

UNCTAD, ‘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2019’, UN Doc UNCTAD/RMT/2019, p 12. <https://unctad.o
rg/en/PublicationsLibrary/rmt2019_en.pdf>
2
司玉琢：《海商法》（第四版），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81 页。
3
由于本案中三个法院作出的判决不尽相同，因此列出三个判决：[2015] EWHC 516 (Comm); [2016] EW
CA Civ 1103; [2018] UKSC 6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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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适用范围
《海牙—维斯比规则》没有对适用范围做出明确规定，而是在第 1 条第 5 款中规定“货
物运输是指自货物装上船时起，至卸下船时止的一段时间”。因此，《海牙—维斯比规则》
中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又被成为“钩到钩”（tackle to tackle）或“舷到舷”(rail to rail)。这个
条款适用于传统的装船模式，即托运人把货物运到船舶旁，承运人负责将货物装船。如果对
第 1 条第 5 款的解释采用单纯的文义解释，就会导致一个不合理的结论：假设货物损失发生
在装船过程中没有越过船舷之前，则货方承担责任；货物损失发生的时间在越过船舷之后但
装船过程还没有结束，则承运人承担责任。因此，英国法院对此条款进行了扩大解释。在著
名案例 Pyrene Co Ltd v Scindia Steam Navigation Co Ltd
中，在货物装船的过程中没有越过船舷之前，承运人由于疏忽将货物掉落在海中并造
成货物的损坏。本案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是《海牙规则》是否使用。在适用范围上，《海牙规
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的条款一致，因此为解释《海牙—维斯比规则》的适用范围，
本案可以引用。在本文中为避免引起误解，统一使用《海牙—维斯比规则》。在本案中，承
运人承认自己存在过失但主张其赔偿责任限制应适用《海牙规则》第 4 条第 5 款的规定，而
货方主张《海牙—维斯比规则》并不适用因为由货方提起的侵权之诉可以得到更多的赔偿。
初审法院的 Devlin 法官判定《海牙—维斯比规则》中关于承运人的权利和义务依附于货物
运输合同而不是某一段特定的时间，而合同双方可以自由约定将《海牙—维斯比规则》的适
用范围扩大到整个装船过程。因此，Devlin 法官判定，即使货物在越过船舷前掉落，《海牙
—维斯比规则》也可以适用。此外，Devlin 法官还认为装船这一过程不仅仅取决于不同的
法律制度，还取决于港口的习惯或惯例和货物的特性。在三年后的 G H Renton Co Ltd v
Pamlyra Trading Co of Panama 5案例中，Devlin 法官在 Pyrene v Scindia 中的判决得到了英国
最高法院的认可。自此在英国法下，《海牙规则》可以由合同双方约定适用于整个装船或卸
船过程，不局限于“钩到钩”或“舷到舷”。
4

而在现代集装箱运输中，集装箱往往在装船前由承运人雇佣的装卸工人进行装箱，而装
装箱的过程是肯定早于装船的。这个实践中装船模式的改变产生了一个问题：《海牙—维斯
比规则》从何时起开始适用？是集装箱装箱时起还是集装箱被装上船之时起？在最近的
Volcafe v Compania 案例中，袋装咖啡豆由 20 个不通风的集装箱从哥伦比亚运输到德国南部。
咖啡豆是易潮湿的货物，它们吸收、储存并释放水分。当咖啡豆从一个温暖的地区运送到一
个较寒冷的地区时（正如本案的事实），豆子会不可避免地释放出水分，从而导致在容器的
内壁和顶部形成冷凝。抵达目的地后，18 个不通风的集装箱内的咖啡豆都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损坏。承运人签发了 9 个格式相同的提单，都可以通过其第 2 条款的规定适用《海牙规则》
（下文均适用《海牙—维斯比规则》）。Volcafe v Compania 案例中有多个诉讼请求，初审
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均对相应的诉讼请求做出了判决。但在《海牙—维斯比规则》的
适用这一问题上，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判决一致，即维持初审法院的判决：《海牙—维斯
比规则》可以适用本案。初审法院的 Donaldson 法官认为，在本案的集装箱运输中，集装箱
的装箱发生在集装箱的装船前不久，因此集装箱的装箱应被视为集装箱装船过程的一部分，
即使在二者之间有不可避免的时间上的间隔。根据 Donaldson 法官的判决，《海牙—维斯比
规则》的适用范围可以扩大到集装箱的装箱。但遗憾的是，本案中咖啡豆的损坏发生在装船
之后，因此初审法院对《海牙—维斯比规则》的适用的判决只是附带意见。Donaldson 法官
的观点“《海牙—维斯比规则》的适用范围可以扩大到集装箱的装箱”仅可作为参考，不能
形成先例。此外，Donaldson 法官的判决不能解决当集装箱的装箱和集装箱的装船之间的时
间间隔较长而货物的损坏发生在此期间的问题。但在实践中，集装箱的装箱往往发生在集装
箱装船前，时间间隔可以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将判断集装箱的装箱是否属于装船过程的一
部分取决于时间的长短也并不符合自 Pyrene v Scindia 案后的形成的原则，即《海牙—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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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规则》中关于承运人的权利和义务依附于货物运输合同而不是某一段特定的时间。因此，
问题的关键在于集装箱的装箱是否属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一部分。但这个问题还有待解决。
另外需特别说明的是，本案中《海牙—维斯比规则》的适用问题与第 3 条第 2 款中承运人妥
善和谨慎地管理货物的义务联系更为紧密，因此本文将在第三部分详细讨论承运人的装货义
务。

三、承运人妥善地和谨慎地管理货物的义务
《海牙—维斯比规则》第 3 条第 2 款规定：除第 4 条另有规定外，承运人应妥善地
（properly）、谨慎地（carefully）装载、搬移、积载、运输、保管、照料和卸载所运货物。
在英国普通法中，海上货物运输被视为以提单条款为条件的有偿托管（bailment for reward）
的一种，且托管的规则可以和《海牙—维斯比规则》同时适用。因此，在讨论承运人义务时，
法官往往会以承运人作为受托人的义务作为出发点。最高法院 Sumption 法官认为托管中两
项重要的原则应当遵循：第一，受托人对货物的义务限制在合理注意的范围内；第二，在普
通法中，受托人有责任证明自己没有疏忽并且需要证明他采取了合理的措施照管货物或者尽
管他没有采取合理措施但这并没有引起货物的灭失或损坏。对于第一个原则英国法中并没有
异议，对于第二个原则即承运人在委托中的举证责任，本文将在第四部分进行详细讨论。在
此部分，重点讨论承运人的管货的义务。主要的争议在于托管中的原则能否适用于《海牙—
维斯比规则》。反对意见认为托管是英国普通法下特有的法律制度，属于国内法范畴，而在
解释
《海牙—维斯比规则》
这样的国际公约时不应适用纯粹的国内法的法律原则。但 Sumption
法官否定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即使第二个举证责任的原则也并不是纯粹的国内法的法律原则。
Sumption 法官列举了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中对举证责任的有关规定，例如苏格兰和法国都有
相类似的举证责任原则，即要求物品的保管人对证明物品遭受的损失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
由此证明，尽管托管是英国普通法下特有的法律制度，但其原则并不仅存在于普通法，其他
大陆法系的国家也有相类似的规定。因此，托管下的举证责任原则可以适用于《海牙—维斯
比规则》。
承运人在托管中的合理管货的义务和在《海牙—维斯比规则》第 3 条第 2 款的义务大致
相同。英国法院对“妥善地、谨慎地”的解释有先例，其中对“妥善地”的解释没有争议，
问题在于对“谨慎地”理解。最初，
“谨慎地”被解释为“应依据一套健全的系统”
（in accordance
6
7
with a sound system）。 后在 Albacora SRL v Wescott & Laurence Line Ltd 案中，对“谨慎
地”做出了详细的解释。在此案中，货物是冷冻鱼肉，在抵达目的地后被发现受到了细菌的
污染。细菌在低于 41 华氏度的条件下是不会存活的，但载货的船上并没有相应的冷冻设备，
且没有证据证明承运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细菌感染的这一风险。因此上诉法院的 Reid 法官判
定承运人没有违反《海牙—维斯比规则》第 3 条第 2 款下的管货义务，因为采用合理措施照
顾货物的义务意味着应该考虑到承运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所有关于货物的情况。上诉法院
的 Pearce 法官进一步补充说明，判定承运人是否依据一套健全的系统不意味着要所采取的
措施要适应特殊货物的一切弱点或特性，而是要考虑在一般海上货物运输实践中应当考虑的
相关情况。因此，在此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承运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鱼肉在低于 41 华氏度
的条件下会受到细菌感染这一事实，承运人可以免责。
而在 Volcafe v Compania 案中，争议问题之一是承运人是否依据一套健全的系统防止咖
啡豆在不通风的集装箱内受潮。初审法院 Donaldson 法官的观点是咖啡豆从温暖气候地区运
往寒冷气候地区的运输过程中会产生水分从而可能会在集装箱内受潮这一事实，在集装箱运
输的实践中是广泛知晓的且承运人在装箱时应该认识到这一风险。因此，在装箱过程中，对
集装箱进行包装所采用的材料的厚度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为了证明包装所采用的材料厚度
是充分的，承运人应当做出证明：（1）有不同纸张或卡片在同一合同运输线路和时间下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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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理论上的吸水量；或者（2）对某一特定重量的纸张有实证研究证明足以防止运输过程
中的损坏。货方认为承运人只采用了一层牛皮纸包装集装箱内部是不足以防止咖啡豆受潮的，
应该采用双层牛皮纸；而承运人则主张他们已经采用的双层牛皮纸并以 2011 年 3 月 1 日的
邮件为证，邮件中标明如果采用双层牛皮纸包装则增加的费用应该有货方承担。但最终，
Donaldson 法官认定承运人只采用了一层牛皮纸因为承运人无法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关于第二
层牛皮纸的收据是存在的和由货方指定的检察员对牛皮纸重量的评估是不足的。此外，
Donaldson 法官还发现承运人提供的集装箱装箱时照片仅能证明两层单层的牛皮纸部分重叠，
并不能够证明他采用了双层的牛皮纸。除此之外，承运人还主张采用单层牛皮纸是行业惯例，
由此即使他仅使用了单层牛皮纸也不能证明他违反了《海牙—维斯比规则》第 3 条第 2 款的
义务。但 Donaldson 法官并没有采信这一主张。他认定这一行业惯例并不存在因为这违反了
承运人之前对双层牛皮纸增收费用这一举措。此外，承运人也没有提供行业惯例下应采用何
种厚度或何种重量的牛皮纸。Donaldson 法官还认为即使这一行业惯例存在，也不能自然地
认定这等同于《海牙—维斯比规则》第 3 条第 2 款中的一套健全的系统，应该有相应的理论
或实证研究证明。
而上诉法院推翻了 Donaldson 法官对承运人违反《海牙—维斯比规则》第 3 条第 2 款义
务这一判决。上诉法院的 Flaux 法官认为之前提到的邮件和照片足以证明承运人采用了双层
牛皮纸。其次，对《海牙—维斯比规则》第 3 条第 2 款中“健全的系统”的认定，Flaux 法
官认为 Donaldson 法官的解释过于严格。Donaldson 法官的观点是一套健全的系统应当能够
防止正常货物在合同运输期间的合理预期风险中受到损害。在本案中，由于咖啡豆由不通风
的集装箱运输是在全球广泛使用的运输方式和受潮导致的货物损失也是十分常见的，所以
Donaldson 法官认为如果承运人采用了一套健全的系统，那么受潮导致的货物损失应该可以
避免。
但上诉法院的 Flaux 法官认为 Donaldson 法官赋予了承运人比英国最高法院在 Albacora
v Wescott 确立的标准更高的义务，因为按照 Donaldson 法官的观点一套健全的系统应该能
够保证没有损害发生。与此同时，Flaux 法官认为对牛皮纸厚度的考虑，不论是理论上的计
算还是的实证研究都是不切实际的也是超出对承运人按一个健全的系统履行管货义务的要
求的。此外，他还认定 Donaldson 法官对行业惯例的判定是错误的，他支持货方的诉求并认
为在不通风的集装箱里运输咖啡豆是行业惯例。而判断是否依据一套健全的系统的重要因素
之一就是是否依从行业惯例。
最高法院并没有对在不通风的集装箱里运输咖啡豆是否是行业惯例做出直接判决，而是
考虑到使用何种牛皮纸属于事实证据，应当由初审法院做出判决。最高法院的 Sumption 法
官指出，上诉法院的法官们仅仅因为认定事实不正确而就此推翻初审法官的判决是错误的，
上诉法院可以推翻初审法院的判决，前提是证明了初审法官的判决是错误的。例如，他从根
本上误解了某个问题或证据，或者他显然没有考虑到证据，或者他得出的结论没有任何证据
支持。Sumption 法官重申了英国法律的传统观点，即判断证据的证明力是初审法院而非上
诉法院的职责，因为上诉法院往往纯粹依据文件得出结论。而在判断证据的证明力时，一直
跟踪证据的初审法官形成的印象和上诉法院法官来自冰冷的笔录所形成的印象是截然不同
的。综上所述，尽管 Sumption 法官没有直接判定在不通风的集装箱里运输咖啡豆和使用单
层牛皮纸是否是行业惯例，但他同意 Flaux 法官的观点，即判断是否依据一套健全的系统应
当考虑是否遵从行业惯例。只是他对认为承运人的行为是否遵从已存在的行业惯例的认定应
该有初审法官判断，因为初审法官可以检阅所有口头的和书面的证据。而从整体上说，承运
人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业惯例的存在。因此判定承运人没有履行《海牙—维斯比规则》
第 3 条第 2 款下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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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运人的免责事项和举证责任
（一）免责事项：固有缺陷
集装箱运输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在不通风的集装箱内运输含水分较多的物品时，例如
咖啡豆、大豆等，由于其自身的含水量较高，在集装箱从温暖的地区运往寒冷地区的途中会
释放水汽并凝结在集装箱的内壁和门上，进而产生水凝现象，可能导致货物受潮遭到损失。
在 Volcafe v Compania 案中，承运人另一个重要的抗辩事项是即使他违反了《海牙—维斯比
规则》第 3 条第 2 款的管货义务，他依然可以依据《海牙—维斯比规则》第 4 条第 2 款第（m）
项的免责事由，主张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海牙—维斯比规则》第 4 条第 2 款第（m）项
规定：因货物的固有缺陷而引起的货物损坏和灭失，承运人可以免除责任。承运人主张，在
本案中，由于咖啡豆在从温暖地区运往寒冷地区的过程中，由于其自身的特性会释放水分导
致集装箱内出现冷凝现象从而进一步造成了咖啡豆受潮损坏，
这符合了第 4 条第 2 款第（m）
项中固有缺陷的免责事项。
三个法院都接受咖啡豆在不通风的集装箱中运输这是普遍存在的事实现象，尽管咖啡豆
更适合由有通风设备的集装箱运输。争议的焦点在于受潮导致的损坏是否是固有缺陷导致的
还是不可避免的？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初审法官认为第 4 条第 2
款的免责事项只是必然违反第 3 条第 2 款义务的一类消极案件，因此，当承运人违反第 3
条第 2 款义务时，第 4 条第 2 款的免责事项将不能适用。而上诉法院的 Flaux 法官则认为初
审法院的判决会导致固有缺陷这一免责事项毫无意义且与传统英国普通法下的固有缺陷的
免责事由相违背。第 3 条第 2 款义务和第 4 条第 2 款的免责事项在某些程度上产生了重叠，
但主要的区别表现在举证责任方面，这将在下一节中讨论。
另一个承运人提出的抗辩事由是受潮导致的损失不可避免的。初审法院 Donaldson 法官
判定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否则会引发“整个行业的索赔和诉讼潮”。而上诉法院的 Flaux 法
官提出由于承运人提供了证据，表明对装在集装箱内的咖啡进行了损坏调查(80 袋)，因此可
以扣除许多低于 80 袋的其他货物因受潮而损坏的情况。这就证明了在不通风的集装箱内运
输咖啡豆导致受潮从而造成的损坏是普遍的，而依据一般的行业惯例无论采用何种包装方式，
轻微的冷凝都是不可避免的。最高法院的 Sumption 法官不同意上诉法院的 Flaux 法官的这
一观点。固有缺陷这一概念最早是在海上保险中被讨论的，而在海上保险中的定义和在海上
货物运输中的定义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最高法院判定，在这两种不同的合同中，固有缺陷
的内涵不尽相同。Sumption 法官指出在海上货物运输中，如果承运人可以且应该采取预防
措施防止了货物的某些固有特性造成的损坏，那么这种特性就不是货物的固有缺陷。他认为
初审法院 Donaldson 法官在这个问题上的判决是正确的，即只有当一个健全的系统无法阻止
不可避免的损失的发生时，才能被视为货物的固有缺陷。在不通风的集装箱运输过程中，咖
啡豆经过合理的注意，很可能完全能够承受合理预计的风险。在本案中，如果在承运人没有
疏忽的情况下发生受潮损害，则根据《海牙—维斯比规则》第 4 条第 2 款第（m）项，受潮
损害可被视为固有缺陷。但在本案中，考虑到承运人未能证明他已按照第 3 条第 2 款尽到了
应尽的义务，所以他不能依靠第 4 条第 2 款第（m）项的固有缺陷进行免责。
（二）举证责任
由于《海牙-维斯比规则》并没有对举证责任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英国法院在本案中
适用托管中的举证责任的原则（理由如上文所述，提单是运输合同而运输合同是有偿托管合
同的一种）。而对于海牙-维斯比规则》下举证责任，英国法中也有先例。最早可追溯到 Wright
法官在 Gosse Millerd v Canadian Government Merchant Marine Ltd。8 他认为，如果货物在规
定的免责事项范围内发生灭失或损坏，承运人应表明他已对货物采取了合理的照顾，并使自
己受到《海牙-维斯比规则》第 4 条第 2 条规定的免责事项的保护。虽然该案上诉至上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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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和最高法院且均做出不同的判决，但关于承运人是否需要在依赖免责事项前证明其并无过
错并不是上诉问题之一，因此最高法院没有对举证责任的问题做出判决。
在 Volcafe v Compania 案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在《海牙—维斯比规则》第 3 条第 2 款和
第 4 条第 2 款第（m）项下，承运人有无法律上证明其无过错的举证责任。英国法下对承运
人在证据方面的举证责任由众多先例，但对承运人法律上的举证责任并没有明确的案例。英
国最高法院在本案中首次明确了承运人在《海牙—维斯比规则》第 3 条第 2 款和第 4 条第 2
款第（m）项下承担法律上的举证责任，即证明其无过错。
最高法院首先考虑了托管下承运人的举证责任：受托人承担证明其没有疏忽的法律责任。
尽管受托人不需要证明货物的损坏和灭失是如何发生的，但他仍需要证明以下二者其一：对
货物尽到了合理注意的义务或者即使没有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但这没有导致货物的损坏和
灭失。Sumption 法官认为受托人在占有货物的情况下更容易能证明货物的损坏和灭失，尽
管现代技术降低了困难程度，但受托人的地位是相同的。接着，最高法院着手解释《海牙—
维斯比规则》下的举证责任。首先，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在货物的表面良好状况被记录下来
的前提下货物在目的地遭受灭失和损坏，法院可以推断承运人违反了《海牙—维斯比规则》
第 3 条第 2 款的义务。第一阶段的举证责任基本得到广泛认可，争议的关键在于第二阶段的
举证责任。在本案中，问题是谁有责任证明货物的损坏和灭失是由于根据第 3 条第 2 款的规
定缺乏合理的照料或根据第 4 条第 2 款第（m）款的固有缺陷造成的? Sumption 法官认为, 根
据托管原则，承运人必须证明货物的损坏和灭失是在第 3 条第 2 款规定的义务下无其自身过
错发生的，或者是由例外危险造成的。他对 Pearson 法官在 Albacora v Wescott 案中的判决
持不同意见。Pearson 法官指出，在《海牙—维斯比规则》中，承运人不需要证明过失就可
以依赖免责事由，但承运人确实需要证明货物的损坏和灭失是由免责事项造成的。而通过证
明这一点，承运人可以提供证据排除由他的疏忽造成了货物的损坏和灭失。Sumption 法官
反对 Pearson 法官基于以下原因。首先，Pearson 法官关于证明责任的决定是附带意见，因
为承运人在 Albacora v Wescott 案中没有过失，不存在举证责任的问题。其次，Pearson 法官
的判决违反了托管下的举证责任原则。
另一个被考虑并加以区分的案例是 The Glendarroch。在此案中，船搁浅时，货物被水侵
蚀遭受损失。该问题属于合同规定的免责事项，海上风险。初审法官认为承运人应证明损失
是在船舶航行中没有其自身过失的情况下发生的。上诉法院不同意初审法院的观点，认为证
明承运人的过失造成了免责事项的责任应由货方承担。而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中认定海上风险
是例外中的例外。第一个例外意味着承运人对货物的损失负有赔偿责任，除非损失是由海上
危险造成的。第二个意外意味着承运人可以免责除非损失是由承运人的疏忽造成的。
Sumption 法官认为，The Glendarroach 中提出的例外不应适用于本案，因为如果一个例外适
用于可以通过谨慎操作避免的情况，那么这个问题最终必须存在着一个因果关系。在本案中，
承运人若想免责，就必须将货物的损失纳入固有缺陷的范围并证明其有效原因是固有缺陷。
但事实是当咖啡豆在从凉爽的气候搬运到温暖的气候时，如果承运者应该而且能够适当小心
是可以阻止咖啡释放水分从而受潮遭受损失的。如此一来，这一事实可能不会构成固有缺陷。
因此，The Glendarroach 不适用于本案。

五、结语
在集装箱运输中，由于新的运输工具和新技术的使用，在《海牙—维斯比规则》适用时
产生了新的法律问题。集装箱的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装船的效率，同时提前了装船过程的起
始点：装箱。由此对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和在《海牙—维斯比规则》第 3 条第 2 款下的义务都
产生了相应的影响。此外，集装箱运输本身也为承运人的免责事项的解释造成新的问题。从
适用范围的角度产生的问题是：《海牙—维斯比规则》能否适用于集装箱的装箱过程以及能
够延伸到何种程度。虽然在 Volcafe v Compania 案中判决《海牙—维斯比规则》的适用范围
可以扩大到集装箱的装箱，但遗憾的是，这一判决只是附带意见，不能形成先例。对于《海
牙—维斯比规则》能否适用于集装箱的装箱过程以及能够延伸到何种程度这一问题，英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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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还有待解决。相类似的问题产生在《海牙—维斯比规则》第 3 条第 2 款下承运人妥善地和
谨慎地管理货物的义务。
在 Volcafe v Compania 案中，
争议问题之一就是在集装箱的运输中，
承运人是否有义务“妥善和谨慎地”对集装箱进行装箱？最高法院的判决是肯定的。而且，
对于“妥善和谨慎地”应当参照一般的行业惯例，但同时承运人需要承担证明行业惯例在实
践中确实存在的举证责任。在 Volcafe v Compania 案中最为重要的判决就是承运人在《海牙
—维斯比规则》第 3 条第 2 款和第 4 条第 2 款第（m）项下，有法律上证明其无过错的举证
责任。这一最高法院的最新判决在英国法上开创了先例，明确了承运人必须证明货物的灭失
和损坏是在第 3 条第 2 款规定的义务下无其自身过错发生的，或者是由例外危险造成的。而
在此案中，对货物固有缺陷这一免责事项也作出了最新的解释。承运人可以依赖货物的固有
缺陷这一免责事由，但前提是证明自身并无疏忽。而关于 Volcafe v Compania 案中最高的法
院对固有缺陷下的举证责任的判决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尤其是对该案在《海牙—维斯比
规则》第 4 条第 2 款下其他免责事项的举证责任的适用，其影响如何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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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草案》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的方法论研究
王一斐

摘

要：自 2007 年李海博士首次在国际海事委员会（CMI）提出船舶司法出售的国际承认与执行这

一议题，到 2012 年该议题形成的条约草案以《北京草案》命名，再到 2018 年《北京草案》写入
UNCITRAL 第六工作组工作议程，这一条约草案公约化进程对我国提高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方面的
话语权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价值。通过考察《北京草案》公约化进程，本文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
面构建我国国际经贸规则谈判的方法论，第一，在什么国际平台提出国际经贸规则的谈判议题；第
二，由谁来提出国际经贸规则的谈判议题；第三，从对外关系的视角，国内各条约谈判主体如何就
议题提出和议程设置进行配合。文章认为，《北京草案》对于中国如何有效地在条约谈判中发挥重
要乃至主导作用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关键词：《北京草案》；条约谈判；议题提出；议程设置；专家；国际海事委员会（CMI）

一、导言
船舶司法出售是实现船舶物权转移、船舶流通的主要方式之一。由于船舶的流动性，船舶的扣
押和司法出售由船籍国域外的权威机关实施的情况相当普遍。然而，因为各国国内法对于船舶经域
外权威机关司法出售后的效力、船舶注销和重新登记的程序等的规定存在差异，导致一国完成的船
舶司法出售在另一国无法得到承认与执行的案例时有发生。作为世界航运大国，中国在船舶司法出
售方面显然具有重要的利益。针对船舶司法出售确立恰当的国际规则对于促进中国的航运事业，以
及维护当事人利益都具有重要意义。2007 年，时任国际海事委员会（ComitéMaritime International, 简
称 CMI）1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海商法协会（CMLA）2代表的李海博士首次在 CMI 提出针对船舶
司法出售的国际承认与执行制定国际规则的议题。经由 CMI 和各国海商法协会的不懈努力，2012
年，在 CMI 北京会议形成了《关于外国司法出售船舶及其承认的国际公约草案》初步文件，并且把
该草案命名为“
《北京草案》
”。2015 年，
《北京草案》自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sation,
IMO）正式启动了公约化进程。2018 年《北京草案》被列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
第六工作组工作议程。目前，谈判正在进行当中。
《北京草案》是中国海商法协会加入 CMI 以来首次由中国籍执行委员担任工作组主席，并且首
次以中国城市名命名的条约草案。如果《北京草案》最终经由 UNCITRAL 成为正式的条约，这对于

感谢李海博士为本文写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口述和文本材料。
1 国际海事委员会（Comité Maritime International, 简称 CMI）是非盈利性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1897 年创立于比利
时安特卫普，广泛吸纳各国海商法协会等团体，其宗旨是通过一切适当手段促进海商法领域在各个方面的统一，参
见 CMI 官网 <http://www.comitemaritime.org/>（2020 年 10 月 8 日）
2
中国海商法协会（China Maritime Law Association, CMLA）成立于 1988 年，其秘书处设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由中国法学会主管业务，是由全国从事海事海商等领域的个人和单位组成的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198
9 年，中国海商法协会取代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成为 CMI 的国家会员。中国海商法协会是 CMI 的重要成员国
协会，李海、宋迪煌、初北平等中国海商法协会成员，曾历任 CMI 执行委员会委员一职，司玉琢教授也曾担任 CMI
提名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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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中国在国际航运、海商海事领域的利益都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提高在国际经贸领域的规则制
定话语权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即便《北京草案》最终未能成为条约，它对于我国如何提高在国际
经贸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北京草案》已经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然而既有的研究集中于该草案具体条款的分析。3 我
国学者尚未从方法论角度分析《北京草案》议题的提出、文本的起草、条约草案公约化平台的选择
与转换。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提高中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被确立为我国法治战
略之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时代背景下，4《北京草案》对于中国提出什么样的谈判议题、在哪个场所提
出谈判议题、由谁提出谈判议题以及不同的行为体之间如何相互配合，从而有效地在条约谈判中发
挥重要乃至主导作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除导言和结论外，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二部分考察《北京草案》的议题提出、文本起草、
公约化平台选择以及被纳入 UNCITRAL 工作议程的过程，其中主要分析两部分内容，其一是中国专
家、中国海商法协会和中国涉外条约谈判行政部门在条约谈判国际平台中的角色；其二是影响 CMI
及其背后专家、各国海商法协会公约化平台选择的因素。第三部分选取国内专家为对象，对李海博
士在 CMI 提出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承认与执行这一议题进行个案分析，强调专家对中国在国际平台提
出议题、为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条约谈判打开新局面的重要性。第四部分，从对外关系的角度，分析
国内法院及涉外条约谈判行政部门在《北京草案》议题提出和议程设置过程中是如何相互配合的，
或者说，上述主体在条约谈判过程中是否进行了有效的配合以促进中国在条约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随着国际经贸规则的复杂性、技术性不断增加，专家与国内法院在条约谈判议
题提出、议程设置中的角色和作用应当重视并被重新评估，在推动国际经贸规则条约化进程中，由
于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等相关法律规范缺乏对条约谈判部门职权的划分，加上条约文本的复杂
性导致条约谈判可能涉及并影响到多个涉外行政部门，这就造成条约谈判进程缺乏整体性、一致性
和连贯性，甚至会导致部门之间条约谈判权力的冲突，影响我国在条约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阻碍
我国提出高质量的国际经贸规则。

二、《北京草案》公约化进程的考察
（一）议题的提出与条约文本起草
在 2007 年 CMI 执行委员会工作会议上，李海博士首次提出船舶司法出售的国际承认与执行议
题。该议题得到与会执行委员的支持，并被列入 2008 年第 39 届 CMI 国际会议（雅典）讨论议程。
李海博士就该议题在 2008 年雅典会议上做了“A Brief Discussion On Judicial Sales of Ships”的专题演
讲，部分国家海商法协会的代表对该议题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并建议 CMI 成立专门的国际工作组
（International Work Group, IWG）将该议题列入 CMI 未来工作计划。5在 CMI 随后成立的船舶司法
出售国际工作组（IWG）中，李海担任工作组的主席（Chairman），这是 CMI 自 1897 年成立以来
第一次由中国籍执行委员担任这一职务，工作组还包括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南
非、尼日利亚、委内瑞拉的其他 8 名 CMI 代表。工作组随后起草有关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承认问题的
“问题单”（Questionnaire），用于收集汇总各国国内法在船舶域外司法出售在本国的承认与执行问题。

廖文兰：
《评“北京草案”中船舶司法出售的注销与重新登记》，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3 期，
第 88 页；李歆蔚，初北平：
《船舶司法出售公约起草中的核心问题》
，
《中国海商法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94 页。
4 参见 2014 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5
Henry Hai Li , ‘A Brief Discussion On Judicial Sales of Ships’, CMI Yearbook 2009 (Antwerp, 2009) 342; 李海：
《对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承认若干问题的思考》
，
《中国海商法年刊》2009 年第 19 卷，第 25 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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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0 年 10 月布宜诺斯艾利斯船舶司法出售专题研讨会召开之前，共有 22 个国家对问题单作出
回复。CMI 认为提交回复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程度、地域分布、法系上具有代表性，可以成为研究船
舶司法出售问题的基础材料。6
问题单就制定专门国际公约规制船舶司法出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征询了各国海商法协会的意见。
从当时的回复来看，各国并未形成压倒性的一致意见，以中国海商法协会为代表的的国家海商法协
会认为，确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国际公约来统一各国有关船舶司法出售的国际承认与执行；亦有部分
国家海商法协会认为，在 1993 年《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国际公约》业已生效，且对船舶强制出售
（forced sale）的效力和通知均作出规定的前提下，并无必要针对船舶司法出售再制定新的国际公约。
但是，工作组考虑到，第一，前述公约的缔约国数量极为有限，且海运大国均未加入；第二，即便
该公约得到普遍生效，但是该公约仅适用于行使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时的船舶司法出售，对于基于
执行法院判决、执行仲裁裁决或者为保全海事请求而实施的船舶司法出售，并不适用。因此，CMI
执行委员会指令工作组参照 1958 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的结构和逻
辑，起草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承认和执行的国际公约文本。7工作组经过与各国海商法协会的两轮磋商，
准备了用于在 2012 年第 40 届 CMI 国际会议（北京）的草案文本。
2012 年，CMI 国际会议首次在北京召开。工作组在会上针对草案文本做了报告，并在收集汇总
各国对于草案文本的意见后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草案文本经大会决议，定名为《北京草案》。82014
年 6 月 14-16 日，李海博士继续主持第 41 届 CMI 国际会议（汉堡）船舶司法出售专题会议，工作
组根据大会讨论情况对《北京草案》进行修订后，6 月 17 日，在全体大会上，CMI 以 24 票赞成、2
票弃权正式通过了《关于外国司法出售船舶及其承认的国际公约草案》（《北京草案》），这是 CMI
百年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中国大陆城市名命名的国际文书。9
但是，CMI 作为由各国海商法协会和航运业专家组成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本身并不具备国际法
律规范的制定能力。在条约谈判和公约化进程的启动阶段，缔约场所的选择至关重要，摆在 CMI 面
前的不仅是召开特别会议抑或借助国际组织的平台，还有在不同的国际组织平台或者特定国际组织
内部不同机构的选择。历史上，CMI 曾依托比利时政府召开外交会议，实现《海牙规则》10等重要
海上运输国际规则的公约化进程，但自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确立起更加高效的现代缔约程序规则，CMI
自 1969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就开始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就海事海商领域的广泛议题
展开条约谈判和公约化进程的合作。因此，自 2014 年第 41 届 CMI 国际会议（汉堡）之后，着眼于
不同国际组织，CMI 开始为《北京草案》公约化进程寻找“切入点”11。哪个是最可能为条约缔结提
6

22 个提交问题单回复的国家包括：：阿根廷、比利时、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多米尼加、法国、德国、意

大利、马尔他、尼日利亚、挪威、新加坡、南非、瑞典、美国、委内瑞拉、西班牙、日本、斯洛维尼亚和克罗地亚，
参见李海：《国际海事委员会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承认课题进展情况简介》，at <http://www.cmla.org.cn/zxkd/2018/072
0/2419.html> (2020 年 10 月 8 日)
7

同上

8

郭萍，荣璞珉，于诗卉，张金蕾：《<国际海事立法最新动态>——国际海事委员会第40届大会（北京）会议综述》，

《中国海商法研究》2012年第23卷第4期，第112页；李海：《国际海事委员会的最新成果：<北京草案>》，《中国
海商法研究》2014年第25卷第3期，第24页。
9 Judicial Sale of Ships: Proposed Draft Instrument Prepared by the Comité Maritime International, A/CN.9/WG.VI/
WP.82，page 3/11，para 7.
10
全称 1924 年《统一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
11 孔庆江教授在分析美国投资规则形成过程中议程设置时，将国际议程设置的阶段大致分为：议题选定、冲突拓展
与利益动员、寻找“切入点”以及最终进入议程，参见孔庆江：《美国如何设置国际投资规则的议程？》
，
《中国政法大
学学报》2016 年第 4 期，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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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机会的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内部的哪个次级机构可能作为议题进入议程的场所，这些都需要 CMI
和 CMI 背后的专家、各国海商法协会对不同影响因素进行考量。
（二） CMI 推动《北京草案》公约化的第一个切入点——国际海事组织
国际海事组织（IMO）更名于 1982 年，其前身是成立于 1959 年的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是联
合国负责海上航行安全相关的专门机构。IMO 目前有 174 个成员国、80 余具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
织，其中就包括在 1967 年被授予咨商地位的 CMI。12 IMO 同时也在 CMI 具有观察员地位，且 CMI
与 IMO 已经有过多次条约草案公约化的合作经历，如 1993 年《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国际公约》、
1999 年《国际扣船公约》，都是在 CMI 条约草案文本的基础上完成公约化的，因此，IMO 是 CMI
推动《北京草案》公约化首先考虑的政府间国际组织。CMI 选择 IMO 作为《北京草案》公约化进程
的起点，显示了 CMI 的专家和各国海商法协会希望将相关议题交由专业相对狭窄的技术专家们来推
进的条约谈判思路。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公约》（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第 2 条，IMO
有起草公约、协定或其他文书的职能。IMO 的条约制定并不集中在大会（Assembly）,各个委员会
（Committee）——包括法律委员会（Legal Committee, LEG）——均可自行起草草案文本或者商定
由成员国提出的草案文本，对于后者，只有经过委员会同意并纳入工作议程后，才会进入理事会
（Council）会议讨论，决定是否举行外交会议审议草案。13根据 2012 年修改后的《国际海事组织法
律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方法准则》（Guidelines on the Organization and Method of Work of the Legal
Committee, the Guidelines）第 4.17 段，CMI 作为非政府组织如果要发起提案，必须有至少一位 IMO
正式成员国背书，除此之外，还需要证明条约符合 IMO 的宗旨以及条约起草的现实紧迫性
（compelling need）。14
1. 2015 年第 102 次 IMO 法律委员会会议——议题在 IMO 的第一次提出
2015 年，CMI 参加 IMO 法律委员会（LEG）第 102 届会议并提交信息简报（Information Paper），
其中列举了《北京草案》的起草原因和主要内容，提请 IMO 法律委员会注意船舶域外司法出售的法
律障碍，并建议将该议题纳入下一届会议审议立法的现实可能性。各国代表就条约制定的必要性、
条约制定的适格主体作出以下不同的回应。第一，部分代表认可该议题被纳入法律委员会后续工作
日程，前提是按照《准则》第 4.17 段的相关规定，由至少一个 IMO 成员国作为 CMI 提案的发起人
并且该提案被法律委员会接受。第二，亦有部分代表认为，该议题与 IMO 的宗旨与目标不甚相符，
已然超出 IMO 工作范围。第三，部分代表虽然承认船舶司法出售的国际承认与执行是一个重要的议
题，但是其条约制定的紧迫性仍需进一步论证。
会后，CMI 通过中国海商法协会向中国政府驻 IMO 代表团表达了希望由中国在第 103 次 IMO
法律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北京草案》公约化议题的建议，但是，中国政府代表团表示，CMI 必须再
另觅至少一个 IMO 成员国作为共同提案国为《北京草案》进入 IMO 法律委员会工作议程背书。
2. 2016 年第 103 次 IMO 法律委员会会议——议题在 IMO 的第二次提出

12

Non-Government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hich have been granted consultative status with IMO, at

<http://www.imo.org/en/About/Membership/Pages/NGOsInConsultativeStatus.aspx> (2020 年 10 月 8 日)
13 Dorota Lost-Sieminska,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n Michael J. Bowman and Dino Kritsiotis (ed
s), Conceptual and Contextual Perspectives on the Modern Law of Trea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907,
912
14 IMO Guidelines on the Organization and Method of Work of the Legal Committee, para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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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在时任 CMI 主席 Stuart Hetherington 和 IWG 主席李海博士的努力下，中国和韩
国表示愿意作为共同提案国，支持 CMI 将提案提交至 2016 年第 103 届法律委员会会议审议。李海
博士和工作组报告人 Jonathan Lux 参会，代表 CMI 向中方和韩方代表团提供支持。
“冲突拓展与利益动员”15是影响一项国际议题能否顺利进入国际平台议程的重要环节，考虑到
条约的潜在支持者，条约谈判议题提出和议程设置场所的选择就显得意义重大。CMI 选择并动员韩
国作为共同提案国，首先是因为韩国在船舶司法出售上也有与中国相似的利益与法律障碍。根据 CMI
的统计，包括韩国在内的亚洲海事司法区域（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在 2010-2014 年间，
每年超过 480 艘船舶是以司法拍卖方式售出的。16其次，林基泽在 2015 年 6 月的 IMO 秘书长换届选
举中首次当选，既是 IMO 历史上首位亚裔秘书长，也是韩国在联合国系统中继潘基文之后的第二位
国际机构代表。17 CMI 谋求韩国的支持，不排除寄希望于林基泽发挥在 IMO 的影响力以推动《北
京草案》的公约化进程。
在中国、韩国、CMI 最终向 IMO 法律委员会提交的提案中，第二、三部分着力论证《北京草案》
所涉议题与 IMO 宗旨的匹配度，以及《北京草案》公约化的紧迫需求。首先，CMI 以 IMO 分别在
1993 年和 1999 年通过的两个公约——《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国际公约》和《国际扣船公约》——
为例，论证在涉及船舶扣押、船舶物权等领域，IMO 已有国际造法先例。其次，CMI 强调了船舶司
法出售的国际承认与执行的法律困境，造成了船舶流通、船舶融资和港口管理等多重障碍，如果不
通过国际立法加以规制，将会极大影响国际航运业的发展。
然而，IMO 最终并没有接受三方共同发起的将《北京草案》加入 IMO 工作日程的提案。部分代
表虽然认同制定该条约的重要性，但是仍然认为《北京草案》涉及的事项属于私法和商法的领域，
并不符合 IMO 条约制定专注于海上安全等公法领域的宗旨。18
在这一阶段，主要由交通运输部牵头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表示不愿为《北京草案》公约化在
IMO 单独背书，这一条约谈判的策略或立场选择引人深思。2015 年 1 月，时任中国海商法协会副主
席的李海博士等 7 人与交通运输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唐国梅、副巡视员张晓杰等座谈，国际合作司
明确表示支持并推进《北京草案》公约化进程，并表示将会邀请中国海商法协会和最高人民法院参
加 2015 年 4 月在伦敦召开的 IMO 国际会议。出席 2015 年 IMO 伦敦大会的不仅有李海博士，还有
最高人民法院傅晓强法官，以及后来履任 IMO 理事会副主席的原国合司副巡视员张晓杰。2016 年 5
月 26 日，中国海商法协会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承认工作组组长、时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
厅长的王淑梅法官，同李海博士、宋迪煌副秘书长出席交通运输部会议，讨论准备提交至 IMO 法律
15
16
17

孔庆江：
《美国如何设置国际投资规则的议程？》
，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 年第 4 期，第 72 页。
A/CN.9/WG.VI/WP.81，page 3，part 4，
林基泽秘书长自 2016 年 1 月 1 日上任，任期 4 年，在 2019 年的换届选举中连任成功，继续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开

启下一个 4 年的任期，参见《林基泽成功连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 at <http://world.kbs.co.kr/service/news_view.ht
m?lang=c&Seq_Code=65933>（2020 年 10 月 8 日）
；林基泽本身也是航海学加国际法的专业背景，曾任韩国釜山港务
局局长、韩国海事安全法庭专员和海事安全政策局局长，在 IMO 曾任船旗国履约分委会主席，具备丰富的航运、管
理和条约制定经验，自 2016 年上任后，聚焦智能和环保航运，推动 IMO《压载水公约》的生效、极地规则的实施，
在 IMO 承受极大压力的燃油硫含量限制问题上，极力斡旋按照时间表推进全球船舶燃油硫含量 5%的阈值的实施。2
004 年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和管理公约》
，我国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提交加入书，2019 年 1 月 22 日对我国
生效。参见《我国正式加入国际船舶压载水管理公约》<http://www.gov.cn/xinwen/2018-10/27/content_5334949.htm>；
《林基泽先生将续任 IMO 下届秘书长》,at<http://imcrc.dlmu.edu.cn/info/1059/3297.htm>(2020 年 10 月 8 日)
18 Proposals of the Comité Maritime International (CMI) and of Switzerland for possible future work on cross-bord
er issues related to the judicial sale of ships，A/CN.9/WG.VI/WP.81, page 5, par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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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第 103 次会议议案。然而中国政府代表团为何不愿意单独背书？这似乎与交通运输部在
IMO 试图提升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一贯努力并不相符。
以 2016 年交通运输部在 IMO 的表现为例，根据大连海事大学发布的《2016 年国际海事组织信
息年报》，在 2016 年 7 月召开的 IMO 第 116 届理事会上，经中国推荐、英国提议，时任 IMO 理事
会中方代表张晓杰当选 IMO 理事会副主席，这是我国代表首次在 IMO 担任理事会副主席一职。19在
货运与集装箱运输领域，截至 2016 年，原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谢辉，自 2012 年起连续 6 年当选
IMO 货运与集装箱分委会（CCC）会议主席。20同在 2016 年，IMO 船舶设计与建造分委会（SDC）
第 3 次会议决定由中国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担任 IMO 地效翼船相关规则制定的通信工作组协调人，中
国行政部门担任 IMO 通信工作组协调人在 IMO 历史上亦属首次。21截至 2015 年，中国在 IMO 已连
续 14 次当选 A 类理事国，22在 2016 年 IMO 召开的 5 个委员会及 7 个分委会会议上，中国共提交 64
份提案，其中 55 份单独提案，9 份联合提案。23然而，要注意的是，在 IMO 国际规则制定上，中国
仅就《北京草案》与韩国、CMI 在法律委员会共同提案。24
以上成就表明中国深入参与 IMO 海上航行安全领域的事务，但是，这只是中国国际履约能力
的体现，在 IMO 规则制定领域，中国在法律委员会并没有掌握话语权，也没有主导某项 IMO 条约
起草、议程设置、公约化推动的丰富经验，中国在 IMO 推广的，仍然是以履约为核心的中国海事管
理经验，例如，2016 年 11 月，时任建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许如清，受 IMO 秘书长林基泽邀请，在
IMO 海上安全委员会第 97 届会议上，就中国海事管理机制和建设做专题演讲，在演讲中，许如清
还是以中国履约活动为主线，“详细介绍了海事管理机制在履约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突出体现了海
事管理机制在国家海事履约、提供优质海事服务以及参与国际海事事务中的核心地位”。25
（三） CMI 推动《北京草案》公约化的第二个切入点——海牙国际私法会议
除了船舶司法出售，《北京草案》还涉及判决的国际承认与执行，议题的交叉性、复杂性和技
术性，使得 CMI 的专家和各国海商法协会在选择条约谈判平台上，在坚持原有专家机构缔约的路线
上，选择另一领域的负责专门性议题的国际组织平台。海牙国际私法会议（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HCCH）成立于 1893 年，是致力于国际私法规则统一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中国自 1987 年加入该组织后，积极参加大量 HCCH 主持制定的条约谈判，履行公约义务，在中国
政府的支持下，2012 年 HCCH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亚太区办事处。262019 年 7 月 2 日，HCCH 第
22 届外交大会通过了《国际民商事案件中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公约》（Convention of 2 July
2019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Civil or Commercial Matters），中国
政府是该公约谈判的重要参与方。27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大连海事大学编，
《2016 国际海事组织信息年报》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第 1 版，第 156，166 页。
同上，第 166 页。
同上，第 167 页。
同上，第 160 页。
同上，第 160-165 页。
同上，第 163 页。
同上，第 167 页。
《徐宏大使在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第 22 届外交大会中方招待会上的致辞》, at <http://nl.china-embassy.org/chn/xwdt/

t1675071.htm>; 《海牙国际司法会议亚太区域办事处 13 日在港成立》, at <http://www.gov.cn/jrzg/2012-12/13/content
_2290051.htm> （2020 年 10 月 8 日）
27

孙笑非，吴琼：《<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评介与展望》，《国际法学刊》2019 年第 1 期，第 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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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IMO 拒绝 CMI 的提案之后，CMI 试图在 HCCH 实现《北京草案》公约化，然而，当时 HCCH
正忙于推动《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的谈判和签署。28在 CMI 与 HCCH 接触的同时，中
国海商法协会与外交部条法司联络，请求中国政府代表团在 HCCH 理事会工作会议上对将《北京草
案》纳入 HCCH 工作议程提供支持。2017 年 2 月 16-24 日，CMI 派代表参加了 HCCH 关于《承认
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的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ssion）会议，并建议将《北京草案》纳
入 HCCH 正在讨论的《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然而特别委员会拒绝了该提议。29会后，
CMI 受邀在 2017 年 3 月的理事会会议上做报告，以便理事会考虑是否将船舶司法出售的承认与执行
作为一个单独的议题加入工作日程。30部分 HCCH 代表直接表示，像船舶司法出售这种具有行业特
性的议题，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或者其他国际组织来推进其公约化更为适宜，
而且，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项目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代表们普遍没有意愿再
接手新条约。31
CMI 二度折戟沉沙表明，在条约谈判议题提出和议程设置平台的选择上，国际组织正在进行的
条约制定工作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CMI 选择 HCCH 作为议程设定的第二个“切入点”，即考量
了当时 HCCH 正在推进的《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在内容上可能有所重合，CMI 考虑
搭 HCCH 的“便车”解决船舶司法出售的国际承认与执行问题。但是，李海博士指出，船舶司法出售
的国际承认与执行，与外国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二者不是交并集的关系。事实上，HCCH 方
面也表达了相似的意见，船舶司法出售这一领域不宜纳入正在进行的《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
公约》，不论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还是以附件的形式。
如果说 CMI 首先考虑在 IMO 提出将《北京草案》纳入条约谈判议程的提议，是考虑到 CMI
与 IMO 决策层尤其是组织负责人国籍国的联系，那么 CMI 选择 HCCH 作为下一个条约谈判平台除
了上述“搭便车”的心理，CMI 成员与 HCCH 所在国的关系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例如，CMI 船舶司
法出售国际工作组的 Prof. Dr. Frank Smeele，代表荷兰海商法协会，并且负责问题单第四组关于船舶
司法出售的承认的各国国内法的汇总和就该部分的草案评述，
而 HCCH 机构所在地设立在荷兰海牙，
即便最后 CMI 没有说服 HCCH 纳入该议题，这种非政府组织成员与条约公约化平台驻在国的关系也
至少容易使非政府组织获得在平台进行公约化论证的机会。
2018 年，CMI 联合瑞士政府向 UNCITRAL 提出将《北京草案》加入 UNCITRAL 工作日程的提
案，并且表示，一旦该提案被 UNCITRAL 接受，CMI 将不会继续就《北京草案》公约化事宜寻求
IMO 或者 HCCH 的合作。
（四） CMI 推动《北京草案》公约化的第三个切入点——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在条约起草上更重视专业知识而非政治关切的路线，32
也符合 CMI 在选择条约谈判国际组织上的一贯思路，事实上，除了 CMI 早期在布鲁塞尔外交会议
上达成的一系列国际公约，其余 CMI 参与起草的、业已签署的国际公约，大部分是与 IMO 合作完

28

A/cn.9/923, Annex, Proposal of the Comité Maritime International (CMI) for possible future work on cross-borde
r issues related to the Judicial sale of ships, para 9. 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HCCH)
29 同上
30
Proposals of the Comité Maritime International (CMI) and of Switzerland for possible future work on cross-bord
er issues related to the judicial sale of ships，A/CN.9/WG.VI/WP.81，page 5, part 9.
31
同上
32
（美）何塞·E·阿尔瓦雷斯著：
《作为造法者的国际组织》
，蔡从燕译，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第 1 版，第 4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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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其次便是 UNCITRAL。合作历史是 CMI 选择条约谈判平台的另一考量因素。由 CMI 起草公
约草案文本的《汉堡规则》33《鹿特丹规则》34也是在 UNCITRAL 实现公约化进程。
自 CMI 谋求在 UNCITRAL 推动《北京草案》公约化，2017 年，中国海商法协会与商务部条
法司联络，请求中国政府代表团在 UNCITRAL 工作会议上对《北京草案》公约化事宜给予支持。尤
其是在 2017 年第 50 届会议上，UNCITRAL 考虑通过举办一个专题研讨会论证是否将船舶司法出售
的承认与执行纳入其工作日程，CMI 和中国海商法协会建议中国作为提案国并在北京承办这次研讨
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和交通运输部国际合作司向商务部条法司发函说明《北京草案》
的情况并表达了支持意见。35但是基于不明原因，商务部条法司拒绝了当提案国和在北京承办国际专
题研讨会的建议。
2018 年 2 月，UNCITRAL 建议的国际专题研讨会在马耳他举办，CMI 说服瑞士和马耳他担任
提案国，但是，受制于欧盟一致对外的条约议定政策，马耳他最终退出提案国。2018 年 6 月，瑞士
向 UNCITRAL 正式提案，并促使该提案成为 UNICITRAL 第 51 届会议（纽约）的议题之一，并被
列入 UNCITRAL 未来立法计划。36
就这样，一部由中国学者在国际平台提出、中国海商法协会推进、以中国首都命名的国际公约
草案文本，最终是由瑞士政府在 CMI 的游说下进入 UNCITRAL 条约谈判工作议程。在《北京草案》
由 UNCITRAL 第六工作组接手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对口部门为商务部条法司——仍然是以一个
“积极参与者”的身份组织国内专家、学术团体参与议题的讨论。商务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召开
议题协调会，与会的最高法民四庭、外交部条法司、交通部海事局、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海商法
协会的代表就《北京草案》的情况进行了沟通，为 UNCITRAL 第六工作组第 35 次会议做准备。2019
年 5 月 13-17 日，商务部派团参加 UNCITRAL 第六工作组第 35 届会议（纽约），本次会议的唯一
议题即船舶司法出售的国际承认与执行。37此次会议就制定国际文书规制船舶司法出售的国际承认与
执行的必要性达成共识。2019 年 7 月 24 日和 10 月 10 日，中国海商法协会在北京先后两次召开《北
京草案》专题研讨会和协调会，为商务部编制参会方案打下基础。382019 年 11 月 18-22 日，商务部
继续牵头派团参加 UNCITRAL 第六工作组第 36 届会议。此次会议确定将《北京草案》制定成具有
普遍拘束力的国际公约而非示范法，这是《北京草案》公约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一步。中国代表团积
极参与会议讨论，在欺诈的例外问题上提出的意见得到了采纳。39
原定于 2020 年 4 月 20-23 日在纽约举行的 UNCITRAL 第六工作组第 37 届会议因为“新冠”疫情
影响被迫取消，2020 年 6 月 30 日，UNCITRAL 向各会员国发出照会，要求提交针对《北京草案》
第二修改稿的书面意见，中国海商法协会负责形成意见反馈并提交给商务部参考。40

33

全称 1978 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

34

全称 2008 年《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

35

李海，
《关于<北京草案>公约化进程的报告》
，2020 年 8 月 6 日，2020 年中国海商法协会线上海商法研讨会

36

同上，Possible future work on cross-border issues related to the judicial sale of ships: Proposal from the Govern

ment of Switzerland，A/CN.9/944/Rev.1；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Fift
y-first session (25 June-13 July 2018), A/73/17, page 41, para 242; UNCITRAL adds Judicial Sales to its Work A
genda on 29th of June 2018 (CMI), at <https://comitemaritime.org/report-on-malta-colloquium/> （2020 年 10 月 8 日）
中国政府代表团由商务部牵头共有 9 人，分别来自商务部、外交部、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海商法协会，李海
博士及大连海事大学的朱作贤教授参会。
37

38
39
40

《北京草案》专题座谈会在京成功举办, at <http://www.cmla.org.cn/xwzx/2019/0725/2448.html> (2020 年 10 月 8 日)
李海，
《关于<北京草案>公约化进程的报告》
，2020 年 8 月 6 日，2020 年中国海商法协会线上海商法研讨会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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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经贸规则谈判中的专家
《北京草案》议题的提出反映出中国专家在创设国际经贸规则中的作用。专家在国际法中的角
色，早已经引起国外国际法学界关注，41早在五十年前已有针对政府法律顾问这一特定国际法专家群
体作用的研究，42罗观察到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聘用外部专家参与国际法事务，43伯利恒将专家在幕
后运用专业知识参与国际事务的现象称之为“国际法的秘密生存”
（the secret life of international law）
44。近期，批判国际法学界对于专家如何运用专业知识参与全球治理的研究为我们审视专家的角色和

作用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肯尼迪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争斗中，掌握专业知识的专家是决策
的幕后人物，而法律则是专家主张和说服他人的公开表达。45国际条约议题的提出、议程的设定和条
约的谈判，无疑需要专家的专业知识和论辩技能，批判国际法对专家角色的关注和解读，给我们研
究条约谈判方法论提供了抽象国际组织、国家背后微观的个体研究视角。
从条约缔结的角度，阿尔瓦雷斯将“专家缔约”作为组织化缔约模式的一种专门类型，指出那
些由专家负责起草条约的机构，例如《北京草案》最后落脚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展现出与
其他以实现政治关切为目标的缔约模式独特的造法方法。46相较于国外国际法学界对于专家角色和作
用的关注，国内法学界较少专门从专家视角去研究国际法实践与理论，而蔡从燕教授在分析中国国
际法学者与国际法实践时则提出了分析的三个维度——社会因素、法律因素和学者因素，在李海博
士提出的船舶司法出售的国际承认与执行这一议题上，其学者因素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47
“自身特质是影响国际法学者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48从专业知识背景上，李海博士具有航海
和国际法、海商法的双重背景，具有海商法硕士学位和国际私法博士学位；从工作经验上，李海博
士具有港务管理、海商法教学、律师和仲裁等多重经历，并且连续多次被钱伯斯等权威法律评级机
构评为航运领域的“领先律师”（Leading Lawyer）或“业界贤达”(Eminent Practitioner)，以上都能促使
李海博士跳出海商法与国际法的学术藩篱，以更为开阔的视野提出务实的国际法律议题。49除了兼任
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的学术教职，李海博士还历任中国海商法协会理事、副秘书长、副主
席，国际海事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荣誉会员，亦曾担任国际律师协会海事与运输法委员会主席
等，换言之，李海博士不论是工作语言还是国际、国内组织的任职经历，都具备了国内外海事海商
学界和实务界认可的对话能力、组织能力和影响力。

Stephen Bouwhius, ‘The Role of an International Legal Adviser to Government’ (2012) 61 International and Co
mparative Law Quarterly 939-960
42 Holly Cullen, Joanna Harrington and Catherine Renshaw, ‘Experts,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Law’in Holly Cull
en, Joanna Harrington and Catherine Renshaw (eds), Experts,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
y Press, 2017) 3
43 Richard Rowe, ‘International Law and Diplomacy: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2014) 15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
rnational Law 318-329
44 Daniel Bethlehem, ‘The Secret Life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2) 1 Cambridg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
parative Law 23-26, 29
45 李鸣，
《国际法的性质及作用：批判国际法学的反思》
，
《中外法学》2020 年第 32 期，第 814-815 页; David Kenne
dy, A World of Struggle: How Power, Law, and Expertise Shap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
ess, 2016)
46
（美）何塞·E·阿尔瓦雷斯著：
《作为造法者的国际组织》
，蔡从燕译，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第 1 版，第 435，447 页
47 蔡从燕：《中国国际法学者在国际法实践中的作用》，《中国法律评论》2016 年第 2 期，第 78 页。
48 同上
41

49

李海博士公开个人履历，at <http://www.henrylaw.cn/page67> （2020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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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CMI《北京草案》的准备资料、UNCITRAL 的会议资料和李海博士的学术论文等，可以看
出李海博士在船舶司法出售议题的提出和后续的公约化进程，除了中国海商法协会、CMI 等的平台
支持,其自身的专业知识储备、实务经验积累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议题提出的环节，在 2007 年 CMI 执行委员会工作会议上，时任执委会委员的李海博士首先
提出船舶司法出售的国际承认问题；在 2008 年 CMI 雅典国际会议上，李海博士就该议题发表专题
演讲并引起与会专家的高度共鸣；后来，CMI 成立船舶司法出售国际工作组，李海成为百年 CMI
历史上首位担任工作组主席即该议题召集人的中国籍委员。李海博士凭借自己在航运领域的学术和
专业经验，提出一项引起国际海事海商界关注并且亟需国际法规制的议题。在《北京草案》公约化
进程中，李海作为 CMI 工作组主席，对问题单的起草、公约文本的起草和后续公约化进程中与国内
政府和国际组织的交流，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收集各国海商法协会的问题单回复并做总结；主
持召开如 2010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船舶司法出售专题研讨会并就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承认再次发表演
讲；极力促成 2012 年 CMI 北京会议并主持船舶司法出售环节议题。
从公开资料难以发掘李海博士在最初的议题提出上得到了中国海商法协会或者相关政府部门
的支持和背书，可以说，选择在 CMI 提出该议题，是李海博士自身学术与实务经历积累的必然结果，
却为中国提升在国际经贸、航运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制造了一个偶然的开端。50
然而，如何让公务员体制之外的国际法专家制度化地参与到国际经贸规则的建设，不仅需要国
内涉外谈判行政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也需要在国内法规和部门规章上的制度建设。蔡从燕教授在研
究中国国际法学者参与国际法实践时，选择单文华教授带领的国际投资法研究团队作为个案分析的
对象，指出除了国际法学者本身的专业能力、优秀的研究团队，对外关系部门的开放性是影响中国
51

国际法学者有效参与国际法实践的重要因素。 在中美 BIT 谈判等国际法实践中，商务部条法司引入
国际法专家学者参与条约谈判所表现出的开放性令人称赞。2020 年《国际法研究》第 3 期以“建设
高素质的涉外法律服务人才队伍”为专题，对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就该议题在第 34 次双周协商座谈会
上的发言进行选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指出，中国在大变局时代亟需高素质
涉外法律服务人才，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涉外法治工作的论述，从战略高度认识到加强涉
外法律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与会专家分别从涉外仲裁人员队伍的建设、涉外海洋法律人才
队伍的建设、涉外法治人才教育模式和学科建设、涉外法治人才向国际组织的输送等方面就议题进
行论述，但是，与会专家重点强调的是如何改革大学法学基础教育培养模式、青年人才向国际组织
52

选拔选派模式来缓解中国对涉外法律服务人才的紧张需求，对于如何“打通人才流动‘旋转门’” ，
为游离在体制之外的国际法学者、律师还有具备丰富涉外案件裁判经验的法官早期介入条约谈判，
在理论与实践上目前尚有鸿沟需要跨越。

50

根据 CMI 官网，李海博士曾在 2008 年雅典国际会议、2010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专题会议、2012 年北京国际会议、

2016 年纽约国际会议发表关于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承认的专题演讲，参见 Judicial Sales of Ships (CMI) <https://comit
emaritime.org/work/judicial-sale-of-ships/>（2020 年 10 月 8 日）; 并且，从 CMI 和 UNCITRAL 的草案准备资料来看，
2007 年和 2008 年李海博士议题的提出，并非代表中国海商法协会，而是站在 CMI 执行委员会的立场独立提出该议
题，这一点从以下 CMI 和 UNCITRAL 官方文件、CMI 其他执行委员的报告中均能得到旁证，A/CN.9/WG.VI/WP.81，
A/CN.9/WG.VI/WP.82，A/CN.9/923
51
52

蔡从燕：《中国国际法学者在国际法实践中的作用》，《中国法律评论》2016 年第 2 期，第 87 页。
黄惠康：
《从战略高度推进高素质涉外法律人才队伍建设》
，《国际法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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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经贸规则谈判中的涉外行政部门与国内法院
（一）条约谈判中的涉外行政部门
《北京草案》公约化平台的一再转场，反映出条约内容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在条约谈判
既涉及多领域的专业知识，也影响到多方利益，这就意味着传统的按照条约内容划分条约谈判行政
部门职能的方法，已经无法适应缔结复杂条约的谈判需求。
根据各个行政部门条约职能部门官网显示，外交部条法司主要职责为“调研外交工作中的法律问
题和国际法发展动向；承办国家对外缔结双边、多边条约和国际司法合作的有关事项，处理涉外案
件，协调履行国际条约事宜；组织参与气候变化、环境条约的外交谈判”。53而商务部条法司“主要负
责商务法律事务”，“根据国内外商务形势的发展和国际通行规则，不断完善我国商务法律体系，并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为我国商务工作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54交
通运输部国际合作司则“负责拟订公路、水路国际合作交流政策和相关事务，承担有关外事工作；负
责组织有关国际公约的履约和协定的执行工作；负责对港澳台合作交流相关事务；统筹协调交通运
输国际合作与交流有关事项。”55
《北京草案》涉及议题的复杂性恰好使上述三部门在条约谈判上产生了交集，但是，我国 1990
年《缔结条约程序法》并未对涉外行政部门条约谈判的职权作出明确划分，实际上，许多学者指出
《缔结条约程序法》已经无法服务于中国在条约制度建设和缔约实践上的需求，56但是，目前国内学
界的研究发表主要集中在缔约权方面的相关内容，57条约谈判行政部门职权划分所引发的国际法实践
上的混乱，尚无与本文类似的个案分析。随着我国不断融入全球经济，我国亟待或正在进行的国际
经贸规则谈判呈数量级式增长，从《北京草案》条约谈判的实践来观察，我国是按照不同涉外部门
负责不同平台、在哪个平台设置议程就由平台对口的行政部门负责谈判的方式划分条约谈判的职权。
在 CMI 与 IMO 互动时，中国海商法协会和专家主要游说的政府部门是交通运输部国际合作司，“为
了说服国合司同意中国担任提案国的角色，‘海协’作了大量协调工作”，不仅如此，以最高法民四庭
为代表的的王淑梅大法官同时也是中国海商法协会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承认工作组组长，会同业界代
表，如中外运，“也分别向国合司提供了支持意见与建议”。58当 CMI 与 HCCH 互动时，由于与 HCCH
对口的部门是外交部条法司，中国海商法协会“与外交部条法司的主管领导进行了沟通”。59当 CMI
与 UNCITRAL 对接时，与 UNCITRAL 对口的政府主管部门是商务部条法司，中国海商法协会与“商
务部条法司的主管领导进行了联系，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包括会同最高院民四庭、交通部国合司
53

外交部条约法律司，at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tyfls_674667/> （2020 年 10 月 8

日）
54

商务部条约法律司，at <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gywm/201103/20110307426370.shtml> （2020 年 10 月 8 日）

55

交通运输部国际合作司，at <http://zizhan.mot.gov.cn/sj2019/guojihzs/> (2020 年 10 月 8 日)

《政治与法律》曾在 2014 年以“我国缔结条约法的理论与实践完善”为专题刊载了三篇文章，涉及法律修订基本原
则、特别行政区缔约权、条约解释的主体三部分内容，参见曾令良：
《论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的完善》
，
《政治与法
律》2014 年第 9 期，第 2 页；冯寿波：
《论我国条约解释主体制度的完善——以修订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为视角》
，
《政治与法律》2014 年第 9 期，第 10 页；张磊：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缔结国际条约的法律权力—
—以修订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为视角》
，
《政治与法律》2014 年第 9 期，第 24 页；任文利：
《论“一带一路”背景下
我国条约保障体系的构建》
，
《中国法律评论》2019 年第 6 期，第 191 页。
57
谢新胜：《中国的条约缔结程序与缔约权——以<缔结条约程序法>立法规范为中心的考察》，《法学论坛》2012 年
第 1 期，第 46 页；黄德明，左文君：
《国际法治视野下的缔约权——兼论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的修改》
，
《公民与
法》2011 年第 1 期，第 4 页；易立：
《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条约权力》
，
《法学评论》2017 年第 4 期，第 70 页
58
李海，
《关于<北京草案>公约化进程的报告》
，2020 年 8 月 6 日，2020 年中国海商法协会线上海商法研讨会
59
同上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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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单位向商务部发函，说明情况并表达支持意见，以期商务部参加 UNCITRAL 会议的代表能够在会
上发表支持《北京草案》的意见”。60
随着《北京草案》在国际层面造法平台的变化，中国负责该条约谈判的涉外行政部门也一再变
动，这既影响了条约谈判的连续性、一致性和整体性，又造成条约谈判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和内耗，
条约谈判职能划分不明导致部门之间条约谈判权力的争斗，阻滞了条约谈判进程、妨碍我国在国际
平台有效提出并产出高质量的国际经贸规则。
2017 年，外交部针对条约实践和管理存在的问题就《缔结条约程序法》起草实施条例，随后国
务院法制办公室就《缔结条约程序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61从征求意见稿第
三章可以看出，相较于 1990 年《缔结条约程序法》第五、六条，外交部起草的实施条例将条约谈判
和签署的职权收归外交部，在国务院的审核决定下，任何条约谈判的启动、方案调整和条约签署都
应当由外交部或者有关部门会同外交部进行，也就是说，不论条约内容，外交部要全环节参与到条
约谈判中，这反映出外交部希望加强对缔约工作的统一领导，而不仅仅是参与气候变化或者海洋划
界的谈判。
（二）条约谈判中的国内法院
从对外关系的角度，我国法院在《北京草案》起草和公约化谈判进程中的观念基础、角色、参
与方式、参与阶段、参与人员、参与平台，还有与条约谈判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值得进行系统地总
结研究。自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
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我国法院在深入学习会议精神后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来积极参与
国际规则制定。62从观念与制度基础上，我国法院已经有意识地通过个案审理，积累我国在相关国际
法领域的国家实践，2015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
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为中国司法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出明确要求。63贺荣指出，最高人民
法院积极派员参加《北京草案》《鹿特丹规则》等国际经贸规则的谈判，正是最高人民法院服务和
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体现。64从实践的角度讲，中国是船舶司法出售大国，我国法院的法官积
攒了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更能认识到在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承认与执行条约谈判的问题所在。65
虽然法院在以《北京草案》为代表的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上积极参与，但是国内法院在此次条
约谈判中扮演的角色仍然是“被征询者”。法院深度参与对涉外行政部门的游说工作，反映出法院与
涉外行政部门在涉外议题提出、议程设定上互动的“单向性”和“不对称性”，也表现出涉外行政部门
与国内法院在条约谈判上缺乏配合的动力与常态化机制。
从全球治理的层面来看，法院在涉外条约谈判的作用被削弱，是一种结构性地被削弱，当国际
组织规制某项国际规则，负责条约谈判的涉外行政部门被赋予更多政府权威，换言之，国内法官、
立法者的部分角色和职能已经转移到国际层面了。66当《北京草案》公约化进程进展到 HCCH 和
60

同上

61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商务

部，2017年5月4日）, at<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g/201705/20170502569554.shtml> （2020年10月8日）
62

贺荣：《论中国司法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国际法研究》2016年第1期，第3页。

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
贺荣：
《论中国司法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
，
《国际法研究》2016 年第 1 期，第 13 页。
65
蔡从燕：
《中国崛起、对外关系法与法院的功能再造》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5 期，第 1
39 页。
66 Eyal Benvenisti, George W. Downs, ‘Toward Global Checks and Balances’ (2009) 20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
nomy 366; Eyal Benvenisti, George W. Down, ‘Court Cooperation, Executive Accountabil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6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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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ITRAL 时，皆是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座谈会或发函的方式向商务部条法司、外交部条法司表达支
持意见。然而，商务部条法司不知基于何种考量，没有承办 2018 年由 UNCITRAL 提议的船舶司法
出售国际专题研讨会，并且中国政府代表团也缺席由马耳他承办的该项国际专题研讨会，相较于国
内法院，在《北京草案》公约化进程中，国内涉外行政部门的表现相对消极。直言之，《北京草案》
的议题提出和议程设定，并没有体现出涉外行政部门与国内法院之间就提高中国国际经贸规则话语
权应有的配合，除了作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司法裁判，国内法院如何通过早期进入条约谈判参与国
际法实践，仍需要探索并会同相关行政部门构建常态化合作机制。

五、结论
《北京草案》相关议题的提出、议程设置和公约化进程为我国提高在国际经贸规则领域的条约
谈判能力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我国提高在国际经贸领域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具有极高的理论价
值。然而，不可回避的是，《北京草案》议题提出、文本的起草和议程设置，并非“自上而下”推进
的，换言之，该议题并非由外交部、商务部等涉外行政部门推进，而是由李海博士以专家的身份在
非政府组织提出，经过中国海商法协会与国内法院在相关行政部门的不断游说，才得到国内涉外行
政部门在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支持与背书，这其中专家与国内法院在国际经贸领域规则制定中的角色
值得研究与重视。
在中国外部环境趋于紧张的态势下，中国在国际平台提出新的议题与国际话语渐趋艰难，如何
发挥专家和国内法院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上的灵活优势与实践经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法院
与涉外行政部门在条约谈判的互动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单向性”，这种“单向性”也反映了我国在涉
外条约制定上的“隐形层级”。国内法院具有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动性，但是，我国目前缺乏
常态化机制去支持国内法院通过条约谈判的方式参与国际造法，并且，囿于《缔结条约程序法》模
糊的条约谈判职权划分，涉外条约谈判行政部门之间也缺乏配合，阻碍了我国在国际平台高质量、
高效率地提出国际经贸规则议题并推动其进入议程设置。
在国际层面，除了议题提出和议程设置，公约化平台的选择也会极大影响到一项议题能否顺利
转化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经贸规则。《北京草案》从 IMO 到 HCCH 最后到 UNCITRAL，这
个为条约草案公约化寻找“切入点”的过程实际上也在不断消耗国内社会、国际社会各方力量对条约
草案公约化的支持力度，因此，除了重视国内专家和国内法院在议题提出中的作用，在什么平台提
出议题、在什么平台推动其进入议程，也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2009) 41 NYU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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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市场导向条件”提案的反市场作用隐患
车路遥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2249）

摘 要：“市场导向条件”是以美国为首的 WTO 成员方在多边贸易体系改革背景下所提出的概念，其本质是一套判
定标准，用以认定企业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是否允许其依照市场价格机制行事。当前学界对“市场导向条件”的分析
往往从价值判断或经济学角度，逐一检验这套标准中每一项的合理性。本文试图指出，当把对“市场导向”的追求固
化为判定一个经济体或者一个产业的“状态”的标准时，这种为经济状态“定性”的思路和做法意在引起 WTO 成员方
之间法律关系的变动，因此必须从法律的视角探讨其所试图构建的制度是否存在隐患。本文从这套标准所判定对象
的范围、其满足方式、其判定结果的适用范围、判定后所引发的法律后果四个方面去探讨“市场导向条件”这种判定
状态的标准体例可能存在的隐患。这些方面的隐患皆可能导致普遍的无条件非歧视原则的减损、单边调查中所适用
的证明标准的任意降低、采取措施方自由裁量权的无限扩大、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失衡等，以至于造成对跨国贸易开
放性和可预见性的破坏，进而妨害多边体制的进一步市场化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市场导向条件”、“非市场经济”、“市场扭曲”、WTO 改革、贸易救济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面临着种种危机：上诉机构业已停摆、美中为首的贸易
大国之间关系体现出紧张和不确定性、多边谈判各议题分歧不断。以美国为代表的 WTO 发达成员方多次表明其有
意推动 WTO 改革的立场和态度。美国、日本、欧盟三方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发布的第三份《三方贸易部长联合声
明》的附件《市场导向条件联合声明》中提出，“以‘市场为导向的条件’是建立一个公平、互利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基
础”。1该附件随后列举了断定“市场导向条件”是否存在应考察的七项标准。概括言之，包括：企业依照市场信号自
由决定贸易活动、自由决定投资、由市场决定生产要素价格、自由进行资本配置、采用国际认可会计标准、受制于
市场导向的有效私法制度、排除显著政府干预等。2020 年 2 月 20 日，美国又以“总理事会决议”草案的形式发布了
《市场导向条件之于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性》的文件，2借助该文表达了对一些 WTO 成员“非市场导向政策”的关切，
声明“市场导向条件”应当被作为指导 WTO 改革的重要理念，并列出“市场导向条件”八项标准。“美式八项”与“三方
七项”基本相同，除个别字词表述差异，仅增加了一项“自由获取赖以决策的信息”。上述两份文件具有话语体系特征
且高度成文，可能产生的影响非比寻常。
“市场导向”本是市场决策学上的概念，是指企业等商业决策单元如何更大限度地、更有效率地进行对消费者、
竞争者所释放出的有关市场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并基于这些信息决策的机构性协调，以期利益最大化的活动。“市



车路遥：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英国诺丁汉大学法学专业哲学博士（PhD），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本
文系作者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中青年课题《我国国有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海外投资所面对
的规制性障碍及对策研究》( 项目批准号: 18SFB3044) 和中国政法大学青年创新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投资法律制
度实现》( 项目批准号: 18ZFQ82003) 以及作者所参与的中国政法大学青年研究团队项目《国际法话语的形成及中国方案研究》( 项
目批准号: 19CXTD09)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本文仅为初稿，供会议讨论使用，请不要引用。
1
See Joint Statement on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nnexed St
atement 3: Joint Statement on Market Oriented Conditions, 31 May 2018,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
eases/2018/may/joint-statement-trilateral-meeting.
2
See ‘The Importance of Market-Oriented Conditions to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Draft General Council Decis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T/GC/W/796, 20 Februar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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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导向”也用于形容一向政策是否重视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如《马拉喀什宣言》序言中也提到 WTO 建立在“开放
的、市场导向政策”基础上。在上述两个语境中，“市场导向”指代的是一种据以做出行为的所倾向的方式或价值取向。
但是，美国等成员方所主张的“市场导向条件”则与“市场导向政策”不同，并不是一种倾向或追求，而是一种可以让
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环境或经济状态。美国等成员方认为，特定经济模式下，国家对市场的介入严重，让不够“市
场导向”的企业存活下来了，获得了更为“市场导向”的企业没有的竞争优势。为了能够识别这种经济模式，让它被和
“市场导向条件”的经济状态区分处理，故需要“美式八项”与“三方七项”等标准存在。故而“市场导向条件”被固化为
了一个判断标准体例，其作用在于为经济体、产业或者企业外部环境的状态进行定性。
当前研究极易将“市场导向条件”当做纯粹的经济学问题，认为“市场导向条件”所指代的是某种经济形态或现象，
将其看做是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定性问题。但笔者主张，当我们在多边贸易体制的视角下谈论“市场导向条件”这
一概念时，所谈论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体、产业或者企业客观状态，而是这种状态会带来何种 WTO 各方之间权利
和义务变动的问题。“市场导向”作为一种精神固然有其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但本文所探讨的并非是“市场导向”作
为价值取向是否应被倡导的问题，而是以“市场导向条件”诸项标准为某种经济状态“定性”的思路和做法是可取的问
题。
本文的核心观点在于，若不妥善探讨“市场导向条件”转化为 WTO 原则和规则的方式，轻易接受它可以转化为
“八项标准”等对市场状态的判定体例，则会带来下列隐患：其一，对这些“标准”用以判定的对象范围不加以明确，
混淆经济体、产业、企业交易环境的范畴，把原本用于描述具体企业具体交易环境的因素上升为产业或经济体，效
果上将特定 WTO 成员方标签化。其二，在这些“标准”究竟如何用以判断“市场导向条件”状态存在与否的问题上，
混淆了“遵循市场机制发挥”和“排除了国家的参与”，用后者混同前者，而忽视国家对市场的参与可能正是借助市场
机制来完成的可能性。其三，在用“标准”进行判定后，不明确该判定结果可以被使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导致该判
定结果可能应用到后续的判断中，概括性的发挥“初步证据”的作用。其四，不明确限制依照这些“标准”判定所产生
的法律效果，导致这些标准可能会成为反补贴“外部基准”等歧视性做法的启动理由，为成员方在单边措施中采取特
殊安排带来更大的灵活性。上述问题皆可能导致普遍的无条件非歧视原则的减损、单边调查中所适用的证明标准的
任意降低、采取措施方自由裁量权的无限扩大、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失衡等，以至于造成对跨国贸易多边性和可预见
性的破坏，进而妨碍对多边体制的进一步开放和市场化目标的实现。

二、判定对象范围上的隐患：混同经济体、产业、企业交易环境
“市场导向条件”作为判定经济状态的标准体例的第一个特点是不限定其用以形容的事物的范畴，混同了经济
体、产业、企业交易环境。这种做法极易把个别与具体的问题上升为一种给成员方作为整体提上的“标签”，导致了
证明标准的任意降低和调查方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并给事实上的歧视增加了空间。
（一）混同经济体、产业、企业交易环境的具体做法
在以往的判别市场经济状态的标准体例中，判定对象往往有多个层级，最高层级的判别标准旨在对整个经济体
的状态定性；这种对经济体的定性足够可以推定产业或者企业具体交易环境状况，要想变更这种推定结果，却需要
找到个案上的证据。这种先断言经济体的状态再考察产业或企业交易环境的做法可以被称作“多步骤认定法”。但近
年来这种明确的“多步骤认定法”逐步被模糊化处理，使得该方法的歧视性表面上被弱化，但却在事实上被沿用。这
种模糊化处理所借助的手段就是将经济体、产业、企业交易环境三者混同起来。
传统中，美国和欧盟的“多步骤认定法”呈现出清晰的轮廓。美国贸易法中使用“非市场经济”一词时，所形容的
范围首先是整个经济体。其《1930 年关税法》第 711 条(18)款(A)项将“非市场经济”定义为：“一国管理当局所作出
的决定并不基于成本或价格结构的市场原则，导致该国产品的销售并不能反映该商品的公平价值。”被认定为“非市
场经济”的法律效果为，调查机构可以在对该国供应商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不以其国内价格作为正常价值的依据，
而是采用第三方“替代国”价格来确定“正常价值”。第 711 条(18)款(B)项随即列举了认定“非市场经济体”要考虑的六

489

个要素。3从六要素的直观用语上来看，它们大多只能用以描述整个经济体，而非产业或企业——其所关注的多为货
币兑换管制、外资准入限制、政府定价等制度，皆是在描述一个政府对经济体总体的管制程度。
但美国反倾销制度中除了“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个以经济体为认定对象的概念以外，还有以产业为对象的“市场导
向产业（Market Oriented Industry，MOI）”概念。“市场导向产业”是“非市场经济”作为正常价值确定方法例外下属
的另一种例外安排。如果一个产业申请并被商务部认定为“市场导向产业”，那么仍然可以以出口产品所在的产业为
基本单位，对出口商使用“市场经济待遇”，即仍然使用出口方内部市场价格来作为正常价值。美国商务部将 “市场
导向产业”设置了三个要件：对于被调查或复审产品，必须没有政府参与设定价格或生产的数量；生产被调查或复
审产品的行业应该具备私人或集体所有权的特征；所有重要投入不论是材料还是非材料，以及在构成产品价值的全
部要素投入中占几乎很小比例的部分，都必须以市场价格购买。4
欧盟反倾销制度中也存在着与美国类似的“非市场经济”安排，并在该安排的制定和适用中区分了经济体和单个
企业。在 2017 年欧盟反倾销规则引入“市场扭曲”模式之前，欧盟调查机构对法律所确定的“非市场经济”进行反倾销
正常价值计算的时候，可以排除国内市场的价格而使用“替代国”价格。5但是，针对中国、越南、哈萨克斯坦等有
WTO 成员身份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如果来自该国的生产者或供应商可以证明其符合获得“市场经济待遇”的标
准，即可以获得与“市场经济国家”生产者或供应商同等的待遇，即使用其真正的国内市场价格。供应商需要证明其
符合欧《欧盟第 2016/1036 号反倾销基本规则》第 2.7（c）条所规定的五项要件。欧盟五项标准仍然是用来判定经
济体状况的，而并非对单个企业适用。
欧盟反倾销法呈现出认为一个经济体的“非市场经济”状态足够推定单个企业的状态的态度，认为“非市场经济
体”的所有企业都受到国家控制，因而应当被视为一个整体。欧盟反倾销法曾规定，当出口商来自“非市场经济体”
且没有通过前文所介绍的“市场经济待遇”测试时，调查机构即可对试这些来自该“非市场经济体”的出口商为一个整
体，对它们施行“一国一税”安排。6对于这些出口商而言，只有一种豁免“一国一税”安排的可能，即参加“单独税率
测试”以证明自身确实脱离了出口方政府对其所在行业的控制。7
可见，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 2017 年以前的反倾销制度，都呈现明确的“多步骤认定法”：首先明确了一套针对
经济体的判别标准，然后再在经济体已经被定性了的前提下，允许产业或者企业进行“独立于该经济体”的主张，从
而豁免一些针对经济体的歧视性特殊安排。这种“多步骤认定法”的成立有赖于如下认知：“非市场经济”既可以形容
整个经济体，也可以形容产业或者企业的交易环境；且对经济体状态的判定可以极大程度上推定产业或企业交易环
境的状态。

该六项标准具体包括：（1）货币可自由兑换程度；（2）雇员与雇主谈判工资自由程度；（3）允许合资及外资准入程度；（4）政
府对产品产量、定价和资源配置的管制程度（即政府对生产方式的所有和控制程度）；（5）对资源分配、企业的产出和价格决策的
控制程度；（6）调查当局认为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See 19 U.S. Code, Chapter 4 - Tariff Act of 1930, Section 711 (18)(A)-(B).
4 See Notice of Preliminary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and Postponement of Final Determination: Synthetic Ind
igo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64 FR 69723, 69725 (December. 14, 1999). See also Notice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
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Freshwater Crawfish Tail Meat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62 FR 41347, 41353 (August.
1, 1997).
5 See Regulation (EU) 2016/1036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8 June 2016 on Protection Against Dumped Im
ports from Countries Not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ticle 2.7 (a)-(b).
6
See European Communities — Definitive Anti-Dumping Measures on Certain Iron or Steel Fasteners from China, 15 July 2011, W
T/DS397/AB/R, para. 275.
7 要通过“单独税率测试”，生产者需要证明自身符合以下全部五个条件：（1）在出口者为外国全资或部分外国投资的合资企业的情
况下，出口者需要拥有将资本或利润自由汇出的自由；（2）出口价格和数量、销售条款等是被自由决定的；（3）多数股份为私人
所有；董事会中的或身居重要管理职位的政府官员人数需要为少数，或出口者能够说明该公司充分地独立于国家干预；（4）兑换所
使用的是汇率是市场汇率；以及（5）如果对该出口者适用个别税率，国家干预不足以导致规避措施的行为发生。See Council Regu
lation (EC) No 1225/2009 of 30 November 2009 on Protection Against Dumped Imports from Countries not Members of the Euro
pean Community, Article 9(5)。该规定已经为符合 EC – Fasteners（DS397）案中的裁决而修改。See Regulation (EU) No 765/201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3 June 2012 Amending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25/2009 on Protection
Against Dumped Imports from Countries Not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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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步骤
第一阶段：“国
家”

美国

概括性认定

个案调查中认定

第二阶段：“产
业”或“企业”

欧盟（2017 修改前）

商务部认定“非市场经济国
家”

法定“非市场经济国家”

可个案中申请重审“非市场
经济国家地位”

可个案申请“市场经济待
遇”

可以申请“市场导向行业”

可以申请“单独税率待遇”
（2012 年以前）

（表格：美国与欧盟采取“多步骤认定法”示意）
由于上述安排有赖于直接对一个 WTO 成员方进行定性，这无疑触及到了 WTO 中最基本的禁止国别歧视的义
务。因而欧盟在 2017 年利用（EU）2017/2321 修正案对其反倾销规则进行了修订，用所谓“市场扭曲”制度取消了先
前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制度。8该制度致力于从文义上避免产生直接的国别歧视，取消了通过法律的形式直接对一个
WTO 成员方的经济体定性的，故废除了法律上的“多步骤判定法”。欧盟新《反倾销规则》第 2 条 6a 款(a)项仍然允
许调查机构不基于出口方内部市场价格来计算正常价值，前提是断定出口成员方内部市场存在“严重市场扭曲”。9随
即第 6a 条(b)款下列出了如下六项判别“严重扭曲”的标准：（1）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正由出口国当局所有、控制下、
政策监管或指导下运营的企业主导；（2）国家在公司中的存在允许国家对企业的价格或成本进行干预；（3）公共
政策或措施歧视性地有利于国内供应商或影响自由市场力量；（4）破产法、公司法及物权法相关法律的缺失，或
歧视性适用，或执法不力；（5）工资成本被扭曲；（6）从执行公共政策目标或非独立于国家的机构获得融资。值
得注意的是，这六项标准并没有明确其形容范围究竟是经济体本身、产业，抑或是企业的个体交易环境。
但欧盟于 2017 年修改过《反倾销规则》并没有废除“多步骤认定法”，而是把它变隐蔽了。欧盟在修改该规则
的同时设立“严重市场扭曲国别报告”制度，且目前制作了针对中国的报告，建立了针对中国的可在未来反复适用的
“严重市场扭曲”证据。这种证据在本质上构成一种默认，它使得来自供应商来自中国的事实本身在事实上成为了它
会面临更严格的调查的原因。
认定阶段
第一阶段：“国
家”

第二阶段：
“企业”

8

9

欧盟（2017 修改前）

欧盟（2017 修改后）

概括性
认定

法定“非市场经济国
家”

制作“严重市场扭曲国
别报告”，用以并入到具体案
件调查的一部分

个案调
查中认定

可个案申请“市场经
济待遇”

具体案件中推翻“严重
市场扭曲”的负担从客观上
大幅度地转移给了被调查方

可以申请“单独税率
待遇”（2012 年以前）

Regulation (EU) 2017/2321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2 December 2017 Amending Regulation (EU) 2016
/1036 on Protection Against Dumped Imports from Countries Not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Regulation (EU) 2016/103
7 on Protection Against Subsidised Imports from Countries Not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该款规定将“严重扭曲”界定为“价格或成本（包括原材料的成本）并非市场经济作用下的结果，而是政府干预后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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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欧盟法定的“多步骤认定法”（反倾销规则于 2017 年修改前）与事实上的“多步骤认定法”（修改后）对
比）
如图所示，新反倾销规则不对“经济体”和“产业”以及“企业”以明确区分，不必然给来自中国的供应商一顶“非市
场经济”或“市场扭曲国家”的帽子。但在“国别报告”制度的实施下，“市场扭曲”被自动地又拆成了分别针对经济体、
产业或企业的标准，并且当认定对象范围不同时，认定标准可能存在难易不同的区别。这种事实上的“多步骤认定
法”，甚至可能与先前的法定的“多步骤认定法”无异。
“市场导向条件”很可能延续欧盟“市场扭曲”模式的这种混淆经济体、产业、企业交易环境的做法，把显性的国
别歧视变成隐形的。《市场导向条件联合声明》中明确称，要注意它所列明的“要素或迹象表明企业和行业存在市
场状况”，这里将企业和行业并用一套标准。在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 2020 年 1 月发布的《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
报告》中，“市场扭曲”等类似词汇词汇被用来形容不同范围的事物，包括决策行为是否出于市场盈利考虑、企业结
构设置是否足够以市场主体为主导、行业价格是否遭到扭曲、整个经济体是否有较多的国家管控因素等。因此，我
们有理由推测，“市场导向条件”可能导致调查机构有空间使用事实上的“多步骤认定法”：在贸易救济活动中，调查
机构可能用整个经济体的“非市场导向”来判定行业的“非市场导向”，再用行业的“非市场导向”来确认企业的“非市场
导向”，最后用企业“非市场导向”来推定企业每次行为并非市场行为，并歧视对待该企业。
（二）混同经济体、产业、企业交易环境的潜在危害
“多阶段认定法”的潜在危害如下：第一，造成了歧视。无论是法律上还是事实上的“多步骤认定法”，其实施都
有赖于将一个成员方扣上了“非市场导向条件”的标签，由此被调查方来自某个成员方的事实自动会导致更多的应对
倾销调查的程序和负担。
第二，使调查机构得以降低证明难度，增加了操作的任意性，甚至可能操纵认定结果。这是因为，不会有一个
调查机构真的将一个国家的所有行业和企业都考察一遍，而是用对个别企业、行业的考察作为样本，来“归纳”出一
个经济体的总体状态，再用总体状态来推定个别行业和企业。这种思路在于将个案上升到普遍和抽象的高度，再反
过来用抽象概念“推定”个案。在这种模式下，调查者往往在判定一经济体整体状况的时候，可以有意地选择几个“扭
曲”严重的产业，从而得出全经济体都被扭曲的结论。欧盟的《中国严重市场扭曲国别报告》就是一个例子，它考
察了土地、能源等投入品产业的扭曲情况，随即考察了钢铁、铝材等对国计民生重要的领域的扭曲情况，并用就这
些产业是如何扭曲的论证替代了对整个国家的扭曲状况的论证。
第三，带来了事实上的举证责任倒置。一般来说，贸易救济等调查中的申诉方和调查机构有义务来主动证明其
主张，即对主张对方“不受制于市场导向条件”提供证据并论证。但是，在判定了“一国”的市场状况后，这种判定就
成了一种初步证据，具有假设和前提的地位。

三、判定成立方式上的隐患：混淆“遵循市场信号”与“剥离国家干预”
（一）混淆“遵循市场信号”与“剥离国家干预”的具体做法
“市场导向条件”体例的第二个隐患，就是它在具体认定标准的满足方式上，混淆“市场导向”与“剥离国家干预”
概念，用后者去混同前者。“市场导向条件”标准的任务是判断市场机制是否发挥作用，而判定是否让市场机制发挥
作用的路径有正反两种：一种是只有具备了，才可以认定市场机制发生作用；而另一种是只要具备了，就可以否定
市场机制发生作用。本文将前者称之为“积极标准”，而将后者叫作“消极标准”：对于一个“市场经济导向”的经济状
态，应当是具备积极标准，而缺乏消极标准的。
之所以有必要区分这两者，是因为采纳不同的条件成立方式，所造成的认定难度是不同的，从而判断市场经济
是否具备的可能性也就不同了。消极标准和积极标准并不是同一些事情的一体两面。积极标准要求直接和正面证明
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其关注的是市场行为，包括企业决策行为、企业和企业间的交易行为等；但消极标准在意的是
国家对国家经济的不同形式的参与，它是在用国家干预程度高这一点来否认市场机制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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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标准是一种直接证明，而消极标准是一种推定，即从“国家参与到经济活动”推定“市场机制不发挥作用”。这种推
定需要两个前提，即：第一，国家干预与市场作用必然相斥；第二，存在在市场中的任何国家或公有制形式的要素
属于应该被规则捕捉到、并且被区别对待的。根据国际贸易律师、学者 Moushami Joshi 的评述，目前还没有任何以
一个产业或者部门被认定为“市场导向”，这是因为市场导向产业测试要求证明的是消极事实，即“国家干预不存在”。
10
根据证明责任分配理论通行原则，如果要主张的“消极事实”，则可能会发生举证责任倒置来使得责任分配更加公
平合理。可见，消极事实本身是被公认极其难以证明的。
（二）混淆“遵循市场信号”与“剥离国家干预”的潜在危害
无论是“三方七项”还是“美式八项”，“市场导向条件”都是一种积极标准和消极标准的混合体，既包含考察市场
行为是否存在的标准，也包括排除国家各种形式的干预的标准。这种混合的作用在于，可以利用两种证明标准的得
证难度不同，在不同调查阶段、针对不同证明责任人，选择性地使用不同类型的标准，以得到最大限度地为调查方
降低调查难度的作用。具体而言，证明消极标准具备很简单，但证明其缺位很难，故可以首先让调查机构通过证明
一些消极标准的存在而判定“非市场导向条件”作为经济体的状态成立。随后，再让被调查企业自证其完全不符合消
极标准，否则无法从“非市场导向条件”整体状态中豁免。积极标准的特点在于证明难度较大，故可把积极标准设立
为一种被调查方从“非市场导向条件”这种既定状态中得以豁免的条件。下表将说明这种积极标准和消极标准的混合
体力是如何充分地让调查机构享受到降低证明难度和增加自由裁量的优势的。

直接目的

举例

满足方法

积极标准

判定市场价格
机制的作用

“生产要素价格
由市场决定”

需要满足所
有要件

消极标准

判定与国家的
联系

“存在显著政府
干预”

不能满足任
何一个要件

如何分配举证负担以降
低调查方的证明难度

让被调查方证明

调查机构证明，或被调
查方反证

（表格：积极标准与消极标准的兴致和应用示意）

四、判定结果适用上的隐患：不区分反复适用与个案适用
“市场导向条件”的另一个隐患是关于一旦形成了判定结果，则可能不限制“市场导向条件”认定结论的时间效力，
混淆反复适用和个案适用的界限。所谓反复适用是指，在调查机构根据该标准断定某成员、某产业或某企业是“非
市场导向的”之后，该判定结果可能不仅对特定的贸易救济措施有效，而可以被概括地应用到未来的同类调查中作
为证据。换言之，该问题涉及到，如果未来继续对该国或该产业进行新的调查，是否可以直接援引先前的调查成果。
这一点，无论美国还是欧盟，都一直在把以国家为范围的“非市场”判定视为一种对国家的定性，从而把该判定报告
反复适用。
就美国而言，其商务部不定期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进行审议，并作出一个对整个中国经济模式的定性。
之后反倾销调查则可以直接援引这个结论，对中国直接实行有别于其他所谓“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虽然从规则上
看，这种定性可以在个案中被挑战，个案中的被调查企业可以请调查机构重新审议中国的“市场经济状态”，但这种
申请从来没有获得过成功。在美国对华文具纸反倾销调查中，被调查的三家中国企业尝试请求美国考虑撤回对中国
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认定，调查机构在报告中则表示 “在过去的反倾销调查中，中国从来就没有被当做市场经济国
10

Joshi, Moushami, “Shifting Sands: The Evolution and Future Course of US Anti-dumping Law and Practice Against China and Vi
etnam”, in James J. Nedumpara, Weihuan Zhou (eds), Non-market Economies in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The Special Case of
China. Springer. Singapore. 2018. p.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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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看待过。”随后，调查机构依次考察了法定的六个“市场经济国家”的要件，其考察的事实、推理过程和最终结论几
乎皆与先前 2006 年认定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报告内容一致。诸如此类多个实例表示，个案挑战成功几乎不太可
能。
欧盟在赋予调查结果“概括性”效力的态度上与美国类似，其做法集中体现在 2017 年《中国严重市场扭曲国别
报告》上。在报告配套通讯中，欧盟称“新的反倾销调查方式将引用第一份市场扭曲国家报告”。这些“国别报告”是
用以描述特定国家和产业的扭曲状况的，它们将成为对各国和产业的反倾销调查的一部分，并公开给意图发起反倾
销申诉的欧盟企业使用。这些“国别报告”也会作为反倾销调查中证据的一部分。
如前文所述，这种对一次调查结果反复适用的做法，其实是用这次结果为某一 WTO 成员方做出整体状况上的
定性，并且把这种定性和针对这一成员方的特殊安排做法联系到了一起。这可能会构成事实上的国别歧视，并可能
不成比例地减轻调查机构的负担。

五、判定成立所引发法律效果上的隐患：具体后果的不确定性
“市场导向条件”体例产生的另一类隐患在于，若其不明确认定“非市场导向导向”引发的具体法律效果，则会导
致自由裁量权的任意扩张，并造成当事人的不确定、不可预见因素，带来跨国贸易的不稳定。与“非市场导向条件”
非常类似的“非市场经济国家”、“严重市场扭曲”等标准仅被应用在反倾销领域中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上。但美国此
次提出的“市场导向条件”被上升到了理念高度，其法律效果变得开放、不确定，从而可能被应用于各领域的各种歧
视性措施。本文认为，“市场导向条件”可能下一步被推广于补贴和反补贴措施领域当中：其一为认定补贴的专向性，
即通过缺乏市场导向条件来断定某笔财政资助是具有专向性的；其二是在判断利益授予的额度的时候，即计算反补
贴税率的时候，排除被调查方国内的基准，而使用“外部市场基准”。目前美国等成员方也在频繁地使用“外部基准”。
更有甚者，“市场导向条件”的适用方向将被模糊化，至于这种定性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则不被特定下来，而
是有待在日后需要的时候再被使用。但凡美欧日等成员方发现了对他们所不利的实践带有较强的国家因素，就可以
用取法“市场导向条件”这种定性，迅速发展出新的制度，来对抗这些对它们不利的他国实践。《美墨加协议》中美
国和墨西哥之间的私人诉东道国的投资争端解决模式设计也可见一斑。协议附件 14-D 规定，如果东道国认为投资
者被“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实体所有或控制，那么这个投资者就不能提起私人诉东道国申请。由此可想，若“市场导向
条件”被任意推广，则可能更多的国际法上的安排会取决于一个缔约国的单边认定。

六、结论与应对思路
本文以“市场导向条件”作为一种给 WTO 成员方经济状况“定性”的方式为研究对象，从“市场导向条件”标准所
判定的对象范围、判定标准满足方式、判定结果适用范围、以及判定的法律后果四个角度挖掘了该标准体例可能带
来的缺陷和隐患，具体包括：混同了经济体、产业、企业交易环境；混淆了“剥离国家干预”与“遵循市场信号”；不
区分认定后果的反复适用和个案适用；未明确具体法律后果。这几个隐患的存在会滋生事实上的歧视、缺乏合理性
的举证责任转移、调查机构证明难度的降低以及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最终对多边贸易造成不稳定因素，导致真正的
进出口贸易扭曲。如果多边制度的权利义务被设置得过于失衡，那么各成员都有可能在“市场导向条件”的名义下成
为不合理的贸易措施目标，原本用以制约“不公平贸易实践”的措施沦为强势成员手中选择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工具。
“市场导向条件”标准体例的提出，也强化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缺乏实证的理论基调，即：特定形式的国家
干预是市场的内在需求，而另一些形式的国家干预是违背市场规律的。我国的国有企业以现代公司的形式参与市场
市场活动、国家宏观指导则被往往被认定为与市场机制自始不相符，但同时要看到，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农业补
贴、金融审慎、危机救助、指定垄断等常被不加反思地当作是弥补市场缺憾之必需。问题关键在于，断定哪些形式
的国家干预具有与市场的先天相符性的资格究竟是否应当被归结为何者，是否特定发达成员应一直握有诠释这一问
题的单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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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市场导向条件”提案，本文提倡：首先，宜坚持强调多边贸易体系的非歧视原则。谨防将“市场导向条件”
的满足被设置为设定为非歧视待遇发生的前提条件，从而削弱多边贸易体制尤为可贵的普遍的无条件非歧视原则。
其次，应倡导加严贸易救济纪律，包括防止证明标准被单边任意降低、谨防举证责任任意转移，以及平衡救济方和
被救济方的权利义务。再次，应当排斥一套规则用以应对特定成员的强烈针对性和选择性，未来的研究和多边谈判
进程应当全面地探讨“非市场导向”政策及制度安排，不能单单捕捉中国等特定成员的特殊性，并把西方发达国家常
见的国家干预市场的方式想当然地排除出讨论范围。
市场化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始终秉持的方向。但世界舞台风云际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复杂和多变往往超出人们
的想象，从而凸显出一个国家或地区把握自身命运能力的重要性。经过几十年对市场治理探索，我国形成了对“市
场导向”作为一个价值理念和政策导向的宝贵经验积累，不应在以被以其名义作出的宏观叙事前怯懦和畏惧。多边
贸易体系的存续与发展的大前提是对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尊重与包容。因而，我们应呼吁，对“市场导向条件”议题，
乃至如何建立更加开放、自由、公平与互惠的多边贸易体制问题保持持续的关注，听取更多声音，谋求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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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Potentially Hazardous Anti-Market Effects of “Market-Oriented Conditions”
CHE Luyao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2249）

Abstract: “Market-oriented conditions” is a concept introduced by a group of developed WTO Members, led by the US,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wherein various WTO reform proposals have been made.
Essentially, “Market-oriented conditions” present as a set of criteria, serving the purpose of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institutional circumstances of an enterprise allow it to operate following the signals released by the price mechanism of the
market. The existing scholarship tends to examine “market-oriented conditions” through value-judgement or economic
analysis, which makes the justifiability of each criterion central to the current study. Differing from the existing research
paradigm, this paper suggests the importance of focusing on the legal implications of this set of criteria. Once the
“market-orientation” as a value pursued by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has been materialized or crystalized as an
approach for labelling and differentiating WTO Members, it then become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justifiability of such a
legal approach rather than this concept. The paper argues that potentially hazardous effects may result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such a “market-oriented conditions” test. To accomplish this argument, four aspects are discussed: the
objects of the test, the ways for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criteria of the tes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sult of the test, and the legal
consequence resulting from the test. The consequent hazardous effects may include the undermining of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 and unconditional non-discrimination, the unrestrained lowering of the stands of proof in unilateral investigations,
the unlimited expanding of discretion in using trade measures, and the unbalancing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mong
Members. These effects would inevitably lead to a deterioration of the openness and predictability of transnational trading
activities, and thereby hinder the development towards the goal of further market-orientation.
Keywords: “market-oriented conditions”; “non-market economy”; “market distortion”; WTO reform; trade rem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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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困境与因应对策
——以谷歌比较购物案为视角
邵

晨*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摘 要：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大数据领域因其自身发展特点对反垄断规制提出了新的挑战。
互联网背景下各企业因支配地位带来的竞争问题日益突显。大数据领域具有网络外部性、用
户锁定以及双边市场的特殊性，由此引发相关市场界定中 SSNIP 方法的失灵，市场支配地
位认定中市场份额认定方法的局限性以及滥用行为的隐蔽性。本文通过对谷歌比价购物案件
的分析，结合大数据领域的行业特征，提出相关对策：第一，相关市场界定应采用的新方法；
第二，应弱化市场份额在支配地位认定时的重要程度；第三，应综合考虑大数据领域市场竞
争的综合要素认定滥用行为。保障大数据领域的创新活力与竞争关系，维护网络消费者的合
法利益。
关键词：大数据领域 市场支配地位 相关市场 滥用行为认定

一、大数据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特殊性
大数据是互联网产业中至关重要的资源，数据的生成、存储、处理等环节具有特殊性，
对大数据领域竞争的反垄断规制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互联网行业具有的双边平台、网络外
部性和用户锁定效应等特殊性，大数据领域在相关市场界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判定、滥用
行为认定等方面表现出与传统反垄断认定方法的不同。

（一）正反馈作用的网络外部性
在大数据领域的网络外部性特性的影响下，极易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其竞争策略旨
在尽早引领市场。1这种特殊性体现为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又称为网络效应
（Network Effect），网络外部性或“网络效应”是指某种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取决于对其需求的
*邵晨，女，1992 年 10 月 10 日，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应对国际贸易
摩擦和争端的协调机制研究”后期研究成果。
1 Shelanski, Howard A., and J. Gregory Sidak. :Antitrust divestiture in network industri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2001)PP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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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度。随着消费者对其需求增加，网络的价值也就会越高，这是一种正向的反馈机制。2随
着网络带来的便利不断增加，消费者选择或转向竞争对手的成本也会增加。网络外部性是在
梅特卡夫法则3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互联网经济的重要特征。垄断地位的形成不是因为非
法行为阻碍竞争，而是由于技术优势取得，并且在这种正反馈机制中消费者用户基础数量与
搜索引擎提供的服务质量呈现正相关的互动。以谷歌为例，消费者对于谷歌提供的搜索服务
需求量越大，谷歌作为搜索引擎运营者将收集更多的用户数据改进搜索结果，从而使消费者
利益最大化。同时，谷歌也通过获取到的用户信息以及平台中的用户群吸引更多的广告商，
实现更有目标性与针对性的网络广告投放。正反馈效应的累积让大数据领域的竞争对手很难
突破原有的数据经营者。

（二）滥用行为的隐蔽性
大数据时代的经营者与传统垄断经营者的搭售、限制交易等滥用行为不同、首先，滥用
行为的定义与标准已经发生变化，价格已经不能体现数据对竞争的扭曲。隐私保护水平、数
据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价格成为大数据市场经营者进行竞争的重要维度。4其次，竞
争损害借由技术的发展出现跨领域的特征。拥有数据资源的经营者具有压倒性的竞争优势。
这种竞争优势在其他市场具有传导性，导致相关市场的范围很难确定。例如在谷歌比较购物
案中，谷歌通过搜索引擎市场的市场优势将数据引导至自家购物服务网站，从而使其他购物
网站受有竞争损害。最后，用户锁定效应使得消费者难以发现竞争损害后果。早期占领市场
优势的企业对未来市场结构具有决定作用，因为其提供的优质产品及服务将用户牢牢吸引，
消费者也在这些产品和服务中获得最大收益。这种现象带来的结果成为“用户锁定”。5原因
在于其他竞争网络产品与服务没有互相连接和兼容的情况下，从市场领导者转换到竞争对手
的产品会给消费者来带一定的短期损失和成本。这样的锁定效应将会导致竞争对手的进入以
及扩张变得十分困难。除此之外，这种锁定与冒尖（Tipping）带来的是优势企业对优势技
术的垄断，以及其技术标准很有可能成为行业的技术标准，这给企业竞争造成了新的困难，
也为反垄断执法带来了新的挑战。

2 仲春：
《创新与反垄断——互联网企业滥用行为之法律规制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第 1 版，第 15 页。
3 梅特卡夫法则来自于数学问题，即 m 部电话相互联结的可能性有多大。一共有 m 部电话时，由于两部电
话之间互相联结的可能性为 m*（m-1）
，当 m 接近无穷大时，电话互联网值就等于 m2。因此梅特卡夫准则
可以表述为“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即网络价值以用户数量平方的速度增长。”梅特卡夫法则
表述了网络的外部性，说明某项技术或产品随着使用者增加而价值增加的特性。
4 殷继国：
《大数据市场反垄断规制的理论逻辑与基本路径》
，载《政治与法律》2019 年第 10 期，第 147
页。
5 Shelanski, Howard A., and J. Gregory Sidak: Antitrust divestiture in network industrie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001),PP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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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零价格”竞争的新模式
数据领域的服务多以“免费”的形式提供给消费者，这使得以价格为基础的市场支配地位
的传统分析范式无法适用。大数据的经营者通过零价格的服务获取、生成数据，将其作为一
种资源吸引广告等其他市场的经营者，这些经营者需要支付相应的对价获取数据。数据领域
的双边市场特征是传统经济领域所不具有的。双边市场是存在两方主体通过某种媒介或者平
台相联系，一方主体所做出的决定会通过外部性影响到另一方。6搜索引擎是典型的双边市
场，两个不相关的市场通过平台以及网络效应相互影响。谷歌的收益基本来自其广告产业的
收入。7在互联网双边市场中，一方用户群体的增加会增加其价值，吸引更多的广告商，小
企业难以在市场结构中突出重围。

二、大数据领域相关市场的界定难题
划分相关市场是判定滥用支配地位的逻辑起点，相关市场的范围直接影响着市场份额以
及支配地位的认定。8大数据领域存在于虚拟世界，数据的流动没有国界，这就为传统相关
市场的界定带来挑战。无论采用何种方式，相关市场界定的原则在于准确确定具有竞争关系
的产品或者服务的市场范围，分析限制竞争的基本要素为：需求替代、供给替代以及竞争限
制。9欧盟在分析谷歌比较购物案件中也是沿用了这种基本原则确定相关产品市场以及相关
地域市场。

（一）SSNIP 方法的局限性
传统假定垄断者测试（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简称 SSNIP）
方法是公认的确定相关产品市场与地理市场的重要方式。面对互联网领域中搜索引擎等产业
免费、双边市场的特点，基于价格要素进行的 SSNIP 需求弹性分析在互联网领域中的适用
性就受到了质疑。在支配地位认定上，市场份额已经不能成为大数据领域这种带有垄断属性
的公司产业判定支配地位的指标，而应当更加注重对商品价格、数量或其他交易条件的控制
能力，阻碍影响进入市场的力量的实质性分析。10滥用的具体形式也呈现出了新的形态。
美国早期在界定相关市场时有五种方式：同质产品认定法、需求替代认定法、附属市场

6 Rysman, Marc:The economics of two-sided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9), P125.
7 D. S. Evans and R. Schmalensee：Markets with Two-Sided Platform , Issues i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2008),vol 1，P667.
8 丁茂中：
《反垄断法实施中的相关市场界定研究》
，华东政法大学 2011 年博士论文，第 23 页。
9 仲春：
《创新与反垄断——互联网企业滥用行为之法律规制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3 页。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本法所称的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
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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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商品群理论以及供给替代理论。11这些方式在发展过程都不能全面界定相关市场的范
围，在发展过程中，美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总结以往方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 SSNIP 方法，
12这种方式量化了界定相关市场的相关要素，在价格变动的基础上根据供需关系的变化界定

相关市场的范围。SSNIP 测试方法已经被广泛采用。但是在互联网行业相关市场界定中仍然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前所述，这种方式建立在价格的基础上，而互联网行业中具有双边市
场的特征，如何确定价格浮动的空间以及如何确定两个市场的价格将成为难题。除此之外，
网络用户的锁定效应，如果搜索引擎服务的价格上涨幅度非常小，用户在考虑转换搜索引擎
的学习成本以及使用成本之后，极有可能仍然选择支付这部分的价格。由此，SSNIP 也无法
准确量化互联网经济中相关市场的界限。

（二）需求替代关系分析模式的采用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相关市场界定的原则在于准确确定具有竞争关系的产品或者服务的
市场范围，分析限制竞争的基本要素为：需求替代、供给替代以及竞争限制，需求替代方式
在相关产品与服务市场界定中具有重要作用。在界定比较购物服务市场中，欧盟委员会也采
用了同样的分析思路，认定比较购物服务构成单独的相关产品市场。谷歌比较购物服务主要
是用户在搜索过程中可以比较各网络零售商以及电商平台提供的商品的价格和特点，并且用
户搜索页面可以直接通过链接到达网络零售商或者电商平台进行购买。13欧盟委员会分析了
谷歌比价购物服务与其他专业搜索服务、在线搜索广告平台、在线零售商、电商平台以及线
下比较购物工具之间的需求以及供给替代关系，得出谷歌比较购物服务与上述相关服务或者
产品存在有限的供需替代关系。
首先，比较购物服务与其他专业搜索服务相比，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比价购物服务
是在专业搜索服务页面的基础上进行的数据的选择和归类，在供给方的角度看，其他专业搜
索服务不能在其他成本不变的情况短时间内提供比较服务，比较服务需要事先与在线零售商
签订协议。而其他提供专业搜索服务的供给方，例如飞机票搜索更加注重信息的更新，在这
个方面比较购物服务就无法与其相比。
第二，关于在线广告搜索平台，欧盟委员会认为比较购物网站更加能够体现用户与网

11 丁茂中：
《反垄断法实施中的相关市场界定》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12 月第一版，第 25 页。
12 该方法由美国司法部在 1982 年合并指南中提出，是相关市场界定时广泛采用的一种方法。其基本含义：
如果假定垄断者在非短暂的、连续的时期内将商品价格提高到小的但是很重要的程序（一般是一年内，价
格提高 5%）
，有足够多的消费者转向购买其他商品而使得假定的垄断者无利可图，那么就可以断定该经营
者并不具备为获利而提高价格的市场势力，需要加进次优的替代商品或者地理区域进行进一步的检验，直
到假定垄断者可以获利为止，这些替代性商品或者地理区域就构成一个相关市场。
13 Google Search (Shopping) ，CASE AT.39740，P35 para191.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39740/39740_14996_3.pdf 最后访问日期 2020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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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零售商的交互性。从网络零售商的角度而言，比较购物与在线广告搜索平台是相互补充而
非替代的关系。从供给角度来看，比较购物服务所需的功能和基础设施条件与提供在线搜索
广告所需的不同。特别是在线搜索广告服务需要公司投资开发一种通用搜索引擎，其技术允
许用户搜索与在线搜索广告匹配的关键字以及将用户在其查询中输入的关键字与相关在线
搜索广告进行匹配的搜索广告技术。14
第三，比较购物与在线网络零售商也存在着有限的供需替代关系。比较购物服务只提
供用户比价服务而不是服务，在其页面上并不能直接购买商品。网络零售商的经营模式更关
注于吸引住消费者，而非转向其他的网站，希望消费者在其网站上直接购买商品并且提供退
换货等售后服务。在供给替代方面，提供比较购物服务和在线零售商目的与基本功能存在差
异。比较购物服务必须尽可能多的分析网络零售商对查询响应的实时反馈。与之相比，网络
零售商需要掌握和管理其选定制造商的库存，并提供退货和支付服务。
第四，在电商平台与比较购物服务的替代关系上，谷歌反对欧盟委员会的认定，认为
应该存在着替代关系，是同一相关市场。欧盟委员会认为电商平台，如 Amazon 和 eBay 等，
是消费者与零售商最终成交的场所，用户会认为电商品台就是一个多品牌的零售商。比较购
物服务只是用开个户与在线零售商的交易平台，而不能直接在比较购物搜索的页面购买。售
后服务也是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电商平台会提供退换货等售后服务，比较购物服务却不能
提供。作为提供商，比较购物服务与电商平台出了商业目的以及提供的服务不同外，盈利方
式也存在着不同。比较购物服务需要事先与广告商签订协议，广告商依据用户的点击数量计
算费用，而电商平台就是根据实际交易甚至名义上的费用。
因此，电商平台与表购物虽然都是为用户提供相关商品的专业搜索服务，但是两者之
间在运行模式以及商业目的上是有区别的，两者之间仅仅存在非常有限的供需替代关系。在
谷歌比较案中的需求替代关系分析方式解决了谷歌的市场界定问题，因此这种方式在一定程
序上可以弥补 SSNIP 方式的不足。

三、大数据领域支配地位认定的难题
市场支配地位是经济竞争活动不可避免产生的现象。认定支配地位应在相关市场的范
围内进行，支配地位本身对消费者以及市场活动参与者的竞争环境没有损害，是客观存在的
状态。但是，企业一旦不加监管的使用其优势地位对其他服务提供者形成消极影响就需要法
律的介入。

14 Google Search (Shopping) ，CASE AT.39740,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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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份额的局限性
市场占有率是市场支配地位的重要参考，占有市场控制力量的经营者有可能对市场中关
竞争者的的发展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对该相关市场也具有支配力。1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 OECD)定义市场份额：
根据企业总产量、销售量或者能力的比例，对企业在一个行业或者市场中的相对规模的测定
方式。16美国将其称为市场力量（Market Power）
。我国《反垄断法》第 19 条也规定了通过
市场份额推定某个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17欧盟也在谷歌比较购物案件中认定企业份额
超过 50%。18如果一个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了 70%——80%，那就是在相关市场中存在着明
显的市场支配力量。占有支配地位的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与其最接近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市场
份额之间的比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19经营者在时间与市场份额两个维度上同时具有
优势，才可称之为具有市场支配力量。20即使在大数据领域，市场份额依然在发挥作用。
然而市场占有率在判定控制市场能力中也存在着局限性。首先，从时间方面分析，作为
快速发展以及短期创新为特点的产业，大量市场份额有时可能会变成短暂的，并不一定表明
其处于支配地位。21支配地位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市场份额的时效性，在特定时期内合理认
定市场份额。其次，由于网络行业的用户锁定、双边市场等特殊性，其市场份额的局限性突
显，占有大量市场份额的企业在用户群体上可能并没有占有优势。搜索引擎对用户免费的商
业模式也为计算市场份额带来了困难。销售数量比起销售额更能够说明市场中支配力量的倾
向。在价格失灵的背景下，市场占有率的参考性就会显著降低。例如欧盟认定谷歌比较购物
案件的市场份额时，认定谷歌通过大量的数据对市场具有控制能力，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自
2008 年以来，谷歌在欧洲经济区（European Economic Area，以下简称“EEA”）范围内22稳健
的占有 85%以上的市场份额。23且在这段时间内没有有效的竞争对手进入通用搜索服务的相
关市场。但是，欧盟委员会认识到了通用搜索服务的特殊性，根据数量计算市场份额而非服
务获得的价值。最后，在技术与创新方面，拥有技术与经济优势的企业更加能够在市场运行
中控制竞争。拥有关键技术的企业在相关市场中能够迅速占领市场支配地位，影响服务或者

15 孙晋：
《反垄断——制度与原理》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10 月第一版，第 96 页。
16 OECD，Glossary of Industry Organization Economics and Competition Law, P57。
17 李园：
《浅析反垄断法中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以“奇虎 360 诉腾讯垄断案”为例》
，载《安徽农
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3 期，第 54-57 页。
18 Akzo v Commission, Case C-62/86, EU:C:1991:286, paragraph 60; France Télécom SA v Commission, Case
T-340/03, EU:T:2007:22, paragraph 100; Telefónica SA v Commission, Case T-336/07, EU:T:2012:172, paragraph
150.
19 British Airways v Commission , Case T-219/99, British Airways v Commission, EU:T:2003:343, paragraph
210.
20 殷继国：
《大数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制》
，载《法商研究》
，2020 年第 4 期，第 80 页。
21 Cisco Systems, Inc. and Messagenet SpA v Commission, Case T-79/12, EU:T:2013:635, paragraph 69.
22 除了捷克共和国和斯洛文尼亚。
23 Google Search (Shopping) ，CASE AT.39740，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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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数量、价格，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力量。24结合搜索引擎行业动态竞争的特征以及
实践中对举证问题的困难程度，完全依据市场份额认定市场支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应当结
合多因素综合考量企业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内的对特定相关市场的支配力量。

（二）用户多归属行为的低频性及品牌效应的特殊性
双边平台中的多归属行为（multi-homing）基本不会发生在谷歌的通用搜索服务市场中。
多归属行为多归属本来是通讯方面的专业词汇, 指在通讯线路上存在可供选择的多个，且相
互之间存在备份关系以增强可信度，
在网络通讯时，如果一条通讯线路出现拥塞甚至堵塞时，
仍然可以选择其他预设的通讯路径进行网络通这种机制就保证了通讯线路的畅通。25在搜索
引擎市场中，多归属行为体现在用户既可以选择谷歌也可以选在 Bing 以及 Yahoo 提供的通
用搜索服务，取决于用户自身的选择。在谷歌比较购物案件中，谷歌认为其用户可以选择任
何搜索引擎进行搜索，并没有限制用户的选择。然而欧盟委员会通过数据分析，说明了用户
虽然不存在技术上的限制，但是在欧洲经济区的相关市场内只有少量使用谷歌的用户使用其
他的通过搜索服务。谷歌进行对谷歌的用户进行了调查。调查于 2010 年 12 月至 2011 年 4
月期间进行，该多归属用户对至少两个不同的通用搜索服务进行至少 5％的查询。调查显示
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只有 12％的用户使用多个搜索引擎。至于法国和英国，多用户的比
例分别为 15％和 21％。26多归属用户首要选择使用的还是谷歌提供的服务。因此，谷歌提
出对用户没有限制只是在技术层面。
对搜索引擎领域的特殊性来说，用户锁定是客观存在的。
品牌效应对消费者也具有一定的锁定效果。用户信任谷歌提供的搜索结果因此即使谷歌
降低了通用搜索结果的质量也不会损失大量的用户。这种品牌效应的特殊性对于互联网行业
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用户锁定效应来讲是不容忽视的。用户会基于转换搜索引擎的学习成本
以及相关习惯持续选择原始的搜索引擎，除非用户认为替代搜索引擎服务的转换成本相较于
现在使用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品牌效应在搜索引擎服务领域依然存在并扮演者重要的
作用。
综上，用户多归属行为的低频性及品牌效应的特殊性使得谷歌的用户适用其他替代搜
索引擎可能性极小，因此谷歌在通用搜索服务市场中的支配地位是成立的。

24 周昀：
《试论企业市场支配地位之认定》
，载《河北法学》
，2007 年期 11 期，第 91-95 页。
25 纪汉霖，张永庆：《用户多归属条件下的双边市场平台竞争策略》，载于《经济问题探索》，2009 年
第 5 期，第 102 页。
26 Google Search (Shopping), CASE AT.39740，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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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买方抗衡力量的缺失
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在搜索引擎提供的服务中，买方抗衡力量（countervailing buyer
power）可以忽落不计。在每个地域市场范围内，每个用户的搜索仅占通用搜索引擎服务很
小的一部分，用户无法与之相抗衡。通用搜索引擎服务的提供商对通用搜索服务的价格以及
技术进行控制，这种双方力量对抗的缺失也是欧盟委员会考虑的因素，缺少消费者制衡的市
场竞争中更需要加强监管。

四、大数据竞争的滥用行为的认定难题
大数据领域竞争的滥用行为具有跨市场的传导性，这种滥用行为在此案范围内的滥用
行为表现为搭售行为，这也是大数据领域的典型滥用行为之一。大数据产业纵向一体化的趋
势使得无形的数据资源更加高效的被转化利用，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对自家产品的给予优先处
理，在不违反歧视性原则与消费者利益保护原则下，可以将其作为合法的商业竞争，调动更
高效的生产竞争方式。欧盟对谷歌比较购物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欧盟对于搜索引擎利
用在通用搜索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扩展在比较购物服务市场的份额的行为作出认定，认为这
种行为侵害了其他竞争者的利益。27利用原领域的数据优势，在其他市场推广自家新产品，
使用这种滥用行为的经营者通常在新领域不具有市场份额的优势，因此也是对市场支配地位
认定的挑战。没有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商业活动不可或缺的必须的行为，也没有提出可能减少
阻碍竞争的替代方案。谷歌也没有提供证据和提出其行为带来的价值比对竞争和消费者利益
在受影响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加重要。
首先，欧盟认定了谷歌在欧洲经济区内通用搜索服务的相关市场中，在其一般搜索结果
页面中比其他竞争性比较购物服务更具有优势地定位和展示自己的比较购物服务的方式。通
过比较与谷歌竞争的比较购物服务在通用搜索结果页面的精确算法，使得自家比价购物的排
名优于其它竞争性服务。且自家比较购物服务在通用搜索服务结果页面展示中，由于其优势
地位并且不受制于算法，在这种情况可能降低其他比较购物服务在搜索中的排名。除此之外，
谷歌自家比较购物的特殊产品特性使得其基本在通用搜索服务结果页面的第一页。其他的竞
争对手缺无法获得此种特征。
其次，谷歌利用通用搜索服务的优势分流其他竞争比较购物服务的客户流量。通过分析
支配地位和优势对通用搜索服务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欧盟认为使用者更倾向于点击位于页面
更加显著位置的链接。在这个论点上，欧盟通过竞争对手真实的贸易发展数据28证明了上述

27 Google Search (Shopping), CASE AT.39740.
28 欧盟对谷歌比较购物的贸易发展数据分析：i) 有证据证明通用搜索结果排名对点击率的直接影响；ii) 通
过独立计算公司 Sistrix 计算主要竞争对手页面在页面结果显示位置的发展以及与此同时从谷歌通用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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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其他竞争对手交易量大部分来自谷歌的通用搜索服务，并且除了谷歌通用搜索结果页
面的通用搜索流量没有现存有效的可替换的流量来源。
最后，谷歌的行为具有潜在阻碍市场竞争的效果。谷歌的行为具有排除限制其他比价购
物服务的可能性，从而导致商家更高的成本，消费者付出更好的价格，也不利于互联网产品
的创新。谷歌降低了消费者适用其他相关比价购物服务的可能性。即使比价购物服务没有构
成明确的相关市场，但是可能构成由比较购物服务和电商平台所提供服务组成的更加广泛的
相关产品市场。
综上所述，欧盟基于以上论述认定了谷歌比较购物服务通过通用搜索服务市场的支配地
位损害了比较购物服务市场中竞争者的利益，从而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在通用搜索
服务网页结果中显示自己服务网站本身并没有损害相关市场内的竞争。但是，谷歌为提高自
有比较购物网站的份额故意降低其他网站的排名，使得本应导向其他网页的流量流向谷歌比
较购物网页。且在谷歌比较购物网站的发展流量变化与其他竞争者的流量变化对比中可以明
确得出此结论。故而谷歌拓展比较购物服务市场的做法实际阻碍了其他经营者的交易机会，
侵害了搜索用户的权利。

五、应对大数据领域竞争的反垄断规制路径
由于大数据领域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极易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在市场中经常出现
行业巨头。因此，在认定支配地位时应当考虑大数据领域双边平台以及规模效应的特征对其
进行相应的监管。此外，滥用行为更具有多样性、隐蔽性与多发性。在面对这些新的问题，
传统反垄断法律体系就会出现偏差，因此回归反垄断法保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本质，分析市场
中供给与需求的替代关系，运用基本经济学以及法学的方法，分析新服务的本质。

（一）多种竞争要素确定相关市场
应更新传统的认定方式，综合数据领域竞争的多种要素确定相关市场。相关市场的界
定无法完全适用传统反垄断法中认定方法，根据价格对供需关系变化的影响界定相关市场的
范围，即通常所用的 SSNIP 垄断者测试。由于搜索引擎服务对用户免费，导致 SSNIP 方法
失灵，价格的变动对于搜索引擎而是从无到有，是根本性质的变化。没有价格这一直观变量
的观察，大数据企业需要一个直观的甚至可以量化的因素界定相关市场。SSNIP 测定方式建
立在价格要素基础上，为了解决大数据相关市场界定中边界不清晰的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
提出了一种新的测试方法"即基于质量下降的假定垄断者测试（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到其他服务主体的交易量变化；iii) 有利的支配地位导致了该项服务交易量的增加；iv) 谷歌比较购物服务
贸易额的增长证明了越有利的支配地位带来更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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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transitory decrease in quality, 以下简称 SSNDQ），该方法用“商品或服务质量下降”替代了
“价格上涨”。29虽然这种测定方式解决了大数据产业无法确定价格的问题，但是建立在“质量”
上的测定方式，确定并量化数据的质量标准仍然没有公认的标准，数据本身的特征也为基准
的建立带来困难。
然而，大数据领域的相关市场是一个复杂的双边市场，连接着消费者与网络广告商。
因此有观点认为可以用收益来源来界定市场的边界。30欧盟在计算谷歌比较购物案件罚款时
就使用了此种来源方式。31虽然此种方式可以体现搜索引擎的商业收益，但是也不能全面评
价大数据领域的商业模式。
传统相关市场界定提出的关键都不能全面评价大数据领域的商业模式的竞争优势。因
此，回归替代关系界定相关市场将会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使用，适应更多的商业模式。由于相
关市场的范围是划分竞争产品或服务的过程，即由具有替代关系的商品或服务形成的。在谷
歌比较购物相关市场的认定中，欧盟认定通用搜索引擎服务与比较购物服务是分别独立的市
场时，也是从供需替代关系的角度分析。故在互联网经济发展模式层出不穷的市场中，回归
竞争的本质，对通用方法进行改良是在大数据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中可以采用的方式。
当然，在时间市场的界定中，应当分析动态竞争下大数据领域实质形成支配力量的时间以及
证据的时效性。在数据瞬息万变的科技市场，优势地位在短时间可以替代。因此证据收集就
更加困难，欧盟在谷歌比较购物案件中耗时七年，随着对搜索引擎研究深入以及配套制度的
完善，这一时间应当被缩短。

（二）弱化市场份额在支配地位认定的作用
在大数据领域中，经营者由于占有技术标准以及知识产权的优势是常态，若依据市场
份额就会认定其具有市场控制力量。但是数据用户在选择服务提供者时会依据上网习惯以及
销售量等因素综合决定，因此仅凭借市场占有率认定市场优势地位是不适当的。互联网企业
对用户的锁定是进行市场竞争以拓展其他市场的基础，因此针对这个问题，也有观点认为应
当将用户规模用作认定相关市场以及支配力量。这种观点认为巨大的用户规模是谷歌、百度
等搜索引擎的市场优势地位根本来源。用户黏度越大，对平台另一方的广告商的吸引越大。
用户规模大的搜索引擎在市场中就更具有竞争优势。
因此，需要综合考量多种限制竞争的因素，弱化市场份额在判定支配地位时的作用。
进入市场以及扩展的障碍是界定相关市场内控制市场能力的根本体现，市场份额是市场控制
29 殷继国：
《大数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制》
，载《法商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77 页。
30 蒋岩波：
《互联网产业中相关市场界定的司法困境与出路》
，载《法学家》2012 年第 6 期，第 65 页。
31 Google Search (Shopping), CASE AT.39740, 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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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表现形式。随着大数据领域滥用行为具有跨界性，更应回归市场进入及拓展壁垒认定
的传统方式。市场支配地位的根本要素是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也称其为市场进
入障碍，一般是指，新进入市场的经营者者比现有的市场经营者承担更多的成本。32因此，
市场进入壁垒更为重要，与市场份额并列成为影响市场支配地位的两大因素。33在搜索引擎
服务的相关市场中由于企业在前期的技术以及经济投资成本非常高，因此进入的相关市场的
壁垒也非常高。加之，大数据领域呈现出用户锁定的特征，其他搜索引擎参与竞争以及扩大
发展十分困难。而搜索引擎企业基于自身科技创新企业的优势，对关键技术以及知识产权的
控制也是控制相关市场的重要原因，足以排除或者限制竞争。互联网经济呈现出的规模经济
的特征，造成赢者通吃的局面。对竞争者而言，市场进入的壁垒以及扩展的难度比一般市场
中的拓展更加困难。
在实践中，反垄断执法部门已经认识到了市场壁垒的危害性。例如，欧盟委员会认定谷
歌通用搜索服务领域的市场障碍以及扩展壁垒非常高。欧盟从两个角度出发，首先是通用搜
索引擎的运行发展需要前期的经济以及技术的大量投入。第二是搜索引擎需要用户的搜索数
据不断完善优化算法以及服务，从而积累更多的用户群体，吸引更多的广告收益。而搜索引
擎服务相关市场新的进入者无法在短期内吸引足够的用户，因此扩展壁垒也随之提高。综上，
欧盟委员会从排除与限制竞争的实质出发，认定谷歌通用搜索服务市场在其相关市场内具有
市场支配地位

（三）用竞争损害与消费者利益判定滥用行为
大数据领域具有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滥用行为也应与传统领域的滥用行为分别认定。大
数据领域凭借数据的无形流动其滥用行为更加隐蔽，由于网络外部性、零价格等特点，其他
竞争者更难进入市场参与竞争。针对此类滥用行为，本身违法原则已经不能完全评价滥用行
为。是否对市场竞争秩序、消费者合法权益、技术创新产生阻碍与危害，这是在评价滥用行
为时的首要标准。综合考虑大数据领域的特殊性，在激发创新活力的同时，维护市场竞争秩
序良性发展。

结论
大数据领域反垄断规制具有特殊性，现有竞争已经呈现跨领域传导市场力量的趋势，
传统界定滥用支配地位行为的方式已经不能适用。针对已有案件的程序以及实体中出现的问
题，以谷歌比较购物案为切入点，大数据领域中的互联网企业竞争的网络外部性、滥用行为

32 尚明：
《对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法规制》
，200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32 页。
33 孔祥俊：
《反垄断法原理》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28—5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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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隐蔽性与价格因素为基础的判定方式的失灵的特征使大数据领域出现了 SSNDQ 等判定
方式，应弱化市场份额在判定支配地位时的主导作用，从消费者利益保护与市场竞争维护等
多维度对大数据领域滥用行为进行反垄断法的规制。创新与反垄断的矛盾在今后的科技创新
中会更加突显，如何在保护有效竞争的同时实现科技生产的发展是我们应当持续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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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数字投资的规制及中国对策
冉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 430073）

摘 要：近几十年来，通讯信息的发展将数字经济推向了全球化的风口浪尖。数据投资作为
一种新型的投资模式，使得国际投资更加方便、快捷和高效。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
社会就注意到了跨境的数据流动，但由于当时互联网还不普遍，直到晚近才出现规制跨境数
字投资的相关的国际和国内规则。各国无论是从政策上还是法律上都十分重视数字投资的发
展以及规制，先后建立起了规制跨境数据投资的体系。但这些规制体系往往存在差异，尤其
是在投资准入和跨境数据流动的领域；在国际层面上，一些新型的国际投资法律也开始尝试
着去规制数字投资这一新型投资类型，在双边、区域、甚至全球范围内都展开了广泛的数字
投资国际合作。
数字投资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一些全新的挑战。首先，跨境数字投资是对国际投资
形式的一种理念上的突破和革新。在大多数国际投资协定以及国内法中，都采取了开放式的
定义将“数据”归入“投资”的概念；但在有些协定中，就没有采取上述开放式的“投资”
定义导致在具体案件之中仲裁庭因此拒绝行使管辖权。其次，由于数据投资相较于传统投资
更加自由化和便利化，这一优点也使得个人信息隐私权、社会公共利益甚至是国家安全都有
可能遭受其威胁。再者，由于各国的行业分类标准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在对跨国数据
投资进行专业认定的时候，争端解决机构的仲裁员通常都会面临专业性和技术性的难题。最
后，国家间、区域间、行业部门间、人群间都存在着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些数字
水平的巨大差异反过来又阻碍了跨境数据投资的发展。
现有的国际投资规则已经显现出滞后性，不足以应对上述的风险与挑战。因而各国有必要重
新审视这些风险与挑战并及时地协调谈判，制定新的国际数字投资规则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
地更新和完善。为应对上述挑战，新升级的国际数字投资规则应当明确投资概念、完善例外
规定，建立新型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跨境投资法庭或引入专家意见，并与全球数字
发展战略联动共同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
为了应对数字投资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国家和企业都应当积极加入这场战役。国家一方面应
在国际层面上积极引导和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多边数字投资规则和法律框架并加强各
国之间的投资合作，另一方面应在我国内部尽快出台与条约义务一致的数据安全专门立法并
鼓励行业自律的数据治理模式；企业则应当谨慎选择投资东道国、投资领域，厘清该国的监
管规则，进行合规经营，通过与本土企业合作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并与高校或培训机构进
行教育合作，联合培养数字人才。
关键词：数字投资的规制 风险与挑战 国际投资协定改革 中国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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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字经济，是指将数字化的信息和知识作为关键性的生产要素，以网络作为主要载体，
通过有效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来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的一系列经济活动。1它是一种
正在蓬勃发展的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也是我国的经济和就业的重要支柱，在我国应对新冠
疫情复产复工的过程中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使原本就日渐增长的
数字化趋势发展得更加迅猛。
数字投资，系指用数字化的集合资本的方式，投资在数字化的领域之中，包含了与数字
经济有关的相关各类投资活动。数字投资可以分成三个大类：第一类是数字产业化投资，包
括用于 5G 等数字通讯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的资金和电子、互联网行业持续扩大再生产的资金；
第二类是产业数字化转型投资，是指产业用来提升网络化、数字化程度的资金投入；第三类
是数字化治理投资，是用来提升治理手段、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的数字化水平的资金投入。
2

跨境数字投资是由跨境的数据流动催生的产物，也是经济全球化与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
共同作用结果。跨境投资（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反过来也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产业转
型，国际投资的自由度与便利度。尤其在疫情期间，跨境数字投资在国际投资中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虽说从总体上看，疫情给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但在数字经济、数字消
费等领域却呈现出了积极地转变。虽说短期内的跨国数字投资规模出现萎缩，民间的跨境数
字投资利润下降挫伤了企业家们的投资信心和积极性，但从长远来看，疫情将给数字投资带
来了爆发期，投资规模将持续扩大，尤其是在新型的数字基础设施领域。价值中国新经济智
库总裁林永青认为“在目前可见的投资策略和品种中，数字投资是最优的投资选择。”3

一、跨境数字投资的规制现状
数据投资突破了传统投资形式的限制，是一种新型的投资模式。在这种新型的投资模式
下，风险与机遇并存。因此，在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都出现了规制跨境数字投资的立法与政
策尝试。
（一） 跨境数字投资的国内规制现状
随着数字经济在整体经济比重的增加，数字投资战略已经成为了一国整体性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世界范围内现在已经有 135 个国家发布了关于数字保护的法律法规，也形成了
关于规制数据流动和投资的政策或规则。各个国家无论是从政策上还是法律上都十分重视数
字投资的发展以及规制。
在政策上，各国都比较重视第一类数字产业，即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涵
盖了人工智能、5G 互联网等领域，在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发
展数字经济的前提和基础。但对于数字化普及较差的国家，特别是在这些国家的偏远地区和
农村地区，普及和发展数字技术道阻且长。投资周期较长且收益不高的公益性部门对外国数
字投资的吸引力也不足，国家应当在政策上鼓励与促进对该领域的跨国投资。另外，还应当
鼓励对数字基础设施投资的跨国投资者与国内的投资者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促进和保护该
类投资。对于第二、三类数字产业，国家也应当进行合理的政策规划以促进跨境数字投资的
1

罗贞礼.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三个基本属性[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17：6-12.
王贵国著.世界贸易组织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3
2
汪明珠.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数字经济投资的影响及对策[J].信息通讯技术与政策，2020，03：70-73.
3
林永青.数字投资助力恢复全球经济[J].金融博览，2020，08：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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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
在法律监管上，各国出于发展数字经济、保护国家安全和网络数据安全、个人隐私权等
目的，都先后建立起了规制跨境数据投资的体系。各国国内法的相关规制一般都规定于分散
的立法之中。由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程度以及基本国情和发展目标不同，各国对跨境数
字投资的法律规定和相关的监管措施往往也会存在差异，尤其是在投资准入和跨境数据流动
的领域。
在投资准入方面，各国对其规制的目的和程度差异较大。投资准入体现了一国对于跨境
投资的开放程度，也和一国的经济主权紧密联系。在某些特殊的领域和部门，例如零售和文
化产业，东道国的国内法往往会在这些行业上对跨境的外国投资的准入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
发达国家为了保证本国技术和科技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发展中国家为了保证国内经济平
稳发展都对其有着相关限制。例如，印度就长期限制零售部门的外国投资，由于数字经济的
发展开始直接限制直接网络销售；俄罗斯为了确保对国内重要信息技术资源的表决权，在投
资准入时要求外资入股俄大型 IT 企业的股比，小于等于 50%减 1 股；我国的《外商投资法》
就采取了负面清单的模式，限制了文化、视听等行业的外国数字投资，但开放了其他的数字
部门。无论上述这些国家出于何种原因，都是为了国家的公共利益甚至国家安全。每个国家
都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国情妥善调整对外国数字投资的法律监管制度。
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各国建立起来的规制体系都有所不同。欧盟将数据权力作为一项
宪法中的基本人权，在《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给予了严格的数据保护和规制跨境数据流动
的强有力的屏障，其惩罚的力度也达到了史上之最；美国不同于欧盟，他更加重视利益的最
大化，倾向于鼓励数据在国家间的自由流动和行业自律，其对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散见于分
散的立法中，如《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后文简称《法案》）等。值得一提的是，
在《法案》中，美国将会对涉及收集美国公民个人敏感数据的外国投资企业进行审查，避免
外国企业接触敏感数据；相较于美国和欧盟，我国的相关立法起步较晚，主要是以《网络安
全法》及其配套的立法文件共同规制跨境数据流动，确立了数据本地化储存的规则，在保证
网络和数据安全的前提下，鼓励国家间的数据流动。
（二） 跨境数字投资的国际规制现状
现有许多投资协定的内容规定都比较简单，只涉及传统投资的相关内容，而很少专门考
虑到数字经济和数字投资。但美国较早地（里根政府时期）意识到了数字技术在投资领域的
重要作用，并发表声明将在经合组织内部推行“数据保证项目”以鼓励各国都像美国一样实
施较为开放和宽松的数据流动政策，
而不会过分限制跨境数据流动。在 2019 年 G20 峰会中，
各国在“大阪宣言”中强调了在数字经济和促进创新中国家和国际两层面的数字政策的重要
性。欧盟委员会为了平衡数据的自由流动和个人数据隐私保护，于 2018 年通过了横向条款，
禁止缔约国的一些阻碍数据跨境流动的本地化措施。4然而，在世界范围内至今都没有统一
的针对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措施。目前，对跨境数字投资的规制在国际层面上可以分为国际
投资条约条款中的规制和关于数字投资的国际合作。
1.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数字投资规则。传统的国际投资条约在处理数字投资问题时没有针
对性，一些新型的投资协定已经开始作出在投资定义、例外规定、市场准入等方面来规制跨
境数据投资的尝试。现有国际投资条约通常会在非穷尽地列举资产的种类的同时，采用概括
式方式将“资产”作为投资定义的基础。2008 年德国 BIT 范本就是采取这种方法的典型。
但也有像加拿大 2004 年的 BIT 范本一样，仅采用单纯的列举式来定义投资的条约。例外条
款包含一般例外和特殊例外条款，一般例外主要是在环境、公共利益等方面，特殊例外通常
指国家安全例外。准入规则在国际投资协定中体现为“保留”或“不符措施”的条款。在市
4

张生. 国际投资法制框架下的跨境数据流动: 保护、例外和挑战[J].当代法学，2019，05：14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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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准入方面，有的国家（例如美国）在国际投资协定中规定准入的不符措施；还有国家直接
在国内法中规定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我国目前就是采取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模式。
2.国际数字投资合作。为了数字投资更全面可持续的发展，需要加强国家之间的双边、
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国际合作。数字技术的发展不平衡体现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行
业和领域甚至不同的人群之间。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具备完备且运行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在
研发和创新能力上也有所欠缺，这些国家通常会采取鼓励外国投资的政策，而正因为这样，
这些国家作为市场利益不平衡有待开发的新兴经济体，对于外国投资者有着天然的吸引力。
这种南北合作同南南合作（如《非洲自由贸易协定》
）、三方合作、区域化的数字合作（如欧
洲委员会启动的欧洲数字议程、东盟在数字投资领域的一体化进程）一同促进了跨境数字投
资的发展。
但由于数字投资发展速度过快，现有的国际国内立法与政策都已经相对滞后，无法对跨
境数字投资进行及时、有效且全面地规制，因而各国有必要制定新的国际和国内层面的投资
规则和政策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地更新和完善。

二、跨境数字投资带来的挑战
在数字经济空前发展的今天，数据已经成为了最宝贵的财富。跨境数据投资对于全球数
字经济起着重要的工具作用，也对数字投资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投资”理念上的突破
为了在保护个人信息隐私权、社会公共利益甚至是国家安全与鼓励、促进数字经济的发
展之间取得平衡或是由于其他的多方面因素，各个国家都先后在立法中对跨境数据投资进行
了一定程度的规制。但由于基本国情以及社会性质等因素存在较大差异，各国对于跨境数据
投资的规制力度与方式也往往各有不同。因此，在国际层面的谈判中，各国对于跨境数据投
资的规制很难达成共识。因此，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很少将跨境数据投资的规制纳入其条款
之中。
在大多数国际投资协定以及国内法中，都对“投资”的概念做了广义上的解释，尽量囊
括更多的投资类型。例如在我国的《外商投资法》就将它定义为“股份、股权、财产份额或
者其他类似权益”；还有投资协定将它定义为“任何形式的财产”。由此可见，只要确定数据
具有类似于股份股权等的财产属性，就属于立法中的“投资”定义。杭州市中院在“淘宝诉
美景不正当竞争案”5中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判决指出衍生数据和原始数据都属于无形资产，
具有财产属性。大多数国家也都认可了数据的财产属性。6由此可见，数据符合大多数国际
投资协定以及国内法中的“投资”定义，应受到上述协定和法律的约束和保护。
但在诸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以下简称 NAFTA）的协定中，就没有采取上述开放式
的“投资”定义。这可能导致在具体案件之中仲裁庭因此拒绝行使管辖权。跨境数据投资给
投资形式理念上的冲击，可能会影响到相关的既定的判例实践从而扩展到整个国际投资法制。
（二）与隐私权等价值的分歧
由于数据在自由流动过程中据有无形性、网络性、快速性等特征，加之没有特定的统计
与检测方式和法律的滞后性（有的协定中只涉及健康、安全等措施，而不包含涉及隐私权、

5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 01 民终字第 7312 号民事判决书.
JacquelineLipton，
“InformationWantstobeProperty:LegalCommodificationofE－commerceAssets”，
16ComputersandTechnology53，53－66(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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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的规制措施7）
，导致监管的可预测性降低，在吸引投资者的同时很有可能会对他们
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数据投资可能会与消费者的权利和个人的隐私的保护产生价值冲突。
数据投资安全是国家安全的表现形式之一。对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的外国数字投资进行
国家安全审查时东道国的主权权利，尤其是在敏感的涉及国防或者专有技术的数字经济领域
的投资，受到国家安全审查的可能性更是大大增加。而投资协定中没有关于“国家安全”内
涵的明确界定，在实践中，适用例外条款是否能得到仲裁庭的承认也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数据投资也可能会与国家安全或公共利益相冲突。
（三）技术认定上的挑战
一方面，分类标准不一导致行业认定难。在卫星通讯、文化产业等敏感行业的数据投资
和流动极有可能影响到一国的国际安全或公共利益，这些行业往往会被东道国列入“负面清
单”以作为例外排除在市场准入的行业之外。然而行业和部门之间的分类标准各国的规定也
不尽相同，这就导致了实践中相关争议的产生，甚至因此影响了一国的市场开放程度。
另一方面，专业度不够而导致具体事实认定难。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涉
及了许多新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的问题，再加上立法的滞后性，国际上缺少统一的认定标准，
仲裁员在具体案件中往往不能够正确而全面地认定相关的具体事实，例如关于数据安全和限
制数据传输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相关替代性方式的可靠性与可行性。
（四）发展不平衡的风险
数字化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之间、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之间、同一区域的不同行业之间、
不同的人群之间的发展都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这些不平衡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跨境数据投资，
抑制其发展。8首先，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数字记住的发展就存在着极大的不平
衡，在经济悬殊较大的国家之间尤为明显。9由于基本国情和综合国力之间的相差悬殊，互
联网和通讯技术的普及率相差也相对较大，数字经济所占的比重也大相径庭。发展中国家往
往在经济和法律监管制度上都相对落后，自测能力相较于发达国家比较不足，数字基础设施
较差，缺乏统一的统计与监管数字投资的方式，也没有健全的征信系统，缺少资金和数字人
才导致创新能力不足。10以上特点导致这类国家在吸引投资者的同时，往往也极有可能有损
害投资者利益的风险。其次，即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之间，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存在较大
差距。以我国为例，我国东部沿海的城市与中西部的城市之间的数字发展水平相差悬殊。11
浙江、江苏、广东 2016 年的数字经济总量就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而新疆等十个省份的总量
相加也仅仅只到百分之十二。再次，在不同领域之间，不同人群之中，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不
均衡。第三数字产业发展较快而第一第二则相对落后。12像老年人群一样的弱势群体对于新
兴的科技、网络的接触、学习和接受应用能力都相对较低，数字投资对他们来说更是遥不可
及。这些国家、地区间的数字经济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和人才、技术的巨大差异，人群间对
数字产品和技术的学习及接受度差异，反过来又导致了跨境数据投资的发展的不均衡。

7

如 2013 年《中国—坦桑尼亚投资协定》第 10 条“健康、安全和环境措施”.
林健. 数字国际投资法律的平衡之治[J].国际经济法学刊，2020，03：71-83.
9
王子晗.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 - 东盟两地数字经济合作研究[J].经济视野，2020，15：139-141.
10
林梅.印尼数字经济发展及中国与印尼的数字经济投资合作[J].亚太经济，2020，03：53-63.
11
参见中国信通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 2018》
，at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1904/P020190416411055759818．pdf，2019 年 11 月 22 日.
12
参 见 中 国 信 通 院
: 《 中 国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白 皮 书 (2017) 》，
at http: /
/www． caict． ac． cn/kxyj/qwfb/bps/201804/ P020170713408029202449． pdf， 2019 年 11 月 20 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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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投资协定的改革应对
数字投资的高速发展给许多方面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现有的主要针对实体经济投资而
设计的国际投资规则已经显现出滞后性，不足以应对上述的风险与挑战，不能与高速发展的
数字投资相适配。因而各国需要重新审视这些数字投资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并及时地协调谈判
加以应对。为弥补之前条约协定规则的不足，新升级的国际数字投资规则应当：
（一）明确“投资”概念
首先，国际投资协定应当采取开放式的涵盖“数据”的“投资”定义，防止导致在具体
案件之中仲裁庭因认定“数据”不属于投资定义而拒绝行使管辖权。实际上，很多国家和地
区都已经在具体的案例实践中承认计算机信息和数据是一种财产。如我国杭州市中院在“淘
宝诉美景不正当竞争案”13中就认定数据是一种具有财产属性的无形资产。很多以沃尔沃为
代表的企业也认为数据是公司的一项重要资产。类似于 NAFTA 不采取上述开放式的涵盖数
据的“投资”定义协定已经十分少见。国际社会在数据是一种具有财产属性的无形资产这一
认识上有望达成共识。
为了减少和避免数字投资这种无形的投资形式在实践中引起投资类型适用的争议，目前
有两种可能的途径来明确投资的概念：一是通过文本化的方式确定数字投资及其运营模式。
在国际投资协定的具体谈判中明确哪些运营模式的数字投资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模式是不能
接受的，增加投资概念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可确定性。有的学者就将“东道国领土内”和“资
产”两个要素作为界定跨境数字投资范围的影响因素。14在已经达成共识的国家之间，签订
国际投资条约的时候可以将“数据”直接以列举的形式写进“投资”的定义之中。二是通过
趋同化地解释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投资”定义。现有协定中“投资”概念比较宽泛且具有不
确定性，也没有明确的列举这种无形的投资形式。为了保护和促进投资，可以在国际实践中
对术语进行解释，通过趋同化的解释将数据确定地纳入投资范围。
（二）完善例外规定
最后，需要完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例外规定以应对与隐私权等权利的价值冲突。一方面，
可以将个人数据隐私权、消费者权等纳入一般例外条款中。以往的一般例外主要包含健康、
环境、公共利益等因素，不包含个人隐私权、消费者权等。但由于跨国投资在数字领域的发
展和扩张，数据投资常常与消费者的权利和个人的数据隐私权力产生价值冲突。为了应对这
一问题，实践中已经有协定将个人数据权力和消费者权力纳入其一般例外条款。例如 2012
年我国和加拿大的 BIT15以及欧盟和新加坡、越南的投资保护协定中做出了这方面的尝试。16
另一方面，尽量使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安全例外中的“国家安全”定义清晰化，减少例外条款
在仲裁实践中适用的不确定性和差异性；还可以借鉴欧盟与加拿大双边投资协定的做法，在
升级和谈判我国双边投资协定以及多边投资协定时，可以在东道国规制权里纳入数据规制权。
这样一来，我国在采取数据规制措施时就有充分的国际法上的依据。

13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 01 民终字第 7312 号民事判决书.
Andrew D.Mitchell,Jarrod Hepburn，Don’t Fence Me in: Reform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Law to Better
Facilitate Cross-Border Data Transfer,Yale Journal of Law＆Technology,Vol.2017, 19: 217—221．
15
2012 年《中国—加拿大双边投资协定》第 23 条第 6 款规定该协定不得理解为要求缔约方提供或允许投
资者获取有关信息，此类信息一旦披露将阻碍法律执行或违背缔约方保护政府机密、个人隐私或金融机构
的金融事务和个人客户账户信息保密性的法律规定。
16
彭岳.数据本地化措施的贸易规制问题研究[J].环球法律评论，2018，02：178-19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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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新型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
再次，需要完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条款，提升争端解决程序的专业度和透明度。
1. 设立跨境投资法庭
跨境数字投资的飞速发展呼吁建立新型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跨境投资法庭。国
际贸易规则与投资规则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相似之处，因此可以参考我国新设立的杭州互联网
法院跨境贸易法庭，设立跨境投资法庭。2020 年 7 月 15 日，我国杭州互联网法院跨境贸易
法庭正式挂牌成立并同步启动了由该法院联合当地税务局、海关等部门联合建立的跨境贸易
司法平台。在揭牌后，跨境贸易法庭随即启动了在线审理第一个案件，即新加坡用户起诉某
网购平台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这种新型的争端解决模式是互联网司法改革的成果，通过集
中管辖跨境贸易纠纷案件，可以形成相关案件的国际管辖和裁判规则保护不同主体的合法利
益，也可以有效应对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专业技术挑战，十分值得跨境投资领域借鉴。跨境投
资法庭的法官应有数字技术背景知识和司法背景知识，专门集中地解决跨境数字投资案件。
2. 引入专家意见
此外，也可以引入专家意见以应对跨境数据投资案件中在行业分类以及专业性的争议事
实认定上的技术挑战，并且专家意见应当尽可能地公正化、正式化。跨境数据投资争议往往
会涉及很多专业性的技术认定问题，裁判者对这些问题缺乏必要的认识，而在专业性事实争
议方面很少有值得借鉴的判例。对于在案件争议的处理过程中很重要的这类专业问题，有必
要在协定中明确裁判者可以依职权或应争端任何一方的请求，任命一位或多位的数字技术专
家，形成专家意见并以书面的形式向仲裁庭报告仲裁过程中涉及的关于隐私、数据安全或其
他科学性问题的事实性争议。
（四）与全球数字发展战略联动
为了应对数字经济在国家、地区及间的发展不均衡问题，新升级的国际数字投资规则应
当与全球数值发展战略联动，推动和促进大多数字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投资发展。由于基
本国情和经济实力之间的巨大悬殊，国家间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普及率、数字经济所占的比
重也大相径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往往在经济和法律监管制度上都相对落后，自测能力相较
于发达国家比较不足，数字基础设施较差，缺乏统一的统计与监管数字投资的方式，也没有
健全的征信系统，缺少资金和数字人才导致数字创新能力不足，严重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
因此这些国家大多采取宽松的跨境投资监管政策，鼓励和吸引外国投资者在数字领域的投资。
国际投资协定的改革应当和全球数字发展战略共同应对这个问题，推动和促进全球数字投资
的均衡发展。全球数字发展战略鼓励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以及各
行业采用数字技术的投资。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现充分联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可能并
不像通常预测的那么庞大。
这些国家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要求的 3G 网络全面覆盖，
根据贸发组织的测算需要的投资不到 1000 亿美元。开展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区域投资合作，
可以增加基础设施项目对跨境投资者的吸引力，促进全球数字投资的均衡发展。

四、中国的立场与选择
面对跨境数字投资所带来的各种挑战，我国应当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从政策或法律
上回应这些挑战，国家和企业都应当加入这场战役，建立与完善我国的跨境数据投资治理体
系，维护我国的网络数据安全的同时，鼓励数据在我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自由流动，大力发展
数字投资。
（一）国家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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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我国的数字投资在疫情后能够稳定健康且可持续的发展，把危难作为发展的机
遇，充分地挖掘跨境数字投资的发展潜力，笔者在国家层面上提出以下建议：
3. 尽快出台数据安全专门立法
完善的数字安全国内立法是在国际条约、协定关于跨境数字投资规则制定中获取主动权
的前提条件。数字安全立法是数字贸易与投资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外商投资监
管的法律框架。在我国现行的立法体系中，《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更多地关注网
络空间主权和网络安全，但对于数据安全的规定并不全面。17关于保护数据的条款还散见于
各种立法文件之中，而没有一部专门的统一的关于数据保护的法律。与我国不同，许多国家
都拥有关于数据保护的专门立法，例如欧盟将个人的数据权力视为宪法中的一项基本人权，
在《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这部专门立法中给予了个人数据权力以高标准的严格保护，并辅以
史上最强的惩罚力度威慑违法和保障该权力的实现；欧盟还在 2018 年出台了目前最全面的
数据保护措施——《一般数据保护条例》。18跨境数据投资往往会与数据权力存在价值冲突，
而我国在该立法领域却存在缺失。因此，为了应对这种价值冲突，我国有必要参考其他国家
的数据保护立法模式形成我国的数据安全专门立法。实际上，我国已经开始着手制定相关法
律——《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于 2019 年 5 月被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
2020 年 6 月 28 日至 30 日《数据安全法》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值得一提的是，本
法确立了数据分级分类管理的基本制度。本法提出了“重要数据”的概念，是指该类数据的
泄露可能会直接影响国家安全、公共健康和安全等。
我国还应当特别注意国内的数据安全立法与国际条约义务的相符性问题。越来越多的国
际条约和协定已经涉及了跨境数据规制的规则，因此，我国的数据安全立法不能违反我国参
与的国际条约义务，特别应关注数据本地化的立法与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公平公正待遇、国民
待遇和禁止征收条款规定的义务的协调一致性。 19数据安全立法对数字部门的划分应当与
《外商投资法》、
《网络安全法》中的划分保持一致，并考虑到本国投资者的竞争力等因素与
国民待遇和禁止征收义务的协调可以在例外规定中找到解释，降低本地化措施被质疑违反条
约义务的风险。
4. 鼓励行业自律的数据治理模式
行业自律的数据治理模式是美国一直以来为了实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和跨境数据流动
的自由化而实施和推崇的治理理念。在跨境数据行业，美国的企业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制定的
行业规范下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若企业违反了行业规定，委员会将会判断这些行为是
否属于不当竞争或欺诈行为并依此来对企业施加以不同程度的罚款。行业自律的治理模式是
维护数据的市场秩序以及预防和惩罚违规行为的重要手段，并促进了美国跨境数据行业的发
展。
立足于我国目前的国情，我们可以以上海临港新片区作为试点，参考美国经验，进行行
业自律的数据治理模式的实验。我们可以在该片区鼓励和吸引外国企业与我国的本土企业进
行学习交流，试着培育一个行业自律的制度，在不断摸索中建立一个新型的跨境数据监管制
度。另外，我国还可以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在网上审批国内外企业投资数字经济的项目，
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创造便利的投资条件，优化我国的投资环境。必要时
由我国商务部主导制定一个统一的行业规则或行业标准。通过上海临港新片区行业自律的数
据治理模式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对我国其他地区行业标准即行业自律制度的形成起到
示范（或警醒）作用。
5. 加强数字投资的国际合作
17

张倩雯. 数据本地化措施之国际投资协定合规性与中国因应[J].法商研究，2020，02：85-98.
王春宇. 美国和欧盟的数字经济政策[J].新经济，2020，03：104-106.
19
Leviathan Security Group, Quantifying the Cost of Foeced
Localization,http//www.leviathansecurity.con/cloudsecurity,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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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字丝路”的契机，加强沿线国家间的数字投资合作。“数字丝路”即“数字丝
绸之路”
，是习近平主席在 2017 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的概念，它将
“一带一路”倡议与数字经济进行了有效地融合，旨在加强沿线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
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在数字投资方面还签署了《世纪联合“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投
资基金合作备忘录》
，该基金旨在推动沿线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大数据、互联网技术等数字
经济领域的投资合作与资源互补，总规模达到 100 亿美元。在此契机之下，我国应当充分利
用该倡议带来的政策优势，与沿线国家建立长久的数字投资国际合作和协同发展。
沿线国家间还可以进行国际教育培训合作，联合培养数字人才。技术水平和人才储备是
跨境数字投资的核心竞争力。数字人才例如平台研发技术员、编码员、软件工程师等在技术
升级和研发创新中起着重要作用。国家缺乏数字人才将影响国内整个数字行业的发展，科技
企业的数字人才缺口也是在对外数字投资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20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中，有一些国家和地区虽说在数字技术上没有优势，
但其培养高科技人才的成本却比较低。例如，信息通信技术产业（以下简称 ICT）和充分的
专业技术使得塞尔维亚实现了高速度的发展，微软在该国建立了研发中心并且现已有一千六
百多家 ICT 企业位于该国。21因此，我国可以与这些国家进行教育培训合作，联合培养数字
人才，制定数字专门技能培训，着重培养 ICT 专家，推动我国的数字化发展。
除了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之外，还可以加强建设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第三方市场国际
合作。这是对该倡议的充分利用和有效扩展，是一种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国际合作模式。这种
模式为合作方提供了一个新的的投资平台和外部环境，国家间政治关系的不稳定性对这种第
三方市场合作的冲击相对较小，更利于国际合作。在这一背景下，首先应当明确各国在数字
经济领域的优势，进行互补性的创新研发合作，共同推进技术的进步与更迭并共享研发成果，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强强联合。其次，应当确立相对明确的合作规则。数字经济投资的潜力巨
大，要想充分发挥其优势，必然要制定与时俱进的国际合作规则。再次，应当充分利用第三
方市场国际合作的成功案例，来优化其后的项目。例如在哈萨克斯坦阿特劳炼油厂第三期项
目中，中国和日本的金融支持的有效合作就可以为今后类似项目进程的优化和第三方市场合
作的建设和构建相关国际机制提供参考。
另外，还可以参考借鉴欧盟与美国的的安全港模式，建立国家间的数据流动的监管合作。
由于各国先后建立的跨境数据规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跨境数据投资的发展，为了使数
据在国家间的流动更加自由化，各国开始了数据流动的国家监管合作。安全港模式实际上就
是这种跨境数据流动的合作监管的一种创新的模式，即一国承认以保护本国公民隐私权的标
准保护合作方国民的隐私权，另一国以不限制数据的跨境流动作为回报。22我国与欧盟、日
本等之间觉存在数据流动被限制的问题，可以尝试采用类似安全港模式的国际数据合作来应
对上述问题。
6. 积极推动国际数字投资规则和法律框架的构建
传统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规则对数字领域的投资缺少针对性。国际数字投资规则的
不完善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2017 年的《世界投资报
告》第四部分阐述了不同数字产业中的投资情况和数字经济对国际投资政策的影响并试图探
讨数字经济下国际投资政策和框架问题。国际组织积极关注数字经济与国际投资的互动，但
仅在初步程度上讨论数字经济的国际投资政策和法律。遗憾的是，在世界范围内至今都没有
统一的针对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措施。
我国应当明确自身在跨境数字投资竞争上的优势与劣势，积极推动和参与国际数字投资
20
21
22

张志乔. 浅析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与挑战[J].数字技术与应用，2019，11：176-177.
杨路明，刘纪宏.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东欧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研究[J].学术探索，2020，09：95-102.
沈丁心. 中日数字经济合作的困境与前景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20，02：5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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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制定，强化本国优势弥补本国劣势。目前我国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存在优势，有机会
在该领域超越欧美国家。23未来几年是国际数字投资规则的形成和发展时期，随着我国在
G20 和 WTO 中的话语权越来越重要，我国可以充分利用这两个平台和“一带一路”倡议的
契机，积极引导和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数字投资规则和法律框架，合理设计国
际投资规定的主要条款。
（二）企业层面
1. 谨慎选择投资领域
谨慎选择东道国和分散投资区域是企业对外投资时有效避免和减小投资损失、提高投资
成功率的途径之一。投资东道国政治局面的稳定与否、市场的饱和程度和开放程度、是否有
投资壁垒等因素将直接影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收益。在投资之前，企业应当提前调查和评
估以上的因素，并从制度、数字技术和相关基础设施确定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阶段，从中选
择更优的投资东道国。24以东南亚地区为例，大多数国家都处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市场的规模比较大，年轻人群偏多且有许多华人旅游或居住，是我国企业对外进行数字投资
的良好选择；此外，企业还应当注意分散投资的区域，除美国外，还要重视欧洲或者东南亚
的投资机会。25比如，以色列在网络信息安全领域的科研能力上具有优势，而印度在金融科
技领域潜力巨大，我们可以选择有关数字经济领域更有投资潜力的国家进行投资。
除了选择东道国外，企业还应当谨慎选择投资的目标投资部门。在数字经济领域中，企
业应当避开被东道国列入负面清单的数字部门和敏感部门，优先考虑从东道国政府鼓励外国
投资的数字部门之中选择投资对象。这可以有效降低或避免东道国对我国企业的数字投资进
行国家安全审查的风险。
2. 厘清监管规则，合规经营
在进入东道国市场前，我国企业有必要对该国对外国数字经济投资的监管规则、政策、
投资环境以及开放程度进行研究。通过各种途径充分了解东道国投资环境、对外国投资的法
律制度或政策之后，方能进入东道国市场开展数字投资活动。到海外进行数字经济投资的中
国企业，应该联系东道国本地市场的实际和需求，遵守东道国的法律制度和外国投资政策，
在东道国市场合规经营才能追寻长期的投资价值。
3. 与当地企业合作，实施本土化经营
由于各国之间的法律法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政治背景、市场环境与投资政策
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国企业对外进行数字投资时，为了能够更加顺利地进入东道国市场，
降低非经济因素对投资的影响，最常见的就是与熟悉东道国国情，了解当地监管政策和当地
用户偏好的本土企业进行合作，通过投资并购的方式进入当地市场而不是直接在当地市场设
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等直接建立业务。阿里巴巴便斥资 10 亿美元增持 Lazada（东南亚地区最
大的网络零售商），顺利进军东南亚电商市场案例就是类似合作的成功典型。26
此外，本地化的经营能够有效减小中国企业在东道国进行数字投资时的利益损失的风险。
为了企业更加长远的发展利益与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企业要及时转变思想观念，
实现本地化的经营，才能长远并且持续地立足于东道国市场。在不同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背
景下，中国企业应当积极地整合可用资源，妥善地协调各方的关系，与东道国实现互利共赢，
实现在东道国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此外，中国企业还应当在东道国积极承担社会公共责任，

23

张莉.中国引领跨境电商国际规则制定前景[J].今日中国，2016 ，10：56.
齐俊妍，任奕达. 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 43 国的
考察[J].国际经贸探索，2020，09：55-71.
25
蒋殿春，唐浩丹，方森辉. 新冠疫情与中国数字经济对外投资: 影响和展望[J].中国经贸，2020，07：25-32.
26
王子晗.“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东盟两地数字经济合作研究[J].经济视野，2020，15：139-14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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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做好公关和宣传，在海外梳理良好的中国品牌形象。27在印度尼西亚，京
东通过本地化的运作，如在该国设立印尼语的 B2C（商对客电子商务模式）电商平台，人才
培养和售后团队本地化等方式，在印尼快速复制了京东在国内的模式，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数
字投资提供了成功的实践经验。
4. 与高校、机构联合培养数字人才
数字经济投资的核心在于数字技术，而数字技术发展的源动力是数字人才的研发创新。
因此，数字人才储备无论是对国内数字行业发展还是我国企业的海外数字投资都至关重要。
数字人才的缺口是不少国内企业对外数字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为了保证和增加
数字人才的储备，企业必须制定切实有效的培养人才、吸引和防止人才流失的计划。
企业应当与高校或相关培训机构联合起来，打造一个相关基础学科，数字技术的学习和
实践平台，鼓励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积极投身于实践活动，如参与信息与通信技术等
项目的建设，培养应用型的高科技人才，提升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实训水平以满足数字人才的
需求。这需要更有效的配置对高校和相关数字产业的科研经费投入，鼓励开展更大规模、更
深层次的校企合作，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升人才培养速度，推动建立高科技人才培养基地，
进一步提升技能实训水平。

五、结语
数字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越来越大，跨境数字投资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然而，目
前的国际规则和各国的或内立法对跨境数字投资的针对性都不强。跨境数字投资对现有的国
际投资框架的理念、价值、争端解决和发展提出了不少挑战。跨境数字投资法律规定的不完
善与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已经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国际问题。现有
的国际投资规则已经显现出滞后性，不足以应对上述的风险与挑战。为应对上述挑战，国际
数字投资规则的改革应当明确投资概念、完善例外规定，建立新型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
——跨境投资法庭或引入专家意见，并与全球数字发展战略联动共同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均
衡发展。
我国应当从政策和法律上回应这些挑战，国家和企业都应当积极加入这场战役。国家应
立足于基本国情一方面在国际层面上积极引导和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多边数字投资规
则和法律框架并加强各国之间的投资合作，另一方面在内部尽快出台数据安全专门立法并鼓
励行业自律的数据治理模式；企业则应谨慎选择投资东道国、投资领域，进行合规的本土化
经营，和高校合作联合培养数字人才。近几年正是跨境数据投资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时期。
在建立健全我国的跨境数据投资治理体系，维护我国的网络数据安全的同时，我国还应当鼓
励数据在我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自由流动，大力发展数字投资，利用和把握在 WTO、G20 和
一带一路平台的话语权，积极推动国际投资协定的升级和革新，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多边数
字投资治理体系。

27

黄邦根.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对外投资研究[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0，05：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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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多边投资担保机制的承继与创新
吴永辉
（华侨大学法学院）

随着中资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尤其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全面推进后，与海
外投资相伴生的各种新旧政治风险不断涌现出来，严重损害了中资企业的投资安全，也制约
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平稳推进和可持续发展。如何让中资企业在政治风险的冲击下“走得
出去”、“立得住脚”、“发展得好”，是一个从投资准入的风险评估、投资经营的保障以
及投资争议司法化救济的系统法律工程。作为一种政策性金融工具，非商业保险制度是跨国
投资政治风险防范、补偿与救助的通行法律制度安排。跨国投资的非商业保险制度，尤其是
多边投资担保制度，并非只有投资价值的补偿功能，而是把投资环境的安全评估、政治风险
的非商业补偿与投资争端的救济等制度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其在分散或转移政治
风险、保护私人投资者以及鼓励国际资本流动等方面的价值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
义。

一、我国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生成逻辑
作为一种特殊的非传统商业风险，国际社会对政治风险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美国学
者西蒙认为，政治风险是指产生于东道国境内外、对大多数外国投资经营产生消极影响的政
府或社会行为与决策。1在中资企业“走出去”的特殊时代背景、“一带一路”沿线区域错
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以及沿线国家多元化社会意识和宗教文化等原因的综合作用下，中
资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在当前变得十分敏感和突出。
（一）中资企业的“政治标签”与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的交织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为遏制中国崛起威胁其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一些不怀好意的
西方政治势力不断在国际社会卖力鼓噪“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地区霸权主义”，大肆歪曲
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周边国家历史上原本就对我国抱存政治敏感和疑惧心理，加上
西方势力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歪曲和恶意渲染，致使这些国家对中资企业海外投资的
偏见明显增多，甚至出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排斥。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因其承载所谓
“一带一路”国家使命的战略意涵，中国推出的丝路基金、亚投行和金砖国家银行等国际经
济合作措施都被贴上了厚重的政治标签。
此外，错综复杂的传统地缘政治也成为制约我国海外投资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风险
因素。“一带一路”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结合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油气资源储量丰富，历
来是大国争夺的焦点，“一带一路”经济带的提出必然冲击到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受大国
博弈政治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全球重大地缘政治风险主要集中在中东、南亚、东南亚、东欧、
东北亚等地区，诸如东亚朝核问题、东南亚恐怖主义、南中国海争端、南亚印巴矛盾、伊朗
问题、中东问题和中亚极端主义等地区政治问题，都是影响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动荡
的重要根源。当“中国威胁论”与大国博弈的地缘政治交织在一起时，“一带一路”建设中

Jeffrey，“Political Risk Assessment: Past Trends and Future Prospect”，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Vol.17. Fall 1982.pp.62-64.
1Si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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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风险就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与难以预料，从而给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带来特殊的政治风
险。
（二）中资企业国资国有背景与新经济民族主义的冲突
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国家，我国在政治体制与经济制度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
在较大差别。目前，国有企业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主导力量，也是我国外向型经
济和海外投资的主力军，很大程度上指引着我国经济政策改革开放的走向，从而与国家重大
发展战略以及国家根本利益存在着密切联系。虽然我国积极推行市场经济改革，初步建成了
较为完善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但市场经济地位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因而中资
企业的海外投资容易遭受其他国家的制度性歧视与限制。在美国主导的双边投资保证协定
（BI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等国际条
约中，均武断地认为国有企业因获得政府补贴在投资中享受不当利益而有违竞争中立原则，
强调对国有企业予以“特殊对待”，常常作为一般待遇条款的例外予以适用。除了在这些重
要的国际协定中纳入相应的“特别待遇条款”之外，美国现已在外国投资安全审查等专门法
律中对国有企业规定了严格的审查标准，这些严苛甚至歧视性的法律条款势必在更大范围内
成为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经营障碍和风险源头。2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局的复杂多变性
亚洲大部分国家处于复杂的政治经济转型阶段，社会发展趋向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
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容易诱发政治风险。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态、历史文化、民族宗教、
法律体系差别较大，中资企业在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经营的过程中，面临的非商业风险也比其
他地区更为突出。根据 2011 福布斯发布的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国家（地区）风险排行榜，在
进行风险等级综合测评的 177 个国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处于风险系数较高的四
级和五级，在针对政治风险的“政治稳定与无恐怖暴力活动”的专项测评中，这些国家也大
都处于第 100 名开外。如吉尔吉斯斯坦、缅甸、尼泊尔和伊拉克等国家分列政治风险专项测
评的第 145、155、167 和 174 位。

二、MIGA 承保“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的传统优势
非商业保险制度是跨国投资政治风险补偿与救济的重要法律手段，主要包括多边投资担
保、双边投资保证协定（BIT）和投资母国的海外投资保险等法律制度。目前“一带一路”
沿线共有 66 国，如果完全依靠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来保障中国与 65 国间
的投资政治风险，至少需要 2211 个协定。3因此，要建立健全覆盖沿线所有国家的双边投资
保护网络，需要花费巨大的缔约成本和时间成本。此外，受制于投资母国的国内法和 BIT 仅
适用双边条约缔约国范围的有限性，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和 BIT 在承保范围、法律效力与赔付
争端解决等方面都难以适应国际投资多元化的现实需要。有鉴于此，1985 年世界银行年会
通过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Convention Establishing the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MIGA 公约），并于 1988 年成立了 MIGA。作为专门承保非商业风险的
多边担保机构，MIGA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保险机构和双边投资保证协定在适用效力和
承保范围的力所不逮，成为当前防范和化解跨国投资非商业风险的最重要多边机制。
（一）MIGA 承保跨国联合投资的国际性与“一带一路”投资的国际化发展目标
对于申请投保的外国投资者，公约规定必须是具备东道国以外会员国国籍的自然人或法

2屠新泉、周金凯：《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对中国国有企业在美投资的影响及对策分析》，《清华大学学

报》2016 年第 5 期。
3张晓君、魏彬彬：《“一带一路”区域投资保险机制的评估与创新》，《学术探索》2017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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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法人须是在非东道会员国注册并在其设有主要业务场所，或法人多数股本为非东道会员
国或几个会员国所有或其国民所有。对于法人的权属性质，公约淡化了国有与私有的制度歧
视色彩，强调基于商业运营主体的平等性，公私法人均可向 MIGA 申请投保。公约的这些
灵活规定与适时创新，非常适宜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国籍、不同性质的投资主体进行跨国
联合投资。目前，来自不同国家投资者的联合投资已成为国际投资的新型合作方式。通过吸
收多国投资者参与国际投资或跨国项目，一则可以各取其长，分别发挥联合投资者各自的资
金、技术和管理的差别化优势；二则可以壮大利益共同体，整合资源优势，最大限度降低与
分散跨国企业或跨国联合投资项目的商业风险与政治风险。如果这种政治风险的“降低”和
“分散”还不能完全防范风险的话，MIGA 则为跨国联合投资的政治风险提供了国际法上的
保险补偿和事后的救济措施，使得国际联合投资的政治风险加固了 MIGA 专门担保的法律
防护。
我国海外投资主要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提供投融资安排，所涉及的大都
是资金技术密集型的大型项目，往往需要广泛吸收多元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国际合
作，因而来至不同国家投资者的跨国联合投资非常适合中资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导向。因此，
为最大程度上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多个国家的联合投资项目最适宜于投保 MIGA。值得注
意的是，MIGA 承保的投资并不看重资本的来源性质，无论国有还是私人所有，只要秉承商
业化和市场化原则运作，就属 MIGA 认可的“合格投资”，这对于中资机构广泛吸收多元
化和多渠道资本，开展国际范围内的 BOT、PPP（公私合营）以及境外工业园区的资本运作
4，提高国际资本的效率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二）MIGA 承保项目的发展性与“一带一路”投资的市场化目标
MIGA 的首要目标是鼓励和推动会员国向发展中会员国进行生产性投资。为促进投资真
正有利于东道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也即从根本上降低源自投资项目本身的风险，公约强化了
承保投资项目的发展性目标。
1. 经济上的合理性
公约第 12 条第(4)款规定， MIGA 在担保投资前，应弄清投资的经济合理性。经济合理
性首先取决于投资项目技术的可行性与先进性，其次取决于投资项目金融和经济上的独立性。
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其他相关生产经营因素，综合评估投资项目将来可能实现的合理利润空
间。在投资项目的经济合理性评估中，尤其要将各种形式的国家补贴等非市场化因素排除在
外，其目的是使投资项目在没有政府补贴、关税优惠等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下，依靠投资项目
自身的市场可行性、预期收益率而独立生存并发展壮大。与此同时，东道国只有凭借投资项
目本身的经济合理性，才能促进本国公平竞争秩序的营建和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投资的发展性
公约第 12 条第(4)款从促进东道国发展目标的角度界定了“合格的投资”，规定 MIGA
在担保投资前，应弄清投资对东道国发展所作的贡献，并与东道国确立的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由于发展中国家招商引资的主要目的就是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因而尽管晚近的国际投资仲
裁裁决尚未将“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作为界定“合格的投资”的标准之一，但是在确定
ICSID（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对事管辖权和国际投资协定的适用范围时，无不将其作为

4唐晓阳，唐溪源：《从政府推动走向市场主导:

海外产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外交评论》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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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考量因素。5跨国投资要切实符合东道国的开发重点，促进东道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否则就会浪费东道国的资源，甚至损害东道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从而给投资项
目带来潜在的政治风险。
我国是传统意义上的最大发展中资本输入国，但近年来又增添了最大发展中资本输出国
的身份，因而我国传统投资条约只考虑投资者保护而不考虑东道国权益的做法显然已经不能
适应实际发展的需要。6如目前巴基斯坦基础建设、资源能源开发等领域比较落后，非常渴
求外国资金、技术和人力管理资源的投资扶持和帮助。为解决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桎梏，巴
基斯坦政府将电力行业作为优先支持的重点投资领域，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并保证外来投资
者在回收合理建设和运营成本的前提下获得较好投资收益。因此，丝路基金联合三峡集团，
以共同投资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的方式支持其电力开发，不仅完全契合该国经济社会的优
先发展目标，也集中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价值导向。
（三）MIGA 承保范围的广泛性与“一带一路”投资的特殊政治风险
公约第 11 条规定了 MIGA 的承保范围和险别，在不违反该条第（2）款和（3）款规定
的前提下，7申请人可因货币汇兑险、征收或国有化险、战争和内乱险以及违约险等政治风
险而产生的损失为合格的投资叙作担保。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各国传统的海外投资保险制
度，违约险是 MIGA 非商业风险业务的创新和拓展。MIGA 创设违约险的目的在于加强东
道国和投资者之间合同安排的可信赖性，以保证投资者的投资经营权与合同权利的稳定实施，
对于面向发展中会员国急缺基础设施的国际投资具有较强的保证作用。发展中国家的港口码
头、水电基础设施、输油管道、通讯设施、公路高铁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般都是
由东道国政府以特许协议的方式招商引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也主要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
施建设与资源开发提供产业合作支持与投融资服务。因此，MIGA 违约险种的拓展为中资企
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力开展基础设施的海外投资提供了强有力的国际制度保证。
此外，经过 MIGA 董事会的同意和批准，恐怖主义风险也可以被增列新型险种。在国
际层面上，由多边性国际机构对恐怖主义进行担保，无疑成为削减风险，降低损失的必要法
律保障措施。经过特别程序，公约第 11 条第(2)可将承保范围扩大到第(1)款四种政治风险以
外的其它非商业风险。公约的该项规定相当于法律条文列举事项中常用的兜底条款，通过扩
展性的法律适用解释，以应对将来不断出现的新型非商业风险。因此，公约对 MIGA 担保
范围有保留的灵活规定，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不断激增的恐怖主义等新型政治风险担保提供
了重要的法律依据。我国海外投资所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处于恐怖主义的敏感区域，
非商业风险较为突出。根据该条的规定，中资企业可以主动要求或联合沿线东道国向 MIGA
提出申请，经董事会特别多数票决通过后，可将其承保范围扩大到这种新型的非商业风险，
以满足中资企业对海外投资恐怖主义风险的担保需求。
（四）MIGA 争端解决模式与“一带一路”投资争议的非政治解决
作为世界银行集团的成员单位，MIGA 体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治理规则上
对立冲突又互相依存的合作产物。这种妥协成果在投资争端的非政治化处理方面表现尤其明
显：MIGA 与外国投资者签订的担保合同对东道国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MIGA 对东道国

5黄世席：《国际投资条约中投资的确定与东道国发展的考量》，《现代法学》2014年第5期。
6余劲松：《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投资者与东道国权益保护平衡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1

年第 2 期。
2 款规定货币贬值或降值造成的损失；第 3 款规定，由于被保险人认可或负有责任的东道国政府的行为
或疏忽；以及发生在担保协议缔结之前的东道国政府的疏忽行为或其它任何事件而造成的经营损失。由于
上述原因造成的损失，不在担保范围之列。
7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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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代位求偿权；承认以国际仲裁的方式解决 MIGA 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在仲裁程
序中选择适用东道国的国内法规则、MIGA 公约或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承认国际仲裁裁决
对当事方的法律拘束力和最终司法效力等。因此，相对于单纯保护本国对外投资的海外投资
保险机构而言，作为政府间国际组织的 MIGA 更有利于消除东道国政府与母国投资者之间
的猜忌，8从而促进它们之间的互信合作与共赢发展。
以代位求偿权为核心的 MIGA 争端解决机制，不仅从法律救济程序上缓解了因政治风
险引致的当事国之间的外交对抗，还以司法化的解决方式促进了投资争端的非政治化解决。
同时，MIGA 也为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提供了一个交换意见、处置争端的平台和场所。
当 MIGA 投保的政治风险发生后，投资者只需向 MIGA 提出赔偿损失即可。随后把担保合
同中投资者对东道国的求偿权转移给 MIGA，作为会员国的东道国认可并遵守 MIGA 公约
中的代位求偿权，并对 MIGA 进行最终赔付。如果发生代位求偿权争端，东道国应按照公
约第 57 条(b)款的规定，提交该公约附件Ⅱ所定的仲裁程序解决，该仲裁程序与 ICSID 体制
类似。9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沿线 66 个国家中只有 3 个是非 MIGA 成员国，而非
ICSID 成员国却多达 13 个。相较于东道国当地的司法救济方式，外国投资者以东道国政府
为被告提起的政治风险赔偿诉求，容易遭遇东道国司法体系不能有效运转或司法豁免权等救
济障碍。例如在实践中，中资企业在利比亚的投资合同中多选择利比亚法院解决投资争端，
而目前该国司法体制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因而难以及时、有效地解决战乱给中资企业造成的
投资损失救济问题。10
“一带一路”是我国主导的国际合作战略，海外投资往往需要政府力推或启动，因而易
于被贴上政治标签。当出现政治风险后，中资企业又常常依赖政府出面进行政治解决或外交
斡旋，如此往复形成了海外投资中的“死结”。但凡涉及投资的国际争端，政治化的争端解
决方式往往费时耗力或无疾而终，甚至会进一步恶化两国投资的政治风险。为避免和改善我
国海外投资中的这一困境，中资企业除了在源头上尽量避免政治化的投资启动模式之外，还
应在投资争端出现后，尽可能借助司法途径解决投资争端。为避免重蹈类似在中缅系列合作
投资项目中政治解决的僵局，中资企业应在“一带一路”海外投资中，大胆选择和合理利用
MIGA 这种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桥梁作用，巧妙疏导与化解我国海外投资中的政治风险和争端。

三、MIGA 承保“一带一路”投资的不足
据世界银行统计，2012 年以来全球政治风险的保险额度保持高达 33%的快速增长，并
在 2013 年再次超过流入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期增长速度。从 2016 年开始，中国
对外投资流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1961.5 亿美元，增长 34.7%，继续保持全球第二位的投资
大国，占全球的比重首超一成。2018 年上半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新增 74 亿美元投
资，同比增长 12%；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 82 家，新增投资 25.9 亿美元，
占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新增总投资的 87%。但是，本应相伴相生的海外投资担保却没有保持
相应的增长比例。根据笔者截至 2020 年 3 月的搜索统计，MIGA 承保的包括香港地区的中
国海外投资项目仅仅只有 9 项，其中内地的 7 项海外投资全部始于 2017 年，投保率和投保
额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中国居于世界第二大投资母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中国海外投资
的高歌猛进、MIGA 的积极推动与中资企业投保 MIGA 的冷落现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个

8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14 页。

9徐崇利：《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比较优势及新世纪的发展战略》，《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
10梁咏，何力：《东道国动乱背景下的中国海外能源投资保障研究》，《国际经济法学刊》2012

525

年第 3 期。
年第 2 期。

中原因令人深思。除了中资企业对海外投资政治风险投保的法律意识较为淡薄之外，MIGA
担保的供给不足也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原因。
首先，MIGA 体制本身的时滞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投资投保。
MIGA 是发达国家主导经济秩序的政治产物。尽管公约在第 34 条明确规定了机构和工
作人员的政治中立性，11但是，MIGA 是由世界银行发起设立，在合格东道国审查、权益分
配、机构管理以及争端解决等方面仍然明显带有发达国家的政治烙印。根据公约第 35 条“与
国际组织的关系”条文的规定，MIGA 长期以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尤其与国际复兴开发
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等世界银行集团其他四个成员单位保持非常密切的政策协调关系。此外，
世界银行行长在“习惯法”上也是 MIGA 董事会的当然主席，由美国人垄断任职。可见，
作为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单位的 MIGA 不可避免地会更多体现发达成员国投资的政策倾向与
担保意愿。
此外，作为多边性的国际保险机构，MIGA 是发达会员国与发展中会员国相互妥协与合
作的结果。虽然 MIGA 为促进资本流向发展中会员国与改善国际投资环境起到了一定的积
极作用，但由于 MIGA 只承保投向发展中会员国的投资，即不能以投资担保合同主体资格
的地位缔结合同，因而发达国家投资母国与发展中东道国的身份标签严重制约了国际资本的
正常流动。我国目前既是接受国际投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迅速成长中的最大资本输出
国。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日益成为对外投资的
热点区域，而且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成立于 30 多年前的 MIGA 体制，目前还暂时无
法包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所引发的双重身份问题，因而我国的海外投资在政治
风险担保中首先会面临身份识别的定位难题。
其次，MIGA 份额分配与决策机制制约了担保容量。
由于发达会员国占据主要份额，无论是承保项目审批的最终决定权，还是高额保险费用
的收益分配，MIGA 的体制安排都会服从于发达会员国投资的战略意图与利益需要。MIGA
沿袭世界银行集团的份额分配制度，政治风险的承保容量主要根据会员国所占的份额进行分
配。我国虽然是 MIGA 的第六大股东，但仅占 3.358%，因而我国海外投资申请 MIGA 担保
的承保金额受到了“配额”的限制。同时，MIGA 对国家和项目的承保额都设定了上限，即
各国的承保限额为 7.2 亿美元，各个项目的限额为 2.2 亿美元。如果以 MIGA 成员国 7.2 亿
美元的最高承保额度来计算，181 个成员国的总体承保额度则为 1303.2 亿美元，而仅“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 10 年基础设施的保守投资担保量就超过 8 万亿美元。显然，MIGA
的承保能力远远无法满足当前国际投资政治风险担保的增量需求。随着“一带一路”沿线投
资的持续增长，投保需求与风险覆盖的矛盾也将随之进一步激化，从而导致 “一带一路”
沿线的投资要么忽视政治风险进行 “裸投”，要么绕开 MIGA 的多边担保体制而寻求新型
的非商业保险机构。
最后，MIGA 审批效率不高，保险费用比较高昂。
MIGA 市场化的运作模式，非常注重投资项目的质量和经济贡献率，从源头从严把控风
险，对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和降解政治风险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但另一方面，
繁多的审查内容、冗长的审查程序和昂贵的保险费用也给海外投资企业造成了“不能承受之
重”的成本负担（包括机会成本），尤其是对于迅速崛起中的我国中小海外投资者，无疑是

11公约第

34 条规定，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及其总裁和工作人员不得干涉任何成员国的政治事务，机构的一切
决定均应不受会员国政治性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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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消其申请投保积极性的重要制约因素。如 MIGA 现行的年保险费率维持在 0.3%至 1.5%之
间，有些险种的保险费甚至最高可达 7%，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办海外投资保险业务
的平均保费率则只有 5‰左右。

四、“一带一路”多边投资担保机制的创新
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投资安全保障合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应在借鉴与吸
收 MIGA 机制传统经验的基础上，牵头组建具有“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共享、互利共赢”
价值导向的新型区域性投资担保机构（the Road or Region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下
文简称为 RIGA），在担保宗旨、组织体系、承保条件、承保险种、理赔和争端解决程序等
方面，进一步改善和弥补传统多边投资担保机制的不足，以适应“一带一路”特殊政治风险
担保的增量要求。
（一）法律地位与宗旨目标
RIGA 旨在保障“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政治风险，核心业务是为“一带一路”沿线投
资的非商业性风险提供担保，拥有独立法律地位是其开展投资担保业务的前提条件。RIGA
应首先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享有政府间国际组织在档案管理、通讯自由、税收和公务执行
等方面的特权和豁免。同时也应具备私法意义上完全的法人资格，有缔结合同、取得和处分
动产与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法律权能。12为避免出现类似 MIGA 担保能力的供给不足问题，
新建的 RIGA 应重点关注担保资金的来源多元化与担保容量的有效供给。RIGA 可以借鉴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资模式，由中国作为发起设立国，承担最大的认缴股份和行使第一
大股东的管理职责。除了区域内外成员的认缴股本之外，还可在国际资本市场以发债等方式
低成本筹集资本，这些资金构成 RIGA 普通担保业务的核心资本。此外，RIGA 还可以授权
一个或若干成员方自行筹款的方式，设立专门的投资担保基金，为特定区域或特定行业的投
资者（不论是否具有 RIGA 成员方国籍的投资者）在沿线国家或全球范围内的投资提供担保，
即“赞助担保”。RIGA 这两种形式的投资担保，目的都在于进一步促进国际投资在供需国
家间的双向流动，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区域间的基础设施投资，同时促进国际投资自由
化和安全化的进程，从而进一步彰显“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性与开放性的制度优势。由于以
改善和弥补现有多边投资担保制度的不足为出发点，中国发起设立的 RIGA 无意冲击或取代
现有的国际投资担保体制。因此，除了内设资本制度之外，RIGA 还应加强与相关国际金融
组织的外部联系与业务合作。作为与“一带一路”投资体系配套的多边性非商业风险担保机
构，RIGA 应加强世界银行、亚开行、亚投行和金砖国家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投融资合作，尤
其要注重与 MIGA 开展投资担保的共保和分保业务合作，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乃
至全球投资担保效率的提升与担保增量的供需平衡。
（二）合格的投资和投保人
由于 MIGA 对承保条件的规定比较严苛，造成了大批具有发展前景的投资被排除在其
担保之外。为促进“一带一路”投资的便利性、安全性和发展性，RIGA 应当在承保的合格
投资、适格投资者、适格东道国、以及承保范围等方面做出更为宽松灵活的规定，尽可能地
将沿线区域内投资纳入到担保范围，
从而对目前 MIGA 的多边投资担保体系进行拾遗补缺。
RIGA 对合格投资的判定标准应以“一带一路”的“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精神作为指导原
则，并以该投资能否促进沿线区域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原则，将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劳工

12陈虎：《“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湘潭大学学报》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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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等相关目标进行综合考虑。因此，RIGA 对投资的适格性不宜作严格界定，在对成员方
和项目的承保限额作出原则性规定的同时，适当保留政策的灵活性和弹性规定，并允许在一
定条件下适当调整“适格投资”标准，由董事会酌情决定投资是否合格。
为了与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投资形式相匹配，RIGA 重点考虑的承保对象将是股
权投资和股权持有人发放或担保的中长期贷款。根据通行国际实践，RIGA 可以借鉴美国等
发达国家的投资保险做法，将产品利润分成合同、特许协议、交钥匙合同、国际 PPP 项目、
许可证协议、经营性租赁协议和附属公司债券等其他在国际投资实践中较为普遍的非股权投
资形式逐步纳入其承保范围。此外，MIGA 公约对于“适格投资”的时间界定有严格要求，
一般限于投保申请注册之后才开始执行的新投资。因此，RIGA 也可以采取灵活的投资认定
方法，将适格的投资扩展至现有投资的更新、增资扩股以及利润的再投资等，甚至经董事会
批准，也可以将已经开始施工投产的重大投资项目纳入承保范围。
（三）承保风险
“一带一路”投资担保机构除了承保征收险、战争险、汇兑险和违约险等四类传统政
治风险之外，考虑到近年来新型非商业风险对国际投资环境造成的巨大威胁和损害，尤其是
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的主要新型政治风险，RIGA 应将 MIGA 的传统承保范围进
行适当扩展。
1. 恐怖主义险
2001 年美国“9.11 事件”以来，跨国公司及其员工逐渐成为恐怖主义的重灾区，不仅
给海外投资企业造成了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也给海外投资的安全发展蒙上了恐惧的心理阴
影。恐怖主义虽然不属传统的政治风险，但其对海外投资环境的破坏性非常巨大，当前已逐
渐上升为国际投资领域的主要非商业风险。随着我国海外投资的不断拓展，中资企业和工作
人员因恐怖活动受损的事件越来越多。由于在外国经营企业和承包项目的中国公民比较多，
加上众多中国能源资源开发企业、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一般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偏、远、
穷、危地区，东道国政府稍有保护不周，就极易遭受恐怖袭击、绑架和劫持等非商业风险。
近年来，巴基斯坦国、阿富汗和中东地区国家教派冲突加剧，政治暗杀活动频发，汽车炸弹、
持枪抢劫和绑架等恶性治安案件呈上升态势。这些潜在的恐怖主义因素给“一带一路”海外
投资带来了难以预测的非商业风险。因此，RIGA 的恐怖主义险是指个人或少数人意图对“一
带一路”东道国民众或政府政策和行为产生强制或影响，通过暴乱、爆炸、伤害和烧杀劫掠
等极端暴力行为，危及外资企业及其员工的生命、投资财产或基础设施而产生的政治风险。
2. 法律政策变动险
近年来，中资企业的海外投资屡屡遭遇目标国的所谓经济安全审查和抵制行为。除了投
资企业在设立及持续经营中常规审查的法律风险之外，海外投资者还会经常遭遇法律政策变
动带来的风险。如中国投资的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项目、泰国高铁项目以及马来西亚新隆高
铁项目等基建工程，都曾遭遇东道国政府单方面暂停或取消的投资经营受阻。因此，法律政
策风险是指由于东道国法律政策的更新或变动，或者法律政策实施审查标准和内容的变更，
导致外资企业违反了东道国相关法律，使其经营活动面临的风险。常见的法律政策风险包括：
政府特许审查、行业规则和监管变动、撤销许可证及续期废止以及知识产权保护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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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冲突险
21 世纪以来，特别受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经济下行的影响，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优化产业结构”为名义的“新经济民族主义”在许多国家渐成气候。13这些国家在谋求经
济安全与独立，捍卫自然资源主权的旗号下，掀起了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排外潮流。
经济周期的起伏波动、能源资源产业的显著利益以及重大资源及基础设施工程的敏感性，使
得众多跨国能源资源企业成为新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重灾区，导致这些领域的海外投资面临
日益增大的排外政治风险。针对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外经贸投资活动，个别国
家甚至由单纯的经济歧视和抵制发展为游行示威、罢工、暴力冲击中资企业等大规模的恶性
排华事件，严重阻碍了中资企业的海外投资与运营。因此，社会冲突险是指因东道国普遍性
的社会排外情绪导致的劳工参加游行示威、工潮、暴动和社会动乱，或被动停止工作给跨国
企业造成的风险和生产经营损失。
4. 经营中断险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非政府组织在数量上呈现爆炸性的增长趋势，对国内国际
事务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和社会作用都在与日俱增。尤其是在涉及重大的国际项目投资与运营
时，从事维护自然环境、生态资源、人权与劳工权益保护等专门领域的非政府组织的地位显
著提升，而政府的治理作用则有所下降。14在全球治理中应运而生的环保、人权、劳工组织
以及地方族群等非政府组织，逐渐深度嵌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生态，并成为海外
投资环境评估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力量。中缅油气管道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缅甸
政府力推的重大跨国投资项目，但从 2010 年动工开始，缅甸环境与生态保护等非政府组织
和当地居民就以管道沿线生态环境保护为由，进行强烈的抵制和反对。迫于这些非政府组织
和当地居民的压力，缅甸政府转而向中方施压，不断变更特许协议和合作条件，从而不断诱
发经营被怕中断的非商业风险。因此，经营中断险是指因东道国社会政治风险的发生造成国
际投资者被迫中断生产经营并遭受损失的风险。
（四）投保与赔付程序
MIGA 担保规则的过于繁琐和低效，造成了海外投资保险的机会成本和投资成本的坐大。
“一带一路”投资担保机构的程序规则应当重服务，轻审批，在投保手续、保费缴付、代位
求偿权的行使、理赔流程等方面尽可能简化程序，降低保费，灵活地满足投保人的需求。例
如，对于申请投保的审核周期可以压缩到 45 日以内，并采取成员方对 RIGA 就预定风险进
行担保事前批准的做法，以提高审核效率。
（五）代位求偿权与赔付争端解决机制
为吸引投资和更好地解决沿线区域的国际投资争端，RIGA 各成员方应首先承认和尊重
RIGA 的代位求偿权。成员方对国际投资担保机构代位求偿权的认可，使得原属外国投资者
和东道国政府两个“不平等”主体间的投资赔付争端转换成两个平等国际法主体间的内部化
解机制，因而代位求偿权是国际担保机制运作的核心和关键。当承保政治风险发生时，RIGA
应首先向投保人支付相应的赔付款，随后取得投保人对东道国政府索偿的代位求偿权。如果
RIGA 与东道国之间发生赔付认定及有关代位求偿权的纠纷，成员方与 RIGA 应选择通过调
解或国际仲裁的方式解决赔付争端，以避免投资者与东道国以及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直

13Sam

Pryke,“Economic Nationalism: Theory, History and Prospects，Global Policy,2012.issue3，pp.281–291.
N.Rosenau，“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ance: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5.
14 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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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对抗局面的出现。

五、结论
“一带一路”倡议是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的新型区域合作发展战略，但沿
线区域高危的政治风险已成为阻碍各国深化合作的突出制约因素。为保护和鼓励中资企业的
海外投资，以非商业保险的法律手段对其政治风险进行防控、疏导和救助，对于平稳推进“一
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布局，促进中资企业尽早形成稳健高效的跨国投资运作模式，至为紧迫
和关键。相较于一国或双边性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MIGA 的多边投资担保机制在跨国主体
联合投资的国际化、投资项目审查的市场专业化导向，政治风险保证的法律化，以及争端解
决的非政治化，在防范和化解国际投资的政治风险方面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作为现有经济
秩序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中国不应当全盘否定现有法律体系，而应继续强调和应用其重
要性。15因此，在当前“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政治风险担保制度供给明显不足，甚至严重缺
位的紧迫背景下，沿线国家的企业充分利用现有的 MIGA 多边担保机制来保证海外投资的
非商业风险，不失为具有制度功能主义色彩的投资便利化措施，从而推动企业真正走上国际
化、市场化和非政治化运作的稳健发展道路。但另一方面，从“一带一路”倡议的长远发展
眼光来看，考虑到 MIGA 担保能力的严重不足和时滞性的明显缺陷，我国还应在充分借鉴
MIGA 协同推进世界银行投融资体系的经验基础上，着手建立专门从事政治风险担保与争端
解决的“一带一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进一步推动和完善与“一带一路”投融资体制相匹
配的风险防控和风险保障制度，从而加快我国参与国际投资环境全球治理与规则重构的步伐。

15

张乃根：《试论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演变与中国的应对》，《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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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单证法律规则的再统一
李小年

摘 要：联合国和 WTO 都在努力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和贸易便利化，运输单证作为贸易、结算和运输的纽带在促进
国际贸易便利化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但现实困境是，传统运输单证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争议没解决，新的运输单
证又带来新问题。有关运输单证的国际规则存在分散化差异化的现象，增加了交易的不确定性，更容易引发纷争。
在当前长期中美对抗，经济全球化受阻，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开花结果，新的航运技术和全球经济格局改变的情况下，
各利益方也需要重新平衡，运输单证法律规则的统一化比货物运输法律的再统一更重要。本文综合分析了《海牙规
则》、《海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及各国国内海商法改革有关运输单证的若干法律问题
后，提出国际货物运输法的统一应聚焦重点，只针对运输单证的法律效力，特别是对新型运输单证如海运单，铁路
提单，多式联运单，电子运输大单证，以及各类运输单证在控制目的地交货，在途货物处置，权利转让等方面做出
统一规制。新的统一法立法取向是涵盖各类运输单证，重新考虑各利益方的平衡，注重保护第三方利益，重点规制
运输单证在交货，控制权，权利转让等方面的法律效力。首先在区域范围内，如 RCEP 十五国内推出区际示范法，
再适时推出统一法。
关键词：区际；运输单证；法律统一化

一、问题的提出
（一）运输单证法律制度碎片化差异化带来的现实困境
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协调统一已是一个世纪都在热议却都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国
际上已生效的三项强制性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并存，给贸易实践和航运实践带来众多纷扰。这三项传统的海上
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如 1924 年的海牙规则，1968 年的维斯比规则和 1978 年的汉堡规则分别代表货主和船东的利益。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各国纷纷修改本国的运输法或海商法，以适应新的航运和贸易实践的需要。1993 年中国的《海
商法》也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列入二类立法项目，进入实质修订阶段。加上单一运输法律公约，多式联运公约等，国
际运输法律体系碎片化差异化现象进一步凸显。
国际贸易和航运的现实窘境是，传统运输单证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争议没解决，新的运输单证又带来新问
题。哪些运输单证可以视为与货物相关的可流通的物权凭证？记名提单、海运单、空运单、多式联运单在实践中
有何法律效力？在贸易、运输和融资等各阶段不同持有人手中又代表何种权利？在不同的国家法律中，“物权凭
证说” 和“债权凭证说”并存，各类运输单证的功能及持有、转让的法律效力仍有很多歧义，导致了法律上的不
确定性，给航运和贸易实践带来很大的困扰和纷争。甚至同为英美法体系下的香港和新加坡法院、英国和美国就
同一问题、同类提单也有截然不同的判例和立场1。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最近也出现了铁路提单法律效
力的纠纷案。2各国对运输单证规制的不统一引发了大量的法律诉讼，大大影响了国际贸易便利化。
（二） 新技术新变革造成的法律上的空白和滞后
电子商务和智慧航运为海上货物运输带来了新的社会和经济变化，新技术的发展也让海上风险大大降低。过时
和零散的公约在实践中跟不上新的发展，一些国家单方面进行了国内法改革，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运输单证法律制度
的分散性。海运单和电子提单（鹿特丹规则称“电子运输记录”）可以解决传统提单所产生的许多问题，但国际法
和各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中对电子提单的效力也存在分歧。“一带一路”建设对全球贸易和航运都将产生长远影响，
截止到 2020 年 7 月，中欧班列已经开通 65 条线路，连接包括俄罗斯在内的 15 个国家的 50 多个城市，已经开行 1
1

黄乔：《全国首例涉及铁路提单的物权纠纷案宣判》，重庆日报 7 月 3 日讯，“6 月 30 日，全国首例涉及铁路提单的物权纠纷案在
重庆两江新区(自贸区)法院一审宣判——支持铁路提单持有人(原告)的诉讼请求，确认原告享有铁路提单项下车辆的所有权，物流
公司向原告交付车辆”。

2

2018 年 11 月 7 日，《国务院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正式印发，其中第十八条明确指出，支持有条
件的自贸试验区研究和探索赋予国际铁路运单物权凭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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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列，初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运营格局3。2020 年上半年全球疫情爆发期间，中欧班列不论是从开行数量还是从发
货数量，都表现出逆势增长的强劲势头。铁路提单是否具有和海运提单一样的可流通的物权凭证的效力？由于缺乏
统一有效的专门针对运输单证的国际公约，这些新型运输单证的法律效力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仍有很大的差异
性。
（三） 运输单证法律协调和统一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一个多世纪以来，海牙/维斯比规则中确立的关于承运人赔偿责任的强制性规则并没有太大变化。尽管一些国家
未采用维斯比规则，但基本原则保持不变。全球航运业发展到现在，承运人的适航义务客观上已受到船舶安全公法
的重大影响。由于航海技术的提高,船舶抵御海上风险的能力增强,承运人能够成功援引航海过失和管船过失而享受
免责的案例比例极低。除了需要从承运人责任豁免清单中删除航海过失以外，《海牙规则》所建立的基本赔偿责任
制度仍然为大多数国家广为接受。在这方面，已经部分实现了较大范围内运输单证法律制度的统一，即便有差异，
对国际贸易的便利性影响也不大。但是，《海牙规则》仅适用于提单和类似的物权凭证（document of title）4。那
么哪些运输单证可以视为类似的物权凭证？在实践中有何法律效力？在不同的国家法律中，各类运输单证的法律效
力仍有很多歧义，导致了更多的法律上的不确定性，也给贸易实践带来困扰和纷争。
（四）国际公约不是法律协调化的唯一途径
“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以下简称《鹿特丹规则》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律委员会(U
NCITRAL5)和国际海事委员会(CMI6)于 1996 年开始讨论，旨在创建一项新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其目标是涵
盖运输法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把应用范围扩展到“门到门”运输，并试图解决很多如运输单证法律效力，诉权和权
利转让等各国分歧较大的常见问题。经过 12 年的讨论和艰苦努力，2008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终于通过了这个公约。
《鹿特丹规则》试图结合航运和贸易的新实践新发展来平衡各方的利益，但至今仍未生效。截至 2020 年 6 月 5 日,
共有 25 个国家签署了《鹿特丹规则》;其中 5 个国家批准加入该公约, 分别是贝宁、多哥、刚果、喀麦隆和西班牙。
根据第 94 条规定,公约需要等待 20 个国家批准加入后一年生效。鉴于目前批准国家的数量增加缓慢，
《鹿特丹规则》
在未来十年也不太可能会生效。在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背景下，在区域化逐步替代全球化的发
展趋势下，我们不得不反思，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制度真的需要全球范围内的统一和协调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实
践中最迫切需要协调的是哪些法律问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更快地被大多数国家接受和认可的统一的法律规
则呢？
让我们回顾一下被大多数人忽视的重要立法背景。1996 年，联合国贸易法律委员会电子商务工作组的报告指出：
“现有的各国国内法及国际公约在诸如提单和海运单的功能，以及这些运输单证对货物买卖双方以及向运输合同的
当事方提供资金银行等权利和义务的影响，各种运输单证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等问题上留下了巨大的空白。一些国
家有关于这些问题的规定，但这些规定是完全不同的，更多的国家则缺乏运输单证法律效力和功能的明确规定。这
种矛盾成了商品自由流通的障碍，也增加了交易成本。在货物运输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电子通信手段，这进一步加剧
了国际运输单证法律体系零散纷乱的状况，实践中催生了相关法律规则协调化统一化的需求，特别是在解决应用新
技术所带来的特有的问题方面”7。因此，《鹿特丹规则》制定的初衷是促进海运单，多式联运和电子商务的新发展，
促进贸易便利化，从而替代《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海上货物运输
法。但《鹿特丹规则》目标过于宏大，涵盖范围太广，过于偏离现行的航运和贸易实践，过份倾向于保护船东利益，
和美国的运输法一脉相承，甚至鼓励对记名提单等也可以无单放货，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大陆法系国家和一带
一路沿线 FOB 出口国的反对8。 此外，其中强制性规范和自由选择的条款并存，最终沦为各利益方妥协的结果，鉴
于目前批准国家的数量增加缓慢，可以预见，《鹿特丹规则》在未来十年也不太可能会生效。
3
4
5

6

7
8

赵宇飞：《中欧班列（渝新欧）2020 年已突破 1000 班》，新华社重庆讯，2020 年 7 月 22 日。
《海牙规则》1-b 条
UNCITRAL 是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的缩略语,其设立宗旨是“世界各地经济相互依存度日益提
高，建立更完善的法律框架以便利 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重要性得到广泛承认。联合国大会通过其 1966 年 12 月 17 日第 2205 (X
XI) 号决议(见附件一)设立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贸易法委员会)，通过拟订并促进使用和采纳一些重要商法领域的立法和非
立法文书，履行促进国际贸易法逐步统一和现代化的任务”。详见官网 https://uncitral.un.org/zh.
CMI 是 Comité Maritime International 的简称，旨在通过各种方式和活动促进国际海商法、海事惯例和实践做法的统一的非政府性的
国际组织。迄今的主要工作是就相关的各类国际海事公约提出建议、制定草案、参加审议，国际上现行的不少公约均出于此委员
会。该机构成立于 1897 年，由各国海商法协会组成，总部设在安特卫普。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工作组 1996 年工作报告第 421 页第 104 段。
详见夏庆生：《“鹿特丹规则”与美国遏制中国、遏制“一带一路”的全球战略高度契合》，《中国经贸》2020 年第 5 期，第 102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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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航运和贸易实践中，运输单证有很多类型和不同的功能，《鹿特丹规则》中，运输单证分为流通和不可流
通几种类型， 不可流通的运输单证具有有限的所有权，例如控制交货和提起诉讼9。当无需转售在途货物时，应鼓
励使用不可流通的运输单证，但《海牙规则》却排除其适用。《汉堡规则》将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运输单证，但缔
约国只有 34 个，也无法达到在更大范围内统一国际运输法律制度的效果。尽管在实践中已开始较多地使用不可流
通的运输单证，但缺乏国际公约的强制性规范，其法律后果就是，承运人通过签发不可流通的运输单证来逃避责任。
这种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阻碍了海运单，多式联运单证和电子运输记录等新型运输单证的广泛应用。显
然，关于运输单证的功能和法律效力是更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协调和统一的突出问题。换言之，运输单证中记录
的条款和条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规范承运人与中间持有人或收货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最需要超国家法来统一规
制的。
海上货物运输单证法律的协调化和统一化一直得到热议，国内外很多学者都讨论和分析了该领域法律统一的必
要性和难点。例如，“海上货物运输法的统一” 10，“海上私法的统一性”11。自 1996 年开始酝酿，联合国国际贸
易法委员会（UNCITRAL）如此雄心勃勃地为整个海上货物运输法制定一项新公约实属不易。显然，如果统一的范
围越广，就越难统一。实际需要表明只需要统一某些规则，这就是为什么《海牙规则》和《华沙公约》的完整标题
是“统一某些法律规则……”12的原因。笔者认为，首先，从运输单证往往作为重要的贸易单证的商业属性来看，
从促进贸易便利化的角度来看，采用独立的运输单证立法更为可行。其次，除了对承运人长期的有关责任限制的讨
论外，应着重对运输单证法律效力和功能实行统一的规则。最后，区域性运输单证的法律协调和统一更具有可操作
性。

二、国际贸易新实践对运输单证法律规则统一化的迫切需求
（一）21 世纪新的贸易和航运实践对法律统一的需求
在分析一项公约的成败时，商业现实中的迫切需求是最重要的。正如著名运输法专家斯特利在评价《鹿特丹规
则》时提到，“简直无法忍受再度将海上货物运输法统一化的目标及其原则强加于商业社会的想法。只有能够明显
满足商业社会现实需求的公约才应被各国批准，并且只有在证明该公约适合转化为国内法得以实施时才能立法。13”
即，只有在实践中有迫切的需要，才有可能被国家内国法接受，才有可能实现法律的统一和协调。也只有大多数参
与方都对新规则感到满意，达到一个利益平衡点，公约才能被批准和采用。
谈到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制度统一性，往往最多的海事承运人责任限制问题。但现在迫切需要统一的是哪些法律
问题？哪些通过合同自治和契约自由无法达到，必须采取国际强制性的规范来统一规定？在制定《海牙规则》后的
70 年中，海运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造船技术的进步，航行速度的提高以及集装箱化的快速发展降低了运营成本和海
运成本。承运人的风险降低，通信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商人能够就运输中的货物立即联系并向承运人发出指示。
航运和贸易实践中出现了新的运输单证，例如海运单，多式联运单据。前述几个生效国际哦公约既有过时之处
又留有空白之处，迫切需要探讨从未处理过的新问题。例如，在没有签发可流通运输单证例如海运单、多式联运单、
铁路运输提单的情况下，谁有权向承运人指示交付货物并在货物仍在运输途中时更改指定的收货人？签发新型运输
单证对承运人适用哪种责任限制？
电子数据交换在货物运输中的使用日益增加，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零散而分散的法律的后果，电子运输记录14需
要各贸易国统一的规定来解决新技术的使用所特有的问题；总而言之，运输单证领域存在许多传统的老问题和新的

Nicholas Gaskell&Regina Asariotis& Yvonne Baatz，Bills of Lading，Law & Contract， LLP Professional Pub，2000，para 22.12.
See Michael F. Sturley, “Uniformity in the Law Governing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26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and Com
merce at 553, 1995.
11 See William Tetley, “International Maritime Law: Uniformity of International Private Maritime Law - The Pros, Cons, and Alternati
ves t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 How to Adopt a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http://tetley.law.mcgill.ca/maritime, 22 September 20
05; See also Patrick J. S. Griggs, “Obstacles to Uniformity of Maritime Law, The Nicholas J. Healy Lecture”, 34 Journal of Mari
time Law and Commerce 191, 2003; Ivo Grabovac and Dragan Bolanca, “The Problem of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 A Proposal of the Unification”, 40 Comparative Maritime Law.
12 《海牙规则》全名是《统一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华沙公约》全名是《关于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
13 See Michael F. Sturley, “Uniformity in the Law Governing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26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and Com
merce at 553, 1995.
14
电子运输记录是《鹿特丹规则》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使用的专业术语，中国学者更喜欢使用“电子提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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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而这些是当前任何一个生效公约也无法涵盖的。15即使有许多国家对本国的运输法和海商法进行了改革，但
也没有在国际层面达成统一。此外，一些新兴的海洋国家（如斯堪的纳维亚岛的北欧国家和中国）应运而生，它们
也在寻求获得英美垄断多年的航运市场份额和国际话语权，“开始与更传统的国家进行激烈竞争”16，因此，国家
和国家之间，船东国和或货主国之间的谈判筹码和地位发生了变化。新的全球经济大变局到来，中国倡导的“一带
一路”建设正在开花结果，随着中国交通强国和海洋强国的实施，中国正在国际海事法领域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关
于外国司法出售船舶及其承认的国际公约草案》(即《北京草案》)是国际海事委员会历经 7 年时间取得的重要成果,
也是中国海商法学人为使《北京草案》能够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公约迈出的重要一步。显然，全球航运新格局的
变化使得各利益方之间需要通过新的国际强制性规范重新取得平衡。
（二）现行三个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存在的问题
1. 无法适应航运新实践的制度体系
由于《汉堡规则》加入国较少，自 1992 年才生效，其对承运人的严格责任只得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采用。
从贸易便利化的角度，笔者只分析了《海牙规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的过时之处有以下五个方面：承运人责任
适用期间仅限于钩到钩；不包括甲板货物；豁免承运人由于延误造成的损失；没有涵盖非传统意义上的物权凭证的
运输单证；缺少电子运输单证的规则。
实际上，很多问题都与提单作为物权凭证（document of title to goods）的过时提法有关。汉堡规则已经考虑
了大多数问题，但是该规则并未得到普遍采用。除了有些规定本身并不令人满意外，还缺乏电子运输单证的规则，
因此也不是最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尽管有 CMI 的海运单（sea waybill）和电子提单规则，ICC/UNCTAD 的多式
联运单证规则，但这些都是自愿性规则，无法适用承运人赔偿责任的强制性规则。各国的国内法更是呈现多样化碎
片化的状态。结果，实践中形成的一些普遍做法和惯例缺少统一的国际公约保障，阻碍了海上货物运输及海运贸易
的发展。新的运输单证带来的新挑战更需要运输单证法律的国际协调。2008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鹿特丹规则》似
乎已解决了上述前三个问题，对运输单证的定义已经扩大到不可流通的运输单证，并扩展了物权凭证功功能的应用
范围，但这些规定仍然不够全面。在电子通信方面，《鹿特丹规则》已经赋予电子运输记录作为货物收据和运输合
同证明方面与传统提单相同的法律地位，但是在促进电子运输记录的可流通性方面仍然不够理想。
2. 运输单证法律属性和物权凭证功能含混不清
除了没解决新发展起来的不可流通运输单证和电子运输记录的特有问题之外，现有法律制度本身还存在传统的
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运输单证的代表效果，托运人提供信息的准确性，承运人适格条款的有效性，交货，货物财
产权和占有效力等概念既不明确也不统一。甚至连运输单证的定义也达不到统一。特别是，在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
中对“物权凭证”的用语也存在很多分歧，因为其背后涉及到各国迥异的财产权制度。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
子商务工作小组曾经得出的结论是：“尽管运输单证的性质和功能众所周知，但这些运输单证与商品买卖双方之间
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运输合同的当事各方，为进出口商提供融资和金融服务的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仍然没有得到很好
的规制” 17。例如在著名的“Future Express”案发生时，没有任何一个国际公约可以解决银行作为合法提单持有
人的权益保护问题，直到 1992 年英国 COGSA 法案颁布，但这也仅是国内法而已。

（三）跨境电子商务中贸易和金融单证化对法律统一的要求
实际上，运输单证在国际贸易中的多功能性说明它们是“贸易单证”而不是单纯的“运输单证”，特别是长期
发展起来的跟单信用证制度下，可流通运输单证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的国际贸易习惯是单证贸易，
而不是易货贸易，因此迫切需要一个统一且规范的运输单证法律制度，以增加贸易商的信心并促进国际贸易便利化。
至少，运输单证的标准化可以使贸易变得更加简单和便捷。总而言之，随着国际贸易量的迅速增加，更有必要为贸
易单证单独建立法律框架，“运输单证引发了很多共性的问题，为了使因各国解决方案不同而引起的问题减至最少，
需要尽快统一运输单证法律制度，并重新分配海上货物运输和各相关利益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18。

15

指现行三个有关运输单证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

17

UNCITRAL, Working Group of Electronic Commerce Report 421, 1996, para.104.
UNCITRAL, Working Group of Electronic Commerce Report 421, 1996, para.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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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 CISG）是比较成功的，截止至 2019 年
9 月 5 日，CISG 已有 91 个缔约国，包括美国、中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法国、德国、南韩、澳大利亚、新
西兰等贸易大国，这也彰显了其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连印度和新加坡也都加入了。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
会在运输法领域的几次国际立法尝试均不理想。如 1978 年的《汉堡规则》、1980 年的《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
《鹿特丹规则》。《鹿特丹规则》的目标更广泛，不仅试图将有关赔偿责任问题的法律统一起来，而且希望涉及货
物运输法律的各方面长期争议的问题都能得到最大化的统一。笔者认为，完成涵盖范围如此之广，如此庞大的国际
法律体系难度太大，几乎不可能达到高度统一。取而代之的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先统一某些规则，也可以先在某
个区域达成统一。

三、运输单证法律统一化的形式和范围
（一）强制性规范还是自由选择规范？
上述分析的结论是，贸易和航运新实践更需要统一规范货物运输单证的规则而不是运输合同。那么我们需要哪
种形式的统一？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性的国际公约如《海牙规则》和《汉堡规则》？没有约束力的统一示范规则，例
如 CMI 海运单和电子提单统一规则？还是存在一种“中间模式”：赋予成员国做出自由保留的国际公约，例如比
较成功的 1980《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笔者认为，具有强制性规则但允许部分保留的区域性新公约是一
种理想的选择，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目前，所有关于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都是强制性的，例如《海牙规则》和《汉堡规则》均不允许承运人
减损公约规定的最低责任。《华沙公约》和《国际铁路运输公约》等其他单一运输方式公约也是强制性规则。对承
运人施加的所有这些严格责任的目的是加强承运人作为贸易货物受托人的义务，从而保证国际交易的正常进行；特
别是，承运人责任的统一规则可以为商家提供法律上的确定性，从而促进国际贸易便利化并保护第三方的利益。海
上货物运输公约和其他单一货物运输公约的不同之处在于，长途海上航行存在特殊的海上风险。因此，可以适当免
除承运人的责任。
其次，《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的历史渊源和沿革表明，只有强制性规则才能解决
海上货物运输的实际问题。如果是示范性公约或象《鹿特丹规则》一样，还有很多“opt-out”之类的自由选择条款，
那就没必要再专门制定一个新的海上货物运输公约了。
过去，承运人总是利用自己的优势交易地位和运输单证上的标准印刷合同条款，自行决定插入许多免责条款，
以避免承担货物灭失或损坏的责任。一方面有其合理性，因为海运危险高于其他运输方式；另一方面，它降低了商
人对承运人作为货物在海运中作为受托人的信心。为了增强商人们对提单的信心，《哈特法》首先制定了提单的国
际规则，其中承运人责任的免责条款清单就是一项创新，大多数规则在今天仍然有效。然后由 CMI 于 1924 年制定
的《海牙规则》是通过国际强制性公约为提单相关法律问题设定统一规则的首次尝试。海牙规则的全称是：“统一
有关提单的某些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可以推断出海牙规则的目的是先统一“某些”提单规则。它的性质是国际
强制性公约，不允许承运人减损其在公约中规定的义务。实际上，运输单证是由承运人单方面签发的，承运人总是
希望插入有利于他的条款和条件，因为实际上托运人或收货人不可能与承运人进行谈判并修改提单载明的合同细
节，因此很明显货主与承运人之间的谈判地位是不公平的，运输单证的格式条款一般都是有利于承运人的。
为了保护运输合同中的弱势群体，《哈特法》和《海牙规则》规定了强制性规则，以限制承运人的合同自由；
更重要的是，由于运输单证的商业价值，统一的强制性规则还可以保护不是原始运输合同缔约方的运输单证的第三
方受让人，因此，提单合同是公共合同，而租船合同则是私人合同，因为租船合同可以在当事各方之间公平协商。
更确切地说，运输单证是在国际贸易各当事方之间流通的文件。质押提单的银行和中途货物购买方等第三方不是运
输合同的原始缔约方，他们仅可依赖单证上载明的信息和条款进行货物拟制交付，如果运输单证的安全性和可预见
性不够高是不能保彰国际交易的顺利进行的。
那么，为什么自愿统一规则或示范法在货物运输单证法律规则统一方面也行不通？笔者的视角仍然是基于运输
单证在国际贸易中的特殊性质和功能，其国际化特征需要更高的统一性，新的运输单证对承运人义务的规制应纳入
现有的承运人强制性责任体系中。目前，CMI 海运单和电子提单规则以及 ICC / UNCTAD 多式联运单证规则是自
愿性规则，降低了统一程度。门到门的一站式运输已经在实践中屡见不鲜，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量逐年
增加，中欧班列的运行也带来了国际铁路运输提单的法律属性的热议。尽管有 1980 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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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公约》，但该公约从未生效。在实践中，区域性的封闭的《保来罗电子提单规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不仅为
电子运输单证提供了法律地位，还为纸质运输单证提供了法律上的安全。然而，《保来罗电子提单规则》仅是对其
有限成员具有约束力的对私多边规则，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国际统一的普遍适用的运输单证法律规则。结果是，与
传统可流通提单不同的电子运输单证的法律地位以及一些不可流通的运输单证的法律地位得不到保障。因此，只有
取代海牙规则的新的强制性国际公约才能达到货物运输单证法律规则国际协调化的效果。
忽略以上问题，如果《统一运输单证的某些法律规则》能够制定出来并生效，那么是否允许各国保留？笔者认
为，如果国际规则过于严格，在实践中很难执行。所以除了一些重大问题需要强制性规则之外，某些规则也可以是
自愿的，可以选择保留。例如，对不可流通运输单证的合同条款，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差异太大，甚至同为
英美法体系下的美国和英国、香港和新加坡对记名提单是否仍然凭单交货都有不同的立场。由于海运单、铁路提单
之类不可流通的运输单证，应允许当事各方自由地就合同条款进行谈判和协商。
（二）新运输单证公约的适用范围
1. 运输法合同公约还是运输单证公约？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在何种程度上需要强制性规则。需要全球统一的货物运输合同法还是单证法律规则？
只限于海上货物运输还是适用于海陆空，内河和海运的统一运输法？笔者认为，在国际航运和贸易实践中真正需要
规制和协调的关键要素只是运输单证法律效力和运输单证相关法律关系方的权利义务。
以《鹿特丹规则》为例，第 5.1 条规定该公约适用于运输合同收货或交货地为缔约国的所有国际合同。《鹿特
丹规则》的全称是《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公约》，那么新的运输单证法律规则的适用范围是否要仅
限于海上货物运输？《鹿特丹规则》关于运输合同的定义适合不同方式的运输，只要有涉及海上进行货物运输，任
何多式运输合同都可适用。《鹿特丹规则》第 1（1）条对运输合同的定义很简单也很广泛：“运输合同，是指承运
人收取运费，承诺将货物从一地运到另一地的合同。不论是否签发单证，也不论是否签发了可流通的单证。”
如果把 1.1 条的该定义和第 14 条关于“运输单证”的定义结合在一起看，会给航运实践“带来极大的混乱”19，
因为在涉及两种或更多模式运输工具的单次运输时为承运人留出了很大的回旋余地。第 14 条仅表明运输单证是承
运人在运输合同下签发的单证，仅是货物收据；并且证明或包含一项运输合同。根据这个条款，符合条件的可能是
直达提单或海运单。《鹿特丹规则》还涉及到批量合同，班轮运输和非班轮运输。而批量合同的定义是从美国 199
8 年修订的《1984 年航运法》第 19 条服务合同（service contract）定义引进的。我国长期的海上货物运输实践中也
有类似的货运总协议，主要是就运费优惠，确定一定期限内货运总量，分期分批运输等签订一个总协议。但批量合
同在欧美海运界又称为 COA(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往往归属于租船合同, 在中国分批运输时可以用航次租船合
同也可以用提单运输合同20，而《海牙规则》就明确排除租船合同的适用。此外，《鹿特丹规则》还包括了班轮运
输和非班轮运输，一些新名词，如单证托运人，海运履约方等都使得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异常复杂，也削弱了《鹿
特丹规则》作为货物运输统一法的作用。
新的运输单证公约真的有必要包括这么多种运输合同吗？ 事实上，无需将各种运输合同统一为国际强制性公
约，《海牙规则》和《汉堡规则》具有强制性的理由是基于运输单证的性质和特殊功能，尤其是可流通运输单证的
功能，作为转让货物相关权利的物权凭证，包括在某些情况下转让在途货物的所有权。租船合同，拖船合同，运输
合同，批量合同和服务合同是具有相当议价能力的老练的当事各方之间可以商谈的私人合同，具有更大的契约自由
行，没有必要在全球做统一规制。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合同不是为第三方利益而订立的合同，它们只能是可适用合
同法一般原则的普通运输合同，因此，没有理由剥夺所有类型运输合同的契约自由或当事方的自主权。例如，租船
合同的当事方具有合同自由，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基于当事方自治而不是成文法，这就是为什么海牙规则不包括租船
合同，统一跟单信用证体系（UCP）其实也拒绝租船合同。实际上，运输单证是销售合同和运输合同之间的联系，
用统一规范强调其功能不仅仅是因为它作为运输合同的证据。
众所周知，自 1996 年到 2008 年，在起草和讨论的 10 多年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运输法工作组在诸如
“适用范围”，“运输合同的定义和范围”，“合同自由的限制”等复杂问题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其实是违背了公
约的立法初衷。面面俱到，统一所有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简直是浪费时间，并且由于缺乏实际需要很难达到高度统
19

20

Michael F. Sturley,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s Transport Law Project: An Interim View of a
Work in Progress”, 39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65, 2003(93).
吴焕宁主编:《鹿特丹规则释义-联合国全程或者部分海上国际货运运输合同公约》，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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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果将范围缩小到运输单证，对《海牙规则》和《汉堡规则》进行一些适当的修改是更可行的办法。例如，保
留海牙规则中的赔偿责任原则，但从豁免清单中删除航行过失，并纳入有关汉堡规则当事方权利和义务的详细规则，
以及加上适应新型运输单证的一些新规则以填补法律上的空白就能解决大部分现实中的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仅对签发海上货物运输单证的承运人需要强制性规范吗？国际贸易中可以拟制交付货物的物权
凭证-提单主要用于远洋航行。由于海上航行比其他运输方式更具风险，因此允许承运人免除某些责任。由于与海上
运输单证有关的各方非常复杂，因此合同法的一般原则不适用于提单合同。实际上，运输单证中包含或证明的运输
合同始终受特殊规则约束。例如诉权是一项法定规则，普通法中的对私合同的一般原则不能适用于它，承运人在海
上航行中的责任也是法定统一强制性规范。目的是为了在谈判和交易地位不平衡的承运人和托运人、收货人、提单
持有人之间达到公平，因而要部分限制承运人单方面的契约自由，所以海牙/维斯比规则确立，（签发提单的）承运
人在提单中写入任何减损统一赔偿责任制度的条款都是无效的。

四、运输单证某些法律规则的再统一
（一）现行国际公约没有解决的问题
一旦确定了单证公约的适用范围，就会出现以下问题：应该统一哪些规则，哪些规则是强制性的？以海牙规则
的标题为例，全称是“某些提单的国际统一”，其含义是只能统一某些规则而不是所有规则。另一个例子是《华沙
公约》，也是“关于国际航空运输的某些规则”，在 Sidhu v British Airways plc 案中的法官说：
“统一某些规则”这一短语告诉我们两件事。首先，《公约》的目的是统一适用的规则。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
则除《公约》本身规定的规则外，不得允许这些规则的例外。第二，《公约》仅涉及某些规则，而不涉及与国际航
空运输有关的所有规则。它并不旨在提供一个全面的准则来解决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仅是针对它所处理的特定问
题达成部分协调。21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对新的运输单证法律规则统一化也很有借鉴意义，在现实中，只有某些运输单证的某些规
则需要统一。更确切地说，运输单证的代表效应，交付效应，控制权效应，转让权效应，是现有公约没有解决的空
白问题，现在必须在集装箱化和电子商务的背景下重新考量。
《海牙规则》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提单法律制度统一的基石，在统一单证法律制度方面还算比较成功。然
而，在提单项下各当事方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制仍然存在许多空白，必须由新的国际统一的法律规则解决。要突破的
关键问题其实就是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提单和“类似的物权凭证”。尽管《海牙规则》目前无法与实践中的新发展保
持同步，但有关承运人赔偿责任的主要原则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所采纳。因此，赔偿责任问题不应成为新公约的
重点，稍作修改即可。本文中笔者避免老生常谈，不再提及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问题。况且，关于承运人赔偿责任的
讨论最初也不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运输法工作组的议程中，但是，根据意大利柏林杰里（Ber'lin'gie'ri）教授
的建议，又再次提出来。结果，工作组为此花了很多时间，纠结于承运人赔偿限制的货主利益和船东利益之间的激
烈辩论似乎是无止境的，笔者认为在新的运输单证公约中去讨论承运人责任限制问题实在是没有必要。
《汉堡规则》已经做过统一运输单证法律制度的努力，遗憾的是，仍然试图统一运输法而不是运输单证。《海
牙规则》更多地是给予承运人对运输期间货物灭失或损坏责任限制。《汉堡规则》则是首次明确了托运人，承运人
和收货人的权利和义务。《鹿特丹规则》制定过程中争议焦点仍然集中在承运人对货物的损失和损坏以及交货延误
的责任上。当然也提到了托运人对承运人造成的损失和船舶损坏的责任，以及托运人在危险货物方面的某些责任和
义务。《汉堡规则》的其他规定涉及承运人签发的运输单证，包括提单和不可流通的运输文件，通过传真或电子技
术传输的其他形式的文件，与《海牙规则》，相比，《汉堡规则》中的诉权，管辖权和仲裁程序都受到限制。《汉
堡规则》适用范围有所扩大，运输单证的新发展也得到了体现，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但其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
船东利益与货物利益之间的巨大不平衡，因为它删除了海牙规则中的所有豁免条款，这在航运业是不切实际的，所
以无法广为接受。但是，《汉堡规则》对运输单证法律统一性的贡献不容忽视。与《海牙规则》相比，它更全面地

21

Sidhu v British Airways plc，1997，AC 430, 444, 453 (HL); See also, Emery Air Freight v Nerine Nurseries，1997， 3 NZLR
723, 735-737 (CA); Western Digital Corp v British Airways plc，28 June 1999， unreported, QBD Comm Ct; R v Secretary of S
tate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Regions ex parte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1999， 1 CMLR 1287; R v Sec
retary of State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Regions ex parte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21 April 1999， unre
ported, QBD Comm Ct.
537

规定了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和义务。此外，承运人的责任范围已扩大到“港口到港口”，因此它提供了在与海上
货物运输有关的法律中实现更大统一性的潜力，这就是为什么包括中国、澳大利亚、北欧四国和新西兰等英联邦国
家的国内立法选择在《海牙规则》和《汉堡规则》之间采用混合制度。但是，它仍然不能解决“电子运输单证的充
分流通性”的问题，因为没有关于转让可流通电子运输单证的规则。
综上，如果新的运输单证法律规则能填补不可流通的新型运输单证如海运单、铁路运单和电子运输单证，确立
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运输单证法律统一化的目标基本上就可以达到。”
（二）法律统一化的快速路线和慢速路线
加拿大的泰特利（Tetley）教授提出了两种统一的选择：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企图在各个方面全面统一运
输法的庞大项目被视为“慢速路线”，而加拿大关于修改海牙规则的提议被推崇为“快速路线”，因为海牙规则中
的广泛采用的责任基础保留在“快速路线”中，稍作修改的是《海牙规则》中的承运人责任限制；加拿大的国内立
法中增加了《汉堡规则》里有关管辖权和仲裁规定，从承运人免责条款里删除了航行和管理过失，增加了承运人从
港口对港口的责任；而且还增加了“实际承运人”和“合同承运人”。笔者也倾向于后一种方法。但是，这还不够，
新的强制性规则的重点仍应放在运输单证上，还应澄清一些其他重要问题，例如运输单证法律关系方，运输单证在
控制目的地货物交付，无人提货，无单放货，在途货物的买卖和转运，单证转让附随的权利转让的内容方面应当更
详细地规制，部分《鹿特丹规则》的条款可以借鉴，但不要那么繁冗晦涩。各国运输单证法律规则的分歧主要就是
这四方面，在实践中有强烈的法律统一性的需求，尤其是需要强制性规范。原因很明确：贸易和金融很多环节的当
事方和第三方都依赖运输单证上记录的信息，而各方的许多权利和义务都与运输单证的特殊规则有关。没有统一的
规则，运输单证的商业价值如何统一和确定，国际贸易如何顺利发展？在远古时代，人们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由
于黄金的便利性和其作为硬通货的价值，才使商人建立了信心，后来，货币制度得以发展。在单证贸易的复杂局面
下，越来越多的运输单证，同时也是贸易单证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运输单证是销售合同，运输合同和结算合同之
间的纽带。运输单证在国际贸易中的可流通性使其具有汇票的某些共同特征。因此，应统一规制某些运输单证的某
些关键规则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工作组主席，西班牙的拉斐尔·伊尔莱斯卡斯教授曾对运输合同法草案22提出了七个
特别重要的问题，包括：“适用范围，电子通信，承运人的义务，运输单证合同另一方的义务，控制权，合同权利
的转移，运输合同项下的权利的行使，合同自由。”
此外，各国运输法改革的共同点给运输单证法律的国际再统一也有很大的启示，试想，一项新的公约与各国国
内法没有太多的冲突是否更容易被广为接受呢？笔者经过研究分析发现，90 年代以来各国的运输法或海商法改革都
有以下共同特征：
（1）扩大法律制度的适用范围，从提单项下的货物运输扩展到不可流通海运单和其他运输单证下的货物运输；
（2）将制度从传统的“从钓到钓”责任期延长到“从港口到港口”或“从门到门”；
（3）将承运人责任范围货物损坏或损失的责任扩展到在特定情况下的延误责任；
（4）将承运人责任范围扩展至甲板货物；
（5）应用 Hague-Visby 责任限制和期限限制，但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笔者个人的看法是，可以将新公约的规制范围进一步缩小到以运输单证法律关系各当事方的权利和义务。涉及
到“合同事项”，“承运人适航条款”，“交货延迟”，“甲板货物”，“当事方身份验证”等问题。因为“适用
范围”与“承运人的责任期限”和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有关，为什么当事各方不能就责任期限进行谈判和约定？
如果在运输单证或电子记录上有明确说明，则不会影响正常的国际交易。航运惯例历史悠久，约定俗称，已经很好
地规制了承运人在海上航行中的义务以及对货物灭失和损坏的责任限制，按照目前的发展现状，简单地从《海牙规
则》的豁免清单中删除“航海错误”就足够了。
“合同自由的限制”问题也与运输合同的适用范围和定义有关。相反，应该进一步制定新的规则，规范托运人
提供货物信息的义务以及承运人的免责条款。关于“交付”，“控制权”和“权利转移”的新规则以及“电子可流

22

指联合国大会尚未批准《鹿特丹规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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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输单证的转移程序规则”应得到更详细的规制。新公约应保留《海牙规则》和《汉堡规则》中运输合同各当事
方权利和义务的某些规定，并增添上述新规则。
范德齐尔（Van der Ziel 教授指出：“（贸易法委员会运输法）草案通过对收货人在运输过程中的控制权适当
的规定，可以使有关海上运输合同和单证使用的法律脱钩。这对于海上运输相关的电子商务的发展至关重要，甚至
可能导致最终诸如提单之类的运输单证逐渐消失，甚至是电子形式。”23
对这个大胆的判断，笔者只同意前半句，因为有必要使运输单证的法律制度与运输合同脱钩，电子运输记录和
纸制副本之间的唯一区别是记录信息的媒介，功能是相同的，即运输单证不论什么形式都可以充当货物的收据和运
输合同的证明，有的运输单证根据当事人的合意还可以用来转让货物所有权和保证对货物行使其他财产权，具有一
定的可流通性。例如用来做预付货款的抵押担保。纸质运输单证可能会逐渐消失，因为电子运输记录可以替代各种
形式的运输单证。但是如果“电子运输记录”也消失了，收货人又如何知道所载货物的具体细节？实践中对原始运
输合同以外的第三方而言仍然需要提单充当的运输合同的证明，不管是纸质版还是电子形式。
有些国家就单独制定了提单规则，如美国的单独立法：《波默林法法案》（Pomerene Act），又称联邦提单法
案，有的国家是放在在海上货物运输法里，比如新加坡和英国。德国则是放在商法典里。就运输单证专门立法的主
要目标是统一规范运输单证法律关系方，明确承运人和托运人、收货人，银行家和保险人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综上，从提单的功能上来看，《汉堡规则》和《UCP500》（跟单信用证）不包括租船合同，但是在支配着承
运人和提单的第三方持有人之间的关系时适用租船提单，在这种情况下，提单是原始运输合同，而不仅仅是原始运
输合同的部分证据。从商业角度来看，运输单证的“价值”是其确保商业上合乎需要的“拟制交货”并控制运输中
货物的能力。可流通提单的“物权凭证”及不可流通海运单的对货物实际控制权的转移，都能达到控制在途货物的
效果。在运输单证法律统一的过程中，应优先处理“控制权”、“交货”、“权利转让”以及通过使用电子运输单
证提供保障的新规则。

五、新运输单证国际法律规则统一化的立法取向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建议新运输单证公约应考虑以下方面。

（一）涵盖所有运输单证特别是新运输单证
从未来的角度来看，有一种促进不可流通海运单应用的全球趋势，特别是在北大西洋沿线。但是，可流通运输
单证在许多其他路线或行业中仍然占主导地位，其在信用证中的作用不能由不可流通运输单证代替；电子运输单证
既可以流通也可以不流通，无纸化应用会扩大。因此，容纳三种运输单证的法规是新公约起草者需考虑的基本因素。
对《海牙规则》的主要批评主要集中在其范围较窄，仅适用于“提单”，而仅适用于“提单和类似的物权凭证”24，
而美国法律和斯堪的纳维亚法律都已将承运人赔偿责任范围扩大到其他运输单证如海运单和直达提单。此外，《海
牙规则》责任期限仅限于“钩到钩”，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货主国认为《海牙规则》的基本理念仍然偏向于承运人。
因此，应扩大新公约的适用范围，以适应新的运输单证，例如海运单，多式联运单证，铁路运输单证和电子运
输单证。《鹿特丹规则》对此进行了一些尝试。把运输单证区分为可流通和不可流通的运输单证，还考虑到各国不
同的国内法规定，把不可流通的运输单证分为必须在交货时出示及不必在交货时出示。把承运人对港口之间责任范
围也扩大到门到门，此外，在合同记载事项，交货，控制权和权利转移的新规定旨在阐明在新的商业现实背景下各
方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肯定，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好的，但目前的规定对于在不可流通运输
单证和电子运输单证下转移（或转让）控制权仍不明确。例如，如何处理实践中有些海运单上印有：“不可转让”
（NO DISP）条款的意义？何时以及如何以电子方式转让权利？《鹿特丹规则》中缺少注册系统要求的基本规则和
电子运输单证转让的详细程序规则，因此未能为电子运输单证提供完整的法律依据，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反映了多式联运的特征方面，《鹿特丹规则》也有一些可取之处，包括：承运人的责任期延长到门到门；不
23

24

van de Ziel, G.J., “the Legal Underpinning of E-commerce in Maritime Transport by the UNCITRAL Draft Instrument on the Carr
iage of Goods by Sea”, 2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itime Law 9, 2003.
能给视作物权凭证的可流通的运输单证，往往就是空白提单，凭指示提单，而记名提单，又称直达提单是否也是类似的物权凭证
各国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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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对承运人采用统一责任制，对托运人的义务也有更详细的规制；通过引入“履约方”定义来自动实现“喜马拉雅”
保护，该定义包括承包承运人的所有代理商和分包商作为运输合同的当事方。笔者认为，如果谈判地位没有差异，
托运人和承运人可以就责任期限和责任限制达成协议，但应在合同事项里注明。
（二） 重新平衡各方的利益
《鹿特丹规则》有许多规定反映了为平衡货主和船主之间的利益所做的努力，例如有关承运人“适航条款（qu
alifying clause）”的详细规定。如果如果集装箱是由承运人在运输途中打开的，那么“适航条款”不能使承运人免
于货物的损失和损坏。另一个例子是关于“交货”的问题，实践中关于“交货”的情况很复杂, 《鹿特丹规则》中
关于“交货”的规定试图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没有收货人到目的地提货;不提供原始提单的合理交货条件。困扰航
运和贸易实践多年的现实问题是：货物可能在交货所需的单证之前到达卸货港，或者买方常常不得不收货并出售货
物，以便能够支付货款。《鹿特丹规则》对签发各类运输单证情况下无单放货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尤其是在满足一
定的条件下免除承运人无单放货的责任，这些条款也可视为是托运人、收货人、提单持有人和承运人之间利益的重
新平衡，对无辜的承运人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还不够严密与完善，文字的表达也是重复引用，晦涩难懂，笔者
曾经撰文分析，认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对无单放货的司法解释更清晰，更具有指导意义25。
例如，货物交付后的善意持有人的权利，尽管可流通运输单证的物权凭证功能在交付后已经终止，但是，承运
人提起诉讼的权利仍然保留。《鹿特丹规则》这个条款的设计与英国 1992 年的 COGSA 相似。这意味着，即使在
货物交付后，物权凭证中的提货权和控制权不复存在， 但转让运输合同权利的债权凭证功能还有。其目的是保护
提单中间持有人如银行，以及在途货物多次转售，有很多买卖双方的情况下，提单不能及时到达目的港的情况下对
善意买方的保护。
《鹿特丹规则》关于“控制权”的规定的目的在于，规定当签发了不同的运输单证时，谁有权对承运人运输的
货物具有控制权。使用该术语是为了适用不可流通的运输单证和电子运输单证。该规定的重要性在于，如今，全球
任何角落的任何贸易商与承运人之间都可以进行安全和即时的通信。通过简单的电子方式将控制权加密钥通知发送
给承运人，可以具有与转让可流通运输单证相同的效果。《鹿特丹规则》采用新概念“控制权”是单方面的权利还
是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否强制性的规范，具体条款的设计在实践中是否会引发混乱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简而言之，尽管海运单和电子运输单证的使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传统提单无单放货的问题，但必须注意的
是，在不久的将来不可能完全实现无纸化，所有这些运输单证将长期并存。新运输单证统一法的使命是要将商业惯
例在“交货”和“控制权”、“权利转让方面”编纂成成文法，才能避免实践中的混乱。此外，关于运输单证的代
表效力和记载事项还应有更详细的规定，例如“关于货物数量，和储藏条件的具体要求”等。
（三）保护第三方利益
运输单证法律作为强制性规范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不具备谈判条件的弱势一方和第三方的利益。根据这一原则，
应要求托运人及时，准确和完整提供货物信息，否则将承担责任的规则。有关适航条款的详细规定，特别是举证责
任，合格条款的证据效力，对依赖单证上对货物具体描述的第三方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一项新的运输单证公约中
如果仅有利于一方都是不切实际的。鉴于运输单证在国际贸易中的特殊功能，尤其是跟单信用证制度下的可流通运
输单证的特殊功能，新运输单证公约应充分考虑银行和其他第三方的利益，主要利益相关方的平衡越到位，新公约
越有可能被大范围地接受。因此，在《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中，运输单证是将运输单证转移给第三方
时作为收货和运输合同的最终证据。提单在国际贸易中的商业功能是卖方，中间买方，质押（银行）和最终买方之
间的纽带，其作为交易担保的价值构成了该领域法律统一的实际需要。试想如果单证上记录的事项不清晰不详细，
那么交易各方如何建立对一张纸质凭证的信心呢？因此，《鹿丹规则》可取之处在于对单证记载事项进一步明确的
新规则，就是为了保护依赖于单证载明信息的第三方。
（四）重点规制不同运输单证的功能和法律效力
关于“控制权”和“权利转移”的新问题与货物买卖法中的“保留货物的所有权”和“中途停运权”的概念密
切相关。（CISG 第 71（2）条）可以看作是买卖合同中卖方或托运人的单方面权利，它在各国法律体系中有很大的
差异，当事各方有合同上可以自由谈判的权利。但是，如果作为货物象征的运输单证已作为抵押物转给银行，则应
限制卖方单方面保留货物所有权的权利。一般情况下，转让可流通运输单证的法律效力是将控制权不可撤销地转让
25

李小年：《析记名提单项下货物控制权-兼评对最高院关于无单放货有关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海商法年会论文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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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受让人。按理说，什么样的运输单证具有物权凭证的效力基于当事人的合意，甚至英国法上“大副收据”也在相
关案例中被视为可流通转让的物权凭证, P＆O Nedlloyd Non-Negotiable Waybill 对不可流通的货运单特意添加新
的条款“NO DISP”也是为了防止实践中的误导。笔者强调，新的运输单证公约为了在有关各方之间取得良好的平
衡，应充分考虑保护第三方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增强运输单证的独立商业价值，尤其是可流通运输单证或电子
运输单证的价值和法律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其中，银行的利益是核心，因为在跟单信用证制度下，银行是运输单证
的中间持有人，为买卖双方提供担保，保证了正常的国际交易。通过将可流通的运输单证质押到银行，卖方可以获
得预付款，买方将在付款后得到货物的交付，这种做法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无论各国物权法或财产权法有何不
同，以及货物所有权的转让方式有何不同，跟单信用证的操作几乎相同，这是达成运输单证法律规则统一的基石。
从这点来看，swift 系统设立的电子提单规则能被会员广为接受就很容易理解了。
从国内立法的角度来看，美国法律和德国法律都将可流通运输单证视同于可流通票据。提单的受让人可以比转
让人拥有更好的货物所有权。目的也是提高运输单证的商业价值并保护第三方的利益，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的可持续
发展。笔者还认为，运输单证中的记载事项，也就是《鹿特丹规则》里的关于“合同事项”的详细规定对举证责任
的转移，“无法识别承运人”的情形，“适格条款”的有效性，“运输单证的证据效力”，“日期和签字”要求都
是可以借鉴的地方。
1992《英国海上货物运输法》有意通过分离商品财产和诉权之间的联系以及将转移权与转移责任区分开来考虑
银行的利益。新立法也应考虑到这点，如果银行不要求交付货物，则他不承担向承运人支付运费或任何其他费用的
义务。这样可以解决英国《 1992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中关于不通过单独转让权利和债务来处理运输单证的效力的
问题。
电子提单的便捷性已经广为关注，难以普遍推广的原因还是因为各国法律的不统一。Bolero 成员有一定的复杂
性：而大贸易商，银行和船运公司可以接受银行系统设定的规则，这表明了银行在制定运输单证新规则中的作用。
另一个新发现是 Bolero 已经采用了 e-UCP 设定的新交易规则。因此，笔者认为，评价运输单证法律统一化成功的
标准不应仅基于货方和运输方利益的平衡，而应基于它是否在集装箱化、电子化的背景下更能促进国际贸易便利化。
《鹿特丹规则》的立法动机和初衷是在制定《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期间启动的。当时的发现就是关于电子
运输单证的可流通性的难题并非是由于技术问题，而是由于纸质单证法律效力在不同的贸易环节有很多不确定性。
但是，有关电子运输记录的新规定仍存在不足。

六、结束语
在回顾了《海牙规则》的立法历史，《汉堡规则》不能广为接受的根本原因，《鹿特丹规则》的立法动机以及
运输单证的独特法律属性之后，笔者认为，对传统和新型运输单证的规制，特别是在目的地交货，对运输中货物的
控制权和转移权，转让运输单证的法律效力是实践中最需要新进行法律再统一的关键内容。换句话说，为了促进国
际贸易发展和增加法律确定性，独立编纂和澄清运输运输单证的性质和功能是最重要的，也是一种快速实现统一的
可行方法。令人困扰的过时的说法“物权凭证”可以休矣。新的运输单证公约应明确规定运输单证的代表效力，将
有争议的物权凭证和债权凭证功能分解为具体环节中运输单证的法律效力，例如控制目的交货，在途货物的控制，
权利转移等；同时，为电子运输单证，多式联运运输单证和无可流通运输单证规定新规则。更重要的是，应单独建
立新的电子运输单证法律规则，以确保技术和注册系统的独特性和安全性，提供对电子记录的法律认可，以电子方
式规范转让权的方式和效果。具体建议包括：明确各类运输单证的性质和功能，包括提单，海运单，空运和铁路运
/提单，多式联运单据，电子运输单证，以及由运输单证证明的各法律关系方在运输合同及单证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
义务。为了确立电子运输单证的法律地位并建立注册系统的标准及电子签名的唯一性标准，配合国际新的电子商务
立法，使得其中的通用术语能不断适应新技术。创建和转让适合具有电子运输单证的程序规则。新公约应充分考虑
单证第三方，尤其是银行的利益。如果新公约的规定与 UCP，eUCP 或 BOLERO 规则等银行规则和习俗不冲突，则
银行有更多接受的可能性，目前，银行为主导的 swift 系统制定的 Bolero 规则可以被许多人广泛接受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另外，还有其他依赖运输单证的第三方，例如保险公司和运输单证的最终受让方。如果不考虑这些第三方
的利益，特别是银行的利益，贸易的顺畅就会中断。其他一些问题也很重要，但超出了本文要探讨的范围。例如是
否依据采取海牙规则中规定的赔偿责任原则和豁免清单，但免除火灾和航海过失，采纳《汉堡规则》和《鹿特丹规
则》中部分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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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利益的平衡，必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做前瞻性的审视。当前国际形势是全球化受阻，贸易保护主义抬
头，中美长期对抗，东盟在美国印太战略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地位越来越重要。如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26在 2020 年全面达成协议，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
贸区，全球经济格局有可能形成美国、欧洲和亚洲三足鼎立的态势 。中国“一带一路”提出国际合作模式是“五
通”，其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将红利惠及沿线地区最直接有效的手段。目的是在战略支点体系选择的基础上，打
造陆海空一体化的互联互通网络。在贸易畅通方面，则要积极推动扩大相互市场开放，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习近
平总书记在论述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五通”模式时，将政策沟通列在首位，认为它是道路联通、贸易畅通、
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基础和保障。但短时期内政策沟通的困难很大，任务艰巨，仅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
家就涉及到东南亚，南亚、西亚及其他地区。涉及境外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境内众多省市。我国国内改革攻坚
和各项建设的任务依然繁重，不可能面面俱到。面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香港问题，中印边境冲突，RCEP 因印度
的问题难以进一步推进等诸多新问题，迫切需要突破区域合作的瓶颈，率先在 RCEP 十五国间率先进行区域性运输
单证法律制度的统一化，对促进区域内贸易畅通，提升整个区域对外的竞争力，在非敏感区域进一步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具有可操作性和重大现实意义。如果分步骤实施，可以尝试先推出区际示范法，再推出统一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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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航空碳减排机制的法律冲突及解决
王思炜

摘 要：国际航空碳减排机制的构建旨在减少航空运输碳排放、促进航空产业的绿色发展。
但近年来随着机制数量与减排类型的不断增多，引发了减排机制间的适用冲突与减排配额间
的抵免冲突问题，这些冲突的出现严重阻碍了减排机制的正常适用和减排成果的合理认定，
减损了各机制的减排效力，限制了国际航空减排工作的推进与开展，使得国际社会的减排积
极性一度受到较大的影响。为此，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通过构建减
排机制间的过渡安排、明确减排机制的适用顺位及减排单位的减免标准等方式，来化解国际
航空碳减排机制的实施障碍。但在具体应对方案的协商与推进过程中，各方均希望减排机制
的选择与抵销措施的执行方案，能够朝着符合本国航空产业发展需求的方向进行修改，因此
在就国际航空减排适用与抵免冲突的解决问题上，各主体间往往各执一词，相互之间存在较
大的分歧和争议，很难形成统一的意见。尤其是在《京都议定书》核证减排量的转让、CORSIA
的优先适用地位以及减排额度的跨机制抵销等关键问题上。基于此，为保证国际航空减排争
议的有效解决，强化国际航空减排机制的监管作用，各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应抛弃固有的竞
争意识、自我意识，避免受“唯国家利益”思维的干扰，积极结合各国和各地区的发展实践、
对比不同减排机制的抵销要求，主动探寻各方利益的平衡点，从减排机制的灵活适用、减排
单位的合理认定以及历史排放的有限转让等几个方面入手，构建高质量的减排冲突应对方案，
推动各机制间的协调化与抵免责任的比例化发展，确保国际航空碳减排工作的顺利实施。
关键词：国际航空；碳减排；适用冲突；配额抵免

一、 国际航空减排机制的意义及演进
（一）国际航空减排机制的背景及意义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与生产规模的极速扩张，生态坏境不断恶化，使得极
端天气频繁出现、全球温度持续走高。面对这些问题，人们对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
间关系展开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低碳节能、绿色发展是目前平衡经济与环境最为有效的方式。
当下，低碳发展理念也已经贯穿于包括航空运输产业在内的各行业发展过程中，主要通过碳
排放监测、碳交易、征收碳税等减排措施，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展开。其中，国际减排相
较于国内减排来说，还需要协调不同的国家利益、考量不同的国家需求，因此在实施过程中
往往会面临更多的障碍。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国际航空减排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国际航空运输方式的跨国性与高空性特征，决定其所产生的碳排放并不会局限在一个
国家或地区内，坐落于该条国际航线上的所有国家及地区都可能受到影响，不仅如此，高空
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消减难度较大、技术要求与资金投入比率也相对较高。因此，仅凭单个主
权国家几乎无法对国际航空运输开展有效的减排工作，也很难在一国主权范围内就国际航空
减排建构出完备的、具有实际执行力的规范体系，而是需要各主权国家通力合作，以国际社
会为平台，通过构建全球性减排机制的方式进行。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存在多项国际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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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减排措施，能够为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环境问题提供支持，1此外为了进一步确保
监测、规制与管理作用的发挥，各国与国际组织还构建了一系列专门的国际航空碳减排机制。
这些减排机制虽然能够对国际航空碳排放问题起到多重约束和规制的作用，但也很容
易形成国际减排领域的“意大利面碗”现象。2不同的减排机制具备不同的减排标准和减排
模式，当这些纷繁复杂的规制体系交织在一起时，就很容易出现适用冲突。长此以往，不仅
不利于减排工作的顺利推行，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减排责任的异化，一方面对于参加多项
减排机制的责任主体来说，可能需要在不同的体系下数次履行减排义务，重复或重叠承担减
排责任；另一方面，也不排除相同的减排单位被不同的减排主体，在不同甚至相同的减排机
制下，重复认定。相较于前种情形下减排责任的不合理增加，后者则属于减排责任未充分落
实。因此，为了避免上述情形的发生，国际社会有必要对当下主要的减排机制与减排规则进
行梳理和总结，推动各机制间达成有效的协调与对接方案，化解由规则冲突所引发的适用问
题。
（二）国际航空减排机制的演进与发展
当下，国际社会上影响较为广泛的几种减排机制，在减排方式、减排手段、减排程序以
及减排责任的履行上均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各机制本身的功能定位和管辖范围也有所差异。
1. 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
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EU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EU ETS）是欧盟应对气候变化与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减排机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碳交易市场。3欧盟于 2012 年宣布，将
航空器二氧化碳排放纳入 ETS 项下，接受 2008 年通过的 2008/101/EC 号指令的管辖。根据
该指令，所有起飞地与目的地位于欧盟经济区（European Economic Area, EEA）4内的欧盟或
非欧盟航班，都需要接受 EU ETS 的监测，履行报告、核查义务。5欧盟的这种单边做法，
立刻引发了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批评和指责，这些国家分别从“共同但有区别
责任”原则的违反、国家主权的侵犯等多个方面对欧盟进行批评，明确要求本国航空公司不
得遵守 EU ETS 的管辖要求。因此，在各方压力下，欧盟决定暂时将 EU ETS 限制在 EEA
范围内，以支持国际民航组织制定全球性减排方案，并就“在欧盟法律下如何实施全球性碳
抵销与减排机制”的问题进行研究，但若新的修正案无法达成，欧盟仍会在 2024 年恢复原
来的适用范围。
但是，撇开 ETS 的管辖权争议不谈，单就 ETS 本身的减排措施来看，该机制的减排方
案仍具有相当程度的先进性与合理性。欧盟 ETS 围绕“上限和交易”原则展开，在温室气
体排放总量的上限内，公司除了可以通过免费分配及拍卖的方式获取配额外，还可以根据各
自的需要，出售或购买排放配额。同时，每个公司每年都需要提交足够的配额来抵销排放，
否则将被收取高额的罚金。6目前，欧盟 ETS 即将结束第三个阶段（2013-2020）的减排任务，
潘晓滨：
《国际民用航空业碳抵销与减排计划综述》
，
《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2019 年第 10 期，第 142 页。
“意大利面碗”现象一词源于巴格沃蒂的《美国贸易政策》一书，本意为不同的贸易协议交织在一起，
繁杂的优惠待遇与原产地规则，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一样，混乱地杂糅在一起。本文则主要指，不同的国
际航空碳减排机制，都希望按照自己的减排方案和减排标准，来实施减排措施，这些不同的规则也像一根
根交错在一起的意大利面条一样，辨不清、理不顺，还很容易在实际执行过程的中出现不必要的适用纠纷。
3 European Commission, 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U ETS), https://ec.europa.eu/clima/policies/ets_en,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7 月 11 日。
4 欧盟经济区，除了指欧盟成员国外，还包括冰岛、列支敦士登以及挪威。
5
European Commission, Aviation in 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https://ec.europa.eu/clima/policies/trans
port/aviation_en,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7 月 11 日。
6
European Commission, A’ cap and trade’ system, https://ec.europa.eu/clima/policies/ets_en, 最后访问日期：
2020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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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第四个阶段（2021-2030）的减排工作，其排放配额上限与免费分配的配额总量也会随
之降低，以实现欧盟 ETS 所涉行业 2030 年排放总量比 2005 年降低 43%的目标。
2.《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
（以下简称《议定书》）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以下简称《公
约》或《联合国气变公约》
）的补充，于 2005 年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是历史上首次通过法
规形式规制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果。7《议定书》以《公约》附件一为基础8，将减排义务的履
行方式，按照不同类型的主权国家进行了区分，其中对附件一所列国家（发达国家与前苏联
东欧经济转型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做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限制。9《议定书》第 3
条第 1 款规定：
“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个别或共同地确保其在附件 A 中所列温室气体的人为
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总量不超过按照附件 B 中所载其量化的限制和减少排放的承诺以及根据
本条的规定所计算的分配数量，……”，该规定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将附件一中所列国家
第一承诺期（2008-2012 年）内的减排任务固定了下来。但对于未列入附件一的缔约方，
《议
10
定书》则允许其在履行承诺方面享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同时，为了更好的实现“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议定书》还要求发达缔约方在资金、技术方面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提供支持，以提升发展中缔约方履行《议定书》项下义务的能力。但这种减排模式，引起了
发达国家的不满，因此它们总体上缺乏进一步的减排意愿，企图摆脱议定书的强制减排模式，
并尝试将减排义务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转嫁，11因此，
《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十分曲折，
在此不进行赘述。
但值得肯定的是，
《议定书》创造性的允许附件一缔约方通过与其他缔约方交易的方式，
来增加或减少其初始配额，这种方法一方面推动了发达缔约方与发展中缔约方间的合作，能
够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取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也提高了附件一国家履行议定书
项下义务和承诺的灵活性。12这种交易方式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机制：排放权交易机制、共
同执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分别以附件一国家间京都配额的转让、附件一
国家间减排项目的投资、附件一与非附件一国家间减排项目的投资等方式实施。但是目前，
三种市场机制存在许多需要补充和完善的地方，例如 2019 年 12 月 2 日-13 日在西班牙召开
的《公约》第 25 次缔约方大会中，各缔约方对《议定书》第 12 条下清洁发展机制和其他现
存市场机制进行了评估，13并就是否应允许各国 2020 年前在《议定书》市场机制项下产生
的减排量用于 2020 年后的国际转让中,14以及《议定书》下获得的核证减排量，是否可以被
《京都议定书》
，https://baike.baidu.com/item/京都议定书/761287?fr=aladdin，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7 月
12 日。
8
《公约》分别将发达国家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名单列入其附件一与附件二中，并明确指出，不同附
件的主权国家在履行承诺、承担义务时，根据各自的国家实践与发展水平，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
则”实施。
9 李威：
《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气候国际法的改革与发展》，《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6 年
第 5 期，第 64 页。
10
《京都议定书》第 10 条规定：所有缔约方，考虑到它们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它们特殊的国家和
区域发展优先顺序、目标和情况，在不对未列入附件一的缔约方引入任何新的承诺、但重申依《公约》第
4 条第 1 款规定的现有承诺并继续促进履行这些承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考虑到《公约》第 4 条
第 3 款、第 5 款和第 7 款。
11 高翔、王文涛：
《<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与第一承诺期的差异辨析》
，
《国际展望》2013 年第 4 期，第
28 页。
12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Kyoto Protocol Reference Man
ual, https://newsroom.unfccc.int/documents/34558,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7 月 12 日。
13
CMP 15, Matter relating to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https://unfccc.int/documents/200603，最后
访问日期：2020 年 7 月 12 日。
14
创绿研究院，COP 25 气候谈判观察之二，http://www.ghub.org/cop25 气候谈判观察之二-创绿研究院/，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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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用于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等问题进行
了研究和讨论。15
3. 《巴黎协定》
《巴黎协定》
（以下简称《协定》
）于 2015 年 12 月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旨在为
2020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规制和安排，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
上升幅度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 1.5 摄氏度内。16《协定》在
划分减排责任时，尽管仍坚持沿用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
进行了一定的变通：只提出了长期目标，却未设定减排总量，每个国家在《协定》项下均应
结合本国国情，通过自主贡献的方式，承担减排义务，自由决定具体的减排额度，17例如《协
定》第 4 条第 2 项规定：
“各缔约方应编制、通报并保持它打算实现的下一次国家自主贡献，
缔约方应采取国内减缓措施，以实现这种贡献的目标”；第 9 项规定：
“各缔约方应……，每
五年通报一次国家自主贡献”。为了实现国家贡献目标，
《协定》支持通过市场与非市场的方
式进行操作，并于第 6 条第 2、4、8 款分别规定了以合作机制、可持续发展机制等为主的市
场机制以及非市场机制的具体实施方法。
其中，
《协定》第 6 条第 2 款规定了合作机制：“缔约方如果在自愿的基础上采取合作
方法，并使用国际转让的减缓成果来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确保避免双重核算”，根据该
条，各缔约方的减缓成果（Internationally transferred mitigation outcome, ITMOs）可通过国际
转让的方式实现，同时要求参与方授权用于实现其 NDCs 以外的减缓成果时，也需根据《协
定》指导意见进行相应的调整；18第 6 条第 4 款则对可持续发展机制进行了介绍：“……建
立一个机制，……应旨在：奖励和便利缔约方授权下的公私实体参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促
进东道缔约方减少排放量，以便从减缓活动导致的减排中收益，这也可以被另一缔约方用来
履行其国家自主贡献”。
《协定》规定可持续发展机制将采用集中管理的方式，由《协定》缔
约方大会（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e Pairs Agreement,
CMA）指定机构进行监督，该机制通常被视为《议定书》项下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延
续，19但后续可能会面临 CDM 与《协定》第 6 条第 4 款间的过渡与转化问题；20最后，
《协
定》通过第 6 条第 8 款对非市场机制进行了规制，大会试图通过不包括交易或交换在内的非
市场方式（non-market approaches, NMAs）
，推动减排目标的实现以及技术和资金的转让与
21
分享。
但是，第 6 条项下机制的实施问题是《协定》最复杂最富争议性的问题之一，以至于
创绿研究院，COP 25 气候谈判观察之一，http://www.ghub.org/cop25 谈判观察 1-创绿研究院/，最后访问
日期：2020 年 7 月 12 日。
16
《巴黎协定》
，https://baike.baidu.com/item/巴黎协定/19138374?fr=aladdin#7_6，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7
月 13 日。
17 徐崇利：
《<巴黎协定>制度变迁的性质与中国的推动作用》，
《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18 年第 6
期，第 201 页。
18
UNFCCC, Guidance on cooperative approach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6, paragraph 2, of the Paris Agre
ement,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DT.CMA2_.i11a.v3_0.pdf,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7 月 19
日。
19 陶玉洁、车梦宇、段茂盛：
《<巴黎协定>下市场机制建设中的风险与对策》，《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20
年第 1 期，第 119 页。
20 UNFCCC, Draft CMA decision on the rules, modalities and procedures for the mechanism established
by Article 6, paragraph 4, for the Paris Agreement,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CMA2_11b_
DT_Art.6.4_.pdf,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7 月 20 日。
21
UNFCCC, Matter relating to Article 6 of the Paris Agreement: Work programme under the framework
for non-market approach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6, paragraph 8, of the Paris Agreement, https://unfccc.in
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DT.CMA2_.i11c.v3.pdf,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7 月 20 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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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巴黎气候大会的最后一天早上，各缔约方才勉强对该条达成一致。22但关于该条的实施
细则，却并未在卡托维兹气候大会（COP24）以及马德里气候变化大会（COP25）中达成共
识。各缔约国在 COP25《协定》第 2 次缔约方大会（CMA2）中表示，对于《协定》第 6
条有关的事项的草案案文，并不代表缔约方之间的协商一致意见，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
（Subsidiary Bod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SBSTA）应继续审议上述草案案文，
供第三届会议审议和通过。23不难看出，
《协定》的减排谈判进程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国际社会只得将期望寄托在即将举办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COP26）上。
4. 国际航空碳抵销与减排计划
环境保护一直是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的
战略目标之一，其在 2004 年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 35 届会议中就明确了“限制或减少航空温
室气体排放对全球气候影响”的环保目标，同时坚持在三年一届的组织大会中对涉及环境保
护的政策和实践进行修订和更新。24为了确保航空减排活动能够在国际层面上有效开展、避
免减排机制的区域化和碎片化，ICAO 于 2013 年第 38 届大会上，就关于国际航空基于市场
的措施（MBMs）框架的建构达成一致。随后，在 2016 年第 39 届大会上，ICAO 决定以国
际航空碳抵销与减排计划（CORSIA）的形式来执行市场措施，解决国际航空产生的高于 2020
年水平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任何年度增长量。25
CORSIA 采取了分阶段的实施方式，不同阶段下的参与条件和减排额度的计算标准有
所不同。其中，试办阶段和第一阶段均为自愿参与，成员国可结合本国实际，自主选择参加
与否；但是，与试办阶段与第一阶段不同，凡是达到 CORSIA 规定的排放标准的成员国，26
都须接受第二阶段减排计划的约束，履行报告和抵销义务。实际上，除了符合豁免资格的特
殊主体和特定航空活动外27，基本上所有的 ICAO 成员国和所有的国际航空运输活动都会受
到 CORSIA 第二阶段抵销计划的管辖。为了有效的识别和计算减排成果、监测排放总量，
CORSIA 还专门划定了排放单位标准（Emissions Unit Criteria, EUC）
。EUC 规定：凡是符合
ICAO《 CORSIA 排放单位合规标准》的抵销行为或属于已被纳入《符合 CORSIA 标准的排
放单位》中的其他减排机制项下的有效抵销行为，28都可用于清除飞机运营商在 CORSIA 项
下的减排任务，只有当所有的减排任务在合规期内均被有效清除，并按要求提交、核查了抵
销报告时，该航空运营人在 CORSIA 项下的阶段性减排义务才算履行完毕。29

世 界 自 愿 研 究 所 ， COP25 ： 关 于 巴 黎 定 第 六 条 ， 你 需 要 知 道 的 事 ，
https://mp.weixin.qq.com/s/Yb7TdutETO2ZQjHMG8HhVA，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7 月 18 日。
23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巴黎协定》第六条有关的事项，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
e/cma2019_L09C.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7 月 19 日。
24 ICA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ttps://www.icao.int/environmental-protection/Pages/default.aspx, 最后访
问日期：2020 年 7 月 21 日。
25
ICAO 第 39 届大会有效决议(Doc 10075）, A39-3：国际民航组织关于环境保护的持续政策和做法的综
合声明-全球基于市场措施（MBM）计划，p.I-80.
26 CORSIA 第二阶段的适用条件为：2018 年在以收费吨公里数表示的国际航空活动中单个份额占到总收费
吨公里数的 0.5%以上的国家，或者在从最高到最低收费吨公里数排列的国家名单中，累计份额达到总收费
吨公里数 90%的国家，但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不包括在内。
27 不适用于 CORSIA 的国际航空活动主要有：飞机运营人国际航空业务每年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到 1
0 000 公吨；飞机最大起飞质量（MTOM）小于 5 700 千克；进行人道主义、医疗、消防作业的航空活动。
28 《CORSIA 排放单位合规标准》
（CORSIA Emissions Unit Eligibility Criteria）以及《符合 CORSIA 标准
的排放单位》
（CORSIA Eligible Emissions Units）为 ICAO 分别于 2019 年 3 月和 2020 年 3 月公布的官方
文件，旨在明确 CORSIA 所认可的减排标准和允许在 CORSIA 项下适用的其他减排机制项下的排放单位。
29 ICAO, Carbon Offsetting and Reduction Scheme for International Aviation (CORSIA), Annex 16 Volu
me IV, https://www.icao.int/environmental-protection/CORSIA/Pages/SARPs-Annex-16-Volume-IV.aspx, 最后
访问日期：2020 年 7 月 27 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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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CORSIA 项下的减排方案与减排标准，并未充分考虑各成员国航空产业间的发
展差异和当下国际社会的减排现状，在减排义务的分配、计算方面，过于强调机制的唯一性
和标准的一致性。例如，CORSIA 规定：航空器运营人 2019 年至 2020 年间被国际航空碳抵
销和减排计划所覆盖航线的平均总排放量，为该运营人的减排基线，其在 CORSIA 项下的
抵销要求将根据减排基线进行计算。30上述减排基准的计算期间，不仅不公平的加重了近几
年航空产业刚刚起步、运量正值高峰期的航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义务，也忽视了 CORSIA
覆盖航线上受多项国际性减排机制约束的成员国的减排能力。如果 ICAO 在今年年底仍未就
接受其他国际性减排计划达成共识，CORSIA 试办阶段（2021-2023 年）将很难达到预期的
减排额度。31目前航空发展大国与航空发达国家对 CORSIA 的减排方案分歧较大，且已经从
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对实施 CORSIA 的大会决议分别提出了保留意见。 32 不难看出，
CORSIA 未来的发展和走向，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国家间利益的平衡与不同减排机制间的协
调对接。

二、国际航空减排机制适用的法律冲突
目前，国际社会上存在的航空减排机制种类繁多，不仅有主权国家间的双边或多边减
排机制，还存在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减排方案。这些减排机制根据其划定的监管范围，分别对
特定的主权国家、特定的区域或者所有缔约国的国际航空运输减排活动进行规制。尽管各减
排体系间彼此独立，但部分主权国家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或已参与的公约数量，可能会受到
不同减排机制的约束，很容易引发适用冲突问题，即相同的主权国家或航空器运营人以及相
同的国际航线因为同时受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减排机制的约束，需要承担两倍甚至数倍的减排
责任。但减排责任主体的减排能力是固定的，其只能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内履行减排义务。因
此，需要尽快明确各机制间可能出现的冲突类型，制定相应的适用规则，避免对各缔约国造
成不合理的减排负担。
（一）国际航空减排机制适用冲突的主要表现
1. 国家间减排机制与国际性减排机制间的适用冲突
相较于国际性减排规范，国家间达成的双边或多边减排机制，主要通过合作或援助的方
式，实现减排目标。就目前来看，多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技术交流与指导协议的方式
体现。以日本和蒙古的联合信用机制（Joint Crediting Mechanism, JCM）为例，该机制是建
立在双边文件基础上的国家间减排计划。33JCM 一开始被定位为非交易型减排机制，为了确
保其项下的减排成果不会在其他减排体系下进行交易，JCM 还构建了专门的登记和监督机
构。34但随后为了扩大 JCM 的影响力、更好的融入多元化减排氛围中，日本和蒙古同意就
JCM 向交易型减排机制过渡进行磋商，并于 2020 年 3 月至 4 月，积极响应 ICAO，向专门

ICAO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What are CORSIA’s baseline emission, https://www.icao.int/environ
mental-protection/CORSIA/Pages/CORSIA-FAQs.aspx,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7 月 27 日。
31Kelly Hamrick and Zubair Zakir, Lifting Off: Analysis of Potential Carbon Offset Supply for CORSIA
Phase (2021-23), The Nature Conservancy, June 2020.
32
以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为首的航空发展大国和以美国、巴西等为首的航空发达国家，分别对第 40 届
大会 A40-18 和 A40-19 号决议提出了保留。其中，航空发展大国主要从 CORSIA 2020 年全球理想目标以
及减排责任的分配对发展中国家航空增长的不利影响方面出发提出保留意见；而航空发达国家则主要对共
同但有区别的减排原则提出保留。
33
Technical Advisory Body, 2020 Programme Applications: Joint Crediting Mechanism between Japan and
Mongolia, https://www.icao.int/environmental-protection/CORSIA/Documents/TAB/TAB%202020/JCM_Applic
ation_Form_2020_for_posting.pdf,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7 月 31 日。
34 Ibid.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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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EUC 的技术咨询机构（Technical Advisory Body, TAB）提交了减排措施的评估申请，以
迎合 CORISA 的排放标准，同时提出对适用于 CORISA 计划的 JCM 抵销成果进行区分和标
记，以避免未来在交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适用纠纷。35
但是就日本而言，除了 JCM，其还自愿加入了 CORSIA 试办阶段，愿意从一开始就接
受 CORSIA 的规制和监管。36这意味着，当 2021 年 CORSIA 试办阶段开始启动时，日本将
会同时受到 JCM 与 CORSIA 的约束。尽管 JCM 拟通过标记的方式，来区分适用于 CORSIA
的排放成果，但是仍未就“机制间配额的相互承认”问题达成一致，即便日后 JCM 项下的
部分减排成果可以在 CORSIA 项下进行抵免，也须以未在 JCM 项下抵销为前提，即配额的
抵免不一定能够同时被两个机制所认可。但是日本的减排成果并非“用之不竭”，若不及时
进行规制，将会给与日本处于相同处境的主权国家或航空运营人带来巨大的减排压力。
2. 区域性减排机制与国际性减排机制间的适用冲突
目前主要表现为欧盟 ETS 和 CORSIA 之间的适用冲突。欧盟 ETS 在 CORSIA 构建后，
将其管辖范围限制在了欧盟经济区内，并愿意从一开始就加入 ICAO 的国际碳交易机制，配
合 CORISA 更新其减排规范。37但是，欧盟依然认为 CORSIA 的减排成效仍取决于各参与方
国内规则的制定和实施，若欧盟无法就适应 CORSIA 制定出有效的域内减排规则，EU ETS
的监管范围将再次突破欧盟经济区。38
CORSIA 规定参与该机制的所有缔约方间的国际航线都属于抵销对象，欧盟作为
CORSIA 的参与方，EEA 内的国际航线自然也被划归为监管对象。如此看来，在 CORSIA
试办阶段运行后，欧盟就 CORSIA 与 ETS 间的对接与融合问题出台新的法律提案之前，
39EEA 范围内的国际航线既需要履行 EU ETS 的减排义务，
也需要承担 CORSIA 的抵销责任。
例如：一架从德国飞往意大利的德国航班的二氧化碳排放，除了当然的会受到 EU ETS 的监
测和约束外，因该航班属于 EEA 范围内的国际航班，同时也满足了 CORSIA 的适用标准，
即在相同航程下，该架德国航班不仅需要履行 EU ETS 的减排任务，还需要抵销在 CORSIA
项下所产生的排放量，换句话说，该航班在该段航程内的排放量将被相互独立的两个有管辖
权的减排机制重复登记。因此，若 2021 年 CORSIA 试办阶段在 EEA 内生效时，欧盟仍未
推行新的法律法规，对接 EU ETS 和 CORSIA，为 CORSIA 融入 EU ETS 提供指导，EEA 范
围内的国际航空运营人将会被不公平的施加额外的减排负担。另外，CORSIA 试办阶段恰好
与 EU ETS 第四阶段初期（2021-2030）相重合，EU ETS 为了加快减排步伐，从第四阶段开
始，将加大减排力度，以每年 2.2%的速度缩小总排放配额。40如此看来，不尽快拟定各减排
措施间的协调方案，可能会对 EEA 内国际航空运营人的经营发展，甚至存续带来不利影响。
3. 国际性减排机制间的适用冲突
在上文介绍的两种冲突类型中，减排责任主体往往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仅对特定的区域
35

Ibid.
ICAO, CORSIA States for Chapter 3 State Pairs, https://www.icao.int/environmental-protection/CORSIA/
Pages/state-pairs.aspx，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8 月 1 日。
37 European Commission, Aviation in 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https://ec.europa.eu/clima/policies/tran
sport/aviation_en,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8 月 1 日。
38 European Commission, Global scheme to offset emissions, https://ec.europa.eu/clima/policies/transport/avi
ation_en，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8 月 2 日。
39
European Commission, Aviation: ICAO CORSIA update and latest EU ETS developments: ETS Aviatio
n legislation, https://ec.europa.eu/clima/sites/clima/files/events/docs/0120/bo4_liebert_and_cano_aviation_en.pdf，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8 月 2 日。
40 European Commission: Revision for phase 4 (2021-2030): Strengthening the EU ETS for the next deca
de, https://ec.europa.eu/clima/policies/ets/revision_en,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8 月 2 日。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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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国家产生影响。但是，国际性减排体系或减排机制的参与主体众多，缔约方遍布全球，因
此当国际性减排体系间发生适用冲突时，将会对所有缔约主体正常的责任计算与分配工作带
来混乱，甚至还会再次波及作为国际性减排机制缔约方的诸如欧盟、日本等特定的区域或国
家。目前，国际性减排工作主要通过国际公约和专门的减排计划等方式开展，缔约方减排任
务的履行也分为自愿与强制两类，因此，国际层面的适用冲突相较于国家与区域层面来讲，
更为复杂，需要平衡和考量的因素也更多。
国际减排公约间的适用冲突。现阶段，可指导国际航空减排的公约主要有《京都议定
书》与《巴黎协定》。其中，
《议定书》主张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减排义务，而《协定》则允许
各缔约方自主决定。虽然在履责方式层面两公约存在差异，但是在具体的减排手段上仍存在
很大的相似性。
《议定书》分别于第 6 条、第 12 条和第 17 条设计了三种履约机制，鼓励缔
约方通过项目合作与配额交易等创新机制，加快减排目标的实现；
《协定》也在其第 6 条中
肯定了合作与转让的履约方法。但愈是相似的减排手段，愈会给缔约主体的减排工作带来困
扰：例如欧盟作为《议定书》与《协定》的共同参与方，其通过项目合作或配额交易获取或
出售的减排成果，应如何在两公约间进行合理划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京都议定书多
哈修正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至今仍未生效，但《修正案》中规定的第二个承诺期
（2013-2020 年）却即将截止，41那么，
《议定书》缔约方 2020 年前在《议定书》市场机制
下产生的减排成果是否能在 2020 年后于《协定》项下进行抵销？42如何在《议定书》与《协
定》间就减排成果的适用和衔接达成一致？可见，减排公约间也存在着诸多协调与适用冲突，
若能尽快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不仅会增强公约的实际效力，还有利于推动国际航空减排的
发展。
国际减排公约与专门的减排机构间的适用冲突。
《联合国气变公约》与《巴黎协定》作
为国际层面的减排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与 CORSIA 存在监管重合与制度冲突。实际上，两
者间相互独立，并未有减排规则与制度的对接安排，但作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减排体系，
两者在参与主体、管辖范围方面却存在较大的相似性。其中《协定》以国家自主贡献为管理
对象，要求所有缔约方保证尽可能地实现其在协定项下的减排目标；43CORSIA 也被视为解
决所有成员方国际航班产生的高于 2020 年水平二氧化碳的全球减排计划。44另外，在减排
责任主体的确定上，两者也具有较高程度的一致性，尽管《协定》允许通过自主贡献的方式
履行减排任务，但并未排除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义务，即在《协定》项下，发展中国家也应结
合本国国情编制适当的国家贡献；CORSIA 同样认为，无论航空产业的发展程度、国家的经
济现状如何，凡是达到规定的排放总量，不属于豁免类型的缔约国均应履行第二阶段的减排
义务。45不难看出，从 2027 年 CORSIA 第二阶段开始运行时，同时作为《协定》与 CORISA
参与主体的缔约国，不可避免的需要接受重复监管。对此，国际社会可在不触及各减排体系
独立地位的基础上，尽快搭建相应的承认和协调机制，最大程度的缓解国际航空减排公约与
减排机构间的适用冲突。

41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What is the Kyoto Protocol? Doha Amendment, https://unfccc.int/kyoto
_protocol,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8 月 3 日。
42 创绿研究院，COP 25 气候谈判观察之一，http://www.ghub.org/cop25 谈判观察 1-创绿研究院/，最后访问
日期：2020 年 8 月 3 日。
43
《巴黎协定》
，第 3 条。
44
ICAO 第 40 届大会有效决议，A40-19 号决议：国际民航组织关于环境保护的持续政策和做法的综合声
明—国际航空碳抵销和减排计划（CORSIA）
，p.104。
45
ICAO 第 40 届大会有效决议，A40-19：国际民航组织关于环境保护的持续政策和做法的综合声明—国际
航空碳抵销和减排计划（CORSIA）
，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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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航空减排机制适用冲突的法律解决及其障碍
1. 减排机制间选择冲突的解决障碍
ICAO 认为，在处理国际民用航空减排机制间的适用纠纷时，应在坚持维护全球航空减
排活动一致性与统一性的同时，确保其能够发挥领导和监管作用46。因此，ICAO 反对基于
分散的国家或地区的碳排放交易机制，指出不论从二氧化碳排放的计征，还是各成员国的实
际意愿方面，将 CORSIA 作为唯一适用于国际航空二氧化碳排放的全球基于市场的措施，
都是最佳选择，也符合各成员国或各国际航空运营人的最佳利益。47不难看出，ICAO 试图
通过“自认优先顺位”的方式，将 CORSIA 界定为优先于任何其他国家间或区域性碳交易
机制的方式。为了更好的实现其“优先适用”的地位，2020 年 3 月，ICAO 配套公布了名为
《符合 CORSIA 标准的排放单位》的官方文件，在该文件中，ICAO 公布了 6 种满足 CORSIA
标准的其他减排机制，允许这 6 种机制下的减排活动和减排成果在 CORSIA 项下得到承认。
48此外，ICAO 还专门建立了技术咨询机构（Technical Advisory Body, TAB）
，对符合 CORSIA
49
标准的排放单位进行审查或提出建议， 试图将 CORSIA 的优先地位用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
此外，对于包括市场机制在内的其他世界性的减排机制，例如《联合国气变公约》体系
下的清洁发展机制以及《巴黎协定》中的新市场机制，ICAO 虽持以支持和肯定的态度。但
为了保障 CORSIA 的优先地位、维护减排工作的整体性，大会决定在承认《联合国气变公
约》和《巴黎协定》减排效力的基础上，以接纳和吸收两公约在 CORSIA 项下进行适用的
方式为主线，50通过承认《联合国气变公约》与《巴黎协定》排放成果在 CORISA 项下的适
用资格等手段，51构建各机制间有级别的对接和协调方案。尽管 CORSIA 主张将其作为单一
的全球性碳市场机制，来实现国际航空的减排目标，是为了避免复杂重复的市场措施对温室
气体的计算和抵销工作造成混乱，但在实践过程中，这种过于“蛮横”的适用方案并未受到
各缔约国的追捧和遵守，相反其“自认优先”的做法，反而引发了不少国家的保留与反对。
2. 减排机制间过渡冲突的解决障碍
为了解决以《议定书》与《协定》为代表的国际公约项下减排机制的适用冲突问题，
《气
变公约》第 25 次缔约方大会项下的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Subsidiary Bod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SBSTA）在其第 51 届会议（SBSTA51）中，专门进行了探讨。52

ICAO 第 40 届大会有效决议，A40-18 号决议：国际民航组织关于环境保护的持续政策和做法的综合声
明—气候变化，p.96。
47
ICAO 第 40 届大会有效决议，A40-19 号决议：国际民航组织关于环境保护的持续政策和做法的综合声
明—国际航空碳抵销和减排计划（CORSIA）
，pp.103-107。
48
《符合 CORSIA 标准的排放单位》中公布的这 6 种减排机制分别为：美国碳登记局（American Carbon
Registry, ACR）
，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计划（China GHG Voluntary Emission Reduction Program）
，清洁
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气候行动储备（Climate Action Reserve, CAR）
，黄金
标准（The Gold Standard, GS）
，验证碳标准程序（Verified Carbon Standard, VCS）
。
49
ICAO, Terms of Reference for the Technical Advisory Body (TAB), https://www.icao.int/environmentalprotection/CORSIA/Documents/TAB/TAB%202020/TOR_of_TAB_2020_Approved_by_Council.pdf, 最后访问
日期：2020 年 8 月 9 日。
50 ICAO 第 39 届大会有效决议，A39-3 号决议：国际民航组织关于环境保护的持续政策和做法的综合声明
—全球基于市场措施（MBM）计划，p.I-85.
51 ICAO 第 39 届大会有效决议，A39-3 号决议：国际民航组织关于环境保护的持续政策和做法的综合声明
—全球基于市场措施（MBM）计划，p.I-85.
52
SBSTA 51, Matters relating to Article 6 of the Paris Agreement: Rules, modalities and procedures for
the mechanism established by Article 6, paragraph 4, of the Paris Agreement：Transition of Kyoto Protoc
ol to Article 6, paragraph 4, activities,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DT.SBSTA51.i12b.2.pdf，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8 月 9 日。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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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SBSTA 就《议定书》项下的减排机制向《协定》第 6 条第 4 款的过渡与转化问
题，即减排机制与核证减排量在不同公约间的转变与适用，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提出了两
种差异较大的备选方案。在方案一中，SBSTA 主张在满足东道国批准、遵守 CMA 及其监
督机构规则的前提下，可以允许《议定书》第 6 条项下的“共同执行机制”及第 12 条项下
的“清洁发展机制”向《协定》第 6 条第 4 款转变。53但对于转变期限、注册程序、
《议定
书》项下机制在转变期间内的运行办法等具体问题，由于各方观点差异较大，并未在会议中
展开讨论；与此相对应的是方案二，该方案主张完全切断《议定书》与《协定》间的联系，
其认为《议定书》第 6 条与第 12 条所规定的减排机制，均不得转化为《协定》第 6 条第 4
款所规定的减排活动。
在此基础上，大会又进一步对产生于《议定书》项下的核证排放量在《协定》项下的
抵销等具体问题进行了磋商。针对该问题，SBSTA 提供了由 A 至 D 四种选择。方案 A 指出，
若《议定书》第 6 条、第 12 条项下的排放单位已经过证明和认定，则可在符合 CMA.2 会议
决定的条件下，同意 2020 或 2021 年 1 月 1 日之前或之后的减排成果在《协定》第 6 条第 2
款项下，通过国家自主贡献的形式进行抵销；54除了方案 A 外，方案 B 与方案 C 则分别否
定了符合《议定书》要求的 JI、CDM 机制内的减排成果与满足《议定书》标准的所有减排
成果向国家自主贡献的转化议案；55方案 D 与上述几种方案略有不同，其并未涉及《议定书》
第 6 条，仅提出由《议定书》第 12 条 CDM 发行的、经过认定的未抵销的减排行为可以考
虑进行转化登记。56
不难看出，不论是减排机制的转化还是减排单位的对接，各缔约国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
争议，其中以《议定书》过渡前所产生的排放量可否在《协定》项下进行适用的问题为甚，
以巴西、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认为，应允许 2020 年前根据《议定书》要求所产生的排
放量，在《协定》项下用于落实 NDCs，确保所有减排机制下的排放量均能够被有效抵免。
但其他大部分缔约国则持以反对意见，它们认为这种对接方式，不仅会对碳定价造成严重影
响，还会不合理的减轻持有大量 2020 年前排放量国家的自主贡献额，有碍于《协定》减排
目标的实现。57为了进一步的确保 NDCs 的完整性，这些国家还发起了名为“圣何塞原则（San
Jose Principles）
”的倡议，该倡议明确提出，应禁止 2020 年前《议定书》产生的排放量用于
2020 年后，避免出现 NDCs 的实施纠纷。58基于此，大会并未就上述问题达成一致，仅停留
在对不同利益主体观点进行罗列的层面上，未来如何在争议与碰撞之中找寻出路，各缔约国
仍需在坚持包容并蓄的基础上，不断的进行摸索。

三、国际航空减排单位计算的法律冲突
与国际航空减排机制的管辖冲突不同，国际航空减排单位的计算冲突属于在实际运行过
程中所产生的配额抵免冲突。且并非所有的计算冲突都必须以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减排机制
为前提，单个减排体系下的制度缺陷，也可能成为计算冲突的产生原因。目前，国际航空减
53

Ibid.
SBSTA 51, Matters relating to Article 6 of the Paris Agreement: Rules, modalities and procedures for
the mechanism established by Article 6, paragraph 4, of the Paris Agreement：Transition of Kyoto protoc
ol units to the Article 6, paragraph 4, mechanism,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DT.SBSTA51.
i12b.2.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8 月 10 日。
55
Ibid.
56 Ibid.
57
创绿研究院，COP 25 气候谈判观察之一，http://www.ghub.org/cop25 谈判观察 1-创绿研究院/，最后访问
日期：2020 年 8 月 10 日。
58
创绿研究院，COP 25 气候谈判观察之二，http://www.ghub.org/cop25 气候谈判观察之二-创绿研究院/，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8 月 10 日。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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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领域的计算冲突主要集中在减排单位的发行、登记和使用上。
（一）国际航空减排单位计算冲突的主要表现
1. 减排单位的双重签发（double issuance）
双重签发是指针对同一个减排活动，重复签发了排放单位的情形。59在国际实践中，不
排除国际减排项目开发方因减排活动的多样性与减排单位的繁杂性，在计算抵免额度时出现
混乱和偏差，造成针对同一个减排活动多次计算减免成果的现象。60例如：针对本该核发 100
个排放单位的减排活动，错误的签发了 200 个减排单位，那么这多签发的 100 个减排单位，
将会给该项目主体带来额外的减免效果，或者不合理的增加该项目主体的可售出配额总量，
使其获取额外的经济收益，从而引发排放单位的不实发放与减排成果的过度转化。但是，减
排单位的重复签发并不涉及其他的减排体系，不存在机制间监管权力的平衡问题，因此可从
优化签发方案、加强第三方核查力度、完善签发单位的跟踪登记制度等方面入手，有效解决
排放单位的重复签发问题。
2. 减排单位的双重出售（double selling）
双重出售行为，是指在同一个减排项目下所产生的相同排放单位，被同时出售给了不
同的主体，61即减排配额的“一物二卖”。实践中，碳排放市场被分为一、二两级，其中一
级市场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初级市场，即买方直接从减排项目开发者手中购买减排单位；二级
市场下的排放单位买卖行为则是通过碳交易所实施的。项目开发者在一级市场中将本项目下
所产生的相同排放量，分别出售给不同的购买主体，或者二级市场下的卖方将同一部分排放
单位与不同的买方进行交易，这种行为就是排放单位的双重出售。排放配额的重复出售，使
得排放单位的出卖方“出一份力，赚两份钱”
，不仅夸大了实际的减排成果，还有可能给购
买主体造成不必要的权益纠纷。对于排放单位的重复出售问题，只有通过完善各级碳交易市
场中交易配额的注册登记制度，加强监管核查力度等手段来进行解决。
3. 减排单位的双重使用（double use）
双重使用指的是同一个减排责任主体将其所拥有的减排单位分别在不同的减排机制下
适用。62其通常发生在减排责任主体同时参加多个减排机制或者同时受到多项减排机制约束
的背景下，即减排单位的重复使用，是由减排机制间的适用冲突所引发的。其中，有限的减
排能力和超额的减排任务，以及固定的减排单位和繁杂的减排体系这两对矛盾，是减排单位
双重使用问题的争议焦点。例如：欧盟的某一个航空公司，将其达成或购买的 100 个减排单
位，同时登记在了 EU ETS 和 CORSIA 项下，那么这 100 个减排单位可能与非双重使用情形
下 200 个减排单位所实现的抵销结果是相同的，该航空运营人的减排义务也会在这种投机行
为下减少一半，但真正的减排责任并未完全履行。与双重出售、双重签发不同，双重使用涉
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减排机制，属于减排机制冲突的衍生问题，因此需要通过明确减排单位
的适用顺位、构建各减排机制间的协调方案等手段来应对。
4. 减排单位的双重申领（double claiming）

59

IATA, Airline Handbook on CORSIA, https://www.iata.org/contentassets/fb745460050c48089597a3ef1b9fe
7a8/corsia-handbook.pdf,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8 月 11 日。
60
ICAO, CORSIA Emissions Unit Eligibility Criteria, https://www.icao.int/environmental-protection/CORSI
A/Documents/ICAO_Document_09.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8 月 11 日。
61
IATA, Airline Handbook on CORSIA, https://www.iata.org/contentassets/fb745460050c48089597a3ef1b9fe
7a8/corsia-handbook.pdf,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8 月 13 日。
6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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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申领与双重使用问题均源于减排机制之间的适用冲突，但与双重使用不同，双重
申领仅发生在主权国家与航空公司之间。63在当下的减排实践中，主权国家大多通过国家自
主贡献的形式完成减排计划，而航空公司则主要以购买配额或直接抵销的方式，来履行减排
义务。因此，两者是通过不同的减排体系、运用不同的减排方式，开展碳抵销活动。但若主
权国家并未及时将已作为自主贡献成果的特定项目下的减排单位，添加“已用”标记，这部
分减排单位将有可能再次被航空公司用作 CORSIA 项下的减排成果使用，反之亦然。这部
分特定的减排单位，在上述情形中就同时扮演了主权国家和航空公司减排成果的双重角色，
其中一方似乎有“搭便车”之嫌。对此，碳市场计划工作组（Working Group of Carbon Market
Programs）分别从一般性做法与国内强制性做法两个层面提出了应对方法。64其中，一般性
解决措施主要以国家间减排机制下的 NDCs 为对象，工作组提出可以通过：获取必要的会计
担保、避免对其他国家的上游减排机制发放排放单位以及在国家间抵销计划中不设置针对
CORSIA 的排放单位等方法，来避免双重申领情形的出现；65而针对已经构建了排放权交易
系统、并由本国法律法规进行规制的国内强制性减缓机制，工作组则认为：不发行减排单位、
不发行可适用于 CORSIA 的减排单位、避免发行的减排单位在其他减排机制下实现抵销效
果等方法，可能是化解双重申领最为有效的规避方案。66
（二）国际航空减排单位计算冲突的法律解决及其障碍
纵观上述四种双重计算（double counting）的情形，不难看出，任意类型的重复计算，
都有可能造成全球登记（或抵销）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高于各国或各航空公司的实际减排总
量之和的现象。67登记总量大于实际执行总量，一方面代表着登记的全球减排额度已经呈现
出虚高态势；另一方面也揭露出了各减排责任主体可能存在不实的义务履行行为。因此，为
了杜绝碳减排额度的双重计算问题，以 CORSIA、《协定》等为代表的国际性减排机制，纷
纷出台了关于减排单位的跨机制承认标准等内容的文件，试图将涉及自身减排机制的额度计
算问题，限制在拟定的规范文件之下。但是，减排单位的双重计算，时常会牵涉到不同的减
排机制，属于机制适用冲突所产生的连带性纠纷，因此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以协调和磋商的
方式进行解决。正如碳市场计划工作小组和非政府组织在“规避 CORSIA 双重计算问题指
南”中所述：尽管我们都知道计算冲突的解决并非易事，但仍需各利益相关者
（Multi-stakeholder）共同决策，达成共识。68
1. 减排单位抵销资格冲突的解决障碍
ICAO 为了解决减排单位的重复计算问题，专门公布了《 CORSIA 排放单位合规标准》
与《符合 CORSIA 标准的排放单位》这两份文件，旨在赋予 CORSIA 对其他机制下减排配
额的优先减免资格。文件中载明，为了确保减排单位抵销程序的一致性与完整性，避免因为
过于复杂的抵免方案，造成减排单位的重复计算，决定凡是满足 CORISA 抵销标准的减排
单位，都可以在 CORSIA 项下进行抵免。但这种做法，并未引发各缔约国的共鸣，反而激
起了一片保留与反对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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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TA, Airline Handbook on CORSIA, https://www.iata.org/contentassets/fb745460050c48089597a3ef1b9fe
7a8/corsia-handbook.pdf,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8 月 14 日。
64 Lambert Schneider, Derik Broekhoff, Draft Guidelines on Avoiding Double Counting for CORSIA, Mar
ch 2019.
65 Ibid.
66 Ibid.
67 Avoiding Double Counting Working Group, Guidelines on Avoiding Double Counting for the Carbon O
ffsetting and Reduction Scheme for International Aviation, June 2019.
68 Lambert Schneider, Derik Broekhoff, Draft Guidelines on Avoiding Double Counting for CORSIA, Mar
c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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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巴西常驻代表团专门向 ICAO 提交了保留声明，其认为：对于 ICAO 大会决定承
认《议定书》
下的清洁发展机制和
《协定》第 6 条第 4 款所建立机制产生的排放单位在 CORSIA
计划中的抵销效力，巴西政府表示理解，但是对于认可所有符合 CORSIA 标准的排放单位，
在该体系内均具有抵销能力的决定，表示反对和保留。其认为这种做法，无法保证 CORSIA
最高程度的环境完整性，无益于 CORSIA 未来的推进与实施。69
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航空发展中国家，也针对第 40 届大会决议中关于减排单位的承
认部分提出了保留声明和修改建议。印度在其声明中认为：“ICAO 自行其道，擅自将技术
咨询机构（TAB）和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CAEP）的决定置于《联合国气变公约》和《协
定》之前”
，印度将对此提出强烈保留。同时提议将该条款修改为：
“ICAO 理事会所建立的
排放单位标准须与《联合国气变公约》和《协定》建立的机制保持一致”。70中国同样认为，
ICAO 无权禁止成员国采取其他市场手段处理航空排放问题，《联合国气变公约》是全球气
候治理工作开展的主要渠道，因此对适用《联合国气变公约》及《协定》签发的减排单位，
ICAO 理事会无权进行评判。71俄罗斯甚至就 ICAO 关于国际航空碳抵销和减排计划的决议，
拟定了修正案文供 ICAO 参考。72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巴西希望 CORSIA 拒绝对除产生于《议定书》及《协定》以
外的减排成果进行承认，最大限度的维护 CORSIA 的完整性和优先性；但是印度，中国、
俄罗斯等航空发展中国家则对 CORSIA 的“优先地位”明确表示反对，这些国家认为应将
《联合国气变公约》和《协定》作为减排成果抵免的优先方案。可见，各国在减排单位的转
化范围以及各机制的适用顺位问题上，依然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是归根结底，各缔约国间存
在的意见及观点差异，仍源于各国国家利益和产业发展的不同。巴西反对过多的排放单位在
CORSIA 项下进行抵销，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避免繁杂的抵销模式，对其减免责任的加重；而
航空发展大国则是为了给本国航空产业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时间，毕竟过于僵化严格
的减排规则和过于单一强制的适用标准，不利于本国航空产业的发展。
2. 减排单位抵免能力冲突的解决障碍
正如上文所述，ICAO 就减排单位重复计算问题的解决方案引发了较大的纷争和讨论，
其实即便各缔约方对上述方案不存在异议和不满，该解决方式目前也并不一定是最恰当的，
在实际适用的过程中依然会引发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为了避免双重计算问题的出现，CORSIA 特别允许其他满足标准的减排单位在其项下进
行抵免。73但在实际的抵免过程中，ICAO 仍有可能将减排单位的承认方案建立在“单方适
用”的基础之上，即其他减排机制下的减排单位一旦获得 CORSIA 的抵免许可，在 CORSIA

巴西常驻代表团：针对 ICAO 第 40 届大会有效决议的保留声明，https://www.icao.int/Meetings/a40/Pages/
ZH/resolutions.aspx，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8 月 15 日。
70 印度驻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代表：印度共和国对于第 A40-19 号决议：国际民航组织关于环境保护的持
续政策和做法的综合声明—国际航空碳抵销和减排计划（CORSIA）的保留声明，https://www.icao.int/Meet
ings/a40/Pages/ZH/resolutions.aspx，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8 月 15 日。
71 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关于《国际民航组织关于环境保护的持续政策和做法的综合声明—气候变化》
以及《国际民航组织关于环境保护的持续政策和做法的综合声明—国际航空碳抵销和减排机制》的声明，h
ttps://www.icao.int/Meetings/a40/Pages/ZH/resolutions.aspx，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8 月 15 日。
72 俄罗斯联邦驻国际民航组织代表：俄罗斯联邦对决议案文的保留声明，https://www.icao.int/Meetings/a40/
Pages/ZH/resolutions.aspx，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8 月 15 日。
73
避免双重计算工作组编制的指南中就可以通过 CORSIA 进行抵销的减排单位设计了详细的标准清单，在
该清单中，工作组分别从避免双重发行、识别不同的国家、识别日历年度、识别减排计划是否包含国家自
主贡献目标、识别是否需要进行调整、确保有合格的担保和授权以及避免双重申领等几个方面，对 CORSI
A 的适用门槛以及抵免要求进行了规制。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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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下抵免成功后，便不得在原本的减排机制下再次使用，换句话说，就是 CORSIA 通过自
认优先的方式，代替符合标准的原减排机制行使了抵免功能。否则，若允许合规的减排单位
同时在 CORSIA 和其母减排机制下进行抵免，将会违反 ICAO 的避免双重计算原则。
但是，这种通过取代其他减排机制抵免资格的缓解方案，与 CORSIA 解决适用纠纷的
方式并无差异，依然沿用了“自认优先”的思路与原则，甚至还不合理的剥夺了其他减排机
制的抵销权。实际上，这种方式不仅无法阻止减排单位的双重计算，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增加
各国的减排负担，使得各国无法结合本国实际，选择最为适合的减排机制实施抵免行为。在
这样的背景下，若 ICAO 一意孤行，坚持按照“单方适用”的标准，开展合规减排单位的抵
销活动，很可能无法获得航空发展中大国的支持和遵守，而这些国家，正是目前国际航空减
排的主力军。
除此之外，CORSIA 拟定的“单方适用”的抵销方案，还很容易引发减排单位的赤字
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种类繁多的减排机制，使得机制与配额间已经呈现出了“僧多粥少”
的状态，若 CORSIA 依然坚持“可代替不可通用”的抵销原则，其他减排机制很可能会陷
入到无法完成预期抵销目标的窘境。74另一方面，结合当下的国际局势来看，整个航空运输
产业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均呈现出萎靡不振、几近崩溃的态势，航空运量急速下降，甚至连
基本的客货运都无法满足。因此，在航空运输产业生存都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形下，绿色减排、
配额的产出和登记活动自然也会受到挑战。美国环保协会（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EDF）
就新冠疫情对 2020 年航空排放带来的影响，根据不同的地域和排放差异，作出了三种假设：
在高度影响（high impact）的情形下，2020 年的碳排放总量将减少 20%；严重影响（severe
impact）的情形下，可能会达到 50%；而在极端影响（extreme impact）下，排放量甚至会减
少 70%。75所以就目前的国际减排局势来看，CORSIA 的抵免方案，很可能无法有效的推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EDF 认为，国际航空运输碳排放总量在 2020 年经历大幅下降后，很可
能会在 2021 年急剧反弹，根据 CORSIA 减排基线的判定标准，76所有航空公司的减排基线
将会因为 2020 年持续走低的排放总量被划定的相对较低，而后续因航空运量反弹造成的排
放量激增，则会大大增加航空公司的减排义务。77若在这种情形下，CORSIA 仍坚持“单方
适用”的抵销标准，不仅无益于减排目标的实现，还有可能激起各成员国及航空公司的不满
情绪和逆反心理。

四、国际航空减排法律冲突的应对和反思
当前国际航空减排的实施障碍，主要源于减排机制间的适用冲突，而这些冲突又进一步
引发了减排单位的重复计算等问题。对此，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积极磋商，希望能通过拟定
过渡方案、明确各机制间的协调措施以及构建畅通的减排单位承认和抵销渠道等方式进行解
决。但是在实际推进过程中，由于各国间存在较大的观点差异，很难就解决上述议题达成共
识。因此，为了早日实现各缔约方一致的减排目标，各国应秉持包容思想，坚持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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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ley Hamrick, Zubair Zakir, Lifting Off: Analysis of Potential Carbon Offset Supply for CORSIA Ph
ase I (2021-2023): Supply shortfall risk within CORSIA’s first voluntary phase, June 2020.
75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COVID-19, International Avi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How Airlines’ Pr
oposed Re-Write of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Rules would Undermine the Carbon Offsettin
g and Reduction Scheme for International Aviarion, https://www.edf.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mpact_
of_COVID_on_International_Aviation_Analysis.pdf,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8 月 19 日。
76 ICAO 规定，2019-2020 年的平均排放量将是 CORSIA 减排基线的认定标准。
77 Pedro Piris-Cabezas, Annie Petsonk,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Coronavirus and CORSIA, https://w
ww.edf.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oronavirus_and_CORSIA_analysis.pdf,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8 月 1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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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谈判和协商活动，逐步化解实施障碍。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进行：
（一）结合国际实践，确保减排机制的灵活适用
引起减排机制间适用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各机制的管辖范围存在重叠，即相同排放主
体的排放行为同时受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减排机制的管辖。其中，以国家间、区域性减排机制
与国际性减排机制的适用冲突以及国际性减排机制之间的适用冲突为主。尽管，各类型减排
体系的监管要求与减排责任的认定方式均有所不同，存在较大的规则差异。但是，它们却拥
有共同的目标，即最大程度的实现航空运输的绿色化与清洁化，最大程度的减少国际航空运
输碳排放。因此，在解决减排机制间的适用冲突时，各国也应在坚持共同减排目标的基础上，
结合各机制的优势特点，确保减排机制的灵活适用，最大程度的实现减排效果。
在国际实践中，国家间、区域性减排机制相较于国际性减排机制来讲，往往更贴近当
地或特定国家的发展实际和行业现状，能够以本国或本地区航空公司的减排能力为基础，灵
活制定减排计划、分配抵免任务。因此，根据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国家间、区
域性减排机制的减排标准和减排力度也有所不同，部分区域性减排机制的抵免要求甚至高于
国际性减排标准（例如，欧盟 ETS）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适用这些减排规则更为严格
的国家间或区域性减排机制，也许更有利于减排目标达成。
但是，并非所有的国家间、区域性减排机制的减排标准都会高于国际性标准，那些由
经济水平较为落后、航空发展较为迟缓的国家或地区所构建的减排机制，因为受制于行业的
发展现状或本国的减排能力，可能暂时无法承担高水平的抵免责任，自然也不会制定与自己
水平不相匹配的减排规范。对这些国家或地区而言，适用更为灵活、责任划分更为合理的国
际性减排机制，也许更符合其国家利益和减排需求。
另外，在国际性减排机制间的适用与选择中，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则代替特定区域的
经济发展水平成为机制选择过程中最主要的衡量标准。因为不同的主权国家基于不同的国家
利益，对减排机制适用顺序的考量标准有所差异，减排机制本身的约束强度和减排力度并不
是各主权国家主要的衡量依据，是否适应本国的特殊情况和实际能力，以及是否会对本国航
空产业的发展造成扭曲等才是最为关键的判定标准。因此，国际组织或少部分主权国家没有
权利也没有能力要求缔约方优先适用任意一个特定的减排机制进行减排，应由各主权国家基
于各自的国家主权，结合本国航空产业的发展实际，进行自愿选择。但是，减排机制的选择
自愿，并不意味着减排责任的实施自愿，不论各国作出何种选择，都应保证最低限度的减排
任务78。否则为了尊重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反而忽视了国际航空运输的减排与抵销工
作，可谓是得不偿失。
（二）比对抵免义务，确保减排责任的合理认定
目前，对不同机制下排放单位的承认和抵免问题，部分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坚持维护
ICAO 的优先地位，认为满足标准的排放单位仅能在 CORSIA 项下完成一次性的抵销行为，
不得开展重复的抵免活动，以保障 CORSIA 碳交易市场的完整性。79但是结合当前的国际航
空运输现状，若坚持僵化的“单方适用”原则，不仅会加速“减排单位总量穷尽”现象的出
现，还会不合理的增加履责方的减排任务。因此，可借鉴上文对减排机制适用冲突的解决思
路，尝试以“就高不就低，特殊情形特殊对待”的原则，开展实际的跨机制抵免活动。
最低限度减排任务的确定，可以参考国家自主贡献，或者根据各国国际航空的历史排放总量，通过公平
合理的转换程序，计算出相应的减排任务。
79 Lambert Schneider, Derik Broekhoff, Draft Guidelines on Avoiding Double Counting for CORSIA, Mar
ch 2019.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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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减排单位的重复使用为例，当同一个减排责任主体将相同的减排单位，同时在 CDM
和 CORSIA 项下进行抵销时，可以通过对比该减排主体在 CDM 和 CORSIA 项下的减排责
任大小，来确定最为合理的抵免方案。首先，无论解决何种类型的双重计算问题，都应确保
任意一个减排责任主体，在任意一项国际航空减排机制下用于交换或抵免的减排单位，均能
够被准确的登记和监测，避免减免配额的遗漏影响减排成果的计算和认定。其次，则需要对
比相同的减排责任主体在不同减排机制下的抵免任务，通过判定各机制下减排单位的抵销数
额，来确定具体的抵免顺序和承认范围。尝试在国际航空减排机制多足鼎立的背景下，放缓
对 CORSIA 优先抵免地位的确立。例如，H 航空公司在 CDM 项下的减排任务大于其在
CORSIA 项下的减排责任，假设 H 已经完成了其在 CDM 项下的抵免任务，则意味着其已经
取得了较高的减排数额，在这种情形下，应允许 CORSIA 采取一定额度的减免措施，避免
对 H 施加过重的减排负担；反之，若 H 仅达到了 CORSIA 的减排标准，与 CDM 的减排任
务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其就需要继续履行减排任务，直至满足 CDM 要求的抵免量，但对
于重复的抵免义务也可通过适当的优惠政策予以减免。此外，针对上述重复减排任务而实施
的优惠或减免措施，也可根据实际的减排成果和履行现状，在实施力度或执行范围等方面进
行适当的调整。
需要明确的是，以上就减排单位在不同机制下的协调和承认方案，仅针对相同的减排
主体在不同的减排体系下已经分配或已经承诺的减排额度，对于超额实现的减排成果，可选
择在任意一个减排机制下进行抵免或直接进行出售。此时可能涉及到的重复出售行为，则需
通过完善登记制度、加强监管力度等方式进行化解，与不同机制间减排单位的承认和协调问
题有所差异。
（三）弱化争议焦点，确保减排单位的有效转让
减排单位过渡问题的争议焦点，现阶段仍集中在相同抵免额度在不同减排机制间的转化
许可上。具体而言，即产生于特定时间点之前的符合《议定书》标准的减排单位，是否可以
于该点之后在《协定》项下，用于抵销国家自主贡献下的排放配额。针对该问题，各国根据
本国所持的《议定书》核证减排总量与本国航空产业的减排能力，分为“减排单位转化派”
与“减排单位清零派”，由于两阵营间的争议较大，导致减排单位的转让谈判至今仍无法有
效推动。基于此，国际社会可尝试采用缩短过渡期间、限制承认范围的方式，最大程度的平
衡双方利益、兼顾双方需求，以达到破除减排单位过渡困境的目的。
实际上，
《联合国气变公约》第 25 次缔约方大会，针对 2020 或 2021 年 1 月 1 日前产生
于《议定书》项下的减排量向《协定》过渡的问题，从不同视角出发分别提出了应对方案，
除了完全肯定与完全否认这两种极端情形外，还存在仅认可特定减排机制下的抵销配额在
《协定》项下的抵免资格的居中方案，允许两公约开展有限度的配额转让活动。对此，我们
不妨借鉴这种协调方式，通过采用更为保守的转换程序，弱化争议双方的矛盾焦点，推动减
排单位的转化进程。首先，可以尝试进一步缩短过渡期间，将其限制在与确定转化日期临近
的有限时长内，避免使用诸如“2020 年以前”等模糊性表述形式，防止过于久远的减排配
额不合理的在《协定》项下进行抵销。通过压缩过渡期间，一方面能够缓解部分主权国家对
毫无节制的承认《议定书》项下减排量可能产生的减排义务不公等问题的担忧；另一方面对
《议定书》下核证减排额度的有限认可行为，也可避免因减排单位的全盘否定，对核证配额
储蓄大国的减排积极性造成严重的打击。此外，在转让范围的确定层面，可以将减排成果的
承认范围限制在特定标准或固定限额之内，明确《议定书》与《协定》间的配额转让上限。
确保在维护减排机制延续性，减小减排机制间的更替对责任主体带来不利影响的同时，还能
强化各国的履责意识，避免过于充沛的配额储备，减损缔约国的减排动力，阻碍国际航空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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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法治研究
赵玉意

摘 要：国际社会向来以多边主义作为气候变化治理的起点。然而《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
期的落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失败，以及美国对《巴黎协定》的退出，相继昭示多边主义
的“失灵”与集体行动逻辑的乏力。
“小多边主义”在决策、激励、惩罚等机制上的比较优
势有助于缓解当前气候变化治理的困境。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欲对多边主义发挥巨大的
正面效应，应当以中国、欧盟、美国、印度等关键碳排放国为主导而形成轴心，将这些国家
或地区的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知识产权等进行关联、挂钩，形成交互的利益
置换机制，并以 FTA 等经贸协定作为可行载体进而实现硬法化。“欧盟版”FTA 将气候变化
议题融入堪称现代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典范，其在关键碳排放国间的推演必然会发挥良
性示范效应，进而推进下一轮多边主义的高阶运行。
关键词：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关键碳排放国；FTA；法治

一、问题的提出
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真实存在并构成最大威胁的问题之一，对整个 21 世纪产生了
深远影响。1自 1979 年日内瓦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以来，国际社会为气候变化治理持续付诸
努力。1988 年成立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各国在不同阶段就气候变
化治理达成共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京都议定书》、
《巴黎协定》作为
三个标志性成果，使得气候变化一以贯之沿着多边主义路径行进，其间虽历经坎坷但终究柳
暗花明、绝处逢生。然而，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高调促成采“自下而上”国家自主贡献模式
的《巴黎协定》生效并一路向好不久，特朗普上台后旋即启动退出程序，这给国际社会气候
变化治理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如是，国际社会不得不深刻反思的问题是，气候变化多
边主义的屡次“失灵”是否昭示着集体行动逻辑的缺漏？美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出价与筹
码是什么？其历来热衷的“小多边主义”是否有可取之处？

二、气候变化多边主义治理遭遇困境
气候变化的全球性表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气候变化治理理应由各国共同
承担。正是基于此，国际社会历来以多边主义作为气候变化治理的逻辑起点。UNFCCC 缔约
方达 197 个，2《京都议定书》为 192 个，3《巴黎协定》有 189 个。4迄今已举行了 UNFCCC
缔约方会议 25 届（COP25）
，
《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15 届（CMP15），
《巴黎协定》缔约方

赵玉意，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环境法、国际投资法。
1UNEP.Why

does climate change matter?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explore-topics/climate-change/why-d
oes-climate-change-matter,2020-4-25.
2UN.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III.as
px?src=IND&mtdsg_no=XXVII-7&chapter=27&Temp=mtdsg3&clang=_en#1,2020-4-26.
3UN. Kyoto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https://treaties.un.
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XXVII-7-a&chapter=27&clang=_en,2020-4-26.
4UN. Paris Agreement.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XXVII-7-d&ch
apter=27&clang=_en,2020-4-26.

561

会议 2 届（CMA2）。5《巴黎协定》序言开宗明义指出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在第
二条中明确该协定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 2°C 之内，并
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 1.5°C 以内。然而，鉴于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中发
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分歧、长期气候资金的难以兑现等突出问题，气候变化多边主义
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一）气候变化多边主义治理虽励精图治，然与减排目标渐行渐远
UNFCCC 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正确地认识到，历史上和当时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
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量相对较低，由此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京
都议定书》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以义务的形式予以体现，其以 1990 年水平为基准要求
附件 B 发达国家进行碳排放限制或削减承诺，以期附件 A 气体全部排放量在 2008 年至 2012
年削减至 1990 年水平之下的 5.2%。而未列入附件 B 的国家则无须承担量化减排义务。此种
“南北国家两分法”6强制、单向要求发达国家摊派碳排放，而像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
中国家排放总量和增量很大却无须减排，7该种做法遭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反对。美国虽签
署《京都议定书》但未正式批准，并最终于 2001 年退出。被寄予厚望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
匆匆落幕，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资金与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参与等关键问题均未有任
何实质进展，8仅达成一个短短三页的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其标志着《京
都议定书》“自上而下”减排机制举步维艰。9《多哈修正案》作为《京都议定书》2012 年
以后第二承诺期的减排安排，仅有 66 个国家接受，远低于生效所要求的 144 个国家数量。10
日本和俄罗斯相继退出《多哈修正案》，加拿大则于 2012 年退出《京都议定书》
。11各国对
《京都议定书》的消极、抵制立场导致其第二承诺期事实上无法实现，议定书已然名存实亡。
之后的《坎昆协定》、
《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等在尝试调试减排机制的方向。在欧盟的推动下，
德班平台确立了各国自愿提交自主贡献减排目标的模式。12巴黎气候大会于 2015 年成功召
开，各国并达成以自主贡献为主要内容的《巴黎协定》。《巴黎协定》2016 年 4 月签署当年
11 月即生效，13其生效条件与《京都议定书》完全一致，然而后者 1997 年签署直至 2005 年
才生效。截至 2019 年，已有 184 个缔约方提交了其首次自主贡献目标。14西方主流学界据
此将巴黎大会的成功归结于此种“自下而上”的自主贡献+评审机制。15实质上，鉴于美国
长期在气候变化治理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国家无力将其总体的消极立场进行逆转。既然
美国不愿承担强制减排责任，广大发展中国家无力量化减排，美国主张的所有国家以自愿形

5UN.

About the U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 December 2019, https://unfccc.int/about-the-un-climate-c
hange-conference-december-2019,2020-4-26.
6徐崇利：
《<巴黎协定>制度变迁的性质与中国的推动作用》
，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 年第 6 期，第 206 页。
7周洪钧：
《<京都议定书>生效周年述评》
，
《法学》2006 年第 3 期，第 125 页。
8
《中美印等五国在哥本哈根达成初步声明》
，载人民网 http://env.people.com.cn/GB/10619218.html,2020 年 5
月 15 日。
9李威：
《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气候国际法的改革与发展》
，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6 年第
5 期，第 65 页。
10张肖阳：
《后<巴黎协定>时代气候变化正义基本共识的达成》
，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 年第 6 期，第 9
2 页。
11
加拿大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
，该退出于 2012 年 12 月 15 日对其生效。UN. Kyot
o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
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XXVII-7-a&chapter=27&clang=_en#2，2020-5-16.
12谢来辉：
《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与国际气候政治新秩序》
，
《国外理论动态》2017 年第 7 期，第 123 页。
13
根据《巴黎协定》第 21 条第 1 款，本协定应在不少于 55 个《公约》缔约方，包括其合计共占全球温室
气体总排放量的至少约 55%的《公约》缔约方交存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后第三十日起生效。
14
UNEP. Lessons from A Decade of Emissions Gap Assessments, 2019,p2.
15Robert Falkner,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the New Logic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tics[J].International
Affairs,2016,Vol.92,No.5,pp.1107-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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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非约束性的自主贡献16满足了多数国家的关键要求。因此，表面上《巴黎协定》因“自
下而上”减排模式决胜于《京都议定书》
，实则多数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等发达国家
进行妥协、退让的产物。可以肯定地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所有谈判目标在《巴黎协定》中
得以实现。
毋庸置疑，历经曲折的气候变化治理最终以《巴黎协定》取得阶段性成果。然则，理论
上《巴黎协定》并非完美无瑕，其将减排交由各国自主承诺而仅凭具有道义性质的全球盘点
进行评审，存在强制执行力缺失、履约机制不足等弊端，该种“软法”合法性高但绩效低，
会带来承诺成本与执行成本不一致等诸多问题。17事实上，鉴于《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对
减排分配的消极做法，以及《巴黎协定》自主承诺约束力的再度降级，导致总体减排成效与
减排目标相去甚远。2008 年至 2017 年，全球气温以每年 1.6%的速度增长，2017 年碳排放
增长达 53.5 亿吨（GTCO2）
，182018 年该碳排放增长为 55.3 亿吨。19根据 2019 年的数据，
要实现 2100 年 1.5°C 温控目标，2030 年的年排放量必须比当前的无条件国家自主贡献低
32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GTCO2e）
。202019 年《排放差距报告》显示，要实现 2100 年 2°C 温
控目标，到 2030 年有条件自主贡献与无条件自主贡献的排放差距分别为 12 亿吨和 15 亿吨
二氧化碳当量。212018 年《排放差距报告》显示，该两种情形下的排放差距分别为 13 亿吨
和 15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222017 年《排放差距报告》的相应数据则为 11 亿吨和 13.5 亿吨
二氧化碳当量。23该扩大的排放差距与先前没有弥合 2020 年排放差距有一定关系。在 2014
年《排放差距报告》中，欲实现 2°C 目标，2020 年排放差距为 8 亿吨和 10 亿吨二氧化碳
当量。24按照现行政策，到 2100 年气温将高于前工业化时期的 3.4°C 至 3.7°C，如若实行
无条件自主贡献将升温 2.9°C 至 3.4°C，
进行有条件自主贡献则将升温 2.7°C 至 3.2°C。
因而，要实现《巴黎协定》规定的 2°C 目标需付出 3 倍决心，而要将升温控制在 1.5°C
以内则需要 5 倍决心。25由此可见，
《巴黎协定》生效后各国以自主贡献模式减排的力度与
效果不容乐观，减排差距有扩张趋势。
（二）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及其对多边主义体系的挫伤
理论上，因美国的诉求在《巴黎协定》中得以完全实现，美国理应巩固其在气候变化治
理中的领导地位而带头践行《巴黎协定》的承诺。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在国内外的质疑与
反对声中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这一举措使得稍为明朗的减排前景骤然暗淡。尽管美国退
约不会改变各国以至全球走低碳节能的道路，但美国退约将对气候变化治理产生各个层面的
消极影响。发达国家承诺的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尚未落实，2020年前每年1000亿美元资
金尚未兑现，美国的缺位将进一步拉大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资金援助的缺口，使得《巴黎
协定》履约前景更为渺茫，26极有可能使得本来存在差距的2°C协定目标无法实现，27意味
16美国早在2002年2月14日即宣布了一项以“自愿减排计划”为核心的新环境方案。US

Government .Clear sk

ies &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itiatives [ EB/ OL].http://www.whitehouse.gov.2020-05-21.
17袁倩：
《<巴黎协定>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转型》
，
《国外理论动态》2017

年第 2 期，第 60 页。
UNEP. Lessons from A Decade of Emissions Gap Assessments,2019,p3.
19
UNEP. Emissions Gap Report, 2019, p27.
20UNEP. Emissions Gap Report, Executive Summary, VIII, 2019.
21UNEP. Emissions Gap Report 2019 , p24.
22 UNEP. Emissions Gap Report, Executive summary IXVIII,2018.
23 UNEP. Emissions Gap Report,Executive summary, XVII,2017.
24 UNEP. Lessons from A Decade of Emissions Gap Assessments,2019,p4.
25
UNEP. Lessons from A Decade of Emissions Gap Assessments,2019,p5.
26 Peter M. Haas. Parxi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J].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7 (3), pp.1-3. DOI: http://dx.doi.org/10.1080/10042857.2017.
27Sanderson B, Knutti R. Delays in US mitigation could rule out Paris targets [J]. Nature Climate Change,
18

2017, 7: 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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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气候正义的再度受挫，28可能引发不良示范效应。29与此同时，美国退约为中国与欧盟发
挥更大领导作用提供了可能。30然而中国与欧盟能否构建全新的G2模式，形成对全球气候治
理的强有力领导，这还需要进一步考证。31
那么，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是否会导致其走向失效或者如《京都议定书》名存实亡？
就目前美国国内外对其退约行为的反应而言，上述后果均不大可能出现。然而，美国退约无
疑挫伤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信心，将迟滞《巴黎协定》的减排进程。32根据《巴黎协定》
第28条，缔约方在协定生效三年后才能退出，且自保存人收到退出通知之日起一年期满时生
效。换言之，美国的退出将直至2020年11月后才能生效。33然而，美国罔顾《巴黎协定》的
明确规则，在该协定生效后8个月即正式宣布退出，美国对多边主义的漠视暴露无遗，再次
在气候变化领域上演了“美国优先”闹剧。毫无疑问，国际社会苦心经营的《巴黎协定》多
边体系因美国退约受到重创，尽管美国尚保留在UNFCCC中而能参加缔约方会议，但其完全可
能成为搅局多边主义的不安定因素。那么，气候变化多边主义为何频频遭遇困境甚或危机？
多边主义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知识产权等领域广泛存在，多边主义出现和维系有两个基
本的条件：其一，缔约方须有相当一致的目标；其二，缔约方之间须对义务分配达成共识。
34
GATT与WTO运行的历程证明了这两个方面，一旦失去共同目标或者义务分配不当，则多边
主义将陷入窘境。当然，国家之间交往永远绕不开利益，义务分配必然与实际利益挂钩，一
国不可能在看不到任何利益的前提下一味约束自身行为或者作出牺牲。气候变化多边主义的
特殊困难在于，碳排放的外部效应以及碳排放限制对发展的抑制作用。各国之所以在减排行
动上踯躅不前，归根结底是在气候变化多边主义中看不到利好。35美国甚至不惜以道德谴责
为代价退出《巴黎协定》，背后恒定是利益的驱使与支配。为此，
《巴黎协定》项下气候变化
多边主义再度受挫之后，可能的替代方案有：其一，重塑一个没有美国的气候变化多边主义
体系；其二，通过迂回作战路线，寻求与“美国优先”的利益契合点，与美国形成其偏好的
“小多边主义”
，进而将其争取到多边主义阵营当中。对于第一种方案，气候变化多边主义
系国际社会处心积虑塑造的体系，其他国家仍应在该协定项下进行减排。短期内美国不太可
能无条件重返《巴黎协定》
。然而，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碳排放量，美国的体量都相当可观。
因此，美国这个“危险的国家”不能长期游离于多边主义之外，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缺
位应当是有期限的。第二种方案具有较强的可行性。美国不在《巴黎协定》体系下并不意味
着其不减排。美国国内由25个州联合成立的“美国气候联盟”36将继续履行美国在《巴黎协
定》中的承诺。美国2009年发起的由澳大利亚、巴西、英国、中国等参加的“主要经济体能
源安全与气候变化论坛”
（MEF）
，37表明其对于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持积极态度。为此，
以利益为枢纽在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形成涵盖气候变化、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安
排，或是一条曲线救国式的可取路径。
张肖阳：
《后<巴黎协定>时代气候变化正义基本共识的达成》
，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 年第 6 期，第 9
3 页。
29张海滨，戴翰程，赖华夏，王文涛：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原因、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
《气候变化研究
进展》2017 年第 5 期，第 441 页。
28

30

Kemp L. Better out than in [J]. Nature Climate Change, 2017,7: 458-460.

31张海滨，戴翰程，赖华夏，王文涛：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原因、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
《气候变化研究

进展》2017 年第 5 期，第 445 页。
32罗丽香，高志宏：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影响及中国应对研究》
，
《江苏社会科学》2018 年第 5 期，第 1
86 页。
33
吕江：
《从国际法形式效力的视角对美国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制度反思》
，
《中国软科学》2019 年第
1 期，第 12 页。
34Lloyd, Peter. Multilateralism in Crisis, ARTNeT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14,2012,p24.
35Lloyd, Peter. Multilateralism in Crisis, ARTNeT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14,2012,p18.
36
美国气候联盟官网，http://www.usclimatealliance.org/about-us，2020 年 5 月 19 日。
37
张勇：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地区“少边主义”外交浅析》，
《美国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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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的比较优势及其实践
目前而言，
《京都议定书》
“自上而下”与《巴黎协定》“自下而上”减排模式总体不彰
甚至失败，源自缔约方对减排义务分配的不满。其间最为突出的矛盾在于，关键碳排放国之
间对如何配置减排义务存在很大分歧。两个条约缔约方数量众多，利益纵横交错，各国的诉
求难以在条约中得以实现。然而，在多边主义中难以达成的协议有可能在“小多边主义”中
得以实现。这也注定，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必然以关键碳排放国间“小多边主义”为突
破口与发力点，进而形成轴心并发挥推演作用。当然，关键碳排放国尤其中美之间近年来经
贸摩擦不断，纯粹的中美“小多边主义”并非能一步到位，需依循渐进路径并聚合其他相近
利益经济体共同实现。
（一）“小多边主义”界说
对于何为“小多边主义”
（minilateralism）
，38国内外并没有统一的界说。苏长和指出
在以分配为核心的协调制度安排中多以少边形式出现，判断多边或少边的标准不在于国家数
目的多少，而在于合作的形式。39张勇认为少边主义适用于三个以上国家行为体基于追求集
体行动效率的实用主义原则，通过非正式组织安排，就特定议题寻求协调政策、构建共识与
解决问题的外交实践。40顾静主张”小多边主义”指参与方数量较少，通常为3-5个成员的
各种合作机制。41王红英指出”小多边主义”是指多边机构无法在其成员间达成一致时，在
小的国家聚集组内或多边机构以外解决问题。42
相比之下，国外学界更早开始关注“小多边主义”，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八十年
代。美国学者Kenneth A．Oye认为“小多边主义”是一个用于研究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
问题的概念。43美国的Stewart Patrick指出，有效的多边合作最初由一些关键的核心国家
达成协议后再说服其他国家参与，经过一定阶段而形成。这就是所谓的“小多边合作”。
44Moseis Naim认为
“小多边主义”是以最少国家实现最大可能解决各种问题的合作形式。45J.
David Richardson主张“小多边主义”具有偏好性。46Miles Kaher主张“小多边主义”是
为了减少多边主义国家数量众多进行合作产生的障碍而进行的活动。47Fulvio Attinà指出，
”
48
小多边主义”在成员参与的非平等性与排斥他国加入的歧视性上与多边主义迥然不同。

38在“小多边主义”
（minilateralism）的称法上，国内学者苏长和、张勇将其译为“少多边主义”，顾静、王红英、

于宏源则在相应文献中称为“小多边主义”、
“小多边合作”或“小多边机制”。本文依中文习惯将其统一称为“小
多边主义”。
39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186-187 页，第 238
-239 页。
40张勇：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地区“少边主义”外交浅析》，
《美国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70 页。
41
顾静：
《美国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剖析》
，
《东南亚研究》2011 年第 6 期，第 51 页。
42王红英：
《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中国金融”小多边主义”》
，
《智库观察》
，150 页。
43Kenneth A. Oye, Explain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Hypotheses and Strategies[J], World Politics,V
ol.38,No.1.Oct.1985,pp1-24.
44
[美]斯图瓦特·帕特里克：
《全球治理改革与美国的领导地位》
，杨文静译，
《现代国际关系》2010 年第 3 期，
第 56 页。
45

Moseis Naim, Minilateralism[J], Foreign Policy, No. 173 (July/August 2009), pp.135-136.
David Richardson,”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80s”, National Bureauof Economic Research,
January 1994, p638.
47
Miles Kahler, Multilateralism with Small and Large Number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46J.

3 (Summer, 1992), pp. 681-708.
48Fulvio

Attinà,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Minilateralism' in EU Peace Operations[J], Romani

an Journal of European Affairs, Vol. 8, No. 2, June 2008,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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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学界对“小多边主义”尚未有统一的定义。但是，在以下方面已然达成共识：
“小
多边主义”国家数量上应当多于两个而小于多边主义缔约国数目，
“小多边主义”国家间有
一致的目标，通常就多边主义无法达成的事项而在“小多边主义”国家间进行合作。
“小多
边主义”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维和行动、核问题以及气候变化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应用。
在国际贸易领域，自 GATT 最初的 23 个缔约方发展至今 WTO 的 164 个成员方，应当说是”小
多边主义”推动多边主义的成功范例。49
（二）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的比较优势
气候变化多边主义历经 50 余年发展，前期确立的“框架公约+议定书”的模式被国际社
会普遍赞誉。UNFCCC 与《京都议定书》从国际条约角度而言具有法律约束力。然而，UNFCCC
对公约的修正采取协商一致并以四分之三多数票通过的原则，且除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外一
个缔约方拥有一个投票权，50《京都议定书》也采取相同的议事规则。51这相当于赋予每一
缔约方否决权，消极减排的国家可以通过投票权制约积极减排国家，甚至达到阻却整个减排
进程的效果。《巴黎协定》采取了与 UNFCCC 相同的通过与修正协定规则。52UNFCCC、《京都
议定书》
、
《巴黎协定》作为约束力极小的国际条约，既缺乏严厉的惩罚机制，也无充分的激
励机制，使全球陷入“减排悖论”
。而由于缔约方数量众多，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减排责任分配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作为经济实
力与排放体量都居前列的美国，一度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持消极、倒退立场，这使得本来步履
蹒跚的多边主义更加雪上加霜。
相比而言，
“小多边主义”可以避免多边主义的诸多弊病。
“小多边主义”通常首先在利
益相近的经济体之间达成，其能够专注具体问题，着眼近期、中长期目标并进行利益置换。
且因“小多边主义”参与方数量不多，决策迅速且成本相对较低，容易就气候变化达成共识。
在激励机制上，
“小多边主义”更易将积极减排的可获预期利益以较为显性的方式给予参与
方。在惩罚机制上，为数不多的参与方之间有较强的监督动力，能有效地杜绝“搭便车”现
象发生，一旦出现不守约现象将予以严厉制裁。“小多边主义”在决策、激励、惩戒等方面
具有天然优势，在“小多边主义”及于的范围内有较强的执行效力。特定时期“小多边主义”
可以消减甚或化解多边主义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的演进与实践
事实上，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相伴而生，在多边主义中已经并将继续发
挥着先决与桥梁作用。
关于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理论上采取何种形式以及由哪些国家组成存在不同观点。
Robyn Eckersley 主张成立一个由最有能力、最大责任、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成员构成的，
以“共同但有区别代表”为基础的包容性”小多边主义”气候委员会。53Jeffrey Scott McGee
则主张由少数主要国家组建排外性的”小多边主义”组织。54在现有的体制安排中“小多边
49WTO.

Members and Observers,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org6_e.htm,2020-5-2.当
然，目前 WTO 上诉机构因美国阻挠而处于停摆状态，但就其总体运作尤其争端解决而言，不失为多边主
义的一个标志。
50
UNFCCC 第 15 条第 3 款、第 18 条
51《京都议定书》第 20 条、第 22 条
52
《巴黎协定》第 22 条、第 23 条
53

Robyn Eckersley.Moving Forward in the Climate Negotiations:Multilateralism or Minilateralism?[J]. Glob

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Vol 12,No.2, May 2012.p26.
54Jeffrey

Scott McGee.Exclusive Minilateralism:An Emerging Discourse With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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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较多采取俱乐部（club）的形式。气候俱乐部最初作为 UNFCCC 的补充或替代方案被
提出。较早提出气候俱乐部的 Keohane 指出俱乐部是议题更具体、合作范畴更窄、成员规模
更有限的合作形式。55广义上的气候俱乐部指多于一国、少于 UNFCCC 缔约方，为推动、落
实减缓政策，针对适应、资金等议题的合作。在形式上包括各种多边合作机制、区域气候治
理安排、跨国气候行动、国际论坛、伙伴关系。56目前国外公认的气候俱乐部有：G7/8、G20、
MEF(Major Economies Forum on Energy and Climate)、APP（Asia-Pacific Partnership on
Clean Development and Climate，已终止）
、REEEP（Renewable Energy and Energy Efficiency
Parenership）、Energy+(International Energy and Climate Initiative Energy+)等。
57
Weischer 等根据核心功能标准将其分为对话论坛和执行团体两大类。58典型的对话论坛有
G20、G7/8、MEF 等。执行团体代表则有 APP、REEEP、Energy+等。有学者对 122 个气候俱乐
部进行统计显示，目前的气候俱乐部由发达国家主导，其中美国、英国、日本加入的气候俱
乐部数量并列位居第一，大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有一定的参与度。59美国作
为 全球 气候多 边主 义的反 叛者 ，在气 候变化 俱乐 部研 究和实 践中均 表现 积极 。早在
2001-2006 年，美国就主导发起了第四代核能系统国际论坛(GIF)、REEEP、CSLF、IPHE、M2M、
APP 等“自下而上”的国际合作模式。60
现有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呈现如下特点：其一，以政治对话、技术对话论坛、执行
团体等作为主要形式，分一般气候或特定议题平台。气候变化作为单一议题或仅作为政治对
话的一部分存在，未能与参与方的经贸利益挂钩。其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更多地体现了
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意志与取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最不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小多边
主义”中总体上呈边缘化态势。其三，当前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大多未以协定、条约等
形式予以确立，法治化色彩淡薄，且碎片化现象比较明显。
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在决策、激励、惩戒等机制上具有天然优势。然而当前“小多
边主义”并未对多边主义以及全球减排发挥应有的正太效应。为此，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与
“小多边主义”对多边主义的正向推动视角，有必要对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重新“洗牌”
，
其间最为重要的是在关键排放大国之间进行架构，且能真正地使得气候变化治理契合这些国
家的重大利益。欲达成以上目标，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亟需在模式、机制、路径选择上
进行创新。

Governance?[J] Portal 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8, No. 3, September 2011.p22.
55Keohane, R.O.,D.G.Victor. The Regime Complex for Climate Change[J].Perspectives on Politics,2011(1).
56Lutz

Weischer, Jennifer Morgan and Milap Patel,Climate Clubs: Can Small Groups of Countries make a Big

Difference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J]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21(3),2012,p177.
57胡王云，张海滨：
《国外学术界关于气候俱乐部的研究述评》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
，第 12 页。
58Lutz

Weischer, Jennifer Morgan and Milap Patel,Climate Clubs: Can Small Groups of Countries make a Big

Difference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J] 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21(3),2012,p180.
59Lutz Weischer, Jennifer Morgan and Milap Patel,Climate Clubs: Can Small Groups of Countries make a Big
Difference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J] 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21(3),2012,p183.184.
60胡王云，张海滨：
《国外学术界关于气候俱乐部的研究述评》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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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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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国主导型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法治化路径与挂钩
机制建构
气候变化事关世界人民的生存与发展，关键碳排放国理应发挥主导作用。同时，鉴于《京
都议定书》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碳排放责任分摊不均、
《巴黎协定》各国一体化自主贡
献减排不彰等弊病，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应寻求大国主导、挂钩机制、法治路径以摆脱
气候治理困境。
（一）关键碳排放国应发挥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轴心作用
根据2019年最新统计，近10年碳排放（排除LUC，即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
排放和清除）位居前四位的为中国、欧盟、印度和美国，占到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55%。
中国近10年碳排放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26%，尽管碳排放量在2014-2016年有所下降，
但近10年总体增长了2.5%，2018年则高达13.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美国碳排放量近10年占13%
并以每年0.1%降低其占比，但2018年因能源需求增加而提高了2.5%。欧盟近10年碳排放占比
为8%并以每年1%的比例下降，2018年则下降了1.3%。印度碳排放占7%，近10年以3.7%的比例
增长，2018年则增长了5.5%。紧随其后的是俄罗斯和日本。而以人均碳排放量计，自1990
年至2018年期间的排位则发生较大改变，从高到低为美国、俄罗斯、日本、中国、欧盟、印
度，且除印度低于世界水平外，其余均高于全球人均碳排放量。61
可见，中国、欧盟、美国、印度等国作为关键碳排放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处于“牵一
发而动全身”的地位。鉴于当前气候变化多边主义整体推进迟缓的局面，宜采取“抓大放小”
思路。如若这些国家能达成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
，无疑将发挥轴心作用。以这些大国主
导的“小多边主义”必然起到良性示范效应，带动其他国家加入或者采取积极减排行动。
问题在于，这些关键碳排放国之间如何能达成“小多边主义”？其一，关键碳排放国之
间的分歧如何消解？以中国、欧盟、美国、印度四国或地区为例，欧盟与美国作为发达国家
超级代表，无疑对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在碳排放问题上有等同于发达国家的期待与
要求。欧盟向来以气候变化领导者的身份自居，美国在 UNFCCC 中长期以旁观者、拖后腿的
角色出现，然而美国在”小多边主义”的活跃度表明其另起炉灶重新扮演领导者的愿景。欧
盟、美国在气候变化上势必争夺领导地位。如何消弭这些国家在气候变化上的重大分歧毫无
疑问是”小多边主义”首当其冲的议题，
《京都议定书》与《巴黎协定》正是没有处理好大
国之间的分歧而出现割裂、碎片化状态。其二，关键碳排放国有怎样的动力结成气候变化“同
盟军”？如所众知，传统减排通常意味着生产的成本提高，会对经济发展起到抑制作用。关
键碳排放国绝不可能一味付出或者牺牲，气候变化成本只有通过其他领域得以利益置换赎回
甚或相对高价得以回报，这些国家之间的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才能从纸面变为现实。解
决这两大问题的出路应当在于，选择关键碳排放国都能接受的恰当机制让减排变得“有利可
图”。
（二）关键碳排放国之间形成利益置换的挂钩机制
大国交往永远绕不开利益。各国之所以在气候变化治理上争论不休，背后牵扯的恒定是
利益之争。同时，鉴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外部性与滞后性，碳排放的后果不会立即显现但可能
让非排放者“买单”
。如若要求关键碳排放国单纯为减排而减排，将气候变化做成全球“公

61UNEP.

Emissions Gap Report 2019 ,p5-6.

568

益”事业，各国必然基于经济成本考虑而采取回避态度，这是极不现实的空想。为此，可以
考虑将气候变化与经贸领域议题通过融入、结合等方式进行挂钩，形成利益置换机制。事实
上，该种利益置换早在俄罗斯批准《京都议定书》与加入 WTO 之间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俄
罗斯将加入《京都议定书》作为政治牌62与欧盟、美国讨价还价，由此在加入 WTO 时获取了
很多宽松条件。63因而，有必要对关键碳排放国经贸领域的发展重心进行研判。中国进入经
济发展“快车道”，注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对国内经济的拉动作用，欧盟尤其关注国际金
融，美国则对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情有独钟，印度近年来对外不断推销“制造中心”，希望通
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拉动本国经济发展。
因此，为避免多边主义中单纯的气候变化议题对经济产生的削减作用，关键碳排放国之
间“小多边主义”宜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国际知识产权等为切入点，将气候
变化与以上领域的市场准入、非歧视待遇、知识产权保护等进行挂钩。并且，随着气候变化
问题的日益凸显，宜将其从国际环境中单列出来以与国际经贸问题进行对接。
与此同时，为了使得关键碳排放国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成为现实，其挂钩机制与利
益置换必须借助于适当的载体。多边主义在各国有相当一致的共同目标且存在强烈愿望的情
形下才有可能达到预期效果，当此种意愿不强，尤其当大国之间出现重大分歧，多边主义就
可能遭遇困境。WTO 上诉机制因美国阻挠上诉机构专家的遴选程序而于 2019 年 12 月 10 彻
底处于停摆状态即为明证，此前 WTO 多哈回合一再拖延未有实质性成果。有学者即以多边主
义在国际贸易、气候变化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为例证，将其界定为“危机”。64可见多边主
义要取得成功并非轻而易举。事实上，与多边主义相伴而生的区域一体化在不断演进。区域
一体化运动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发端于欧洲，在 60 年代、70 年代扩展到拉丁
美洲、东南亚和非洲。从 80 年代后期起，兴起了全球范围的第二次区域一体化浪潮。65此
次区域一体化浪潮涵盖了美国、亚洲、非洲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
体之间形成了一个空前广阔的网络体系，且协议涵盖并深化了环境、劳工、知识产权等议题。
66当前区域一体化进一步拓展，更多表现为“点菜单”做法，地理因素不再是障碍，跨州自
由贸易区日益普遍。67鉴于当前区域一体化涵盖区域的广度、所涉内容的深度以及合作形式
的规范化，其完全可以成为关键碳排放国之间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较为可行的载体。68
（三）以 FTA 等经贸协定为载体实现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法治化
截至目前，WTO 成员向 WTO 通报的 FTA 数量达 303 个。其中依据 GATT 第 24 条的有 267
个，依据 GATS 第 5 条的有 162 个，根据授权条款通报的有 61 个。69合计有 219 个国家或地
区加入了至少 1 项 FTA。其中，欧盟加入 43 个，印度加入 16 个，中国加入 15 个，美国加
入 14 个 FTA。70在 FTA 或经贸协定中加入环境条款渐次成为一种“常态”。环境条款在 1985

《环境保护议定书还是贸易协定书—<京都议定书>生效对中国意味深长》
，
《中国青年报》
，http://zqb.cyol.
com/content/2005-02/16/content_1032217.htm，2020 年 5 月 18；
《俄罗斯 2004 年 11 月 18 日批准<京都议定
书>》
，Russian Federation，https://unfccc.int/node/61150，2020 年 5 月 6 日。
63
俄罗斯 2012 年 8 月 22 日加入 WTO，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WTO，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countries_e/russia_e.htm，2020-5-6.
64
Lloyd, Peter.Multilateralism in crisis, ARTNeT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14,2012,p5.
65曾令良，陈卫东：
《2000.从欧共体看 21 世纪区域一体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
，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3)，第 337 页。
66
WTO:World Trade Report 2011.
67刘俊：
《区域贸易安排的法学进路》
，中信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5 页。
68本文将其区域特惠安排统称为 FTA，并与 RTA、PTA 等作为可互换的概念。
69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database, http://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2020-5-6.
70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notified to the GATT/WTO and in force By country/territory，http://rtais.wto.o
rg/UI/publicPreDefRepByCountry.aspx，2020-5-6.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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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新加坡 BIT 中首次出现；1985-2001 年只有不到 10%的贸易投资协定涵盖环境条款；
而仅 2012 年一年，有 17 个贸易投资协定中包含环境条款。71以美国为例，对其生效的 14
个 FTA 中除美国-以色列 FTA 无环境条款外，其余 13 个 FTA 均有环境章或环境条款。72这些
环境条款或环境章涵盖的环境协定涉及生物多样性、水资源、海洋资源、濒危物种等具体事
项，但气候变化长期游离于环境条款之外。美国 FTA 中的环境章或环境条款无一提及气候变
化。7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盟近期签署的 FTA 中均涵盖气候变化议题。74欧盟在 FTA
中引入气候变化议题，有其深刻的经济与法律考量，是欧盟争夺气候变化话语权的新实践。
75

“欧盟版”FTA 将气候变化明确载入，对关键碳排放国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至少有
以下启示：其一，真正将气候变化与贸易、投资、金融、知识产权等议题挂钩。在缔约谈判
的过程中，贸易、投资等完全可以成为气候变化要价的相应筹码，缔约方需对 FTA 涵盖的议
题进行通盘考虑，这将使 FTA 中气候变化、贸易、投资、金融、知识产权等安排更为理性、
公平。其二，将有力地推进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与减排效果。关键碳排放国通过将气候变化与
经贸议题融入到一个 FTA 当中，气候变化的谈判不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与贸易、投资等休
戚相关。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固然要受制于经贸议题，但已然不再是缔约方单方克制经济发展
或需经济模式转型方能实现。从这个层面而言，在 FTA 中讨论气候变化应当比单纯气候变化
谈判更有效率。与此同时，现代 FTA 中均包含争端解决章，气候变化借助争端解决机制将能
更为高效地解决各缔约方之间的冲突，气候变化问题由此将实现硬法化的蜕变。76

五、结论
关键碳排放国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并非在 UNFCCC、
《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
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对三个最重要的气候变化国际条约的承继与发展。气候变化“小多边主
义”在依循《巴黎协定》的总体框架之下，将大国主导、挂钩机制与法治路径作为突破现行
多边主义困境的重要抓手。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直视多边主义项下关键碳排放国之间的
重大分歧，探索中国、美国、欧盟等国家或地区通过 FTA、BIT 等经贸协定将气候变化议题
有机融入的可行性。如是，气候变化搭上经贸协定的“顺风车”而与各国经贸利益相互绑定，
一国在对他国开出气候变化要价或接受要价时，必然虑及其对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利益
的影响。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纠纷亦应遵循经贸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机制一体解决，从而实现
了硬法化的转型。因此，气候变化以经贸协定为载体将完美地实现“小多边主义”的重构。
当关键碳排放国之间此种“小多边主义”建构成熟之后，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良性示范效

71See

Madison Condon, The Integr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into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Trade
Agreements, Negotiation Process and the Legalization of Commitments, Virginia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Vol.33.No.1,2015,p103.
72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database，USA，
http://rtais.wto.org/UI/PublicSearchByMemberResult.aspx?membercode=840，2020-5-6.
73曾经备受关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谈判中，气候议题被纳入其中，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宣
布退出该协定。2018 年 3 月，其余 11 个缔约方重新签署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CPTPP）
基本沿袭原 TPP 文本。
74See EU Trade Polic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http://ec.europa.eu/trade/policy/policy-mak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2020-5-6.
目前已签订的 FTA 中明确包含气候变化议题的主要有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协定（2017）
、欧盟-越南自由贸易
协定（2016）
、欧盟-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2014）
、欧盟-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2014）
、欧盟-哥伦比亚-秘
鲁贸易协定（2012）
、欧盟-中美洲联合协定（2012）
、欧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2011）等。
75陈红彦：
《自由贸易协定：提升我国全球气候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新路径》
，
《法学》2020 年第 2 期,第 160
页。
76
当然，就目前“欧盟版”FTA 而言，其争端解决机制对气候变化问题而言还不具有完全的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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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最终将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多边主义推向高阶运行。
中国在气候变化治理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上历来发挥积极作用。然
而，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尚无独自填补美国气候变化领导者空缺以及制度
供给的能力，中国在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中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可以在气候
变化大会中通过输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全球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应当与立场相近的关
键新兴经济体一道形成合力，将气候变化融入与“基础四国”（巴西、南非、印度、中国）
的经贸协定谈判当中，先行形成稳固的以中国为轴心的“基础四国”
“小多边主义”
。中国可
以利用中美、中欧 BIT 谈判契机表达构建中美、中欧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诉求，与美国、
欧盟通过复合型经贸协定安排组建中-美-欧之间的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进而推进“基
础四国”-美-欧之间更大范围的“小多边主义”。一旦这样的以 FTA 或其他经贸协定为载体
的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生成，其他国家气候变化谈判与实践必然纷纷仿效，下一轮气候
变化多边主义的全面推进也将指日可待。

The Research on the Rule of Law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Minilateralism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always taken multilateralism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However, the failure of the second commitment period of the Kyoto
protocol, the failure of the Copenhagen climate conference and the withdrawal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Paris agreement have demonstrated the "failure" of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weakness of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minilateralism in
decision-making, incentive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s can help alleviate the current dilemma of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To play a huge positive role in multilateralism,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minilateralism should form an axis with key emitt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Climate change in these countries or regions will be
linked to international trade, investment, financ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o form an
interactive interest replacement mechanism Among them.FTA and trade-related agreements can be
deemed as a feasible carrier to realize hardening. The "EU version" FTA integrates climate change
issues into FTA,which can become a model of modern climate change minilateralism. Its
extrapolation among the key emitters is bound to play a benign demonstration effect ,which will
advance the next round of multilateralism at a higher level.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Minilateralism; Key Emitting Countries; FTA;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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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自贸区建设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
刘佳

摘 要：自贸区的贸易便利化政策在推动国际贸易的同时，也对知识产权相关制度的构建提
出了新问题。“境内关外”模式下，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和执法都具有特殊性。河南自贸区
在实践中也面临着诸多知识产权问题。知识产权海关执法建议采用“境内关内”的观点，避
免自贸区成为知识产权侵权重灾区。对自贸区内过境转运货物采取“进入市场可能性论”，
海关必须依据“合理的理由”才可依职权启动对转运货物的执法措施。知识产权商品的平行
进口，也可能会侵害国内权利人的利益，其合法性条件要严格界定。贴牌加工业务，严格审
查境外委托方的商标权状况，防范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对跨境电子商务的业务进行全程干预，
加强监管，完善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法律。针对知识产权纠纷的特点，建立以调解中心为中转
协调枢纽的自贸区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采取多种措施，在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利
益的同时，最大限度释放自贸区制度红利。
关键词：自贸区；知识产权；执法措施

2016 年 8 月 31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河南自贸区由
郑州、开封、洛阳三个片区组成。从区位布局上看，自贸区内的产业包括加工制造业，文化
创意产业，旅游服务业，也有农产品贸易，国际商贸，跨境电商，金融服务业等。这些产业
的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面临着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侵权、保护、执法和纠纷
解决等问题。自贸区领域内的知识产权问题是一个较新的理论问题。这与我国境内从 2013
年开始以上海自贸区为试点开展自贸区业务的实践密切相关的。
现阶段河南自贸区的规范性指导文件是 2015 年 3 月 15 日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河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 2017 年河南省政府颁布的《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管理试行办法》。这两个专门性的法律规范性文件为河南省自贸区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全面
性的和纲领性的指导。自贸区发展强调先行先试，对保障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
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自贸区在国内的特殊地位，又决定了区内知识产
权侵权、保护、执法和纠纷解决等问题具有特殊性，这对自贸区的知识产权相关制度的构建
提出了新问题。如何能形成符合河南自贸区实践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满足自贸区知识产权
保护的需要，是河南自贸区制度构建中不容回避的问题。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自贸
区内“境内关外”的模式下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和执法问题，区内过境转运货物的知识产权
问题，商品的平行进口，贴牌加工企业涉及的商标侵权，以及自贸区内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
制。争论很多，研究的并不成熟。而且河南自贸区有其自身的特点，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也
有自身特殊的问题。

一、河南自贸区建设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我国的自由贸易区是在境内设立的特殊经济区，在海关和税收征管方面上实施“境内关
外”的做法，给自贸区内贸易、物流和投资优惠的便利条件，以此促进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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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政策上来看，“一线”放开，境内自由贸易区与境外放开；“二线”管住，境内自由贸
易区与非自由贸易区管住，实现货物的进口、加工、制造和再出口。中国的自贸区实际上是
承载了多种功能的经济特区，目的是促进对外贸易，带动经济发展。河南自贸区是我国尝试
自贸区制度设立的第三批自由贸易区，共包括郑州、开封和洛阳三个片区，以郑州片区为主。
三个片区各自有其任务和发展特色。郑州片区主要是以现代服务业为重点，发展跨境与非跨
境的电子商务，金融服务，以及信息服务。洛阳片区是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发挥装备制造
和材料制造业等优势，实现研发设计、信息技术服务和检验检测等的快速发展。开封片区重
点在于文化产业，作为历史古城，发展文化旅游、文化传媒、艺术品展览交易等文化产业。
河南自贸区地域跨度大，特色相对突出。基于河南自贸区的功能定位和产业特色，与其相关
的知识产权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自贸区内过境转运货物的知识侵权问题
自贸区内过境转运货物在自贸区内做短暂停留，其目标市场往往不是我国国内市场，对
于这类货物，如果涉嫌侵犯我国境内权利人的利益，是否需要采取执法措施？从自贸区设立
之初，这一问题便伴随而生。什么是过境转运货物？我国《 海关法》在第 100 条对相关概
念作了明确的界定。这类货物是指由境外启运、通过中国境内继续运往境外的货物。其中明
确：通过境内陆路运输的，称过境货物；在境内设立海关的地点换装运输工具，而不通过境
内陆路运输的，称转运货物；由船舶、航空器载运进境并由原装运输工具载运出境的，称通
运货物。但是，也有人将转运货物翻译为过境货物。在国际条约中的含义也不尽相同。这类
货物的共同特点是“ 入境但尚未进口”。自贸区虽然特殊，但只是海关监管时特殊，其仍
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货物进入自贸区，就意味着已入我国境内。“尚未进口”是指这
些货物还没有海关检查、课征关税后，进入我国国内市场。在自贸区内，各种大宗商品只是
进出边境，出入我国领土，但是不经海关课税。知识产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不同地区对权
利的保护存在差别。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涉嫌侵犯国内权利人的知识产权，构成侵权，但是在
始发地或者目的地并不一定会构成侵权。假设河南自贸区内的过境转运货物，涉嫌侵犯境内
相关权利人的知识产权，海关部门对这些货物是否需要采取执法措施？是否有权采取执法措
施？我国自贸区在设立初期，管理政策上实施“境内关外”的做法，给予转运过境货物极大
的贸易便利。自贸区强调贸易自由、货物流动自由，通过自由便利的条件，促进贸易自由化、
带动自贸区周边经济的发展。似乎不应该允许海关等部门在自贸区内进行执法，防止给自贸
区内货物的流通造成妨碍。但是，过境转运货物毕竟已进入我国国境，如果不对涉嫌侵权的
货物采取执法措施，又不能为维护国家主权、保护知识产权人利益。如何寻求知识产权边境
保护和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平衡，确保自贸区不会成为知识产权侵权的“避风港”，是一个亟
待解决的问题。
(二) 自贸区内知识产权商品的平行进口问题
平行进口是指，没有经过进口国权利人的同意，将经出口国权利人合法授权生产制造、
销售的含知识产权的商品出口的客观行为。1这类产品的进口，没有经过国内知识产权权利
人的许可，但是，其生产制造是经过出口国的权利人许可的。平行进口商品有 3 个基本的特
点。第一，平行进口商品是合法进口获得的，不是走私的；第二，平行进口商品的价格往往
低于国内代理商价格；第三，平行进口商品是同品牌合法授权的商品，不是假货、冒牌货。
对于平行进口，各国的态度不一，一些国家允许，也有一些国家禁止。我国部分自贸区，如
上海、天津等，目前正在开展平行进口汽车的试点工作，允许汽车的平行进口，对这类汽车
的销售监管，以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等内容作出了相应的规定。然而，对于其他类型商品的
1

吴玲琍：浅析平行进口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 年 7 月第 81 期，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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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进口，是否会引发侵权纠纷，尚未出台相关法律文件。河南自贸区内，能否借鉴国内其
他自贸区的做法，放开汽车的平行进口？进一步设想，是否可以考虑放开其他类型商品的平
行进口？这需要在平衡贸易自由化和保护国内权利人利益的基础上做出妥善安排。
(三) 贴牌加工的知识产权问题
这方面考虑的是自贸区内制售商品涉嫌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自贸区内实施“境内关外”
的特殊执法和管理政策，境外货物进入自贸区畅通便捷，省去了漫长的审批和繁琐的手续，
只需要按照要求办理备案登记即可通关。对贴牌加工企业来说，这大大缩短了国外原材料的
进口时间。原材料从境外进入自贸区内时免征进口关税，与之前的做法（来料先交税，加工，
出口成品时再退税）相比，可以大大缩短资金占用周期，提高资金周转速度，使企业的资金
成本、交易成本大幅降低，给企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受惠于自贸区的政策，贴牌加工企业
将会取得相应的竞争优势。这正是自贸区内会聚集大量的贴牌加工企业的原因。这些贴牌加
工企业在赚取附加值利润同时，却面临着较高的知识产权尤其是商标权纠纷风险。假设贴牌
商标存在商标侵权，贴牌加工企业如果处理不当，在权利人追究委托加工方责任的同时，贴
牌加工企业很有可能被作为共同侵权的一方要求承担责任。而且这类商标侵权诉讼大多会以
涉外商标侵权诉讼或者商标侵权国际诉讼的复杂形式呈现。届时，受损害的不仅是单个企业，
如果监管不当，任其成为普遍现象的话，受影响最大的还是自贸区的整体形象。所以，决不
能让贴牌加工企业聚集的自贸区成为商标侵权的重灾区。另外，还可能会出现贴牌加工企业
涉嫌侵犯境内权利人的商标权或专利权的情形。这种侵权，既不同于过境转运货物的短暂停
留，也不同于平行进口商品进入国内市场，贴牌加工的商品往往是以出口为目的进行制造。
如果在自贸区内，未出口之前，发现侵犯我国国内权利人的利益，是否应当对其采取执法措
施。贴牌加工企业面临很大的知识产权侵权风险。
(四) 跨境电商的知识产权问题
郑州片区着力于发展电子商务，目标定位是“买全球、卖全球”。自贸区向跨境电商经
营者抛出各种优惠便利政策，吸引其入住，以这种互联网+模式为经济发展助力。跨境电商
是依托互联网电子商务交易平台，联通商品的买卖双方，在线上实现商品的展示和交易，线
下通过国际货物运输将出售的商品送达购买者的新形商业形态。整个过程，需要多方主体协
作完成，涉及跨境电商平台、国际网络服务商、国际物流公司、跨境支付平台等。在跨越国
界的虚拟空间进行交易，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相对隐蔽，权利人维权的难度加大，平台合规审
查、监管等问题比较复杂。随着人们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变化，互联网经济热潮涌动，跨
境电商贸易额在全球贸易中的逐渐加大，电商平台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纠纷日益凸显。2017
年 11 月，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发布了《涉自贸试验区审判工作白皮书（2016.11-2017.10）》。
该白皮书中披露分析了跨境电商知识产权纠纷的类型。这些案件主要集中于信息网络传播
权，网页图片、商品包装所涉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侵权纠纷，以及商标权侵权纠纷。这些涉嫌
侵权的当事人，要么是没有意识到自己侵权，要么是知道侵权但是存在侥幸心理，面对高额
的侵权获利，把持不住底线，不惜触犯法律。河南自贸区设立时间不长，这类问题也已经有
所显现。如果不对跨境电商平台、卖家、买家进行知识产权方面的约束，势必会给后续的长
远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恶劣影响。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跨境电商从事的交易涉及到多个
地方，应该依哪个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产权法为标准去防范侵权风险，这是跨境电商交易和境
内交易知识产权风险防范的最大不同。
(五) 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
郑州、洛阳两地知识产权案件占比较大，此外，涉外涉港澳台因素的知识产权案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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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为配合自贸区纠纷解决，设立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
州片区人民检察院。除了设立这两个基层司法机构，郑州市仲裁委设立了“郑州仲裁委员会
国际商事仲裁院”，专门受理自贸区国际商事纠纷。开封片区和洛阳片区均成立了自贸区法
庭。至此，河南自贸区三个片区均有了专门的司法审判机关，加上三地的仲裁委员会，已经
基本形成涉自贸区法律纠纷专业化服务平台。在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方面，目前成立有郑州知
识产权法庭。郑州知识产权法庭受理发生在河南省辖区内有关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
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涉及驰名商标认定及垄断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
行政案件；发生在郑州市辖区内除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范围之外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
和刑事案件；不服郑州市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
的上诉案件。另外，洛阳、开封片区没有专门设立知识产权法庭，仍存在有限的知识产权案
件审判资源与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的自贸区知识产权纠纷、自贸区内知识产权权利人便捷高
效解决纠纷的诉求不相适应的问题。
在知识产权调解机构方面，民间调解机构规模较小，数量很少，受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数量稀少，专业的调解人员相对稀缺，知识产权纠纷解决中发挥的作用和社会影响力明显不
足。仲裁方面，主要是设立在三地的郑州仲裁委员会、洛阳仲裁委员会和开封仲裁委员会在
发挥作用。自贸区内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没有实现很好的协调和分工。对于区域内的企业而
言，出现案件时，不能够快速地掌握纠纷解决的途径。自贸区相关的纠纷解决机制不能充分
发挥作用，效便捷地解决相关纠纷。

二、自贸区内知识产权问题的特殊性
河南自贸区属于狭义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这类自贸区在一国的领土范围内，但是海关
管理等政策却不同于国内其他领土。《海关法》及《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均明确规定，
海关监管是对“进出关境”的“进出口货物”实施的监管。2自贸区内的商品处于“已入境、
尚未过海关”这一特殊状态，严格意义上来讲，货物还在我国关境之外，是“进出关境”的
“进出口货物”。在执法实践中，我国海关尚无在保税区等特殊海关监管领域进行边境执法
的先例。3那么，我国海关在政策上处于关境之外的自贸区能不能行使执法权呢？
2001 年瑞柏公司诉云南瑞丽市质监局案，法院将特殊区域视为境内关外，认为质量监
督部门未有相应的权利。4发生此案后，有人认为，我国海关等执法部门对自贸区内的货物
没有执法权。这是不是说明，基于自贸区地位的特殊性，我国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不能在自
贸区内得到适用？如果我国相关机构不对自贸区内的货物进行知识产权执法，进而带来的后
果是：自贸区内变成了侵权人制假售假、掩盖假冒伪劣商品的来源地的天堂，知识产权侵权
行为可以因为管理缺位而不受约束。长此以往，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越加泛滥，令行政机关的
执法难度加大，自贸区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政策变成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保护伞。
主权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享有地域管辖，一国的立法当然适用于其管辖的全部地域范
围，自贸区也不例外，应当受我国法律管辖。5自贸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与中国大陆其
他地区同属一个法域，中国立法机关制定的的法律，包括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当然应该得到
徐文进，姚竞燕：
《上海自贸区内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抉择——以区内商标平行进口的司法应对为视角》，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4 年 9 月，第 78 页。
3
朱秋沅：《特殊区域内知识产权边境侵权规制问题比较研究——兼驳“特殊监管区域处于境内关外”的
误解》，《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1 3 年第 4 期，第 62 页。
4 晏凌煜 、唐春：《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 区内涵及其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初析》，《电子知识
产权》2014 年第 2 期，第 22 页。
5
王迁：《上海自贸区转运货物的知识产权边境执法问题研究》，《东方法学》2015 年第 4 期，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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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自贸区的行政管辖及司法机构的设置隶属于相关省、市，海关也可以在自贸区内实行
监管，以保证自贸区内的各项作业均能合法有序进行。
在自贸区知识产权问题的法律适用和执法问题方面，一直以来都有两种观点：“境内关
外”和“境内关内”。采用不同的观点，直接导致法律适用和海关执法地位的不同。但不论
采用哪种观点，毫无疑问，我国海关在自贸区内应享有执法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衡量
各方利益，可以不考虑“关内”“关外”的问题，直接依据国家司法主权，对自贸区内知识
产权侵权行为进行查处。虽然可能会阻碍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但是，不能舍本逐末，为了
眼前暂时性的利益，放弃既定的权利保护规则，从长远来看，良好的交易秩序将会带来持续
性的良性发展。

三、国内其他自贸区处理知识产权问题的经验
其他自贸区在处理区内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时，创新领域主要集中于知识产权纠纷的多元
化解决机制方面。
上海自贸区成立后，先设立了浦东法院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庭，之后，自贸区知识产权法
庭临港新片区审判站也随之设立。自贸区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方面，锐意改革、不断创新案件
繁简分流、采用互联网审判等审判机制，推动纠纷的多元化解决。另外，上海自贸区率先推
出了自贸区知识产权保险，为自贸区内知识产权交易融资保驾护航。
广东自贸区在各片区设立自贸区示范法院，也专门设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自贸区法院
受理案件后，先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再转入诉讼程序。另外，广东自贸区法院研发“E 法院”
自助服务终端，更加方便当事人利用诉讼途径解决相关纠纷。在仲裁机构设立方面，广东自
贸区在各片区设立仲裁机构。多种纠纷解决方式共同协调发力，构建自贸区商事纠纷多元化
解决机制。
福建自贸区最具特色的做法是在厦门片区设立知识产权执法协作互助中心。知识产权执
法协作互助中心开展的工作主要是：海关监管扣押的涉嫌知识产权侵权物品的“担保放行”；
企业知识产权维权援助；自贸区与非自贸区各职能部门的联合执法与执法衔接；知识产权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建立知识产权领域的信用体系，并融入社会诚信体系之中；开展知
识产权公益宣传和培训服务，提高自贸区企业知识产权意识等。知识产权执法协作互助中心，
不仅方便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执法，也进行知识产权的宣传和培训，意图从根本上帮助企业降
低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在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各片区均设立了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庭，
福州自贸片区设立了两岸知识产权调解仲裁中心，厦门片区成立了厦门仲裁委员会国际商事
仲裁院、厦门仲裁委员会平潭分会等自贸区仲裁分支机构。同时，将各类专业调解机构引入
自贸区法庭，加强调解的作用，协调诉调对接工作，多种途径解决自贸区内的知识产权纠纷。
总体来看，各自贸区在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过程中，都在不断探索和创
新，摸索出了适合自己区域实践的方式。如，建立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庭，创新审判机制，借
助互联网推行诉讼便利化措施，发挥调解等民间纠纷解决机构的作用，建立知识产权执法协
作互助中心，在各职能部门之间建立有效衔接，搭建知识产权专业服务平台。这些都为河南
自贸区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积攒了许多值得借鉴和参考的有益经验。

四、河南自贸区知识产权问题的解决方案
通过上述的调查研究，结合河南自贸区实践，根据法律和法理，借鉴国内其他自贸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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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经验，对河南自贸区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分别提出如下建议方案。
(一) 对过境转运货物适当采取执法措施
这类货物，“已入境尚未过海关”。从立法上来看，《海关法》和《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都没有对自贸区内过境转运货物的边境执法作出明文规定。实践中，
也鲜有海关在保税区、自贸区等特殊区域采取执法措施的案例。自贸区强调贸易自由、保持
过境通道畅通，采取各种贸易便利化措施，去推动贸易自由化，这样看来，自贸区内执法似
乎不太合适。但是，为了保护权利人的利益，防止自贸区侵权行为泛滥，影响自贸区的国际
地位，对过境转运货物采取知识产权边境执法措施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
建议知识产权海关执法采用“境内关内”的观点，加强执法监管。虽然自贸区是处于“境内
关外”的特殊区域，但是“关外”是指自贸区内货物的进口在课征关税措施之外，享有一些
有别于其他国内区域的通关与税收便利，不是说自贸区在海关的监管之外。6我国海关也从
未放弃对自贸区内事务的监管。除特别排除之外，海关法律制度及其他国内法律制度在自贸
区内仍然有法律约束力。相关国际公约和其他国家的海关立法也都把自贸区置于海关监管之
下。自贸区“境内关外”仅指“关税征收的区域之外”，海关对自贸区内的货物依然享有执
法权。
但是，自贸区毕竟不同于国内其他区域，在确立我国海关在自贸区内的边境执法措施时，
不能将自贸区内的知识产权执法升级到跟国内其他区域同样的严格程度。如果对进入河南自
贸区内的过境转运货物，采取非常严格的执法措施，不但会增加海关执法成本，我国设立自
贸区的初衷，促进贸易自由也恐将难以实现。设立的监管标准，要能够协调知识产权保护和
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冲突。另外，知识产权具有典型的地域性特征，如果过境转运货物在来源
国和目的国均得到了合法授权或不违反知识产权保护，却因侵犯我国知识产权相关权利人利
益，便对其进行执法，似乎过于严苛。我们可以借鉴欧盟等国家的做法，对自贸区内过境转
运货物采取“进入市场可能性论”。具体来讲，就是分析过境转运货物是否可能进入国内市
场流通销售，以此为条件来决定是否对其采取执法措施。只有当权利人有确切的证据或者海
关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其具有进入中国境内市场销售的可能时，海关才可以对其采取知识产权
执法措施。7应当对权利人举证和海关依职权执法的标准设定一个较高的门槛，限定严格的
条件。这些限制，是为了防止边境措施滥用，便利货物的转运和中转。要求权利人必须有确
切的证据才可申请启动对转运货物的知识产权执法措施，海关必须依据“合理的理由”才可
依职权启动对转运货物的执法措施。这样，既能够保障自贸区内过境转运货物的正常贸易，
维护自贸区的吸引投资和贸易的有利竞争地位，又能够保障国内相关权利人的利益不受损，
最大限度平衡国内知识权人的利益和贸易自由化。
(二) 分类别放开自贸区内知识产权商品的平行进口
知识产权商品的平行进口，从理论上分析符合法理，但实际上可能会侵害国内权利人的
利益，所以平行进口要分类别放开，而且其合法性条件要严格界定。我国在上海、天津等自
贸区已试点开展汽车平行进口。这也反映出来政府对知识产权产品平行进口持谨慎态度，但
自贸区总体性的政策引导是“先试先行”，朝着“稳中求变”的目标去引入竞争、强化市场
经济机制，充分发挥自贸区的便利条件。所以从前景来看，放开部分商品的平行进口是趋势。
从理论上来讲，平行进口也有其合理性。很多学者认为，平行进口的法理基础是权利穷竭原
则和默示许可理论。

6
7

王迁：《上海自贸区转运货物的知识产权边境执法问题研究》，《东方法学》2015 年第 4 期，第 39 页。
樊星：《上海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深化研究》，《科学发展》2015 年 6 月，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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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穷竭理论是指含有知识产权的相关商品经“首次销售”后，权利人对该特定商品的
控制权丧失，该商品在市场中的进一步流通不用经过知识产权相关权利人的再次授权。这一
理论主要是为了协调知识产权和物权的冲突，知识产权对于特定商品只能行使一次，防止权
利人以知识产权对物的控制为由，妨碍商品的市场流通，促进商品贸易的自由流通。8这一
理论也是对知识产权垄断性的限制。但是，知识产权有严格的地域限制，知识产权在某一地
域内的穷竭，不代表在权利受保护的所有地域内都穷竭，这就有了知识产权的国内穷竭理论。
国内穷竭是指，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一经被权利人或经其同意之人在国内许可销售，该商品
在国内市场的后续流通就不再受权利人控制。但是，依据国内权利穷竭理论，似乎不能解释
平行进口的合法性。因为，平行进口的商品经过出口国权利人的许可，却没有经过过境或转
运国权利人的许可。国内穷竭是知识产权权利穷竭原则的最初涵义，已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的法律认可。反对平行进口合法的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在一国的穷竭并不导致其在其他国家
的穷竭，在其他国家仍处于“未曾使用”的状态，依然会构成侵权，权利人仍有权制止平行
进口。随着知识产品在国际贸易流通中的比重不断增大，支持平行进口的国家认为权利穷竭
的效力应扩大到全球市场，发展为“国际穷竭”原则。但该主张在多边贸易实践中仍需各国
自行认定。
默示许可理论是普通法系合同法上的一个重要理论，首次确立于英国。原意是，一旦含
有知识产权的商品由知识产权人或经其同意之人未附限制性条件地首次销售，商品购买人因
此就获得了使用或转售该商品的许可。9默示许可理论是以权利人的默许作为前提，除非权
利人在销售商品时明确作出销售市场、价格等限制条件，购买人将获得使用和转售的权利。
据此，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经权利人销售后，除非限定条件，购买人可以在任何区域再次销
售而免于侵权。默示许可理论以意思自治为基础，完美地解释了平行进口的合法性，使得其
在处理平行进口案件时更受青睐。
自贸区建设需要以开放的态度拓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认可平行进口的合法化，引入
国外的知识产权产品，为促进创新型企业实现技术升级、科研交流提供条件，助力国内产业
结构的优化。从长远来看，平行进口合法化是利大于弊的，开放的市场环境将对自贸区改革
提出新的机遇和挑战。但是，各类知识产权的特征与功能存在差异，国内不同行业的市场成
熟度也不尽相同，具体法律规制应当区别对待，防止出现平行进口商品短时间内大量涌入国
内市场，冲击国内产业的情况。因此，我们建议，分类别分行业逐步放开自贸区内商品的平
行进口。河南自贸区也可以借鉴上海、天津自贸区的经验，先从汽车行业开始，慢慢放开自
贸区内商品的平行进口。
(三) 重点审查贴牌加工企业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风险
贴牌加工企业，涉及的主要知识产权问题是生产加工商品“贴牌”涉嫌商标侵权。因此，
在防控知识产权侵权方面，接受境外委托方委托时，对委托方的商标权状况做详细尽调，确
保其是合法的商标权利人。同时，适用“诚实信用豁免原则”，对确实不知情的加工企业，
免除侵权责任的承担。
一些小规模的贴牌加工企业，法律意识不强，而且商标权审查的能力不足，加上企业固
有的逐利性，单纯依靠企业自身很难防控这类侵权风险。建议自贸区内相关监管部门有针对
性的引进一些法律专业服务人才，如律师、专家学者等为自贸区内的贴牌加工企业进行知识
产权风险防控的相关培训和顾问服务。培训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法相关知识培训，接到
贴牌加工业务后的如何开展尽职调查，以及产生权利纠纷后如何应诉，以提高贴牌加工企业
8
9

王心阳：《电商时代商标平行进口的合法性分析(上)》，《电子知识产权》2016 年第 1 期，第 86 页。
韩磊：《权利国际用尽原则与平行进口的法律规制 》，《河北法学》2017 年 10 月，第 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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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防控能力。对于恶意利用自贸区便利条件，进行商标侵权行为的企业，一旦查证属实，
严厉处罚，必要时可以吊销其在自贸区注册的营业执照。同时，建立企业知识产权诚信档案，
将这些恶意利用侵权谋利的企业计入黑名单，让侵权行为人意识到侵权的沉重代价，不敢侵
权。河南自贸区要重视此类法律风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保持自贸区的对贸易和投资的
吸引力。
(四) 完善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法律和监管体系
跨境电商涉及的知识产权法律问题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知识产权侵权。通过互联网络进行
的电商销售，其营业地、产品发货地，和产品收货地往往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方，涉及地
域广泛，覆盖主体多。对跨境电商的监管，一方面是对跨境电商平台的监管，另一方面是跨
境电商交易的货物的监管。对于货物的监管，跟其他方式达成的货物贸易合同的履行一样，
没有特殊性，进出关境时，都会有相应的海关进行监管。10对跨境电商平台的监管是跨境电
商知识产权监管的核心内容。
跨境电商平台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主要涉及：未得到商标权人授权；擅自使用对方的
商标；网页图片、包装等侵犯权利人的美术作品著作权；侵犯他人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销售侵犯他人专利权的商品。另外，还可能会出现商标在境外被抢注而引发的侵权行为。比
如，我国企业已在国内对某一商标进行过注册，是该商标的中国权利人，但是该商标或与商
标类似的标志在国外被他人注册。这种情形下，从事跨境贸易，就存在很大的侵权风险。企
业向海外扩张，开辟国际市场时，要提高商标等知识产权的风险防范，做到“市场未动，商
标先行”，注意商标权的国际保护，防止商标在国外被抢注。
河南自贸区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对跨境电子商务业务进行全流程干预，就跨境电商知识
产权问题进行单独立法，成立跨境电商专门的执法机构，强化执法监管，从根源上保护企业
的知识产权，同时避免发生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五) 完善自贸区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河南自贸区内目前也建立了一些纠纷解决机构，如，知识产权法庭，自贸片区法庭，各
片区的仲裁委员会。但是，调解类机构很少，而且发挥的作用和社会影响力不足。在知识产
权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很多侵权案件都是以法院调解成功结案的，无论是侵权人还是权利人，
调解成功远比诉讼判决更有利。这也是这类案件的特殊性。在完善河南自贸区知识产权多元
化纠纷解决机制时，应当侧重完善涉知识产权类案件的调解解决途径，畅通调解机制，让权
利人和侵权人的沟通更加顺畅。
建议设立河南自贸区自贸区知识产权纠纷调解中心，挑选知识产权法学专家、律师、技
术专家担任调解员，调解解决河南自贸区内发生的知识产权权益纠纷。在自贸区企业中宣传
调解解决纠纷的有利之处，根据调解情况并结合当事人意愿，负责将案件引导分流至行政机
关、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充分发挥调解在知产产权类案件解决中的特殊作用。合理的纠纷
解决机制，应当是能够合理分配国家资源，如司法诉讼、行政裁决等，与社会资源，如民间
调解和仲裁，在纠纷解决中角色的作用。在河南自贸区，可以考虑将将自贸区知识产权纠纷
调解中心作为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中心环节，以其为中转协调枢纽，构建河南自贸区知识产
权纠纷诉调、仲调对接机制。把自贸区知识产权纠纷调解中心作为一个当事人可以选择的非
必要前置程序，既有利于纠纷的解决，也可以缓解司法机关的审判压力。
10

Kammel, Kari P..Examining Trademark Counterfeiting Legislation, Free Trade Zones, Corruption and C
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Illicit Tra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Arab Emirates. 28 Michigan State In
ternational Law Review 22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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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自贸区是河南省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自贸区建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
多知识产权领域的问题，遇到问题，立足省情，积极寻找对策。对涉嫌知识产权侵权的过境
转运货物适当采取执法措施；释放自贸区制度红利，分类别放开自贸区内知识产权商品的平
行进口；重点审查贴牌加工企业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风险，帮助自贸区内企业提高知识产权
风险防控能力；完善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法律和监管体系，既要防止河南自贸区内的企业侵犯
他人知识产权，也要帮助企业维护自身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利用调解方式在解决知识产权
纠纷中的有利之处，完善自贸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在解决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时，
要大力贯彻党中央对自贸区“先试先行”的政策引导，勇于创新，敢于尝试。在知识产权领
域，从严监管，不能以牺牲长远发展为代价去换取短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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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法和贸易救济法功能定位之厘清
何仁平

摘 要：欧盟委员会发布《在外国补贴方面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白皮书》
，声称其出发点为
维护欧盟统一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主要针对如何应对外国补贴在欧盟统一市场内对竞争
产生影响的问题提出建议，这些建议涉及外国补贴导致的“市场扭曲”、外国补贴对欧盟企
业收购的影响以及政府采购中的外国补贴等问题。本文认为《欧盟白皮书》功能定位本身
的合理性值得质疑和商榷，其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与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不符，以及可能
存在对市场扭曲的定义不清、标准不明且认定权缺乏约束等问题，对贸易救济法和竞争法
的杂糅最终可能导致欧盟内部贸易保护的结果。本文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进而对《欧盟
白皮书》厘清贸易救济法和竞争法的界限提出建议。
关键词：欧盟白皮书 外国补贴 竞争法 贸易救济

一、功能定位模糊表现：价值目标和可能产生影响的不对称
2020 年 6 月 17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在外国补贴方面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白皮书》
（White Paper on levelling the playing field as regards foreign subsidies，下称《欧盟白皮书》
）
并公开征求意见。一个开放且稳固的统一市场是欧盟引以为傲的制度财富，在统一市场之中
加之货币的统一使得货物的自由流动更加便利。而欧盟认为其统一市场和统一市场内的公平
竞争环境正在遭受破坏，这种破坏在《欧盟白皮书》中归咎于外国补贴引起的扭曲。以此为
背景，
《欧盟白皮书》应运而生以应对外国补贴引起的扭曲，虽然尚未形成正式的法律文件
仅为公开征求意见稿，但是一经发布便引起了众多关注。中欧贸易业界对于欧盟委员会这项
新的政策工具存在担忧，认为新政策之下自由裁量权的扩张会增加企业的行政成本和交易的
1
不确定性，同时对该新政策工具的法律基础存在疑虑 。欧盟中国商会在向欧盟委员会递交
对于《欧盟白皮书》的反馈时表示，欧盟单方面构建一套新制度工具应对外国政府补贴不存
在欧盟法理基础，不符合欧盟在国际法下的承诺和义务，是不必要的。同时，认为白皮书中
描述的制度规则存在概念标准不明晰、不合理，程序权利不对等或者违反法律基本原则等情
2
3
况 。与此前在欧盟已经较为成熟运作的规制欧盟成员国的国家援助规则相并列 ，
《欧盟白皮
书》以约束非欧盟政府的补贴行为为目的，两者都属于维护竞争的制度，对传统贸易救济范
畴的补贴行为进行规制。虽然《欧盟白皮书》维护国内统一市场竞争的价值目标贯穿全文，
但是在功能定位上却仍然模糊不清，其趋贸易救济法和竞争法之利，却避贸易救济法和竞争
法之规制，追求的保护竞争的价值目标与可能产生的影响难以一致形成不对称，下文将从价
值目标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分析其功能模糊的具体表现。

1

欧盟补贴白皮书介绍和分析——收购、投资欧盟公司将面临的挑战，

https://mp.weixin.qq.com/s/sYh5Z5FvCKil5qCk5R42mw，访问时间：2020 年 9 月 15 日。
2
欧盟中国商会向欧委会提交外国补贴“白皮书”反馈意见，
http://www.ccceu.eu/c/2020-09-25/488180.shtml，访问时间：2020 年 9 月 25 日。
3
European Commission, WHITE PAPER on levelling the playing field as regards foreign subsidies，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international/overview/foreign_subsidies_white_paper.pdf, 访问时间：2020 年 9
月 15 日。文件中提及，欧盟国家援助规则仅适用于欧盟成员国提供的公共资助，非欧盟当局提供的补贴
不在欧盟国家援助制度的控制范围之内，《欧盟白皮书》的制定是为了对欧盟外的补贴进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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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盟白皮书》中的价值目标
《欧盟白皮书》直接指向“外国补贴”
，附件一中将“外国补贴”一词界定为非欧盟国
家的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提供的可以为受补贴对象在法律上或实际上带来利益的、引起欧盟
内部市场扭曲的财政资助。白皮书中还补充道，外国补贴的概念还以欧盟反补贴法规、欧盟
保障竞争法规和 WTO 反补贴规则中补贴的定义为补充。外国补贴目前包括三种情形：直接
授予在欧盟建立的企业的外国补贴；授予在第三国建立的企业的外国补贴，该补贴由在欧盟
建立的关联方使用；授予在第三国建立的企业的外国补贴，该补贴用于促进欧盟企业的收购
4
或参与公共采购程序 。
《欧盟白皮书》声明其宗旨在于维护欧盟内市场的公平竞争，降低外国补贴对于欧盟竞
争环境的破坏。其一以贯之地关注“市场扭曲”问题并对此提出相关对策，包括强化市场监
管和进行欧盟利益测试，同时关注补贴涉及的企业收购和政府采购领域，引入事前审批制度
和增设企业通报义务。欧盟委员会将《欧盟白皮书》纳入欧盟竞争政策的一部分，填补此前
欧盟竞争法仅涉及欧盟成员之间的补贴问题而不调整外国补贴的漏洞，同时希望《欧盟白皮
书》的实施可以优化产业竞争，打开外部市场并且巩固内部市场的统一。更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欧盟白皮书》比起以往的美日欧三方声明文件或其他立场性文件对参与国际贸易的主
体企业更具有针对性，从参与竞争的层面对外国企业进行严格规制，以保证企业的公平竞争
环境。鉴于《欧盟白皮书》对于竞争政策和补贴行为的严格规制，其将和欧盟此前的外国投
资审查以及贸易救济措施并驾齐驱，成为欧盟保持开放战略性的又一政策工具。
对于维护公平竞争环境的价值追求看似合理，然而《欧盟白皮书》增设的关于市场扭曲、
企业并购和政府采购三方面的规则在非歧视原则的衡量下似乎与其表达的价值目标相去甚
远。在非歧视原则的考量之下，
《欧盟白皮书》更像是走向反歧视的反面，筑起了产业保护
的藩篱。
（二）可能产生的影响：被调查企业义务的强加和国内贸易保护之嫌
1. 市场主体义务的强加
《欧盟白皮书》力图通过对外国补贴的规制，保护欧盟市场内公平的竞争环境，具体来
说是对欧盟企业和外国企业的所处竞争环境的维护，避免外国补贴对市场的扭曲，导致竞争
环境的破坏。欧盟委员会对于补贴采取积极的监管模式扩大国家对于补贴的监管权，为了实
现维护公平竞争环境的目的设置了三种对于外国补贴的审查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建立市场审查机制对一切其认为将产生市场扭曲效果的外国补贴进行审
查，该种审查在欧盟内企业受到外国补贴的任何迹象出现之后即可进行，审查权由欧盟委员
会或专门的主管部门行使。审查的结果将决定审查措施的采取，如果被有权的审查机关认为
的确存在扭曲市场等负面影响的外国补贴，将采取收取补偿性支付等措施使“扭曲”得以救
济；如若审查的结果认为外国补贴存在积极影响且积极影响大于扭曲市场的程度则审查停
止，将不采取任何措施。
第二种模式是对于欧盟内企业并购的行为专门设置的审查模式，防止欧盟企业的并购过
程受到外国补贴的不公平利益，无论此种利益是通过直接补贴的方式还是通过事实上增加收
购方的财务实力的方式。在这种审查模式之下，受到非欧盟政府的财政资助的企业应当进行
事前申报，在欧盟委员会对于事前申报进行审查期间企业并购的过程将不能进行，如果最终
确认存在对欧盟统一市场扭曲的情形则企业并购应当停止，即欧盟委员会享有对企业并购业
务是否继续的最终决定权。
第三种模式则是专门对公共采购作出的规制，《欧盟白皮书》认为外国补贴同样会对欧

4

European Commission, WHITE PAPER on levelling the playing field as regards foreign subsidies，http
s://ec.europa.eu/competition/international/overview/foreign_subsidies_white_paper.pdf, 访问时间：2020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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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内的公共采购产生影响，在公共采购的招投标过程中形成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此种模式下，
参与公共采购招投标的一方必须事前申报从非欧盟政府受到的财政资助，经专门机关审查后
如果确认存在导致不公平竞争的外国补贴的情形，则该投标人将无法继续进行投标程序。
以上三种模式互相补充，对于一种涉及外国补贴的行为可能同时触发多个审查模式。第
一种模式是对外国补贴的事后审查，而第二、三种模式则是针对特别领域对外国补贴的事前
申报。根据现有的反补贴规则，对于涉及补贴的内容都是国内专门的调查机关发现其可能造
成不利影响后采取调查，此种不利影响包括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国内利益的丧失和减损或对
其利益严重侵害。而调查机关对于不利影响补贴的调查结果可能导致补贴国采取撤销该补贴
等补救方法，或是进口方采取征收反补贴税等措施以消除补贴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欧盟
白皮书》在现有的反补贴规则之上为可能涉及外国补贴的企业增设了事前申报义务，把对于
补贴的调查从产生不利影响之后提前到接受了外国补贴之后，并且采取对企业并购和公共采
购投标的交易过程进行实质性干预的手段，这种手段对交易产生直接影响，使交易无法进行，
而不仅仅是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消除补贴带来的影响，而是对交易主体本身进行限制。《欧盟
白皮书》在自己倡导的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主旨之下，对市场主体——企业强加事前申报义务
并且赋予反补贴审查机关直接阻止其交易的权力，事实上是一种对于市场主体的歧视，脱离
了公平的前提，市场主体义务的增加和审查机关权力的增加导致了实质上的不公平。
2. 国内贸易保护之嫌
从 GATT 形成的历史来看，GATT 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形成，以降低关税为其主要宗旨建
立起了国际贸易规则同时发展了争端解决机制，这些功能旨在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和降低贸易
5
壁垒 。在 GATT 形成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各国之间的贸易顺利进行，经过多次关税谈判极
大降低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问题也得到重视和一定程度上缓解。在 WTO 框架内，自由贸
易的理论基础是各方交换比较优势，通过交换各自的比较优势，市场主体以对各种生产要素
6
进行最佳配置 。而问题产生于并非所有企业都能成为自由贸易和交换比较优势的赢家，因
此在保护国内企业和产业的呼声中许多国家试图通过对本国企业提供补贴的方式增强其优
势。补贴并非都对他国具有不利影响，WTO 反补贴规则将补贴分为禁止性补贴、可诉补贴
和不可诉补贴，只有对具有不利影响的补贴才进行规制。具有不利影响的补贴事实上又构筑
起了贸易的壁垒，破坏了自由贸易的平衡，因此作为惩罚被一国调查机关认定为存在不利影
响的补贴通常将无法享受优惠的关税税率，需要征收反补贴税和高关税税率。为防止各成员
方以采取反补贴措施的缺口作为国内贸易保护的工具，此种惩罚必须在一定的限度内，反补
贴税的金额不得超过对被征收反补贴税的产品在原产国或出口国制造、生产或出口时所直接
或间接给予的津贴或补贴的估计金额，
“反补贴税”应理解为目的为抵消对制造、生产或出
7
口所直接或间接给予的任何津贴或补贴而征收的一种特别税 。
反补贴规则的正当性来源于补贴可能破坏了既成的进出口条件，使得各成员方作出的关
税承诺不再使其切实地获得贸易便利，因此提供补贴造成破坏的成员方不应当享受消除关税
壁垒获得的乃至更多的利益，所以对其采取反补贴措施以期抵消因为补贴带来的影响。反补
贴措施本身作为一种例外，需要严格的限制，无论是从征收反补贴税的金额还是从进口国认
定补贴的程序要求，都有着严格的要求，防止反补贴措施的滥用。可以看出 WTO 反补贴规
则和《欧盟白皮书》之间微妙的差异，前者是以对成员方享受关税待遇的减损为后果，而后
者则是对市场交易主体强加事前申报义务，是对反补贴措施例外向前的扩大化；前者是采取
反补贴措施对补贴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行抵消，后者则是增加补贴认定机构更多的认定权和决
定权对交易直接进行阻碍；前者对反补贴措施的采取具有严格的限制，防止其滥用，而后者
对于一系列反补贴措施的采取没有约束，更具任意性。《欧盟白皮书》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
反补贴规则的“口子”
，作为自由贸易的例外其缺乏限制、权力增加且对贸易具有更直接的
影响。在其所谓维护欧盟统一市场的竞争环境的价值目标之上，
《欧盟白皮书》更像是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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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保生.WTO 反歧视改革模式与欧盟对华贸易政策,国际贸易,2007(08):56-59.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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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保护背书。

二、功能定位模糊成因：竞争法和贸易救济法的错位
《欧盟白皮书》的内容既体现出竞争法的精神又体现贸易救济法的方式，为追求维护国
内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价值目标，应用贸易救济的各种手段对交易行为进行干预。竞争法和
贸易救济法的特征在其功能定位中都有体现、无法明晰，这种功能定位的模糊是多种原因共
同作用的结果，在全球化企业竞争的背景下催生了对产业政策和监管政策的改革。规则文本
本身的概念混乱等原因导致了监管机构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应对全球化的产业竞争等众多现
实因素加速了新的政策工具诞生。
（一）规则层面的成因
“应对市场扭曲”的说辞在《欧盟白皮书》中频频出现，新规则的制定源于市场扭曲的
存在以及市场扭曲对于竞争状态的有害性前提。白皮书第二部分从外国补贴扭曲欧盟市场的
风险对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定义，这是新政策形成的出发点，第四部分针对外国补贴引起的市
场扭曲设置具体的应对措施。市场扭曲构成了白皮书的主线，然而对于市场扭曲的概念似乎
并不明晰。对于这种混乱无法断言是政策规则形成过程中无意的缺陷还是应用概念制造扩张
和保护故意而为之，但市场模糊概念的混乱的确导致了《欧盟白皮书》功能定位在竞争法和
贸易救济法的错位。
1. 市场扭曲相关概念的混乱
“市场扭曲”的概念继“非市场经济”概念之后出现在欧盟的国内法之中，欧盟设置市
场扭曲规则针对进口国存在的市场扭曲行为进行规制，其内涵主要延续了此前非市场经济条
款的内容，形成了更广泛的市场扭曲规则。欧盟在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认定的 2017/
2321 条例中指出，“重大市场扭曲”是指“申报的价格或成本（包括原材料和能源成本）由
8
于受到政府大量的干预而不能反映自由市场的力量的情形” 。市场扭曲概念在美欧制定其他
规则中也频繁出现，在国有企业竞争中立规则体现为避免国企商业及公共职能行为对国际贸
易的扭曲；在禁止技术当地化条款中体现为强制技术转让和技术当地化措施在技术许可和私
人商业安排中产生了市场扭曲；在汇率操纵条款中体现为竞争性汇率贬值会改变贸易条件，
9
扭曲国际市场的竞争环境等 。可见市场扭曲的概念已经在贸易救济法和竞争法中蔓延，扭
曲成为了市场受到损害的形容词。《欧盟白皮书》中也充斥着“扭曲”的字眼，主要表述为
对外国补贴对市场竞争状态的扭曲，在尚未厘清其功能定位之前，有必要对其中的市场扭曲
概念进行辨析以了解其中的市场扭曲概念更倾向于在何种功能定位上进行描述。
（1）定义的混淆
关于市场扭曲的定义，一直以来存在混乱。在 2016 年欧盟委员会提交修改欧盟反倾销
法律制度的提案时就提出了“市场扭曲”标准，中国不再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是
被适用了新的“市场扭曲”的认定标准，指的是存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就可以适用该标准
下的特殊规定。作为承继，2017 年欧盟发布关于中国“严重市场扭曲”的国别报告再度从
“市场扭曲”的表征、要素和产品领域对中国“市场扭曲”状况进行详细表述，重点强调国
家对生产要素的配置和定价的干预。2018 年，美日欧发布三方声明，其中对于寻求有效手
段解决美日欧以外的国家扭曲贸易政策的做法，并提出加强合作以应对那些扭曲市场做法的
倡议。2020 年，美日欧再次发布的三方声明中提及制定关于补贴导致产能扭曲的规则，以
及在补贴国国内市场被扭曲的情况下补贴规则的明确。此前在反倾销制度中市场扭曲的表述
被广泛用于形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导致的市场状态非正常改变，是市场扭曲在贸易救济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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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现，而《欧盟白皮书》将市场扭曲的表述直接沿用至同为贸易救济对象的补贴行为和竞
争法领域当中。
《欧盟白皮书》关于扭曲的说法与此前欧盟一直沿用的市场扭曲（market-distorting）的
说法并不完全一致，其采用了由外国补贴引起的扭曲效果的表述（distortive effects caused by
foreign subsidies）。从《欧盟白皮书》的原文来看，此种扭曲效果既表述为在对于竞争的负
面影响上（negative impact on competition），也表述为对于市场状态的扭曲上（distort our
market）。本文尝试从主观意图、导致扭曲的主体、扭曲对象和影响进行对其中的市场扭曲
概念进行分析。
a) 主观意图不加区分
b) 对于市场的扭曲，具有明显的政府干预意图，而对于竞争状态的扰乱，强调的是公
平的竞争状态被打破的结果，干预意图不是必须。
c) 导致扭曲的主体混同
d) 市场的扭曲通常所指政府干预经济导致的结果，比如补贴的行为主体必须是政府或
公共机构，而在《欧盟白皮书》中的三种审查模式中均强调外国补贴给予的不公平的竞争优
势，只要该种优势与补贴相关，而理论上补贴又必然与政府相关，就可以适用三种审查模式。
此处割裂了补贴的认定结构，最后可能仅根据某种竞争优势就可以导致对企业采取反补贴措
施。
e) 扭曲对象不明
f) 从贸易法的角度说，市场通常所指进口方市场、出口方市场或国际市场，补贴作为一
种贸易救济手段，其不利影响通常表现为对进口方市场的影响。而《欧盟白皮书》中主要指
的是对竞争状态的破坏，其强调的维护欧盟统一市场，以及提及此前欧盟竞争法中对于欧盟
内企业的补贴规制但是缺乏对外国补贴的规制，其维护的市场似乎更倾向于竞争法中的相关
市场。虽然《欧盟白皮书》中表述模糊无法确定产生扭曲的市场是进口方市场还是相关市场，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其对扭曲对象存在混淆。
g) 产生影响不明确
h) 贸易救济针对的后果是影响国内产业结构，造成产业损害或利益丧失等，竞争法针
对的后果则是竞争状态的破坏。
《欧盟白皮书》中指出扭曲的结果是在欧盟统一市场的竞争
中获得不正当优势，破坏公平竞争环境或是欧盟市场的统一性。
i) 对市场扭曲概念的混淆适用表明《欧盟白皮书》没有进行准确的区分，虽然与以往的
市场扭曲概念有相似之处，即均涉及引起扭曲的主体——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行为，此处的干
预体现为外国政府的补贴行为；但也与此前的概念有一些差别，例如在领域上从贸易扩展至
企业并购和政府采购领域，在影响上从关注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转变为关注对竞争状态的
破坏。
《欧盟白皮书》对于市场扭曲没有精准的定义，到底是指市场的扭曲，还是竞争状态
的扰乱，这两者一个是基于贸易救济法的概念，一个则是关于竞争法规则的概念，对于二者
的模糊混用难免令人困惑，更不利于对其功能定位的准确把握。
(2)认定标准适用不明
除了市场扭曲的概念模糊，
《欧盟白皮书》对于市场扭曲的认定标准也存在适用不明的
问题，使得功能定位更加难以界定。
《欧盟白皮书》中有权机关对于市场扭曲的认定将与竞
争状态挂钩，其强调外国补贴对欧盟内统一市场和竞争环境的影响作为启动审查措施或施加
事前申报义务的依据，进而采取一系列阻碍交易的措施。作为以保护竞争为目的的规则核心，
认定对市场竞争的扭曲具有关键意义。即是以外国补贴本身为适用对象应用反补贴规则的标
准对存在扭曲进行认定，还是以外国补贴对竞争状态的损害为适用的对象应用竞争法的标准
对存在扭曲进行认定。作为采取应对措施的前提，认定标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决定了
此后的企业间交易能否得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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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救济法和竞争法对于外国补贴扭曲竞争状态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异，贸易救济法更关
注补贴本身，而竞争法更关注竞争状态改变的后果。贸易救济法通常从补贴构成和产生不利
影响评估的角度进行认定，如 WTO《反补贴协定》中关于提供补贴主体、专向性和可诉性
的规定。而竞争法则更注重是否产生限制、排除市场竞争的效果，独立市场竞争主体的某种
结合有可能影响竞争状态即引发事先申报等义务，获得批准后才可以实施。如欧盟对于经营
者集中的认定模式通常不会对控制变化做出量化规定，而只是原则性地规定发生控制变化的
交易属于经营者集中，通常表述为: 取得控制（或者控制权)，控制（或者控制权)发生实质
10
变化，取得控制（或控制权）或能够施加实质性（或决定性或重大的或显著的）影响等等 。
然而，
《欧盟白皮书》并没有对有权机关对市场扭曲认定采取何种标准进行描述，除了在附
件中假定企业三年内低于 20 万欧元的外国补贴不会对国内市场造成扭曲外，更加没有关于
认定市场扭曲进一步量化的标准。
(3)认定权行使缺乏限制
竞争法在认定程序上有其突出的特点，调查目标明确，在市场调查、成本计算、损害确
11
定等方面有着严格、具体的规则，有权机关的认定权拥有较少的任意性 。相较而言，贸易
12
救济法的认定权构造则略显粗糙 ，但是仍然存在程度计算、市场界定和实质损害等程序。
认定权是国家行政力量对于市场状态调整的前提，也是采取相应行政措施的开端，认定权需
要严格的限制，避免其以行政目的为导向而非公平导向从而使调整更为不平衡。《欧盟白皮
书》中由于贸易救济法和竞争法错位导致的权责不对等，并不完全体现两种体系中的程序性
设置。
就《欧盟白皮书》而言，认定市场扭曲的有权机关包括欧盟委员会和有关欧盟成员国调
查机关，二者将根据共同的审查制度调查以避免重复。审查制度是一种对相关事项核实、核
查以决定放行或拦截的行政管理制度，
《欧盟白皮书》中设置的审查决定是否对涉及外国补
贴的交易行为放行。在传统的反补贴制度中只有调查和采取措施两个程序，而白皮书中对于
涉及补贴的行为设置审查程序也是一种跨越。在第一种审查模式之下，对一项外国补贴的调
查程序包括初步审查程序，对是否存在外国补贴进行调查；如果初步审查显示存在可能扭曲
市场功能的外国补贴，则开展深入审查，如果调查结果显示外国补贴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扭
曲市场功能的影响，则有权机关可以采取救济措施。在第二种审查模式之下，在强制通报机
制之下，企业并购过程中存在与外国补贴相关的情形则有权机关可以启动事前审查程序，审
查程序包括初步审查和深入审查。初步审查确认相关企业是否从外国补贴中获益，如果存在
则启动深入审查程序。深入审查对外国补贴是否对企业并购产生不正当的有利影响以及是否
导致了市场扭曲进行调查。为了确保审查的有效实施，有权机关可以依职权审查未完成和已
完成的收购，最终决定禁止收购或撤销收购。在第三种审查模式之下，有权机关认定公共采
购领域是否存在外国补贴扭曲市场的情形主要依据现存的社会或环境标准或技术规范和合
同履行标准等有助于确保公平竞争的规则，参与公共采购的企业仍然承担事前申报义务，通
知参与公共采购的机关其在投标时是否在一定时间内接受过外国补贴，或是否即将在合同期
间获得外国补贴。为确保交易企业提供准确的事前申报，第三方和竞争对手均可以向参与公
共采购的机关进行申报。参与公共采购的机关进行完全的审查之后，向有权机关转交交易企
业的事前申报并由有权机关进行进一步审查，有权机关的后续审查则与模式一类似。
纵观《欧盟白皮书》的三种审查模式，对于与外国补贴相关的事前审查和事中审查都以
有权机关（欧盟委员会和欧盟成员国调查机关）为最高权力机关，并且认定是否存在外国补
贴、外国补贴是否产生扭曲市场的影响以及采取何种救济措施都由有权机关最终决定。企业
关于可能涉及外国补贴的事前申报是企业对于自身接受补贴情况的评估，然而事前申报可以
由竞争对手或者第三方主体以“举报”的形式提出；审查可以由有权机关依职权展开，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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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军.经营者集中法律界定模式研究,中国法学,2015(05):223-247.
毕莹. 倾销：反倾销法或竞争法,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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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类似产品、实质损害和国内产业的认定方面拥有更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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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完成的交易还可以行使禁止交易的救济措施；当确认存在扭曲市场的外国补贴情形，通过
“欧盟利益测试”可以使调查程序终止，即有权机关认为外国补贴带来市场扭曲的消极影响
小于为欧盟经济体带来的积极影响，则该种补贴被允许存在。掌握外国补贴导致市场扭曲的
认定权的机关只有一个，且认定机关拥有主动开启审查、自由审查和决定审查进程的权力，
而对于被审查的相对企业没有相应申诉和反驳的程序设置，以及只有涉及公共采购的审查中
才提及了审查透明度和公开的要求。从贸易救济的角度来看，认定权一般不以对事前申报审
查的形式启动，从竞争法的角度来看，认定权对存在可能影响竞争的情况进行判断，而不是
对是否存在某种行为本身进行确认。在两种角度之下，当事方都存在相应的救济权利，且两
种权力都受到一系列的制度和程序约束并制定详细的下位法实施。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自
我利益，有权机关对于外国补贴导致市场扭曲的认定拥有不被约束、全过程的权力。
（二）现实层面
1. 反补贴认定“另辟蹊径”
补贴问题近年来逐渐成为发达国家达成经贸协议关注的核心问题，基于普遍认为的“补
贴有害论”
，各国力图通过增加与补贴相关的规则约束补贴行为。同时，WTO 反补贴规则在
处理补贴的主体和补贴的表现形式等问题上规则尚未更新，更加快了欧盟等发达国家制定反
补贴新规的速度。反补贴问题成为了经济发展工作的要点，各国在关税问题上寻求“合规性”
施压，通过建立起对国有企业和非市场经济的指责，从关注自由贸易转向追求所谓的贸易公
平。继对国有企业和公共机构的关系、非市场经济等问题制定新规则后，欧盟再就补贴问题
与市场扭曲发布《欧盟白皮书》
，将贸易中的外国补贴问题引入竞争法领域，企图以竞争法
和贸易救济法的结合解决补贴问题。
2.利用行政权力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
13

现代大国竞争的本质在于产业竞争，而产业补贴政策的作用是产业竞争的焦点 。反补
贴政策是大国竞争政策的一部分，反补贴措施作为贸易救济的方式之一频频被大国应用。全
球贸易救济涉案行业高度集中在化学原料和制品工业、钢铁工业和金属制品工业这三个全球
14
产能过剩问题较为严重的行业，在全球范围内无法消化的过剩产能必然会加剧贸易摩擦 。
随着全球产能过剩的形势发展，补贴问题并不是导致欧盟内部市场竞争被破坏的主要原因，
而以补贴问题为由阻碍别国发展、保护国内产业才是其采取反补贴措施的主要目的。全球化
中的国际产业再分工是一个动态过程,全球产业供应链的安全和市场规模决定了一个国家的
产业安全。技术增长极限、新兴大国在产业链中的攀升和守成大国既得利益集团对新技术应
15
用的阻碍，成为严重威胁守成大国产业安全的三大要素 。对于新兴国家在于竞争中优势的
不断积累，欧盟作为守成大国为了产业的安全发展选择对竞争本身进行干预。欧盟内部希望
政府推出产业政策以更大范围地保护欧盟企业的利益，最终提高欧盟企业的全球竞争力，限
16
制外国企业进入欧盟市场 。在产业政策的激烈竞争形势和欧盟内企业的强烈需求之下，
《欧
盟白皮书》从制度上打开缺口，应用更少受限制的行政权力直接进行产业保护，这种保护从
被动变主动，兼具防御性和攻击性，从外部消除产业发展阻碍以保持欧盟市场的整体竞争力。
3.在现有制度外应对新型经济制度挑战的选择
从美日欧共同发布的三方声明中频繁关注非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和国家干预导致市场扭
曲并制定具体对策的情形看来，在发达经济体之间已经形成共识，认为其所谓的非市场经济

13

余莹.大国产业竞争视阙下美欧推动的国际产业补贴新规则——中国的立场与对策,中国流通经
济,2020,34(01):21-29.
14

陈曦.WTO 补贴改革背景下中国贸易救济应对研究,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24(04):26-43.

15

雷少华.超越地缘政治——产业政策与大国竞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05):131-154+160.
JONAS HEERING. Europe first—the European response to made in China 2025 and America
first[EB/OL].[2019-11-0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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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国家产业补贴带来的不公平竞争问题根源于经济体制本身 。比如新型经济制度的代表国家
中国，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其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优势遭到发达经济体的剧烈抵
抗，而采用既有的竞争政策和贸易救济制度并不能使其完全实现贸易保护的目标。发达经济
体应对贸易逆差频频滥用的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包括双重救济、非市场经济国家替代国价
格等措施都遭到新兴经济体在现有贸易制度下的强烈反抗。
直接引起发达经济体担忧的是，在与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一样的经济制度之下，非市
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表现更具竞争力，成为其在国际舞台的强劲竞争对手。欧盟将新兴经济
体带来的威胁归咎于其经济制度因素，如在补贴主体的界定时，将国有企业与《补贴与反补
贴协议》中的公共机构直接等同，使其与补贴相关的行为都将被采取反补贴措施，将国有企
业的竞争力以采取反补贴措施的形式削弱。
《欧盟白皮书》在以往贸易救济和竞争制度之外
将外国政府主体提供的补贴问题与维护欧盟内统一的竞争环境问题轻易连结，找寻某些新型
经济制度中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方面，以增加竞争成本的方式削弱对方竞争优势。

三、功能定位模糊产生负面影响
（一）经济效率降低和成本增加
《欧盟白皮书》为企业交易增设重重阻碍，一般的审查机制对可能涉及外国补贴的交易
企业进行审查，并且审查追溯期长达十年，在追溯期内有权机关可以依职权主动审查，根据
审查结果可以做出禁止交易的决定。而对于企业并购的交易，可能涉及外国补贴的企业需要
进行事前申报，并且根据有权机关对事前申报的审查结果进一步进行并购，同样也存在追溯
期限和交易随时被有权机关主动审查中止或终止交易的可能。对于企业并购交易而言，该审
查机制甚至可能故意拖延和恶意阻碍并购的达成，时间和效率对于并购而言至为重要，审查
程序增加的时间成本极有可能对企业是致命的打击。
（二）规则适用的任意性增加
根据上述分析，《欧盟白皮书》在贸易救济法和竞争法之间的错位带来一系列的矛盾，
首先是其适用的任意性大大增加。包括贯穿有关外国补贴扭曲市场认定全过程的市场扭曲定
义的任意性、行使认定权的任意性以及有权机关行使认定权的任意性，当一项补贴被认定为
所指的外国补贴，再通过竞争法或贸易救济法杂糅的标准认定为存在市场扭曲的影响，而且
此种市场扭曲存在定义不明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有权机关的认定权行使还不受约束。任意性
的增加直接带来认定滥用的风险，一旦一项交易行为涉及外国补贴且对国内企业的竞争力造
成影响，即可能启动市场扭曲认定从而直接干涉交易，对国内企业形成保护。任意性还可能
带来其他的恶劣后果，过度的启动公权力干涉正常交易可能会导致市场正常秩序的破坏在事
实上减少国内市场的竞争，国内企业销售价格在保护之下攀升导致国内消费者福利减少等。
（三）企业交易市场的可预测性降低
可预测性是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估计、分析和推断的特性，可预测性是关键的市
场特征。对于交易而言，风险与回报之间的关系不可能随时间稳定，这个关系由市场生态、
制度（如监管环境与税务法律）中不同群体的相对规模和偏好决定18。监管环境对于市场的
可预测性有着重要的影响，关系到市场效率的评估，白皮书设置新的规则也是对监管工具的
更新，其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和不确定性的增加使得可预测性大大降低。相对于“ 权力导向型”
机制而言，
“规则导向型”体制更能保障对国际贸易而言极为重要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19。
《欧
盟白皮书》从定义上对“市场扭曲”进行混淆，将反补贴规则和竞争法相关概念特征混用。

17

余莹.大国产业竞争视阙下美欧推动的国际产业补贴新规则——中国的立场与对策,中国流通经
济,2020,34(01):21-29.
18
周孝华,宋庆阳,刘星.适应性市场假说及其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证,管理科学学
报,2017,20(06):111-126.
19
孙南申,彭岳.中国补贴现状与面临反补贴措施的法律应对,河北法学,2007(06):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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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定标准上，在何种制度层面对市场扭曲进行理解和衡量仍不清晰，如果对欧盟内企业和
外国企业采取不同的制度标准进行衡量则会产生实际上保护欧盟内内产业的效果。准确的定
义和确切的量化标准利于提高认定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尤其是应用于外国补贴造成损害的
救济更需要防止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为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提供空间。通过认定外国补贴存在扭
曲效果，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以抵消外国补贴带来的不正当竞争优势，实际上是增加了获得
外国补贴的竞争和交易成本，易言之是加强对国内企业竞争的保护。保护又是一个程度性问
题，对国内企业的保护程度取决于外国补贴对竞争环境的破坏程度。如何衡量对竞争的破坏，
如何把抽象的竞争变为具体的可对照标准成为关键。或是通过类似欧盟竞争法的具体概念定
义、列举式说明和量化标准，或是对竞争被破坏进行对比性说明，例如在接受外国补贴的企
业进入市场前后的竞争状态对比，此种竞争状态或许可以通过替代产品价格、销售数量、企
业营业额等方面具体化，但是如何证明接受外国补贴是引起变化的唯一原因成为难题。无论
采取何种方式何种标准认定市场扭曲的程度，都应该是具体、确定和可预测的。
《欧盟白皮书》潜在的一系列问题与贸易救济法和竞争法的错位有密切关系。从调整的
对象外国补贴而言，其希望发挥贸易救济法的特点，对相关行为施以补救措施；从认定标准
而言，其希望发挥竞争法的特点，从竞争状态认定存在市场扭曲，设置事前申报审查机制。
通过从定义、认定标准和认定权等方面的论述，以及对由此引起的潜在不利影响的分析，这
种跨越法律特征的错位导致《欧盟白皮书》成为了“四不像”。
《欧盟白皮书》既可以说是贸
易救济法和竞争法的融合，也可以说是凌驾于贸易救济法和竞争法之上。综合两种规制模式
的优势，而完全不受其制约规定的约束。脱离了法律体系的规制，《欧盟白皮书》带来的权
力会加剧扩张，而其保护竞争的目的也会走向反面，成为国内贸易保护的避风港。更需要思
考的是，《欧盟白皮书》中认为其是和竞争法以及贸易救济法并列的一个全新文件，在《欧
盟白皮书》的扩张之下，既有的贸易救济法和竞争法适用还存在多少空间？

四、明晰功能定位的尝试：竞争的归竞争，贸易救济的归贸
易救济
《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表达的是分化和独立的处理
方式，分化和独立的关键是规范化的实现。
《圣经》里的这句话对西方世界处理宗教和世俗
政权有着重要影响，体现西方文化独立分化和追求规范的精神。对于《欧盟白皮书》而言亦
是如此，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竞争法和贸易救济法的混杂对于实现其价值目标并无助益还可能
引发诸多负面影响，因此应当尝试对功能定位进行明确，对模糊的功能定位进行明晰。下文
将以欧盟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援助制度为参照，分析《欧盟白皮书》价值目标的真正实现路
径。
（一）以欧盟国家援助制度为对照
欧盟国家援助制度是欧洲竞争法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欧盟白皮书》中也被屡屡提及，
与白皮书中设置的新制度相提并论。白皮书中指出，当前欧盟没有像国家援助制度一样的关
20
于非欧盟政府给予欧盟统一市场内企业补贴的规则，白皮书的应运而生 。可以看出《欧盟
白皮书》的设置是在制度上与欧盟国家援助制度内外交映，弥补目前对于欧盟外政府给予欧
盟内企业的补贴对竞争导致的扭曲没有专门规制的缺口。立足于效率与公平，欧盟国家援助
制度从实体和程序上都进行了系统的现代化改革与完善，不仅明确了国家援助的定义，完善
了指南等规范性文件且设定了合理的成批豁免的框架、形式和范围；还确立了完整的国家援
助审查、评估和申诉程序，发展并充分利用市场信息工具(MITs)，规范对经济部 门和援助
21
措施的调查安排并建构事前申报和事后评估相结合的规制机制 。欧盟国家援助制度在实体
和程序上从建立到完善，对于认定、实施和救济都有着具体的规定，从立法定位和法律技术

20

European Commission, WHITE PAPER on levelling the playing field as regards foreign subsidies，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international/overview/foreign_subsidies_white_paper.pdf, 访问时间：2020 年 9
月 15 日。
21
周海涛.欧盟国家援助制度的现代化及其借鉴,河北法学,2016,34(08):12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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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分析完善《欧盟白皮书》可能存在的问题具有借鉴意义。通过分析欧盟国家援助制度和
《欧盟白皮书》的异同，对《欧盟白皮书》是否可能复刻欧盟国家援助制度进行探讨。
1. 共同点：维护欧盟统一市场的竞争
通过建立统一内部市场全面提高欧洲内部的福祉是欧盟创设目标之一，欧盟竞争法成为
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随着成员国的不断增加，统一市场成为欧盟的竞争政策的主要特
征，欧盟竞争政策的目标明确为维持市场的竞争性以及统一的内部市场，促进消费者福利以
22
及与之相关的分配效率也明确成为其设立的根本目标 。欧盟国家援助制度作为欧盟竞争法
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统一的共同体市场公平、自由竞争也成为其宗旨。与反垄断、合并控
23
制制度一样，国家援助制度也是维持欧经济活力与竞争的工具 。欧盟国家援助制度认为，
成员国的国家给予特定企业或行业经济利益是广义上的国家限制竞争行为，显著妨碍成员国
24
之间市场竞争机制运行，这一类行为应当接受欧盟的严格审查 。
《欧盟白皮书》开篇即表明强大、开放和充满竞争统一市场使欧盟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
运营和竞争中具备优势，而欧盟对外更大的开放兼具机遇与风险。尤其是外国政府提供的补
贴，需要对其进行控制以避免其损害欧盟市场的竞争力和公平竞争环境。就像欧盟成员国提
供的国家援助一样，外国补贴会扭曲内部市场的竞争，并导致竞争环境不公平，在这种情况
25
下，效率低下的运营商增长并增加了市场份额，却牺牲了效率更高的运营商 。
与国家援助制度相提并论的《欧盟白皮书》
，与国家援助制度一样都是出于维护欧盟内
统一市场的目的，认为外国政府提供的补贴破坏了内部市场的正常竞争状态，因此设置了一
系列的监管模式对外国政府提供的补贴进行规制。由此看来，以《欧盟白皮书》作为欧盟竞
争法的组成并无不妥，但是两者在其他方面却存在巨大差异。
2. 差异：目标、基础、内容的不同
（1）国家援助制度追求实现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
欧盟国家援助制度的政策目标是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其为成员国的产业政策提供一个
26
法律规制框架，以确保不扭曲成员国间的竞争或贸易 。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是多方面利益
协调的结果，其中包括消费者利益、经济效率、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等诸多方面，统一的
市场也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方式，达到各种利益协调实现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
《欧盟白皮书》关注欧盟内企业在世界贸易舞台上的竞争性，强调企业的经济利益，并且形
成的三种审查制度无形中增加企业行政成本，统一设置外国补贴标准“门槛”的方式降低经
济效率，消费者在补贴中最终受益的结果并未被充分考虑。因此，其与国家援助制度在维护
竞争和统一市场的宗旨之下存在千差万别。
（2）国家援助制度以欧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为依托
27

欧盟委员会可以通过运用其权力要求成员国和任何相关的市场参与者提供信息 ，在一
项涉及国家援助的调查中，欧盟委员会有权要求成员国提供非公开信息，也可以依职权主动
调取其掌握的公共领域的信息，还可以要求成员国提供相关的信息，并在这个过程中注重效
率和透明度。由此可见，欧盟委员会对于成员国涉及补贴的行为可以充分地调查，再此基础
上采取措施。而《欧盟白皮书》中规制的是非欧盟政府的补贴行为，欧盟委员会无法要求外

22
23

李恩汉.论欧盟竞争法的目标[J].学理论,2014(22):151-153.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SPEECH-00-389_en.htm，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9 月 15 日。

24

翟巍.欧盟竞争法视野下的国家补助规制机制,竞争政策研究,2015(03):80-88.
European Commission, WHITE PAPER on levelling the playing field as regards foreign subsidies，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international/overview/foreign_subsidies_white_paper.pdf, 访问时间：2020 年 9
月 15 日。
25

26

周海涛.欧盟国家援助制度的现代化及其借鉴,河北法学,2016,34(08):126-139.

27

周海涛.欧盟国家援助制度的现代化及其借鉴,河北法学,2016,34(08):12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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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提供其非公开信息，没有充分的公共信息作为支撑，基础欠缺的前提下充分调查认定
不存在可能性，为抽象的竞争判断增加不稳定性。欧盟的国家援助制度建立在欧盟经济制度
和政治制度深度融合的基础上，而对于非欧盟国家的补贴调查并不具备这种条件。
（3）国家援助制度明确规定实体和程序规则
欧盟竞争规则从《巴黎条约》到《罗马条约》以及判例发展变化，形成了较成体系的法
律规范，为了合理规制欧盟成员国在经济领域施行的国家补助行为，欧盟立法机关与司法机
28
关创设与完善了欧盟国家补助规制法律体系 。从《欧盟运作条约》中的明确禁止国家补助
29
的、条款，到欧盟委员会制定颁布的“Monti”系列法律文件和“Almunia”系列法律文件 ，
欧盟国家补助规则不断完善和改革，
在概念的界定、具体实施应用以及其他方面进行了明确，
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相关规则，协调该制度与其他法律文件的关系，避免冲突与重叠。除此之
外，国家援助制度通过现代化改革对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都进行了明确，实体方面包括对定
义的明确、集体豁免种类的扩展以及对勤勉公平审查的强化和评估，程序方面包括处理申诉
的方式以及市场信息采集的可靠性改进。
正如前文所述，《欧盟白皮书》在定义方面对市场扭曲概念混淆适用，市场扭曲的认定
存在任意性，缺乏相应的程序性救济权利设置，在实体和程序上的空洞和与其他法规的重叠
导致认定机关具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和较低的透明度。《欧盟白皮书》和欧盟国家援助制度
在实体和程序方面有着明确和模糊的鲜明对比，实体规则明确权利与义务，使企业交易更有
可预测性，程序规则保证调查结果的正当性，保证实体权利义务的实现。实体和程序规则的
明确对实现规则制定的目的具有重要意义，是在宗旨构架之下的内容支撑，没有实体和程序
规则的填充整个规则都将是空洞的。
诚然，欧盟国家援助制度和欧盟白皮书在价值追求上有共同点，都旨在维护欧盟统一市
场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但是在追求的目的上国家援助制度对消费者利益、经济效率和社
会利益多重考量，而欧盟白皮书专注于提升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同时，国家援助制度具有
《欧盟白皮书》不可比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基础，并且在实体和程序上欧盟白皮书的模糊性
和任意性也和国家援助形成鲜明对比。从目的和实体、程序规则而言《欧盟白皮书》过于单
薄最后难以实现对统一市场竞争的维护，从制度基础来看这是其最大的硬伤。从比照国家援
助制度实现白皮书规则的制度设计上就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欧盟内经济和政治的紧密联系
使对成员国补贴的充分调查和正当使用国家援助的政策工具成为了可能，而对于外国补贴的
调查不存在此种基础，加大了政策工具滥用的可能性。与之类似，形成国家援助制度是欧盟
各成员国意志统一的体现，是对于补贴行为利益考量协调的结果，而对于非欧盟国家的补贴
的《欧盟白皮书》并不能以此为基础形成。因此，直接复刻一个针对外国补贴的“国家援助
制度”不具有现实可能性，甚至构造一个针对欧盟外政府的竞争保护规则可能性亦存疑。
（二）《欧盟白皮书》价值目标的真正实现路径
《欧盟白皮书》法律定位的错位以及随之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避免，究其根源是贸
易救济法和竞争法的杂糅，贸易救济法和竞争法界限的厘清对于《欧盟白皮书》找到正确的
完善方向实现其追求的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欧盟白皮书》的功能定位在贸易救济法和竞争
法中徘徊，规则设置上各取所长又躲避两种制度中的规制。《欧盟白皮书》规制外国补贴、
维护欧盟市场竞争环境的价值追求与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不一致，厘清贸易救济法和竞争法
的界限纠正法律上的错位才能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促进经济的有序发展。具体而言，从根
本思想上应当摒弃贸易保护主义正确认识补贴，尊重现有 WTO 反补贴制度的规则设置，在
现有反补贴规则上进行完善，在与竞争法交叉的情形下保持竞争法的本质。

28

翟巍.欧盟竞争法视野下的国家补助规制机制,竞争政策研究,2015(03):80-88.

29

翟巍.欧盟竞争法视野下的国家补助规制机制,竞争政策研究,2015(03):80-88. 欧盟委员会委了简化与完善
公共经济利益服务领域国家补助规制程序，在欧洲法院“Altmark Trans“案判决所确定的国家补助认定标准
前提下，制定颁布了被称为”Monti”的系列法律文件，从 2011 年 12 月开始，被称为”Almunia”的系列法律
文件修订与更新了”Monti”系列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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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新审视补贴，维护多边、自由贸易
在进口方视角进行福利经济学分析，补贴虽然对进口方竞争的产业产生不利影响，但是
有利于消费者和下游产业在价格上优势上获益。因此补贴对于进口方而言并非有百害而无一
利，对于补贴应该辩证地看待，建立相应的机制应该以审查的确产生有害影响的补贴为目标，
而不是以尽可能囊括补贴行为采取救济措施为目标。贸易救济的初衷是对尽可能消除关税壁
垒后形成的自由贸易成果的保护，防止以其他的形式征收更高水平的关税使得低关税的利益
被抵消。随着自由贸易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深，在比较优势的理论前提
下，各国在贸易中的地位优劣逐渐显现。在不直接调节关税的情况下，贸易救济成为了各国
看似合理又能发挥保护作用的工具。各国为保护国内市场，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桎梏，达到
保护并提高本国就业的目的，进一步维持在国际分工和交换中绝对高度的支配地位而执行的
30
多种保护手段 。采取贸易管理措施干预市场活动属于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此种
情形下贸易救济措施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自由和公平的贸易，而是为了保护国内的产业在竞
争中占据优势或不受到外来竞争力的影响。贸易保护主义之下，自由的经贸活动受到阻碍，
已有的经济秩序受到破坏。
《欧盟白皮书》在实体规则上的模糊不清和程序规则上的任意裁量看似强化了监管的政
策工具，然而实际上是以牺牲自由贸易的目标为代价。自由贸易是 WTO 的主要规则之一，
是指各个成员国通过多边贸易谈判，降低和约束关税，取消贸易限制，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
31
视待遇，扩大本国市场的准入程度 。而在白皮书中关于外国补贴的规定并不以此为价值追
求，通过规则的模糊设置加强贸易审查和扩大采取监管措施的范围，名为保护竞争实则可能
限制竞争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国际分工的形成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此种对
于补贴的规制并非通过多边机制的打磨，而是产生于单边对于保护国内企业的目的。单边的
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有碍自由贸易，还形成新的不公平竞争，加剧贸易摩擦。因此，不应在损
害自由贸易和多边机制的前提下妄想保护公平竞争，公平竞争也是自由贸易的内在要求，两
者都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必要条件。
2. 重视制定的反补贴规则在 WTO 反补贴制度下的合规性
WTO 在制度设计上对贸易救济进行规制，防止缔约国滥用贸易救济措施进行贸易保护。
贸易救济与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市场准入等体现自由贸易的制度相对存在，成为成员国
32
在国际贸易中维护本国利益的安全阀 。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中，对补贴以及相关
损害的认定有着确切的标准和分类，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补贴才能成为采取救济措施的对
象，并且对于所采取的反补贴措施严格限制在消除补贴带来的损害范围内，防止其用于贸易
保护。在对补贴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时，各成员方可以就反补贴措施进行磋商和提交争端解决
机制解决，以《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和其他 WTO 规则作为标准共同评判。
虽然近年关于 WTO 规则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其中不乏对于补贴规则修改的意见和建
议，但是 WTO 规则经过多年沉淀在众多国家之间达成仍然是经济发展的“掌舵手”，关于
补贴的规则对于各国的贸易行为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和约束作用。《欧盟白皮书》作为 WTO
成员方发布的全新的国内文件，内容直指外国补贴，也应当在 WTO 反补贴制度的框架下发
展和完善，在实体内容上传承 WTO 反补贴制度严谨和慎重的态度，在程序上注重权力的制
约和防止滥用。WTO 反补贴制度下将反补贴行为纳入贸易救济的领域，关注补贴对进口方
产业带来的损害和其他不利影响，以进口方市场为认定范围，从提供补贴主体和是否具有专
向性等方面判断补贴。是否将补贴和竞争法领域交叉也许是欧盟提出的新问题，但是从 WTO
反补贴制度形成的初衷和主要目的以及 WTO 反补贴规则改革的必要性和现实性来看，这是
一个仍然需要论证和验证的问题。况且，补贴行为利弊共存，在欧盟内部进行利益测试就可
能存在各个国家利益诉求不一致的情形，又何况在所有 WTO 成员国之间寻求应对补贴利益

30

杨雪利.新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和分析,中国储运,2020(08):146-147.

31

杨志钢.WTO 规则中的“贸易悖论”及其内在机理分析,改革与战略,2009,25(02):22-24.

32

陈曦.WTO 补贴改革背景下中国贸易救济应对研究,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24(04):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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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衡点呢？
3. 避免选择性适用竞争法，保持竞争法的本质
竞争法关注竞争的过程而非竞争者的利益，其目的是追求经济效率的提升，以市场内的
33
整体福利而非生产者的利益提升为目标 。欧盟竞争法没有针对竞争的定义，实践中也没有
定义竞争，有经济学家认为竞争包括静态和动态的竞争，供求关系中的价格平衡则证明静态
竞争的存在，动态的竞争则是促生新的生产机构、消费机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产品和服
34
务的过程 。竞争是一个抽象、难以定义的状态，保护竞争事实上是对竞争自由化和竞争合
法性的保护，竞争的自由化是根本的价值追求，竞争的合法性是确保竞争自由化的实现。如
果罔顾竞争自由性而只追求竞争合法性则是忽略了保护竞争的本质。
就《欧盟白皮书》而言，增加监管模式、提前审查和批准以加强对竞争合法性的规制，
然而可能形成贸易保护效果和新的不公平竞争条件，造成对竞争自由化的减损。此外，竞争
法关注的是竞争状态本身，白皮书针对的则是非欧盟政府提供的补贴，在以竞争法认定涉及
外国补贴时以该补贴的存在为依据而非交易企业的反竞争行为，这也是对竞争法不适当的选
择适用，无法实现保护竞争的目标追求。

五、结论
《欧盟白皮书》保护欧盟内统一市场竞争环境的价值目标和其可能加强市场主体义务、
加强贸易保护的影响相背离，贸易救济法和竞争法的错位导致其市场扭曲相关概念的混淆，
可能引发一系列潜在的矛盾，对贸易救济法和竞争法法律界限的厘清有助于其实现其追求的
价值目标。在现有的反补贴规则体系基础上不宜将贸易救济法和竞争法任意交叉，而是应当
寻求如何将竞争法与贸易救济法的有效结合，以更好地在自由贸易的价值之下实现保护竞
争、维护统一市场的目的。竞争法和贸易救济法的交集应当体现竞争法和贸易救济法的特征，
避免选择性获得两者的权利和规避两者的义务，也应当避免与单独的竞争法或贸易救济法相
冲突。目前《欧盟白皮书》对于竞争法和贸易救济法的简单选择和相加造成了权力滥用、阻
碍自由贸易的负面效果，应当将两者适当的、全面的结合，从实体法上对相关定义明确厘清，
提升准确性减少任意性；更严格地完善程序来保障权利救济、提升监管效率和平衡交易带来
的利益与损害竞争的关系，防止监管措施滥用。同时不以提升欧盟内企业竞争力为唯一标准，
综合考虑社会总福利、消费者利益和经济效率等多方面因素。最后，对于补贴有害性的基础
问题应当辩证看待，不以补贴性质为标准而是关注竞争行为和竞争状态本身。

33

毕莹.倾销：反倾销法或竞争法,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117.

34

白艳.美国反托拉斯法、欧盟竞争法平行论理论与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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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新加坡调解公约》中的商事保留条款
张渝*
内容摘要：《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落地是多元化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又一个里程碑。该公约
第 8 条中的商事保留条款，着眼于争议主体的商事性，也称“公共机构保留”。由于工作组
借鉴和延续了《纽约公约》中公共机构适用公约问题的做法，客观上造成了《新加坡调解公
约》商事保留条款和适用范围在文义上的瑕疵，需要利用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的方法澄清该
保留的真实含义。《新加坡调解公约》可以适用于 ISDS 中达成的和解协议且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声明商事保留对公约当事方保护本国境外利益的作用有限。中国放弃商事保留总体上
利大于弊，应当以开放的态度积极拥抱《新加坡调解公约》，同时保持清醒，尽量完善必要
的制度衔接，为公约的正式生效做好充分准备。
关键词：《新加坡调解公约》第 8 条；《纽约公约》；条约解释；商事保留；公共机构

一、问题的提出
《 联 合国 关于 调解 所产生 的 国际 和解 协议 公约》 （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下称《新加坡调解公约》 或《公
约》）2019 年 8 月 7 日在新加坡开放签署，目前已有 53 个国家签署该公约，于 2020 年 9
月正式生效。
1《新加坡调解公约》是继

1958 年《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下称《纽约
公约》）、2005 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后，
为多元化解决商事争议开辟的又一部新篇章。2中国代表团深度参与了《新加坡调解公约》
的研讨、谈判和起草工作，贡献了宝贵的“东方经验”。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落地无疑为国际商事主体提供了一条更加友好、成本更低的争端
解决途径。在《公约》正式通过国内批准程序前，有必要进一步对《公约》进行解读，将抽
象的条文具体化，避免对《公约》的误解，更好地指导国际商事主体对《公约》的运用。《公
约》第 8 条赋予了公约当事方保留的权利，第 1 款（a)项规定“对于其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
协议，或者对于任何政府机构或者代表政府机构行事的任何人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在
声明规定的限度内，本公约不适用”，3即“商事保留”条款。公约当事方可以选择排除商事争
议主体是政府机构或代表政府机构行事时对《公约》的适用，因此也称“公共机构保留”条款。
是否声明保留直接决定了公约当事方是否完全承担条约义务，而是否完全承担条约义务将为
公约当事方和商事争议主体带来不同的影响。商事保留涉及的主体多、法律关系复杂，公共
机构是否被纳入国际和解协议的商事争议主体还进一步关涉当事方条约目的的完整实现以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1
See UN, Status: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mediation/conventions/international_settlement_agreements/status ,visited on 20
September 2020.
2 参见温先涛：《<新加坡公约>与中国商事调解——与<纽约公约><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相比较》，《中国
法律评论》2019 年第 1 期，第 198 页。
3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第 8 条第 1 款（a）项。

594

及国家利益的切实维护。公约当事方必须在充分理解商事保留条款的内涵和全面评估适用该
条款风险的基础上，慎重地做出是否保留的选择。
仔细考察《公约》文本，不难发现《公约》适用范围和主体的规定与商事保留条款存在
矛盾之处。第一，第 1 条适用范围（scope of application）第 1 款（a）（b）项开门见山明文
规 定 当 事 人 订 立 的 和 解 协 议 需 要 满 足 “ 营 业 地 ” （ places of business ） 具 有 “ 国 际 性 ”
（international），显然，或许“代表政府行事的任何人”（any person acting on behalf of a
governmental agency）可以勉强拥有“营业地”，但是政府所在地不可能被解释为“营业地”。
因此，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公约当事方的政府应当排除出《公约》的适用主体，这是《公
约》适用范围的前提和基础。第二，纵观《公约》全文，并没有相应的补充条款或注脚解释
明确规定政府和代表政府机构行事的主体可作为特殊的商事争议主体适用《公约》。但是，
根据体系解释，《公约》却默许了政府和代表政府行事的主体作为当事人。《公约》第 1
条第 2 款中参照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第 2 条（a）项4及《选择法院
协议公约》第 2 条（a）项5相关规定，明确排除了当事人（消费者）为个人、家庭或者家居
目的进行交易所产生的争议而订立的协议以及与家庭法、继承法或者就业法有关的协议。6虽
然《公约》并未进一步对“商事争议”（commercial dispute）做出界定，但其采用“负面清单”
的形式排除了非商事争议的适用，可见《公约》意在涵盖最广泛的商事争议。可以参考联合
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2018 年）》（下称《示范法》）对“商事”的解释：
7从广义上理解“商事”一词，其应当包含除因合同关系以外的各种商业性质的关系所发生的
事项，如货物（服务）贸易、商业代表或代理、保险、投资等。8因此，国际投资争端作为“商
事争议”的一种，当然地被涵盖进《公约》的调整范围；根据主体的不同，国际投资争端分
为投资者私人间的争端与投资者-东道国间的争端，那么东道国政府或公共机构在投资争端
中作为商事主体适用《公约》也不应该存在法律障碍。第三，第 8 条商事保留的规定本身就
暗示了公共机构可以纳入《公约》调整的主体范围，否则亦无需费尽周折声明保留以限制政
府以及代表政府行事的主体适用《公约》。
由此可见，《公约》第 1 条和第 8 条在语义上存在内在的矛盾，不同的解释方法将得出
不同的结论。但何种结论才是条文制定者们的本意、才能实现《公约》“确立一种可为法律、
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接受的框架，将有助于发展和谐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宏伟目的？9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下称 ISDS）中适用《公约》将产生何种影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
家较多地利用政府和代表政府行事的主体参与国际投资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现状下，声明或放
弃商事保留需要考虑哪些因素？中国作为资本输入与输出规模均十分庞大的具有特殊“混同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 2 条（a）项：“本公约不适用于一下的销售：（a）购供私人、家人
或家庭使用的货物的销售，除非卖方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时不知道而且没有理由知道这些货
物是购供任何这种使用。”
5
《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 2 条（a）项：“本公约不应使用的排他选择法院协议：（a）一方当事人是主要
为了私人、家人或家庭目的（消费者）而行为的自然人。”
6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第 1 条第 2 款。
7
实际上，《公约》工作组在讨论和解协议的内容和当事人含义之初就明确提出了参照《示范法》贸易法
委员会其他法规中的“商事”定义。See UNCITRAL，https://undocs.org/A/CN.9/861，para.40，visited on 17 June ,
2020.
8 See UNCITRAL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ettl
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2018 (amending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
l Commercial Conciliation, 2002),
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files/media-documents/uncitral/en/annex_ii.pdf ,visited on 17 June ,
2020.
9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序言：the establishment a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that is acceptable to States with different legal,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s woul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armoniou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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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大国，应当如何对待商事保留条款？
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将通过追溯商事保留条款的谈判过程，澄清条约本意，参考《纽
约公约》商事保留条款和《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相关条款，运用条约解释规则，对《新加坡
调解公约》中的“商事保留条款”做出全面的解读，再对适用商事保留条款的影响进行细致的
考察，评估公约当事方放弃商事保留的风险，最后针对中国的法治特点，提出商事保留条款
下的中国因应。

二、商事保留条款的形成溯源
商事保留条款的谈判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下文依次进行分析：
（一）第一阶段：提议适用于政府的和解协议保持适当的灵活性
2014 年 5 月 30 日，美国在向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下称“秘书处”）提议拟
定一部关于调解达成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可执行的多边公约时，就注意到了政府适用和解
协议的问题。在美国提议的案文中，提及了应当特别注意有关公约范围的 5 项问题，其中包
括“就公约每一缔约方声明公约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涉及政府的和解协议提供灵活性”。10案
文还提及了可以分别参照《纽约公约》第 3 条来规定和解协议的约束力和可执行性，参照第
5 条来规定一些特别的例外情形。11
美国的这一提议旨在借鉴《纽约公约》的成功经验，避免不必要的复杂性，采用相对简
洁、简单的条文，鼓励和促进调解的使用。12同时，将决定是否允许和解协议适用于政府以
及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政府的权利交给缔约国，能够最大地取得各方的共识，有利于公约谈判
的达成。在此阶段，“商事保留”远未成形，仅仅是美国单方向秘书处提议的一个原则和设想，
内涵仅限于灵活处理政府适用和解协议的情形。
（二）第二阶段：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不应完全排除政府实体的共识
2015 年 9 月，仲裁和调解的第二工作组（下称“工作组”）在第 63 届会议上主要就公约
的可执行性进行了讨论，在“和解协议的内容和当事人”议题项下达成了涉及政府实体
（government entities）的和解协议不应完全被排除的共识。
会议首先提出，关于涉及政府实体的和解协议应当排除在文书的范围之外，因为一些法
域不允许政府实体缔结这些协议。继而提出，在这些法域中，可借用《纽约公约》第 5 条第
（1）款（a）项中的措辞，13在反对执行的抗辩理由下处理涉及政府实体的和解协议的执行
See UNCITRAL，Planned and possible future work — Part III Proposal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

10

ited States of America: future work for Working Group II ，https://undocs.org/en/A/CN.9/822，visited on
20 June 2020.
11
See UNCITRAL，Planned and possible future work — Part III Proposal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U
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uture work for Working Group II ，https://undocs.org/en/A/CN.9/822，visited on
20 June 2020.
12See UNCITRAL，Planned and possible future work — Part III Proposal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
ited States of America: future work for Working Group II ，https://undocs.org/en/A/CN.9/822，visited on
20 June 2020.
13
《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 5 条第（1）款（a）项：“裁决唯有于受裁决援用之一造向声
请承认及执行地之主管机关提具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始得依该造之请求，拒予承认及执行：（a）
第二条所称协定之当事人依对其适用之法律有某种无行为能力情形者，或该项协定依当事人作为协定准据
之法律系属无效，或未指明以何法律为准时，依裁决地所在国法律系属无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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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而不是将其完全排除在文书之外。14这种观点延续了美国在第一阶段中的提议，即采
用间接的方式排除适用于政府实体的和解协议，将这一类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交由缔约国国
内法调整。最后，针对执行政府实体的财产可能涉及到的主权豁免问题，会议认为不必深究，
该问题应当留给执行局根据相关外国国家豁免适用规则作出决定。15
经过讨论，工作组普遍认为，考虑到有些政府实体的确从事商业活动，有可能使用调解
方法解决这些活动中发生的争议，因而将涉及政府实体的和解协议作为一条完全除外情形列
入文书并不可取。排除此类和解协议将会剥夺政府实体对其商业伙伴执行这类协议的机会。
最后，会议提出，如果文书最终达成公约，可以通过保留或声明的方式允许缔约国将此种协
议排除在外。16
第二阶段中，涉及政府实体的问题已从美国单方的提议变为各方的共同关切，并且达成
了和解协议当事人不应当完全排除政府实体的共识，同时建议可以在文书中以保留的方式处
理该问题。
（三）第三阶段：讨论公共实体保留条款案文的细节
在初步确定以保留条款的形式处理涉及政府实体的和解协议之后，进入了讨论该条款细
节问题的第三阶段。2016 年 2 月，在工作组召开的第 62 届会议上，就公约的除外情形和保
留做了详细讨论。工作组除重申一概排除涉及政府实体的和解协议不可取之外，还明确提出
如果文书适用于商事和解协议，而政府实体与投资者之间的和解协议根据适用的法律被视为
具有商业性质，那么该协议应属于文书的范围。17会议对第 62 届会议上达成的“可以通过保
留和声明的方式”进一步明确为“仅允许一国声明其不对本国政府或政府实体或机构为订约
方的和解协议适用该文书”。18此外，会议还提出文书不应适用于一国对其在行政权力方面
作为或不作为的赔偿责任（统治权行为，Acta jure imperii），建议文书不应提及国家豁免权
概念。19
2016 年 6 月，
工作组在第 65 届会议上明确了之前会议中所称的“政府实体”的具体范围，
即“国家、政府实体以及代表其行事的其他实体”（States, government entities and other entities
acting on their behalf），统称为“公共实体”（public entities）。20会议起草了两条涉及公共实
体保留条款的备选案文，其一是：“缔约方可以声明不对其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或者
其任何政府机构或者代表其行事的任何个人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适用本公约（除非该声
14

See UNCITRAL，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 (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 on the work of its sixty-t

hird session，A/CN.9/861，para.44.
15

See UNCITRAL，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 (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 on the work of its sixty-t

hird session，A/CN.9/861，para.45.
16

See UNCITRAL，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 (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 on the work of its sixty-

third session，A/CN.9/861，para.46.
17

See UNCITRAL，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 (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 on the work of its sixty-f

ourth session，A/CN.9/867，paras.109-110.
18

See UNCITRAL，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 (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 on the work of its sixty-f

ourth session，A/CN.9/867，para.111.
19

See UNCITRAL，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 (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 on the work of its sixty-f

ourth session，A/CN.9/867，para.113.
20

See UNCITRAL，Settlement of commerci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ciliation: preparation o
f an instrument on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conciliati
on，A/CN.9/WG.II/WP.198，par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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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另外指明）。”其二是：“缔约方可以声明仅在声明具体规定的范围内，对其为一方当事
人的和解协议，或者其任何政府机构或者代表其行事的任何个人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适
用本公约。”21
同年 9 月，工作组确认文书不影响或干涉国家赔偿责任或国际公法方面的国家豁免权，
并提及可以将《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 2 条第（6）款作为可能的行文基础。22工作组进一
步重申涉及国家和其他公共实体的和解协议不应被自动排除在文书范围之外。会议还就此前
起草的备选案文提出了建议：其一是可能的排除应当范围更广，以便不仅仅涉及以作出声明
的国家或代表该国行事的政府机构或任何个人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而是还涉及以任何
国家或代表一国行事的政府机构或任何个人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其二是删除“或代表
其行事的任何个人”的提法，因为该提法可作广义解释。虽然会上普遍同意在这一事项上应
让国家有灵活性，但工作组决定结合其对文书形式的审议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23
工作组在第三阶段主要就公共实体保留条款案文的细节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反复强调
了需重视的两个问题：第一，文书不应当自动排除涉及公共实体的商事和解协议的适用；第
二，文书不应提及缔约国的统治权行为和国际公法意义上的国家豁免权概念。
（四）第四阶段：确定商事保留条款的案文
2018 年 2 月，工作组在第 65 届会议上商讨并确定了商事保留条款的案文。该条款被安
排在第 8 条第（1）款（a）项“国家及其他公共实体”（states and other public entities）中。
会上有建议提出，可用以下案文代替商事保留条款：“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概不影响国家
或国际组织在其本身和财产方面的特权和豁免权。”24此项建议未获支持。会上进一步回顾
了工作组在第三阶段达成的共识，应当给予国家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使其能够将国家为一方
当事人或者其政府机构或者代表政府机构行事的任何人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排除在文
书草案范围之外，因为这样的做法有可能使更多国家考虑加入公约草案。25
会议还注意到，公约草案未载有任何关于公约适用于涉公共实体的和解协议的明文规定，
对此解释为，在对公约草案第 1 条第（1）款所规定的广泛适用范围作出解释时应当涵盖此
类和解协议。会上普遍认可允许做出保留的目的是允许国家在将条约的某些规定适用于本国
时排除或者修改其法律效力26
经过讨论，会议最终确定了第 8 条第（1）款（a）项的案文如下：“1.缔约国27可声明：
21

See UNCITRAL，Settlement of commerci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ciliation: preparation o
f an instrument on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conciliati
on，A/CN.9/WG.II/WP.198，para.24.
22See

UNCITRAL，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 (Dispute Settlement) on the work of its sixty-fifth session，

A/CN.9/896，para.61.
23

See UNCITRAL，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 (Dispute Settlement) on the work of its sixty-fifth sessi

on，A/CN.9/896，para.62.
24

See UNCITRAL，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 (Dispute Settlement) on the work of its sixty-eighth ses

sion， A/CN.9/934，para.72.
25

See UNCITRAL，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 (Dispute Settlement) on the work of its sixty-eighth ses

sion， A/CN.9/934，para.74.
26

See UNCITRAL，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 (Dispute Settlement) on the work of its sixty-eighth ses

sion， A/CN.9/934，para.73.
27
最终条文中使用了“公约当事方”（a Party to the Convention）这一术语。因为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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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对于其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或者对于任何政府机构或者代表政府机构行事的任
何人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在声明规定的限度内，本公约不适用。”
第 65 届会议显然注意到草案第 1 条第（1）款和第 8 条第（1）款（a）项之间的关系问
题，但工作组并不认为两者存在矛盾，而是通过对“公共实体”的广义解释，将其囊括进“当
事人”的范围中。然而，工作组却忽视了条文中对“当事人”的解释建立在“营业地”的基础之
上，即默认当事人都拥有“营业地”，没有营业地的也可将其惯常居住地视为营业地。28以惯
常居住地为准的做法仍然是在当事人为私主体的大前提之下，在公约最后的案文和工作组的
报告中均没有再次针对政府实体对“营业地”的含义做出明确解释。以上原因导致了两个条文
间在语义上的矛盾，有较强的误导性，容易引起误解。

三、《纽约公约》和《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有益参考
《纽约公约》《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和《新加坡调解公约》构成了对民商事纠纷解决的
国际承认与执行领域三大基础性法律文件。由于调解、仲裁、诉讼各有其特点，三部公约对
由此而生成的和解协议、裁决、判决，存在大同小异的规则和术语。29因此，对《新加坡调
解公约》的解读可适当参考另两部公约。
（一）《纽约公约》商事保留条款的解读、实践与有益参考
1.《纽约公约》商事保留条款的解读
《纽约公约》虽未明言“保留”，但第 1 条第 3 款规定了“商事保留”的内容：“任何国
家亦得声明，该国唯于争议起于法律关系，不论其为契约性质与否，而依提出声明国家之国
内法认为系数商事关系者，始适用本公约。”根据该条款，如果一国做出了商事保留，该国
则仅将《纽约公约》适用于根据本国法律属于商事的法律关系，而不论是不是合同关系。30
目前，共有 51 个国家做出商事保留，占缔约国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其中包括中国。31
在该条起草的过程中，经社理事会（下称 ECOSOC）曾考虑过将《纽约公约》的适用
仅限于起于商业争议的仲裁裁决。但是委员会注意到某些国家对于民事和商事案件并无区分，
遂决定不将《纽约公约》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商业争议。随后，荷兰代表在会议倒数第二天提
出建议，为防止各国将《纽约公约》仅适用于商事纠纷的案文将给法国、比利时和土耳其等
商法不同于民法的国家造成巨大困难，会议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增设了商事保留条款。32

2 条第 1 款（f）项中提到的“缔约国”（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是指不论条约是否已经生效均同意受条约
拘束的国家，为避免同国际贸易法领域的现有公约相混淆，公约草案宜使用“公约当事方”术语。See
UNCITRAL，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 (Dispute Settlement) on the work of its sixty-eighth session，
A/CN.9/934，paras.116-118.
28
See UNCITRAL，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draft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Note by the Secretariat.，A/CN.9/942，p.3.
29 温先涛：《<新加坡公约>与中国商事调解——与<纽约公约><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相比较》，《中国法律
评论》2019 年第 1 期，第 199 页。
30UNCITRAL Secretariat，Guide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New York，1958），33（2016 Ed.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2016).
31 See UNCITRAL，Status: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New
York, 1958)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arbitration/conventions/foreign_arbitral_awards/status2，visited on 21 August 2020.
32

UNCITRAL Secretariat，Guide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New York，1958），33（2016 Ed.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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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事保留条款的制定过程和《纽约公约》的目的可见，该“商事性”应当做广义理解。
事实上，各国法院在实践中也普遍从广义的角度适用商事保留条款。例如，印度法院将其解
释为“任何形式的所有商业和贸易交易”（all the business and trade transactions in any of their
forms)，美国法院也认为“商事关系”的概念广泛，指出其目的仅仅是“排除婚姻等家庭关系裁
决、政治裁决等等”(to exclude matrimonial and other domestic relations awards, political awards,
and the like)。举例而言，以下法律关系均被视为商事关系：谷物采购合同、租船合同、咨询
服务合同、货物装运合同、财产和企业分割协议、建立和运营连锁合资企业协议、海员雇佣
合同、公司重组和股东收购合同、硝酸磷肥厂施工合同以及企业股东间与股票交易收益有关
的争议。33
对于条文中“不论其为契约性质与否”的理解，法律适用中还面临是否包括侵权行为的问
题。就目前的实践来看，各法院认为应当包括侵权行为。例如，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上诉法院
认为，《纽约公约》“适用范围可延伸至侵权责任，只要构成责任的关系可以公平地描述为
商业关系”（extends its scope to liability in tort so long as the relationship that creates liability is
one that can fairly be described as commercial）；再如，印度德里高级法院认为，《纽约公约》
适用于“法律关系所产生的争议，不论是否为严格意义上的合同关系，前提是其根据作出此
种声明的国家的法律被视为商事关系”（disputes arising out of legal relationships whether
stricto sensu contractual or not provided they are considered as commercial under the domestic
law of the State making such a declaration）。34
由此可见，《纽约公约》与《新加坡调解公约》似乎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商事保留条款
的“商事”是广义的，因而当然涵盖了投资行为，但两部公约是否都当然地适用于投资者与作
为公共机构的东道国政府之间因投资争议达成的协议或裁决，还需进一步分析。
《纽约公约》
达成至今已逾 60 年，对该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较早，可从中为《新加坡调解公约》解决
此问题提供良好的借鉴。
2.《纽约公约》适用于 ISDS 仲裁的理论与实践
针对《纽约公约》是否适用于 ISDS 仲裁的问题，首先应当考察在该公约中一国或其公
共机构是否具备订立仲裁协议的能力。公约没有明确规定一国订立仲裁协议的能力，但第 1
条第 1 款“人与人的区别，
无论自然人或法人”
（differences between persons, whether physical or
legal）的表述，是在达成“一国作为当事方的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并不当然地被排除在公约
之外”的谅解的基础上添加的。35ECOSOC 解释说，比利时代表曾提议，该条应明确规定，
就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的活动受私法管辖而言，应将政府和公共机构视为法人。但 ECOSOC
认为该规定是多余的，只需在报告中提及即可。36因此会议期间并没有对该问题再做深究。
可见，一国参加的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如果涉及最广泛意义上的与商业活动有关的交易，

33

UNCITRAL Secretariat，Guide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New York，1958），34（2016 Ed.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2016).
34

UNCITRAL Secretariat，Guide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New York，1958），35（2016 Ed.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2016).
35

See Albert Jan van den Berg，The New York Arbitration Convention of 1958: Towards a Uniform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279(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1981).
36 See 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E/2704，para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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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适用于公约。37
根据限制豁免理论，国家在统治权行为中的不法行为享有绝对的豁免权，但在管理权行
为（jure gestionis）中，包括与私人当事方达成商业交易，国家不能要求豁免诉讼。因此，
当一国与外国自然人或法人订立包括仲裁条款的合同，可以被视为放弃与仲裁有关的法院程
序中的管辖豁免权。38这一理论已为众多司法实践所证实，《纽约公约》框架内也已出现相
关实践。例如，斯特林商业金融有限公司诉佛得角共和国案中（下称“佛得角案”），美国
法院认为，根据《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FSIA），推定外国不受美国法院管辖，但是针
对某些外国仲裁裁决时该豁免行为除外，其中包括受《纽约公约》管辖的裁决。39最后，法
院判定承认仲裁裁决并授权执行。
但是，近年来在投资者和东道国权利义务失衡的背景下，东道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
针对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仲裁协议的“商事性”倾向于更加保守的判断。在 2017 年印度联
邦诉英国沃达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案中，印度德里高级法院判定印度政府与英国投资者的
投资仲裁不属于“商业仲裁”，其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私人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投资条约仲
裁遵循的并非其本身特定的“条约”，而是全世界公认的源于国际公法、国家义务和行政法的
一种专门条约，作为一种新型的仲裁，其法理仍在形成之中。而呈螺旋式上升状态迅速发展
的投资裁决的出现及其对主权职能的影响，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都造成了一定
的不安情绪。第二，投资仲裁争端与商事争端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因为前者的诉因（无论是
否为合同）基于国家的担保和保证，本质上并非商业性。40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开可查询的涉及《纽约公约》商事保留条款的判决中，以美国为代
表的发达国家多为申请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人的母国，判决结果也几乎都支持涉公共机
构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多为被执行地，判决结果也倾向于驳回
申请人的请求。41
3.《纽约公约》商事保留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有益参考
（1）《新加坡调解公约》适用范围与商事保留条款的语言瑕疵
通过对《纽约公约》商事保留条款的分析，可以为理解《新加坡调解公约》商事保留条
款提供有益参考，进而澄清对该条款的误解。比较而言，两部公约的相关内容虽然都被称“商
事保留”，都能够使公约缔结方排除非商事性的协议或裁决的适用，但是两者的角度不同。
《纽约公约》着眼于争议法律关系的商事性，《新加坡调解公约》则着眼于争议主体的商事
性，这样的细微差异源自谈判时侧重点的不同。后者借鉴了前者的做法，在处理涉公共机构
的主体适用公约的问题上并未予以明确规定，但正是这样的细微差异，留下了《新加坡调解
公约》第 1 条第（1）款适用范围和第 8 条第（1）款（a）项商事保留条款间语义上的瑕疵。

37

See Albert Jan van den Berg，The New York Arbitration Convention of 1958: Towards a Uniform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279(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1981).
38 See Albert Jan van den Berg，The New York Arbitration Convention of 1958: Towards a Uniform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280-281(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1981).
39
See Sterling Merchant Finance LTD.,Sterling v. Republic of Cabo Verde，Case 1:16-cv-01285-ESH，
Memorandum Opinion，pp.4-6.
40

See Union of India v. Vodafone Group PLC United Kingdom & ANR，CS(OS) 383/2017 & I.A.No.9460/2017，

Judgment，paras.142-146.
41

See Case Law，http://newyorkconvention1958.org/index.php?lvl=more_results&mode=extended，visited on 25
Jun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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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纽约公约》商事保留条款强调争议的商事性，即依做出保留的缔约方国内
法为商事关系的，方可适用该公约，因此仲裁协议或仲裁裁决的主体是否为公共机构并不直
接决定争议是否具有商事性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认定“商事性”时，并不因为主体是公共机
构而当然地排除《纽约公约》的适用，一如上文所列佛得角案。并且现实中的确存在一些国
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居多）及其国家贸易机构或其他公共机构参与国际商事生活，
并且发展十分迅速。42因此，
《纽约公约》并不需要再强调涉公共机构的主体是否适用公约，
限制豁免理论以及支持该理论的司法实践已经足够回答这个问题。
《新加坡调解公约》商事保留强调的是争议主体的商事性，本就应当正面回答公共机构
为主体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否适用公约的问题，但因为《新加坡调解公约》借鉴和延续了《纽
约公约》对公共机构适用于公约的处理方式，并未在公约正文中明确规定，而是默认公约的
适用范围应当被解释为涵盖涉公共机构的和解协议。因此，从制定过程和起草者的主观目的
来看，第 1 条第（1）款与第 8 条第（1）款（a）项并无意引起矛盾，工作组也注意到了有
未澄清之处，出于案文简单简洁的考虑，采取扩大解释的方式，将公共机构订立的和解协议
纳入了《公约》的调整范围；而案文最终呈现的矛盾，可以理解为语言上的瑕疵，这个瑕疵
虽然容易引起误解，但是可以通过以上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得到合理的说明。
（2）《新加坡调解公约》可以适用于 ISDS 和解协议
通过上文解释，已经澄清了公共机构作为和解协议当事人可以适用《新加坡调解公约》
的问题，下文再进一步探讨在 ISDS 中，东道国政府与外国投资者订立的和解协议适用《公
约》的可能性。首先需明确的是《公约》适用于“调解达成的国际和解协议”（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43即适用《公约》的和解协议需同时满足四
个条件：第一、因“调解”而产生；第二、目的为解决“商事争议”；第三、采用“书面形
式”订立；第四、具有“国际性”。在 ISDS 中，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间的争议具备国际性，
使用书面形式订立和解协议的条件也容易成就。至于 ISDS 程序中能否因“调解”产生和解
协议，本文认为存在这种可能。以 ICSID 仲裁规则为例，第 21 条第（2）款规定在“预审
会议”（Pre-Hearing Conference）中可达成和解，而该和解由仲裁庭和当事人共同参与44，
符合《公约》对“调解”的“一名或几名第三人（调解员）协助，在其无权对争议当事人强
加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当事人设法友好解决其争议的过程”的定义45。因此，和解协议的“商
事性”成为 ISDS 和解协议适用公约的关键因素。
前文已提及，近年来在投资者和东道国权利义务失衡的背景下，东道国法院在实践中倾
向于通过否认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仲裁协议的商事性从而排除《纽约公约》的适用，那么公
约当事方也有可能以同样的理由排除《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适用。但本文认为个案的出现并
不足以推翻 ISDS 的商事性质，即 ISDS 达成的和解协议可以适用于《新加坡调解公约》，
理由在于：第一，《示范法》等现代国际商事规则中，往往对“商事”采取最广泛的定义，
“投资”当然地被包含在商事的内涵之中，投资者与东道国因投资关系产生的争端本质上是
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的一种商事争端，虽然国家作为主体一方参与争端，使争端带有混合性
质，但此时体现的主权性主要是国家的管理权行为，区别于国家的统治权行为，并非纯粹的
政治行为，也不能完全被豁免；第二，就东道国而言，其愿意援引 ISDS 解决投资争端，主
要目的是打消外国投资者顾虑，促进和保护外国直接投资从而实现本国经济增长，本质上是
42

See Albert Jan van den Berg，The New York Arbitration Convention of 1958: Towards a Uniform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277(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1981).
43 参见《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第 1 条、第 2 条。
44
See ICSID, ICSID Convention Arbitration Rules，Art. 21(2).
45
参见《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第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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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利用管理权参与商事生活的一种表现；第三，就投资者而言，东道国的管理权行为导
致其正常商业目的不能成就，投资者启动 ISDS 程序的动力具有强烈的商事性。
此外，仲裁与调解两种争端解决方式的特点有很大的不同，调解本身的特点和优势更有
利于争议的圆满解决，在当前国际投资仲裁饱受质疑与挑战的背景下，《新加坡调解公约》
适用于 ISDS 中达成的和解协议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国际投资仲裁原本优点比较突出，其有助于投资争议的去政治化，确保裁决的中立和独
立，为当事方提供实质性控制司法程序的可能性，保障裁决的可执行性并创造合法性感觉，
国际投资仲裁因此也被视为解决投资争议的最佳路径。46然而，实践表明，具有准司法性质
的国际投资仲裁本身也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例如私人投资者挑战主权国家造成双方权利义
务失衡、程序和证据规则司法化倾向加重当事人义务、仲裁庭权利过大间接加剧仲裁解决的
不一致和仲裁结果的不可预见性、缺乏充分的裁决复审和纠错机制、成本高昂但效率低下等
问题。47特别是投资者与东道国权利义务的失衡，造成了对东道国主权职能的冲击，迫使东
道国采取更加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对待国际投资仲裁。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印度等做出商事保留
的《纽约公约》缔约国拒绝承认和执行 ISDS 仲裁协议或裁决的做法，其中更多是出于国家
利益的考量。
正是由于国际投资仲裁的缺陷与实践中的不足，国际社会在探索国际投资仲裁改革进路
的同时，也在寻求更加经济、高效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新加坡调解公约》借此应运而
生。《公约》序言开篇即明，调解作为一种商事争议解决办法对于国际贸易的价值，争议当
事人籍此办法请求第三人协助其设法友好解决争议，国际和国内商业实务也越来越多地使用
调解替代诉讼；使用调解解决争端的益处显而易见，例如，减少因争议导致终止商业关系的
情形、便利商业当事人管理国际交易以及节省国家司法行政费用。48
相比于国际投资仲裁，调解具备以下三项重要优势：第一，调解更加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能够按照最接近当事人的想法对争议做出妥善处理。国际投资仲裁的启动虽然是各方当事人
自由意志的结果，但是国际投资仲裁程序一旦开启，就由仲裁员主导，把控程序、裁量实体
问题，当事人必须尊重仲裁庭的仲裁结果。加之国际投资仲裁一裁终局，目前缺乏充分的裁
决复审和纠错机制，当事人往往不能得到一个理想的结果。而调解员的作用是协助当事人友
好解决争议，其无权对争议当事人强加解决办法，49因此更有可能取得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
妥善的处理结果，有利于争议双方的友好合作与再合作。第二，调解对主权职能的负面影响
较小。正是因为调解不同于仲裁的强势，当事人对争议解决的结果有一定的预见性，东道国
政府或公共机构可以在充分评估和解方案后再决定是否成功达成协议。因此，尽管同样是私
人资本直接挑战主权国家，即使和解协议在理论上有可能对东道国国家利益造成一定损害，
但仍然可以保留在东道国可接受、可控制的范围之内。第三，调解是一种友好的争议解决方
式，有利于当事人的可持续再合作。仲裁的准司法性使仲裁当事人往往站在对立角度，各方
在仲裁之后很难再次合作。而调解不存在这种紧张对立关系的基础，争议当事人可以在平等、
友好、轻松的氛围中讨论和解方案。调解的内容也并不局限于法律问题，各方可以综合各自
经济、社会、名誉甚至感情等因素考量提出合理方案，妥善处理一些不适宜或不方便运用法
律规则解决的事项。通过这样的方法，争议当事人可以继续保持友好关系，有利于各方可持
续再合作，符合当事人的长期利益，创造双赢局面。

46
47
48
49

参见漆彤：《论“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议的预防机制》，《法学评论》2018 年第 3 期，第 80 页。
参见漆彤：《论“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议的预防机制》，《法学评论》2018 年第 3 期，第 81-83 页。
参见《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序言。
参见《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第 2 条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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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ISDS 达成的和解协议具有“商事性”，可以适用于《新加坡调解公约》，加之
调解本身具备更有利于争议解决的优势，即使 ISDS 和解协议会对一国国家利益造成损害，
仍可以将其限制在可控范围内。《新加坡调解公约》适用于 ISDS 和解协议，不仅符合现实
的需要，也是《新加坡调解公约》多元化解决国际商事争端的突破性贡献。
（二）《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相关条款的解读与有益参考
《选择法院协议公约》通篇也没有“保留”的字样，但第 2 条涉及了公共机构作为当事
人适用公约的规定、第 21 条特定事项的声明理论上可使缔约国在“商事保留”上保持一定
的灵活性。然而，《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相关条款的借鉴性在《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谈判过
程中虽有所体现，但最终未能采用，且实践中尚未有缔约国根据第 21 条提出“商事保留”，
因此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参考性十分有限，以下仅做简要介绍。
1.《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 2 条的解读
《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 2 条规定了排除的范围，在第 5、6 款中涉及了公共机构是否
适用公约的规定：“五、不能仅因为当事一方是国家，包括政府、政府机构或者任何代表国
家行事的人这一事实，就将有关诉讼排除在本公约适用范围之外。六、本公约的任何规定不
应影响国家或者国际组织自身及其财产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
可见，第 5 款明确了公约并不当然地排除公共机构的适用：当公共机构达成选择法院的
协议源于公约管辖范围内的民商事事项时，即公共机构正在从事普通公民可以从事的事务，
则其有权享受公约的利益并承担相应责任；但如果公共机构达成的协议并非民商事，例如刑
事罚款，则公共机构被排除出公约的适用范围。50第六款明确和强调了公约中的任何内容均
不影响国家或国际组织对其自身或财产的特权和豁免，这为《新加坡调解公约》提供了灵感，
但工作组考虑到确保公约当事方的灵活性以及案文的简洁性，最终未使用与《选择法院协议
公约》类似的案文。
2.《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 21 条的解读与实践
《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 21 条是关于特定事项的声明：“一、当一国在某特定事项上
不适用本公约有重大利益时，该国可以声明在该事项上不适用本公约。作出声明的国家应确
保该项声明不超出必要范围，且所排除的特定事项定义清楚和准确。二、在该事项上，本公
约不适用于：（一）作出该项声明的缔约国；（二）其他缔约国，如果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
指定的是作出该项声明的国家的法院或者一个或多个特定法院。”
第 21 条是在第 2 条将某些事项排除出公约范围之外的基础上，允许缔约国通过声明扩
大该适用除外范围的条款。其表明，在一国对于某些特殊事项不适用公约更符合该国重大利
益的情况下，可通过声明确保这些特殊事项不适用公约。为保障和平衡各方利益，公约还进
一步规定了针对本条的透明度、不可追溯性和互惠性三项原则。51可见，虽然《选择法院协
议公约》并未明文肯定“商事保留”，但是第 21 条为各缔约国提供了在特殊事项上相对广
泛的灵活性，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提出商事保留或其他特殊事项保留。
从实际效果来看，第 21 条的认可度较高，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绝大多数缔约国都做出
了特殊声明，欧盟利用该条款将某些保险合同排除在公约适用范围之外，并宣布将根据适用
50

See Trevor Hartley & Masato Dogauchi , Convention of 30 June 2005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Explanatory Report , pp.807，809.
51 See Trevor Hartley & Masato Dogauchi , Convention of 30 June 2005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Explanatory Report , pp.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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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的经验以及后来的具体情况来重新评估是否有必要维持声明。52而中国、美国、墨西哥、
新加坡、乌克兰等非欧盟成员的缔约国则是少数的没有作出特殊声明的国家。53
可见，虽然第 21 条关于特定事项的声明利用率较高，也确实在理论上为商事保留提供
了可能性，但是在实践中尚无缔约国据此条款提出将公共机构作为当事人的协议排除出公约
的适用范围。此外，《纽约公约》和《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均在允许公共机构作为当事人适
用公约的基础上，给予缔约国是否做出声明或保留将公共机构排除出公约适用范围的选择权，
体现了相当高的灵活性，《新加坡调解公约》商事保留条款正是对一精神的再次继承。

四、商事保留条款的各国态度和中国选择
（一）商事保留条款的各国态度
根据《新加坡调解公约》第 8 条第 3 款，
公约当事方可在签署时、
签署后随时
（at any time）
做出保留。目前已有 53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公约》，绝大部分公约当事方均尚未提出保
留，仅有白俄罗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 3 个公约当事方做出了保留的声明。
伊朗对商事保留持积极态度，伊朗在签署时就做出了特别声明以避免加入《公约》违背
了其最初的意图和立场或违反了伊朗的国家法律法规。伊朗认为作出商事保留是指，伊朗无
义务在其声明的范围内，将《公约》适用于任何政府机构或代表政府行事的任何人参与的和
解协议。54伊朗还特别声明其可以选择在批准时提出保留，表现出对涉公共机构的和解协议
适用公约的高度谨慎。
白俄罗斯在签署后做出了保留，提出白俄罗斯不得将《公约》适用于其已加入或任何政
府机构或代表政府机构行事的任何人参与的和解协议。55
沙特阿拉伯是签署、批准和执行都相当积极的公约当事方，它在签署时并未提出保留，
但在经过国内批准程序后做出了特别声明：《公约》不适用其或其任何政府机构或代表该政
府机构行事的任何人加入的和解协议。56
就目前而言，放弃声明商事保留占据绝对的主流地位，只有少数的政府机构较多地参与
国家经济的公约当事方在不同阶段做出了商事保留。虽然随着《公约》的正式生效，未来做
出保留的国家可能增多，但应注意到“保留”本身就是“例外”的产物，再参考《纽约公约》
不到三分之一的缔约国做出商事保留的数据，《新加坡调解公约》最终做出商事保留的当事
方亦不可能在数量上有压倒性的激增。
（二）商事保留条款的中国选择
中国作为首批签约方签署了《新加坡调解公约》，尽管在签署时没有明确是否保留，但

52

See HCCH，Declaration/Reservation/Notification, https://www.hcch.net/en/instruments/conventions/status-tab
le/notifications/?csid=1044&disp=resdn ,visited on 1 August 2020.
53 See HCCH , Status Table , https://www.hcch.net/en/instruments/conventions/status-table/?cid=98 , visited
on 1 August 2020.
54 See UNCITRAL , Status: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 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mediation/conventions/international_settlement_agreements/stat
us, visited on 1 August 2020.
55
See UNCITRAL , Status: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 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mediation/conventions/international_settlement_agreements/stat
us, visited on 1 August 2020.
56 See United Nations Treaty Collection , Status of Treaties ,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
src=TREATY&mtdsg_no=XXII-4&chapter=22&clang=_en#EndDec , visited on 1 August 2020.

605

仍然有权在签署后声明保留。针对中国是否应当选择声明商事保留，本文认为，虽然放弃保
留具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声明保留的意义和作用也有限，中国应当以开放的态度积极拥抱《公
约》，同时在签署后、批准前的时间里，尽量做好必要的制度衔接，降低放弃商事保留可能
的风险。
考察声明商事保留对中国的风险首先应当明确保留的受益者，即“为谁保留”的问题。根
据公约当事方目的的不同有两种情况：
第一，确保本国政府财产不被执行。其实需达此目的，通过援用执行地国家豁免制度即
可实现，无需特地通过商事保留来维护。即使执行地采用限制主权豁免制度，出于避免政治
上的冲突和保持两国友好，一般也会避免在执行豁免问题上适用限制豁免以执行外国政府的
财产。57但实践中有争议的是我国国有企业地位的认定问题，并可能由此引发一定法律风险：
在中国诉美国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案中，WTO 上诉机构从政府职能出发，推翻了专家组对公
共机构认定为政府控制的任何实体的结论58。但美国商务部在随后发布的备忘录中对公共机
构的认定依然围绕着“股权权益”、“有效控制”、“政府行为”等要素展开，并通过论证
将这一系列要素与“政府职能”产生联系，进而得出中国某些国有企业是“公共机构”的结
论。59声明商事保留后，如果国有企业被认定为公共机构，可援引此条款豁免对国有企业财
产的执行，但是如此做法无异于承认我国国有企业公共机构的属性，增加了我国在反倾销反
补贴多边贸易中的压力，也与我国一贯立场不符，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诱发更大风险。
第二，确保外国政府财产不被执行。此时做出保留可以拒绝外国的公共机构财产被执行
地主管机关执行，保留的受益者为该外国政府或公共机构，而即使要保护外国政府的财产，
本国也可以通过援引国家豁免制度达到目的。
是否选择商事保留还应当适当考虑选择后的国际影响。中国不仅是《新加坡调解公约》
的首批签署国，更是深度参与了《公约》的谈判和制定过程，期间贡献了“以和为贵”的宝贵
“东方经验”。在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背景下，中国放弃商事保留有利于树立一个开放、包容
的国际形象，向外界发出坚定支持多边化、全球化，支持合作共赢、繁荣发展的信号，同时
这也是我国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应有之意，符合我国的长期利益。
可见，为保护我国境外政府财产不因适用《公约》而被强制执行，可以援用执行豁免制
度，声明保留似乎有画蛇添足之嫌，保留的意义更多的是为我国主管机关拒绝位于我国境内
的外国政府财产的执行申请提供条约依据，直接维护的是该外国的海外利益。可见，中国完
全可以持积极开放的态度放弃商事保留，与此同时，也应当保持清醒，正视涉公共机构达成
和解协议带来的风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相关问题。可以充分利用签署后、批准前的时间差，
尽量做好必要的制度衔接，为《新加坡调解协议》在中国的正式生效做好充分准备。具体建
议如下：
1.充分评估各方风险，审慎通过批准程序
新事物的出现自然会带来不确定的风险。面对放弃商事保留条款可能出现的风险，在正
式进入批准程序前，不仅需要充分听取理论界的意见，还应当对各行业进行实证考察，全面、
充分地评估对各方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审慎通过国内批准程序并不代表持“观望”态度，

57

See I.Brownlie,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326(6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United States — 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
WT/DS/379/AB/R,para 8.94.
59
时业伟：《WTO 补贴协定中“公共机构”认定标准研究——以 DS379 案为例》，《比较法研究》2016 年
第 6 期，第 142 页。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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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果采取“拖时间”策略，即要在《公约》生效后总结其他公约当事方的实践经验再决
定是否通过，将耗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足以令中国错失先发优势。因此，在确
保充分了解和真实评估放弃保留的各方风险的前提下，应当尽快通过国内批准程序。
2.积极改善营商环境，完善必要制度衔接
充分利用签署后、批准前的时间，进一步完善国内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改善国内营商
环境，建立一个高效、便捷、可持续发展的争端解决中心，减少因不规范、不完善的制度给
公共机构的造成的损失。完善必要的制度“衔接”，主要指两个方面：第一，完善国内调解、
仲裁、诉讼之间有效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降低争议解决成本，节省司法资源；第二，
完善《公约》与国内争议解决制度的衔接，出台专门关于商事调解的法律以及修改国内相关
规则并使其与《公约》保持一致，实现《公约》在中国的切实落地。
3.重视国有企业问题，制定相关配套措施
国有企业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国有
企业利用调解方式解决争端无疑将大大降低企业成本，对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我国国有企业是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国有企业作为当事方订立的和解协议可以适
用《公约》，但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以及调解的灵活性，可能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追责
困难、调解利用率低等问题。为更好地实现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重视以上问题，制
定相关配套措施，鼓励国有企业订立和解协议解决商事争端。例如，建立第三方评估机构、
一定时间内评估等多元化的调解决策评估制度，打消相关负责人对内部追责的顾虑，提高国
有企业调解方式解决争议的利用率；再如，建立国内法院对和解协议的“准予救济”制度，
通过司法机构将和解协议的成果可视化，方便国有企业的内部追责。

五、结论
《新加坡调解公约》第 8 条中的商事保留条款与第 1 条中的公约适用范围在文义上有矛
盾之处，这是工作组在借鉴《纽约公约》和《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相关做法和为保持案文的
简洁简单造成的瑕疵，通过对适用范围扩大解释为其涵盖了涉公共机构的主体签订的和解协
议可以解决该问题。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具有独特的优势，《公约》适用于 ISDS 中达成
的和解协议，在国际投资仲裁改革面临困境的背景下无疑契合了现实的需要。商事保留条款
的作用和意义对中国而言比较有限，声明保留的收益并不比放弃保留更可观。中国可以选择
放弃商事保留，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拥抱《公约》，但同时应当保持清醒，尽量完善必要的制
度衔接，为《公约》在中国的正式生效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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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Commercial Reservation Clause
in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abstract：The launch of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is another milestone in the
diversified res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s. The commercial reservation clause in
Article 8 focuses on the commercial nature of the disputed subject and is also called "public
agency reservation". Since the Working Group has borrowed from and continued the practice of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it has objectively caused a literal flaw between the commercial
reservation clause and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us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system interpretation to clarify the true meaning of
this reservation.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can be applied to the mediation
agreement reached in ISDS and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Declaring the commercial
reservation has limited effect on the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in protecting their foreign interests.
China’s abandonment of the commercial reservation has more advantages than disadvantages.
China should actively embrace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with an open attitude, while staying
sober, and try to improve the necessary system linkages, as the Convention to be fully prepared for
the official entry into force.
Keywords: Article 8 of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New York Convention; treaty
interpretation; commercial reservation; public 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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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航权开放：经验借鉴与制度完善
张

晔

摘 要：在海南试点开放第七航权为贸易提供了运输自由，能够服务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开放第七航权、出台《实施意见》是建立在对我国航权开放历程的经验总结基础上，稳妥渐
进深化改革、符合自由化潮流的创举。以新加坡的经验为参考，对第七航权开放进行评估，
其具有正当性、可行性，对国内利益相关者、区域经济发展和国际航空运输服务贸易体制都
产生短期和长远影响。借鉴新加坡的相关经验，比照自身的不足，我国第七航权开放应当把
握先机，推动航空运输服务贸易协议多边化；完善兼顾各方利益的民航法律体系，尤其重视
安全预防和国家安全；结合高新技术手段以提供服务促进管理，结合产业升级发展推进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关键词：第七航权；实施方案；政策评估；新加坡

一、导言
2018 年 4 月 1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赋予海南经济特区以改革开放新使命：启动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工作，探索建立更高水平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对其中自由贸易港的定义，国内政府高
层的权威解读是：“自由港是设在一国（地区）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绝大多
数商品免征关税的特定区域，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1。可见，自由贸
易港之“自由”在于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目标在于创造高度自由的营商环境。而这一自由
的实现必然以运输自由为基础。航空运输2作为当代主要的运输方式之一，能够在多大程度
上开放对于实现运输高效自由、贸易和投资的便利，进而服务于海南岛自贸港建设而言，具
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尤其海南经济作为岛屿型经济，航空运输是其连通世界的主要方式，
可以说航空运输自由化对自贸港的建设起着战略先导和引领作用。因此，《意见》在具体规
划中也提到应当关注航空运输管理，理顺民用机场管理体制、深化空域精细化管理改革。
在上述《意见》的指导下，2018 年 9 月 24 日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总体方案》，表明了应加大航空等重点领域的开放力度3，推动和保障全面开放新格局
的形成。2020 年 6 月 1 日，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印发《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明确指出应实施更加开放的航空
运输政策，在现存航权开放的基础上，支持在海南试点开放第七航权。而第七航权作为允许
外国航空公司独立经营本国或本地区航线的完全第三国运输权，其全面开放代表了航权开放
的最高水准。因为外国航空公司在飞往其他国之前可以先在本国或本地区载运客货，无需从
张晔
（1994—），女，福建泉州人，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联系方式：z9412-y@qq.com、

18861821981、南京鼓楼区汉口路 22 号。
1 汪洋：《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人民日报》2017 年 11 月 10 日。
2 本文指称的“航空运输”是民用航空运输中以营利为目的航空公司使用民用航空器运送旅客、行李、邮
件或者货物的公共航空运输。
3 包括扩大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航权安排、鼓励中外航空公司新开或加密海南直达全球主要客源
地的国际航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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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母国起飞，而在本国或本地区载运客货将损害本国或本地区航空公司的市场份额4，
因此目前世界各国极少开放客运第七航权，新加坡、迪拜等自贸港也仅对个别国家开放货运
第七航权。因此，对我国这一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第七航权开放政策进行解读和评
估，借鉴发展成熟的新加坡自贸港的成功经验实属必要。

二、我国航权开放的现状
（一）航权开放历程
建国初期，自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创办民用航空”后
几十年间，我国的航空运输一直承担着经济和政治双重职能，并且受限于计划经济体制而发
展缓慢。为了满足外交需要，我国先后与前苏联、缅甸、巴基斯坦、法国等国签订双边航空
运输协议、开辟民用航空线5，并于 1974 年恢复参加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6的活动。
改革开放后，国内民航体制经过三次改革，从原来军民合一、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逐
渐转变为政企分离、机场属地化管理、多种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的管理体制7。国际层面，
中国政府于 1997 年 6 月 3 日正式向国际民航组织呈文，接受芝加哥会议上形成的《国际航
班过境协定》，承诺给予其他缔约国定期国际航班两种空中自由，即第一航权——领空飞越
权和第二航权——技术经停权（又称“非商业性经停权”）。但是，这两种航空自由在性质上
仅仅是过境权，对航空运输业中更为重要的商业运输权未作规定。与《国际航班过境协定》
同时形成的《国际航空运输协定》在前者的基础上补充规定了商业运输权，包括第三航权——
目的地下客权、第四航权——目的地上客权和第五航权——中间点权或延远权8。
自 2000 年以来，中国航空公司迅速增加、航空业得到显著发展，但发展初期更多关注
国内市场以回应国内经济快速增长的需求。2003 年，民航总局代表首次在加拿大蒙特利尔
召开的国际民航组织“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上提出了以“积极、渐进、有序、有保障”的方
式开放国际航空运输市场的政策。在该政策的指导下，同年海南省试点开放第三、四、五航
权，厦门和南京试点扩大开放货运第五航权，标志着我国民航在扩大市场准入方面迈出新步
伐9。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烟台、武汉、厦门、海口、天津、南京、银川、郑州、哈
尔滨、满洲里、鄂尔多斯等多个城市已开放第五航权10。但是在对第五航权总体持保守的态
度下，截至 2019 年夏秋季，中国五家航空公司仅运营 8 条第五航权客运航线，每周 18 个航
班11。相比第五航权，第六航权——桥梁权（第三、第四航权自由的结合）的管制相对

4

Ashley Taborda,The Exchange of Air Traffic Rights:A System Highly Flawed,Yet Seemingly Indestructib
le,Annals of Air and Space Law,2016,p.52.
5 1954 年，中国与前苏联签订了中国第一份航空运输协议。1955 年 11 月 08 日，中国与和缅甸联邦政府
于仰光签定航空运输协议。1963 年 08 月 29 日，中国与巴基斯坦于卡拉奇签定航空运输协议。1966 年 6
月 1 日，中国和法国两国政府在巴黎签署《航空交通协议》。
6 我国早在 1944 年，在作为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宪法”——《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通称《芝加哥公约》）
订立之初就批准加入该公约，成为创始会员国。
7 张雅凌：《鲲鹏展翅九万里——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民航发展就综述》，载中国交通新闻网 2019 年 10 月
12 日， https://news.163.com/19/1012/11/ER9JL5AE000189FH.html。
8 第一航权和第二航权被视为“技术自由”（technical freedoms），而第三航权、第四航权和第五航权是
与定期航班服务相关的“商业自由”（commercial freedoms relating to scheduled air services）。Ashley
Taborda,The Exchange of Air Traffic Rights:A System Highly Flawed,Yet Seemingly Indestructible,Annals
of Air and Space Law,2016,p.50。
9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报告（2003/2004）》，载中国民航局网，http://www.caac.gov.cn/GYMH/MHGK/ZG
MH/201509/t20150923_1956.html。
10 《“中国孟菲斯”，郑州 or 西安？》，载凤凰网，https://finance.ifeng.com/c/7i9VlBBQFN4。
11 叶琳：《第五航权解析与实践思考》，载空运研究网，http://www.kyqq.com/article/39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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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享有第三、第四航权的航空公司并不需要额外的第六航权授权12。为了进一步顺
应开放天空的国际潮流、实施更加开放的航空运输政策，2020 年 6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总体方案》，表示支持在海南试点开放第七航权。6 月 3 日，为贯彻落实上述方
案民航局制定了《海南自由贸易港试点开放第七航权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代表了我国最高水平的航权开放。可以看到，近年来在坚持航权“国内放开、国际开放”的总
体思路下，我国航空运输业特别是国际航空运输市场呈现高速发展态势。截至 2020 年 7 月
1 日，我国共有定期航班国际航线 953 条，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共签订双边航空运输协议 127
个13。在区域航空运输合作方面，我国与上合组织、东盟、欧盟等区域组织均开展民航领域
的各项活动，如 201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航空运输协
议》的签订使成员国之间开放第三航权、第四航权和第五航权，规定取消国际航线权、指定
航空企业的数量、运力、班次和航空器类型等限制，不断推进区域航空自由化进程。
（二）航权开放中存在的问题
在对外航权开放初期的试点工作中，以海南发展为例，航权开放的许多空间还未拓展开，
体现在：一方面，航权开发利用过多拘泥于第三、第四航权，对第五航权态度保守，使得第
五航权的开放内容及优惠仍未得到很好发挥；另一方面，对第五航权同第六航权的联系认识
不足，未能形成强力的航空复合枢纽结构14（孟建立，2010）。此外，未能运用特区法规形
式对海南航权开放的优惠政策给予规范化、机场“硬件软件”仍无法满足航权开放的需要、宣
传力度仍未能达到理想目标和要求15。（刘云亮，2009）并且，航权开放还存在着缺乏规范
化管理、航空业发展思路还过于单一、机场的管理服务水平仍没有及时与国际接轨等问题16
（吴川醌、赵振华，2011）。
近年来，随着深化民航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目标的确定，航权开放的政策、
管理、配套制度17等软件和技术、基建、航线网络等硬件都不断升级提高。并且，大型航空
公司加入全球航空联盟18、双边和区域航空运输合作协议增加等参与“天空开放”的国际实
践，都推动我国国际航空运输发展步入新阶段。但是，航空运输发展在网络覆盖、枢纽建设
和塑造市场格局的能力上仍然存在相对弱势，枢纽建设仍然落后，资源短缺和新的市场准入
政策壁垒制约发展以及发展欠缺平衡性和可持续性19（韩钧，2016）。在航权法制建设上，
现行民航法的管制规定与全球航空市场自由化趋势存在矛盾、已经无法满足当今国际航空市
场的需求，相关的法律法规缺乏对航权问题的专门规定等20（张望平、王嘉文，2019）。

吕宽庆：《开发第六航权正当时》，《河南日报》2015 年 11 月 30 日，第 3 版。
《纪念新中国民航"七一"、"八一"开航 70 周年档案图片展开幕》，载中国民航局网，http://www.caac.g
ov.cn/XWZX/MHYW/202007/t20200702_203384.html。
14 孟建立：《论海南国际旅游岛第五航权开发利用》，《延边党校学报》2010 年第 6 期，第 86 页。
15 刘云亮：《海南经济特区航权开放的法律探讨》，《新东方》2009 年第 1 期，第 8-9 页。
16 吴川醌，赵振华：《海南国际旅游岛航权开放的法律视角》，《行政与法》2011 年第 2 期，第 86 页。
17 如为保障民用航空活动安全和有秩序地进行，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发布对《民用航空
法》修改的决定；为建立健全公开、公平、公正的国际航权资源配置与使用管理机制，民航局于 2018 年 5
月 2 日发布《国际航权资源配置与使用管理办法》。
18 2007 年 11 月 15 日，南航加入世界三大航空联盟之一的天合联盟；12 月 12 日，中国国航和上海航空加
入世界上最大的航空联盟——星空联盟。
19 《专访民航局国际司司长韩钧》，载中国民航网 2016 年 2 月 22 日，http://www.jiaotongwang.cn/plus/vi
ew-6204-1.html
20 张望平，王嘉文：《“一带一路”中的第五航权法律制度》，《人民法治》2019 年第 8 期，第 32 页。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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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方案》的解读
为贯彻落实 2020 年 6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总体方案》和 2019 年 6 月 9
日民航局公布的《关于加快海南民航业发展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实施意见》，2020
年 6 月 3 日《实施方案》发布并实施。《实施方案》中“推动民航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标是
与高水平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相适应的，“按照积极稳妥、有序开放、逐步推进的原则，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分阶段、分步骤试点开放第七航权”符合稳中求进的改革基调和建立更加
自由开放的航运制度的改革目的。
（一）《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主要包括试点内容、申请程序、监管要求和保障措施。
试点内容要求在现有的对外航权安排的基础上，首先明确开放客运和货运第七航权，仅
限制每条航线客货总班次每周最高分别为 7 班。因此，第七航权的开放是包括客运和货运的
全面开放，而且是我国单向自主的开放，不以互惠对等为条件。其次表明第七航权航班在海
南与中国境内的其他地点之间无串飞或中途分程权，以区别于国内空运企业的航权，在一定
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将对本国航空公司带来的竞争压力。再次，进一步放开第三、四、五航权，
使其航班无班次限制，还可以根据双边航权安排在海南与中国境内除北京、上海、广州以外
的具有国际航空运输口岸的地点之间行使客运中途分程权。可以看到，无论是第三、四、五
航权的深度开放还是第七航权的首次开放，都是建立在前期实践经验基础上的渐进式探索和
逐步稳妥推进。
在申请程序上，具体规定了外国空运企业获得试点航权需要完成的程序21。《实施方案》
这部分内容符合《民用航空法》关于外国民用航空器在中国境内从事民用航空活动的规定22，
并且结合具体实施规则和有关双边航空安全协议，细化对具体程序的要求。此外，与国内《民
用航空法》规定国内公共航空运输企业需要完成的申请程序23相比，除了外国企业需要完成
确认、审定程序和申请飞行计划，二者要求基本一致，只是表述略有差异。
在监管要求上，外国空运企业需遵守相关法律文件、与机场管理机构签订安全及服务协
议，第七航权国际航线的运营事宜参照双边航空运输协议或相关协议执行。并且，由指定部
门对外国空运企业安全运行水平、第七航权航线航班的运营情况、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和
运行活动进行评估和监督。《实施方案》关于管理要求和监督检查的大篇幅规定表明，对外
航权开放过程中，秩序和安全是极其重要和关键的价值目标，直接关系到个人和企业命运、
行业发展和国家利益。
在保障措施上，一方面，《实施方案》提供包括海南地区空域结构性调整、机场航班扩
容、统筹时刻分配和管理、机场保障工作等服务。这表明，《实施方案》吸取我国航空业发
展初期空域、空管、机场等基础设施落后从而制约民航业快速发展的经验教训，通过提升软

包括：取得所在国指定和中国民用航空局确认、申请外国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申请航线
航班经营许可和航班计划、申请航班时刻和预先飞行计划。
22 根据 2018 年 12 月 29 日发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至一百八十一条
的规定，外国民用航空器需根据所在国与中国的协定或经中国民航主管部门批准或接受，需要具备所在国
颁发的民用航空器适航证书、机组人员合格证书和执照、取得中国民航经营许可证、按照批准的班期时刻
或者飞行计划飞行、制定相应的安全保卫方案、提供投保证书等。
23 根据 2018 年 12 月 29 日发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六条的规定，
国内公共航空运输企业需要完成的程序包括：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申请经营定期航班运输的航线、公布
班期时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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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的数量和质量，为航权开放提供基础性的保障。另一方面，《实施方案》要求中国民用
航空局建立工作机制，有效落实和跟踪反馈试点开放第七航权的工作。这一规定明确了试点
工作的执行机构及工作内容，有助于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解决试点过程中的问题并推广试
点经验。
（二）对《实施方案》的总体认识
首先，《实施方案》是渐进式改革的阶段性成果，能够有效改变对外航权开放初期对航
权开放理解不足、实施态度保守、实际作用有限等问题，并且以政策促发展，对我国航空枢
纽的建立、国内航空公司竞争力的提升都有激励作用。其次，《实施方案》通过规定具体的
实施内容和程序要求，以及服务、管理和组织保障，为第七航权试点开放提供法律依据和工
作指导，旨在落实第七航权试点开放工作，促进航权制度深化改革。再次，《实施方案》的
提出表明了我国进一步、高水平地开放航空运输服务贸易的改革态度，一直为融入国际“开
放天空”发展潮流而做出的不懈努力，以及打造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迫切愿
望。最后，《实施方案》是从建立高度自由便利的现代交通运输体系的角度服务于海南自贸
港建设，是在自贸港建设总体方案框架下促进各类要素便捷高效流动的一个关键环节。
（三）相关配套措施
固然，《实施方案》作为高水准的航权开放文件，对于打造航空区域门户枢纽、促进民
用航空发展、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意义重大。但诚如学者所言，“并不是单方面开
放航权政策就能带来多大吸引力，关键是围绕航权的配套政策、自由港的总体建设方案中全
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否能落地。”24因此，在《实施方案》之外，各立法机关还设立、修订
其他相关的法律规范，以促进民用航空和自由贸易港法治体系的构建，为改革奠定相对完善
的法治基础。相关的法律规范包括 2019 年、2020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25提出的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调研和起草，2018 年 12 月 29 日《民用航空法》、2019
年 3 月 2 日《外国民用航空器飞行管理规则》、2018 年 5 月 2 日《国际航权资源配置与使
用管理办法》等法律规范的修订。
并且，为了全面推进航权开放政策的落实，便于航权开放工作的开展，围绕着民用航空
和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和发展，中央和地方陆续出台配套政策以提供财政、人才、金融、基础
设施等支持。如 2020 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
关问题公告》26明确给予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政策红利，发布《关于海
南自由贸易港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27鼓励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参与建设。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金融管理部门下一步将提供支持海南开放的金融政策28。
2019 年末，海南省发改委牵头编制《海南自由贸易港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升级实施方案》，
加快旧有机场的扩建和新机场的开工，着力于打造综合交通枢纽、构建互联互通、安全高效、
智能绿色的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航空运输服务研究所所长邹建军在接受《原子智库》的采访时表示。涓涓 ：《开
放“第七航权”，对海南来说意味着什么》载微信公众号“原子智库-腾讯新闻”，2020 年 6 月 17 日。
25 2019 年 3 月 8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在关于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中提到，要开展海
南自由贸易港法等立法的调研、起草，确保如期完成立法。2020 年 5 月 25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工作报告在对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安排中也指出，要加强重要领域立法，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海
南自由贸易港法。
26 该公告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7 该通知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8 《潘功胜副行长出席国新办发布会介绍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金融政策》，载网易财经，https://m
oney.163.com/20/0608/18/FEKCH9OE00259DLP.html。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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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加坡的经验
（一）航空运输国际合作
在多边航空运输合作上，2001 年 5 月 1 日，新加坡、美国、新西兰、智利和文莱五国
在华盛顿成功地通过并批准了第一个多边“开放天空”的航空服务协议——《国际航空运输自
由化多边协议》（MALIAT）29。此后，新加坡积极参加开放航空服务的多边协议30，通过
航权交换以促进区域的航空服务合作和飞行自由。其参与的东盟（ASEAN）也在探索建立
区域内的民航合作机制，力图形成东盟单一航空市场（ASAM）。根据 2009 年的《多边航
空运输协议》
（MAAS）和 2010 的《关于航空客运服务充分自由化的多边协议》
（MAFLPAS），
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盟几个成员达成了逐步在彼此间开放没有限制的第三、四、五航权的内
容。
在双边航空运输合作上，新加坡签署了大量的双边航空运输协议。截至 2019 年 7 月 3
日，新加坡已经与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空中服务协议。在这些协议中，半数以上是开
放天空协议（Open Skies Agreement(O.S.A.)）。协议的内容覆盖面广，包含了开展航空服务
交流和培训方面31，适航认证等安全保障方面32，扩大航空服务合作方面33，开放航权方面34
等。

（二）航空运输国内法律
MALIAT 的主要内容包括：允许多家指定和第三国代号共享，放开航线表、航权（包括货运第七航权）、
运力等。2019 年 12 月 4 日，与尼亚启动最新协议，为全货运业务增加第七航权。参见王涵：《全球空运
输自由化进程加速推进》载《中国民航报》2020 年 6 月 22 日，第 1 版。
30 如 2001 年新加坡、新西兰和文莱还签署了一项交换客运服务的第七航权和第八航权。Chik, Warren B.,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ingapore on International Law,Singapo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Vol.5,2001, p.809.2004 年 2 月 25 日，新加坡、泰国和文莱签署了全面开放货运航空服务的多边协议，
首次采取了 2003 年 10 月东盟巴厘岛峰会上提出的“2 + X”合作方案。“2 + X”方案由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和
泰国首相达信提出的经济整合方法。在“2 + X”模式下，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东盟国家率先提出东盟成员国
在具体领域合作的新倡议，其他成员国在做好准备后可随时加入。Jason, Tan Theng Kok,Recent Develop
ments in Singapore on International Law,Singapore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9,2005,p.214.
31
2002 年 12 月 12 日，新加坡和中国今天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以促进两国之间在民用航空领域的更大
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了一个框架，计划通过交流计划和培训研讨会共享管理知识。参见新加坡交通运输
部，https://www.mot.gov.sg/news-centre/news/Detail/Singapore%20And%20China%20To%20Expand%20Co-Op
eration%20In%20Civil%20Aviation/，2020 年 8 月 5 日访问。
32
2004 年 2 月 24 日，新加坡和美国缔结并签署了一项双边安全保障协议（Bilateral Safety Agreement(B.
A.S.A.)）。该协议规定双方民用航空部门相互接受适航认证、进行技术合作，并取消重复和昂贵的适航认
证程序。Feng, Cheng Pei,Recent Developments in Singapore on International Law,Singapore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8,2004,p.213.
33
2005 年 11 月 30 日，新加坡和中国签署了一项扩大航空服务的协议，允许双方航空公司在两国之间运营
客运和全货运服务，不受运力、航线或机型的限制。Jason, Tan Theng Kok,Recent Developments in Singa
pore on International Law,Singapore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 2006,P.312.2006 年 6 月 9 日，
新加坡和欧盟在卢森堡签署了一项航空协议，新加坡成为第一个与欧盟签署“横向”协议（Horizontal Agree
ment (HA)）的亚洲国家。该协议允许所有欧洲航空公司在欧盟成员国与新加坡之间飞行，新加坡在与各欧
盟成员国达成的双边航空运输协议方面将更加自由便利。Jason, Tan Theng Kok,Recent Developments in S
ingapore on International Law,Singapore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Contributors,Vol.11,2007,p.26
6.
34 2002 年 7 月 25 日，新加坡和泰国结束了空中服务磋商，允许两国的承运人拥有从新加坡和泰国到世界
任何目的地的货运第五航权自由。参见新加坡交通运输部，https://www.mot.gov.sg/news-centre/news/Detail/
Singapore%20And%20Thailand%20Enhance%20Cargo%20And%20Passenger%20Air%20Links/，2020 年 8 月 5
日访问。2005 年 8 月，新加坡与印尼、印度就开设或扩大航班、附加第五航权等内容达成双边航空运输协
议。Jason, Tan Theng Kok,Recent Developments in Singapore on International Law,Singapore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 2006,P.31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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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内的民航法律渊源包括：由议会审议通过的议会法律、议会授权制定的附属法
和民航局颁布的法律规范（多是指导性解释性的通知）。从各利益方的角度出发对这些民航
相关的法律进行分类，可以看到，这些法律服务于不同的利益主体的需求、体现着不同的价
值追求。
从消费者角度看：首先，新加坡国内大量的民航法律关注航空运输的安全及责任规定。
议会法律层面有《航空法》
（Air Navigation Act）、转化为国内法的《蒙特利尔公约》
（Carriage
by Air (Montreal Convention, 1999) Act ）构建起航空安全监管框架，在这一框架下，附属法
对具体要求作出细化规定35。其次，重视服务标准的制定和执行（如对樟宜机场和实里达机
场的服务标准的规定36），以便为消费者提供一流服务。
从航空公司角度看：在市场准入方面，附属法对获得航空运输运营许可作出了相关规定
；在市场竞争方面，颁布了明确禁止反竞争活动、规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提倡公平市场
行为的机场竞争规则《Airport Competition Code》；在税收优惠方面，提出了对投资管理飞
机活动给予优惠的税率38，以及避免对经营国际航班的企业双重征税39。在对航空收费的价
格控制上，法律规定政府对因机场运营者提供航空服务和设施而收取的费用进行监管40，防
止不合理增加航空公司的成本、进而将成本负担转嫁于消费者。
37

从社会利益角度看：既有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的《节能法》（Energy
Conservation Act），也有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制裁犯罪的《航空器劫持和保护法》（Hijacking
of Aircraft and Protection of Aircraft and International Airports Act），还有从国家安全出发，限
定不得飞越的保护区的规定（Air Navigation (Protected Areas) (No. 2) Order 2015），等等。
（三）航空运输管理和服务
1. 新加坡民航局（The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of Singapore，CAAS）
新加坡民航局（以下简称“CAAS”）是交通部下属的法定委员会，CAAS 在行使权力过
程中紧紧围绕着促进航空枢纽和航空业的发展、监督航空业的安全、提供相关服务以及将新
加坡发展成为航空知识和人力资源开发中心41的目标。具体措施体现在：
首先，为了维持新加坡作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地位，CAAS 密切关注机场的设施建设
42，通过预测未来的发展而扩建设施43，并且各项设施设备均采取最先进的技术44。在设施的

诸如对航空运输一般操作《Air Navigation (91——General Operating Rules) Regulations 2018》、自愿报告
安全事项《Air Navigation (Voluntary Reporting) Rules 2020》、樟宜机场的安全规范《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of Singapore (Changi Airport) By-laws 2009》。
36 《Code of Practice for Changi Airport Services Standards》、《Code of Practice for Seletar Airport Services
Standards》.
37
如《Air Navigation (119 — Air Operator Certification) Regulations 2018》、《Air Navigation (Licensing of Air
Services) Regulations》等
38 《Income Tax (Concessionary Rate of Tax for Aircraft Investment Manager) (Prescribed Activities) Regulations
2008》.
39
如与香港签订的避免对经营国际运输船舶或飞机的企业的收入进行双重征税的协议《Income Tax (Singa
pore —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greement for t
he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on Income of an Enterprise Operating Ships or Aircraft in International
Traffic) Order 2004.
40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of Singapore (Price Control of Aeronautical Charges) Rules 2009.
41
参见新加坡民航局网站，https://www.caas.gov.sg/who-we-are，2020 年 8 月 7 日访问。
42
虽然 2009 年 10 月 1 日颁布的新加坡民航局法令（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of Singapore Act） 规定将新加
坡民航局的机场事业移交给政府全资或实质上拥有的公司开展，但仍然在机场建设、运营以及提供服务等
方面行使许可和监管职能。
43
1986 年，随着樟宜机场的旅客人数突破一千万，2 号航站楼的建设工作开始；2000 年 10 月，3 号航站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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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上，以“一站式空运服务”中心为目标，旨在为货物运输过程提供有组织的、便利化的和
最节约成本的服务，以及为货物分配过程提供金融、电信或其他辅助性服务支持。
其次，作为安全监管机构，CAAS 按照国际民航组织的标准对进出新加坡的外国航空公
司的飞机、航行过程和机场进行安全监控。如，建立了安全隐患和安全事件的强制性报告系
统——新加坡航空事故/事件报告系统（SAIRS）和自愿性报告系统——Tell Sarah。2013 年
引入了规定外国航空运输运营者申请和更新运营许可的外国运营商监控项目 Foreign
Operator Surveillance Programme (FOSP)。CAAS 还经常发布为航空安全的法律规定提供实际
操作指导或细化规范的咨询通告（Advisory Circulars (ACs)，以及出版各种航空安全材料，
包括机场安全出版物、给机场运营者的通知等。
最后，为了增强商业服务能力、增加位于新加坡内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
相关部门制定了多项激励计划，鼓励制造和专业配送公司在新加坡建立物流基地45。为了提
供国际航空培训服务、打造世界一流的民航学习中心，1958 年 CAAS 设立新加坡航空学院
（ Singapore Aviation Academy (SAA)），提供综合的航空培训、广泛吸纳航空专业人员、组
织论坛共享知识和经验等为航空发展提供人才队伍和智力保障。
2. 新加坡航空有限公司（Singapore Airlines，SIA）
新加坡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航”）是新加坡政府通过淡马锡46控股公司作为大股
东来运作的，新航的董事会由新加坡政府直接任命，但政府对对新航的经营干涉很少。并且，
为了打破初期新航独享航空权的局面、给未来的国内航空公司打开市场空间、促进公平竞争，
2003 年 10 月 3 日，新加坡交通部宣布成立航空权委员会（Air Traffic Rights Committee）47，
由它来分配新加坡国内所有航空公司可获得的航空权。
新航的运营特点包括：新航主要经营国际远程航线。如 2018 年 10 月推出的新加坡和纽
约之间的直达航班是世界上最长的商业航班 48，这一远程直达航班利用了新加坡与美国于
1997 年签订的开放天空协议，该协议允许两国之间无限制飞行。此外，新航与多国国内航
空公司展开合作、共享代码49，并不断扩大代码共享协议适用的范围。新航还在原有的航线
上新增航班、扩大业务。截至 2013 年 12 月 26 日，新航的航线网络（包括新加坡航空货运

楼开始建设；2017 年 10 月 31 日，全新的 4 号航站楼正式投入运营。未来 20 年，樟宜机场的客运量计每
年增长 3-4％。以这种速度，目前的机场容量将在 2020 年代后期达到。樟宜东部开发计划（The Changing
East Project）将为樟宜机场提供未来的运力保证，以适应航空运输的预期增长。参见樟宜机场网站，https:
//www.changiairport.com/corporate/our-expertise/changi-east.html，2020 年 8 月 18 日访问。
44
如 2001 年樟宜机场引入宽带互联网建设电子枢纽，到 2004 年，整个机场共有 200 个互联网终端可用，
创下全球机场的最高记录。2004 年，樟宜机场对世界上第一个自动办理登机系统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试验，
系统便于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和出入境手续。
45
如对股息收入进行税收减免的 the Operational Headquarters (OHQ) Incentive Scheme，吸引制造相关的
公司在新加坡设立基地并帮助其在新加坡发展的 the Business Headquarters (BHQ) Scheme. See K. Ragur
aman,International air cargo hubbing: the case of Singapore,Asia Pacific Viewpoint,April,1997,p.69.
46
淡马锡是新加坡政府财政部全资控股的私人豁免公司，经营着新加坡政府的资产，是世界上典型的国有
控股的资产经营公司。
47 Air Navigation (Licensing of Air Services) Regulations，参见新加坡法律在线，https://sso.agc.gov.sg/SL/
6-RG2?DocDate=20140101，2020 年 8 月 19 日访问。
48 参见新加坡航空公司，https://www.singaporeair.com/en_UK/sg/media-centre/press-release/article/?q=en_UK/
2018/April-June/ne2018-180530，2020 年 8 月 19 日访问。
49
随着 2012 年 12 月代码共享协议的签署，新航的乘客可以通过乘坐维珍美国航空公司运营的航班，无缝
前往美国更多城市，包括芝加哥、劳德代尔堡、拉斯维加斯、棕榈泉、费城、波特兰、圣地亚哥、西雅图
和华盛顿特区。参见新加坡航空公司，https://www.singaporeair.com/en_UK/sg/media-centre/press-release/artcl
e/?q=en_UK/2013/January-March/05Mar2013-1643，2020 年 8 月 19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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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胜安航空的目的地）已覆盖 50 个国家或地区的 214 个目的地50。
（四）总结
可以看到，新加坡的航权开放进程具有积极推进、多方协作、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特点，
且拥有先发优势。国际合作协议数量多、范围广、开放程度高；国内航空法律体系完整、内
容齐全、考虑到各利益相关方，国内航空运输管理和服务上，CAAS 职能明确，更多地为市
场发展提供服务性、辅助性的工作，新航作为市场主体在关注服务品质提升的同时增强与各
国航空公司的合作，不断推进航空运输服务贸易自由化。从法律规范层面上看，新加坡航权
开放发展的成功源于符合产业基础、国情和社会发展需要、法律体系完善具有指导性、可操
作性、内容全面细致以回应多方关切等。有鉴于此，我国第七航权的开放也应当具有正当性、
可行性，考虑到短期和长远影响、各利益相关方等。

五、开放第七航权的评估
（一）正当性评估
开放第七航权能够满足服务贸易进一步开放的需要。航空运输属于一种服务贸易，在航
空运输领域内开放航权能够提供自由的航空运输服务贸易市场，对服务贸易进一步开放起着
推动作用。因为越是自由的服务贸易、越是开放程度高的服务市场，越需要自由的运输服务
作为支持。尤其第七航权允许外国航空公司独立经营本国或本地区航线，因此第七航权的开
放能够促进服务贸易以及和服务有关的人、资本、货物和信息流动的自由化，第七航权开放
的正当性也正在于此。
而在我国，服务贸易进一步开放具有必要性。一方面，全球产业结构正向“服务型经济”
加速转型，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已然成为不可逆的趋
势。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增加在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的参与程度
和话语权符合国家利益和产业发展的需要。并且，服务贸易进一步开放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能够解决我国服务贸易市场竞争和创新动力不足、效率低下的发展瓶颈。
（二）可行性评估
首先，试点地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开放第七航权政策是否可行和有效。正如《意
见》中所言，海南省因改革开放而生，也因改革开放而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21
世纪以来，海南凭借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规划建设成为国际旅游岛，旅游业及相关现代服
务业的开放走在全国前列。因此，海南较好的服务贸易开放基础便于航权进一步开放，而航
权开放又能够同时助力海南旅游业的发展。在航权开放上，海南同样先试先行。早在 2003
年 7 月 1 日就审议通过了《海南开放部分航权试点工作方案》，标志着海南开放第三、四、
五航权的工作正式起步51。前期围绕航权开放的试点工作无疑为第七航权的开放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
其次，试点内容及相关措施应当明确和可操作。《实施方案》作为试点的主要依据，对
第七航权开放的内容、管理和保障作出清晰的规定，如提出航权开放的程序要求、表明适用
的法律法规、明确执行机构等。并明确其中的重点问题，如服务保障上应优先解决局部空域
受限的严重问题。在此基础上还赋予民航局适时调整第七航权试点开放政策的权力，使得政
50参见新加坡航空公司，https://www.singaporeair.com/ru_RU/ru/media-centre/press-release/article/?q=en_UK/2

013/October-December/26Dec2013-1709，2020 年 8 月 19 日访问。
51
《海南航权开放试点》，载海南文史网，http://www.hnszw.org.cn/data/news/2009/05/4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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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实施具有灵活性。明确、有重点又不失灵活的规定使得《实施方案》具备可操作性。但
是，新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新的问题出现。如对外国空运企业获得试点航权与外国民用航空器、
国内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民用航空活动需要完成的申请程序因分列于不同法
律规范中，出现相同程序概念表述不一的问题。并且，《实施方案》缺乏对可能出现的风险
进行回应。《实施方案》所聚焦的安全更多是对与航空运输相关的个人和企业的安全管理，
但随着近年来信息安全、资源安全、产业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逐渐凸显，与航空运输
相关的非传统安全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最后，试点工作的开展需要相应的法律文件和实施方案的规范和指引。在现存的民用航
空法律体系下，《民用航空法》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具体规定包括航空
运输安全52、机场运行管理53、航空公司市场准入54、控制航空收费价格55、鼓励节能减排56和
航空犯罪57等。在航权开放方面，依据《国际航权资源配置与使用管理办法》进行航权管理，
《实施方案》作为第七航权开放具体的落实方案，部分细则依据《外国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
运行合格审定规则》、《外国航空运输企业航线经营许可规定》和有关双边航空安全协议，
并配套以中央和地方的相关规定。
（三）社会影响评估
在国内，第七航权的自主单向全面开放对航空公司而言，短期内将挤占国内航空公司的
生存空间、改变现有的航空市场格局，长期看可能产生“鲶鱼效应”，活跃市场、倒逼国内航
空公司高质量发展、促进航空业发展。对服务贸易发展而言，能够以市场的分享换取发展所
需的资源、促进以旅游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快速国际化，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一国服务业的
国际竞争优势尚不突出时，短期内将受益但长期来看仍受制于产业发展水平导致市场增量效
应将明显回落58。此外，航空运输服务贸易市场化将使得消费者以更优惠的价格获得更优质
的服务，但同时增加了航空运输安全管理的压力和国家安全风险。
在区域内，“美国的‘天空开放政策’和欧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曾带动区域民航业的发
展和现代航空城市圈的繁荣”59，并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我国第七航权开放是“一带一路”
作为开放性、包容性区域合作倡议的题中之意，有利于有限资源在区域内的优化配置，促进
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在区域内的交流学习，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对
于服务业基础薄弱、在世界市场处于竞争劣势的国家或地区，航权开放将限制其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不利于服务业的长期发展甚至赶超。此外，生产要素具有向高效、有优势的区域转
移的特点，这将加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危及劣势区域产业结构的安全60。
在全球，我国航权开放进程将推动国际航空运输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发展，我国探索出的
开放模式和经验将给更多国家和地区带来启发，进而影响国际航空运输服务贸易体制的变
化。
如《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航空安全保卫规则》、《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规定》、
《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条例》、《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
53 如《民用机场管理条例》、《运输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
54 如《外国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外国航空运输企业航线经营许可规定》、《外国
民用航空器飞行管理规则》、《民用航空运输不定期飞行管理暂行规定》、《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
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55 民航局《关于通用航空作业收费标准问题的通知》。
56 2015 年《民航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57 《刑法》规定的破坏交通工具罪、劫持航空器罪等。
58
饶勇：《航权开放与出口导向型服务产业发展——基于三亚旅游业发展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
2012 年第 10 期，第 116 页。
59 张焱：《试论航权交换与航权经济》，《上海经济研究》 2017 年第 3 期，第 107 页。
60
杨省贵，杨治远：《航权开放对区域经济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改革与战略》2010 年第 11 期，
第 119-120 页。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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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验借鉴与建议
在总结新加坡航空运输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比我国的立法和实践，对我国第七航权开
放、航空运输服务业发展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提出具体建议如下：
1. 把握第七航权开放先机，推动航空运输服务贸易协议多边化。新加坡的航空运输国
际合作进程具有起步时间早，签订协议数量多、范围广的特点，因此在航空运输及服务贸易
的发展上具有先发优势。而在第七航权的开放上，我国走在世界的前列。如何运用好航权开
放政策，把握第七航权开放先机是下一步应当关注的问题。一方面，我国在开放本国航空运
输市场的同时，应当充分利用资源和要素向国内流动的机会，积极与世界各国或地区及其航
空公司进行合作交流；并且在“引进来”的同时，综合使用第三、四、五、六航权以充分发挥
各航权优势，推动我国航空运输服务“走出去”。另一方面，在西方抢占先机、创造出“天空
开放”的国际话语体系之下，我国应当抓住第七航权开放的机遇，在总结试点经验乃至推广
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保护服务贸易发展差异导致的后发弱势、保护非传统安全等话语权。
在签订国际航空运输服务贸易协议上，我国现阶段同样拥有开放航权、开展航空运输国
际合作的需求。因此应当结合双边和多边协议的功能，更多地与世界各国、各区域缔结程度
不一的开放和合作协议，提升第三、四、五和六航权交换的广度和深度。特别是第七航权的
开放将给我国与世界各国、各区域的航空运输合作带来更多的问题和风险，需要通过国际航
空运输服务贸易协议加以解决。但是，随着航权开放对航空运输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推进，我
国仍应坚持将航空运输服务贸易从现行的双边管理体制摆脱出来纳入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航
权问题被纳入 GATS 的范畴之内，推动航空运输服务为 WTO 多边体制所规范。
同时应当看到，上述新加坡的发展特点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产业基础、有限的
国内市场和资源以及外向型经济等国情密不可分。因此，开放航权、开展航空运输国际合作
的实践应当考虑到我国国情。如我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因此开放航权、争取国际市场的
压力更小，相反有条件以国内市场换取产业优化升级所需的资源；广阔的国土面积和相对较
低的建设成本便于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形成庞大的航空运输网络。
2. 完善兼顾各方利益的民航法律体系，尤其重视安全预防和国家安全。新加坡的航空
运输国内法律层级清晰、数量众多，涉及民航发展的方方面面，共同构成完整的民航法律体
系。并且旧的规范更新修订频繁、新的规范层出不穷，力求体现产业发展的动态和趋势。内
容上体现了消费者、航空公司和社会等多方利益，表达了对航空运输利益相关者的关照。总
体而言，我国民用航空相关法律仍具有较强的航空管制色彩，与航权开放的自由化需求相矛
盾。相关法律强调对航空运输市场、机场运行和安全的管理，而在航空公司和机场的服务标
准、外国航空公司在国内航空市场形成垄断及不正当竞争、与航空相关的国家利益等方面缺
乏关注。但是高水平的航权开放势必要求更大的制度空间、更完善的公共服务和多领域全方
位的利益关照，这是航权开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
在航空运输面临的多种价值均衡上，各国都尤其重视安全。因为在生活和商业高度依赖
航空运输的今天，航空业的安全至关重要。新加坡从人货安全、运输安全到产业安全、国家
安全都有相应的法律文件，并且重视安全预防工作，包括设置监管机构和措施、建立安全报
告系统、提供实际操作指导和安全材料。并且，为确保新加坡遵守国际安全标准和最佳做法，
CAAS 继续努力在机组人员执照和培训方面达到最高标准，以促进安全和高效的飞行操作。
如前文所述，我国所关注的航空运输领域安全更多是对个人和企业的安全管理，对产业安全
和国家安全缺乏具体明确的法律保障。对信息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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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在第七航权开放将进一步增加航空运输安全管理的压力和各种安全风险的背景下，我
国应当提供更多的安全法律保障、开展更丰富的安全预防工作、持续培训航空运输服务人员
等。
3. 结合高新技术手段以提供服务促进管理，结合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的发展，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在新加坡，CAAS 将部分权力下放给私人运营的机
场和航空公司，航空运输市场化程度高。新航虽然是国有控股，但是其经营管理受限较少。
CAAS 更多地以规划航空枢纽和航空设施建设、监督航空安全、提供信息和优惠政策、培养
专业人才等作为工作内容。而我国虽然经过航空体制改革逐步市场化，但是航空管制的观念
仍未消除，航空运输相关立法和实践仍然偏重于强化监管。机场和主要的航空公司都是国家
所有或控制，市场竞争环境较差，公共物品供应短缺，服务效率和品质低下。在持续深化“放
管服”的改革背景下，政府在航空运输领域也应当逐步转变思维，以提供服务促进管理，并
且结合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能力和品质。
近年来，新加坡依托航空业发展带来的大量人流物流，抓紧建设景点、开展商业活动、
形成连接机场和城市的公共交通网络，促进新加坡逐步从运输枢纽转型成旅游目的地。以樟
宜机场为例，20 世纪 80 年代樟宜机场投入运营之初 60%的收入来自航空收费，而如今樟宜
机场 60%的收入是由非航空企业产生的，源于以消费者为基础的旅游业61。因此，我国应当
明确以制度型开放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62的发展模式，通过服务业开放和改革促进产业升
级，在此基础上结合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

参见樟宜机场网站，http://www.changiairport.com/changi/en/ about_us/history_changi.html?__locale=en，
2020 年 8 月 19 日访问。
62 迟福林：《以制度型开放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经济参考报》2020 年 7 月 21 日，第 7 版。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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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软法域内适用问题研究
——以美国法律实践为视角
单毅鹏
（辽宁大学法学院，沈阳 110136）

摘 要：软法如今已经成为各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普遍采用的一种形式。各类国际法主体越来越重视软法，这
不仅是因为参与软法的制定有利于取得更好的全球治理效果，更是因为大部分国际软法协议都直接适用于各成员国
内部。以美国实践为例，传统上以为，国际软法的实施必须依赖于本国行政法律。但是行政法中的授权规则与程序
规则对国际软法在美国的实施造成了一定的阻力。随着实践的发展，一些美国国际法学者开始提出一种关于国际软
法实施的新的学说，即强调国际软法实施应归入美国涉外关系法律框架下。鉴于依照涉外关系法能赋予行政部门更
广泛的权力，使得软法协议能够更好的适用。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对于国际软法适用问题也应加以重
视，建立一个完整的软法转化与适用制度。
关键词：全球治理；国际软法；法律适用；美国法

与传统国际条约等“硬”法律不同，国际软法一般表现为非正式、非强制、高效便捷等特征，这也使得各国开
始更倾向于采用这一法律形式来达成协议。国际软法在为各国带来好的全球治理效果同时，也面临着在各成员国内
如何适用的问题。本文以美国实践为例，分析国际软法在美国适用中的若干问题。论文的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国际
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适用现状；论文的二、三部分分别论述了国际软法在美国行政法律和涉外关系法律框架下的适
用问题；最后，论文对国际软法在美国的适用进行了批判性评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的路径选择。

一、国际软法一般理论
全球化背景下，各类国际法主体越来越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但由于国际法固有的局限性，各主体越是深入的参
与治理，往往越是很难在某一问题上制定出带有约束性的“硬”法律。由此，国际软法这一新的法律形式应运而生。
尽管国际软法兴起之初受到过一些抵制，但国际法学领域已经逐步接受其作为国家间的重要制约形式。国际软法协
议的达成意味着需要实施，而大部分国际软法协议都是在各成员国领域内来适用的。由于国际软法的特殊性，导致
其在各国的适用也成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本部分主要论述国际软法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软法的兴起与演进，以
及国际软法在国内适用等一般理论问题。
（一）国际软法的兴起与演进
全球化促成了跨国市场、外部效应以及跨国公共产品，这就使得各国管理当局也必须具备跨国视角，协同
参与全球治理。1但在某些特殊领域（比如国际金融领域），制定与实施“硬”的国际法律机制——国际条约和国际习
惯——是十分困难的，这就驱使各国管理者考虑和采取非正式协议的方式来解决全球化相关问题。结果是一度曾被
国际法学领域所蔑视的无约束力的跨国治理标准的爆炸式增长。事实也证明，全球治理中的软法规则已经成为过去
四十年来该领域的一个重要标志。
通说认为，软法是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就国际层面而言，包括不具有直接
法律约束力的各类国际非正式规范，如宣言、决议、换文、指南、纲领、通知、表态等2。国际软法协议的达成需
单毅鹏：辽宁大学国际法专业博士生。
1
2

李仁真：
《国际金融法新视野》，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48 页。
廖凡：
《国际金融软法学的新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版，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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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各方参与者与其他国际参与者会晤，交换信息，协调执行并统一在国内适用的监管规则。近年来，此种合作开始
被理解为“追求所谓的监管网络”，此种用语也强调了这种全新治理模式的非正式性和统一性3。 在全球治理进程
中，监管网络无处不在，各机构、行业和利益集团在多个领域都开始采用这种模式。特别是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
此种监管网络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二）国际软法的域内适用
传统上，国际协议在国内的适用并不局限于国际软法。国际条约的实践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导致通过条
约来规范国内的行为大幅增加。但是，如上文强调，各国行为者逐渐意识到通过国际软法协议而不是通过条约来解
决问题是更为有利的。由于国际软法协议相对于条约或类似执行协议有较少的承诺形式，因此各成员方无须花费太
多的主权成本，可以更轻松地参与谈判并多次谈判，这反而会使国际软法协议更可能包含强有力的实质性规定。此
外，某一或多个成员方在违反软法协议时也可以花费较低的声誉成本。由此，国际软法协议在各成员国内的适用也
愈加普遍，特别是在金融监管、消费者保护与人权保护等领域4。
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些国家，国际软法协议的优点在于避免了国内法对传统国际条约所要求的繁琐的批准
程序。比如在美国，高于某一重要界限的“硬”国际法协议需要立法机构的大力支持：根据宪法条款，获得参议院
三分之二的同意或获得国会两院多数人的通过方可成为国会执行协议。相比之下，软法协议更像是在政府组织范围
内运作。
然而，凡事都具有两面性，须批判的加以对待。国际软法在国内的实施一方面有利于各成员国间更好的协同，
取得满意的全球治理效果。但另一方面，某些软法协议在国内的适用却很可能损害成员国甚至是本国国民的利益。
比如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一些国际金融软法协议在某一国家的适用可能会损害成员国内的金融消费者权益。经济
与金融也并不是唯一被国际软法协议所影响的领域，像在国际体育仲裁领域，一些国家运动员也很有可能因一些国
际软法协议而遭到不公正的对待5。
由此，各成员国就需要考虑什么样的法律或法律框架可用于国际软法协议的实施问题。正如国际监管机构都指
出的那样，答案取决于“某独立当局通过的详细的安排——法定或其他形式——即最适合自己国家的体系来执行这
一做法”6。由于美国过去乃至今天都在扮演着全球治理统领者的身份，其国内的法律实践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
参考性。本文遂以美国的实践为切入点来探讨国际软法在其国内适用中的若干问题。

二、软法在美国行政法框架下的限制
美国国际法学者普遍认为，传统的行政法框架对于国际软法这种新兴法律形式——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
中——都构成了一些令人头痛的问题，而且随着全球治理重要性的日益增强，这种问题只会越来越多。换言之，一
套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是很难与越来越多的国际软法相互持平的。美国传统的行政手段与国际软法这种非正式协议存
在脱节。本部分就将讨论这一问题，具体阐述美国行政法理论中的一些规则对国际软法带来的限制。
（一）非授权原则与次级授权原则
美国行政法中的非授权原则，即阻止任何其他组织来扮演立法机关作为法律制定者的角色。在某些情况下，国
会可以把一部分立法权力下放给另一个机构——比如联邦机构——但是此种授权必须依照一个“理性化的原则”
，
7
这个原则可以酌情确定 。根据这一原则，美国最高法院通常可以驳回一些关于授权方面的请求。然而，当这一原
则运用于国际软法的制定中，却表现出了排斥性。具体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其一，在非授权原则下，上诉法院可经常发布复审令授权规则，这看上去似乎是法院想要取缔授权这一行为。
而当这一行为在国际环境下，这种授权问题就变得更加特殊。就如美国学者 Curtis Bradley 所说“美国国内权力向
国际机构的转移会引起‘授权问题’”，因为这些国际机构与联邦机构不同，他们不对任何美国政府部门负有义务。
3
4
5
6
7

Chris Brummer, Soft Law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Rule Making in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63.
漆彤：
《国际金融软法的效力与发展趋势》
，
《环球法律评论》2012 年第 2 期，第 166 页。
David Zaring, “Legal Oblig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15, 48(2).
张庆麟：
《国际金融“软法”获得遵守的动因分析》
，
《时代法学》2014 年第 4 期。
王名扬：
《美国行政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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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困境，一些国际法学者主张对不可控的且不可逆转的国际机构的授权——即使有“理性化的”原则——也
是需要持不同态度加以区别对待的8。
其二，美国学者 Cass Sunstein 与其他学者认为“当非授权原则作为一个建构有利于限缩法定授权的解释的准则
时，它会发挥最大的价值。然而，更确切的建立法定授权机构会导致美国越来越少的参与国际合作，从而会使美国
在参与全球治理中被提供很少的空间”9。本文作者也同意以上学者的看法。当一国的国内体制对本国参与全球事
务造成了一定的限制，这将是十分不利的。
关于授权原则的另一制度——次级授权原则——可以说是更有问题的。虽然非授权原则保留一些国会立法的权
力或单只是国会的权力，但是相反的是，次级授权进一步规定，若没有相反的声明，国会授权的权力不可以委派至
任何人10。也就是说，次级授权制度进一步局限了美国一些行政机构直接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中也有这样的例子，
华盛顿巡回法院曾告知海岸警卫队，不加选择的适用国际海事组织提供的标准将会违反次级授权原则。在这一案件
中，华盛顿巡回法院警告“如果海岸警卫队在港口航道安全法下委托了一部分或是全部的立法权力给一个不从属于
它的外部机构（例如国际海事组织）
，这种授权会被认为缺乏法律依据且是不合法的。”同样地，它也否定了联邦通
信委员会基于 1996 年通信法案把关于制定法律的权力授权给一个内部主权机构（公用事业委员会）的做法11。
通过以上的论证与案例可发现，在非授权（尤其是次级授权）原则下，对于权力的委派是有着严格的限制的。
然而这种授权原则却不利于本国行政机构参与全球治理并制定相关的国际软法协议。基于此，美国的一些国际法学
者开始另辟蹊径，为国际软法在本国的适用寻找一个更好的法律依据。本文的第三部分会讨论这一问题。
（二）正当法律程序
任何权力必须公正行使，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他的意见，这是英美普通法的一个重要原则，称为自然
公正原则。12这一原则也被包含在美国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之中。根据美国法院的解释，宪法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
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实体法的规则，称为实质的正当法律程序。这种意义的正当法律程序
要求国会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其二，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程序法的规则，称为程序上的正当法律
程序。这种意义的正当法律程序要求一切权力的行使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13。
然而，此种为了维护本国国民利益的正当法律程序也并不能很好的适用于国际软法这种全球治理的产物。其一，
在行政程序法案下，立法程序一般表现为：在联邦公报上发出通知——评议期——颁布法律。这种立法程序并不适
配国际软法这一法律形式。以国际银行监管中典型的软法文件——《巴塞尔协议》——为例，此类国际监管协议更
多的表现在国际标准机构主导，各成员国互相协商的方式，而并不用经过通知与评议程序14。这与美国程序法下的
行政程序法是不符的。其二，当国际标准制定组织作出决定时，其不一定会给受影响的美国企业和个人提供一种通
常需要的听证——美国固有的正当程序问题。这也是由参与国际软法协议制定的成员方性质所决定的。美国国内的
听证也更多的是以公民的个人权利与义务为视角。但是，全球治理过程中形成的国际软法大多与国内个人权利是没
有明确关系的。比如，当巴塞尔委员会与金融稳定理事会决定哪些机构构成全球重要金融机构时，是不适合举办听
证的，因为这一问题不牵涉国内行政法的听证要求。
综上，我们可以理解美国行政法律下的授权制度与正当法律程序对于国际软法在美国的适用造成了一定的困境。
这就促使一些国际法学者将国际软法的适用归入另一法律部门中——涉外关系法。

三、软法在美国涉外关系法下的重构
如前所述，美国行政法体系与国际软法在国内的执行是不相匹配的。这就使得美国的一些国际法学者去寻找一
个更好的法律框架。在不断的摸索中，这些学者开始将国际软法的适用定位于美国涉外关系法领域。他们认为这可
David Zaring, “Legal Oblig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15, 56.
David Zaring, “Best Practices”, New York University Review, 2006(3).
10 王名扬：
《美国行政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23 页。
11 David Zaring, “Soft Laws as Foreign Law s”, New York University Review, 2012(3).
12 王名扬：
《美国行政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11 页。
13 王名扬：
《美国行政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13 页。
14 Chris Brummer，
“Why Soft Law Dominates International Finance-And Not Trade”,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16(7).
8
9

623

以使国际软法在美国法律体系中具有更加坚定的概念和理论基础，并有助于进一步发展软法这种法律形式。
美国国际法学者的论证是基于涉外关系领域中传统理论来扩展的——即从传统上对总统一个人的服从扩大至
对总统及其下属机构的服从15。传统美国涉外事项章程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假定总统在对外事项下享有“最大份额”
的权力，同时总统以某些说不清的方式来代表行政机构。这种起源于历史主义与功能主义的机制，首先主要适用在
国际行为上（例如，外交关系和国际谈判）。但是它也逐渐影响基于涉外事项考虑所作之决定在美国国内的实施。
如今，组成涉外事项章程的学说以一些不同的方式来促进行政机构权力的行使。一部分是扩大行政机构的权力，尽
管没有法定权限16。换句话说，此种法律扩大了总统在解释和实施法律中权力的范围；另一部分则是通过削弱法院
与各州的权力来实现。具体来说，对于国际软法在美国的适用，一些学者主要从三方面来构筑涉外关系法：即总统
在外交事项上之权力，更广泛授权之接受与减少程序性之义务。
（一）总统在外交事项上之权力
在美国政府诉柯蒂斯-莱特出口公司一案中，George Sutherland 法官总结到“总统作为联邦政府在国际关系领域
的唯一机构，在国际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力是微妙的、充分的且排他的 ——这种权力无需作为国会行为之基础。17”
尽管在立法上以及这种权力的取得上一直存在质疑，但在实践中，行政部门的行为者依靠这种说法来捍卫对外交事
务中总统权力的“侵略性”使用。
在柯蒂斯-莱特案件中，Sutherland 法官认为总统在涉外事务上的权力与其他国家的外交互动相关联，他强调总
统的外交来源与极度的保密需要使得总统相比于国会更适合从事国际交往。然而，自从柯蒂斯-莱特案件以来，这
种权力也被用作证明单独由行政机构做出的在国内适用一些国际条约和外交政策方针是合法的。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最高法院认为总统作为外交事务唯一的机构，总统所使用的用于解决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行政协议在国内是
具有强制力的并且是优先于各州法律的。实然，法院也认为总统在外交关系上的权力（比如理赔）是毫无争议的。
二战之后，行政部门依靠其唯一的机关权力来从事“条款性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
。尽管这从来没有得到
国会明确的认可，但 GATT 协议在国内的实施也一直是优先于各州法律的，直到它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被 WTO 协议
所取代。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唯一的权力机构这种说法有助于总统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执行一些“硬”的国际法
协议。对这一权力而言，必然有上限——参议院或国会的批准对于这种总统执行而言是必要的——但是目前尚不清
楚这一限制在哪里。
尽管总统在外交事项上的权力经常是在国际“硬”法协议的环境下所被讨论的，但这并不是一个先决条件。例
如，在美国保险公司诉拉曼迪案件中，最高法院认为总统在外交事项的权力是优先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保险法律的，
尽管没有“硬”的国际条约优先于此类法律的信号。事实上，二十世纪以来的一些重要国际协议更多表现为不具约
束力的软法协议。因此，总统在外交事项上的权力授权他去制定国际软法协议。
正是这种理论构成了学者们所主张对行政机构外交工作特殊服从的依据，这种服从建立在行政部门通过总统宪
政权力在国际事务中必须具有相对未受到控制的作用的想法之上18。就像宪法的规则逐步完善并从原来狭义的授权
中扩大化，这些学者主张将外交事项上的服从不只归咎于总统，更归咎于行政机构——有可能使美国在国际软法领
域中某些特定的问题有力的发出自己的声音。换句话说，这些学者建议从事参与制定国际软性法律的行政部门机构
也应该同样理解为被分享总统的外交权力，从而有权超越其在国际谈判中的“法定授权”
。
理解总统在涉外事项上的权力扩展至其他行政机构角色是一个更直接的途径。在美国现如今实践中，这种权力
扩张也是几乎被认同的，没有人认为总统可以亲自参与美国的所有外交政策工作，国务院和军方行动者也常常因为
外交而采取行动。总统的外交权力，通过其他行政机关之行使，从而为解决国际软法协议中的一些行政法律问题提
供了理论基础。他们不仅为行政部门提供在国际上进行国际软法协议谈判的权力，而且可以提高国内行政部门的执
行能力和灵活性。
（二）更广泛授权之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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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美国国际法学者普遍认为涉外法律体系会增加国际软法在美国执行的灵活性，从而减少了行政法中
的授权问题。这是因为涉外关系法在一些方面比行政法会更为宽松。
首先，在涉外关系法律框架下，国会对总统的授权会是更加宽容的。正如最高法院总结到，“国会——在涉外
事务上享有的行政权力——必须比他们通常在国内领域享有的更加广阔。19”这种宽松的授权标准可以使法院更容
易接受行政机构执行国际软法协议的法规。更通常地，国会授权行政机构人员在特定的领域从事国际合作或签订一
些国际条约和国际软法协议，同时国会对这些协议的内容也提供很少的指导。例如，国会授权总统“与其他国家缔
结条约”来控制贩毒相关活动；让知识产权方面被任命者“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来确立国际标准和政策”
，从而有
效的保护并实施知识产权的权利；让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参与任何国际健康或药物研究或研究培训会议或其他
活动。20”可见，涉外关系法律的路径可以减少传统行政理论上的授权问题。更具实际意义的是，法院通常也会为
了缩小风险，当这些行政机构在执行软法协议采取行动时，避免出现授权问题。
再次，涉外关系法律同时也会帮助减少从美国至国际机构中授权的相关问题。其一，在涉外关系法律背景下，
国会对行政部门授权的宽容可能有助于放宽次级授权原则：如果国会在其权力机构中不具体化，那么可能也不需要
具体涉及授权的范围。其二，有理由认为，作为一项宪法问题，联邦政府以外的代表团在外交事务上可能不会有那
么多授权问题。虽然一些学者提出了担忧，但其他评论家却认为美国正在建立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实践来支持更宽
松的状态，从而更好的参与全球治理。
（三）减少程序性之义务
在执行国际软法协议时，涉外关系法对于行政法中的程序要求可以变得更加灵活。具体说来，这有助于国际软
法摆脱传统行政程序中通知和评论规则的尴尬处境。在涉外关系法律框架下，可以更好的考虑国际监管机构的现实
情况并可以改善一些行政法中正当程序（通知和评议程序）问题。
在涉外法律关系下，国际软法协议在国内的实施程序可以表现的更加灵活。此种安排并不意味着一项法律缺乏
公告而实施总是必要或明智的21。美国国际法学者主张只是目前的通知和评论规则制度是为了执行纯粹的国内问题
而设计的，而在全球治理领域，这种程序安排的工作效果就不那么明显。也就是说，涉外关系法律可以使得一些行
政机构放弃不合适的流程，而是采用一种更适合全球监督与合作的程序。
此外，一些学者也主张涉外关系法律也可以缓解国际软法协议在美国适用中的正当程序问题。通过之前论述可
知，正当程序中的听证程序更多的是为了维护本国国民的利益而设计的。然而，大部分国际软法协议是以各个国家
作为主体来考虑的，其中很少牵涉私人利益。因此，国际软法的实施也应该摆脱此类的程序。

四、软法在美国域内适用评析与中国选择
以上论述分别对比了美国行政法下与涉外关系法下的国际软法适用问题。国际软法协议在美国涉外关系法下的
适用可以避免一些传统行政法中的问题，从而有利于国际软法规则的适用。然而，国际软法在涉外关系法律下的适
用同样存在一些弊端，我们需要运用辩证的思维来看待这一问题。本部分对国际软法在美国的适用进行归纳与评析，
并基于此提出中国的路径选择。
（一）国际软法在美国域内适用的评析
正如美国一些国际法学者所主张之，国际软法协议在涉外关系法律下实施会避免美国传统行政法中的一些授权
与程序要求。笔者对于此种观点是持肯定态度的。其一，随着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程度的深入，可以预见相关的国际
软法协议会逐渐增多，这就要求各成员国在国内采用一种高效的软法转化方式。于美国实践而言，在涉外关系法律
中，国际软法的转化与适用也是更高效与便捷的。其二，国际软法协议与国内法不同的是，国际软法协议的规定通
常都是一些全球治理中的基本问题，而且是绝大多数成员国是可以接受的。比如国际金融监管领域中《巴塞尔协议》
等，其作为实现最佳实践的最低限度要求为各国广为接受。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软法协议的适用也不必采用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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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法制定与通过程序。
然而，我们也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这一问题。在涉外关系法律下的国际软法适用也是十分不确定的。涉外法律
下对于总统及其代表在参与国际交往中的授权是十分广泛的，这就使得总统及其代表享有很大程度的自主决定权。
例如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他的执政理念之一就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他任职期间广泛的建立并参与各类国际
组织和制定相关国际协议。这对于国际软法在美国的适用固然是有利的。然而，在近年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其表
现却大相径庭。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执政理念下，其不仅退出美国参与的一些国际组织与国际协议，更是表现出对全
球治理不负责任的态度。在此情形下，不只是国际软法，乃至一些国际条约在美国的适用都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基于此，美国国际法学者还是需要去寻找一些合理的解决方案与制度支持。在国际软法的实施与国内的制度设
计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度”。尽管目前的美国政府参与全球治理的表现不佳，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只有一个
同舟共济、充分合作与协调的全球反应机制方能实现积极效应的最大化和消极溢出效应的最小化。笔者对于国际软
法协议未来在各国国内的实施是抱有积极态度的。
（二）中国的路径选择
针对国际软法协议在美国国内适用的分析，笔者对于未来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可选择的路径分析如下：
1. 建立一套完善的国际软法转化与适用机制
针对国际软法协议不断增多，中国应建立一个完善且高效的国际软法转化与适用机制。由于国际软法这一法律
形式还不同于国际条约这种“硬”法律，我们是应该予以特殊重视的。目前，中国对于一些国际金融领域的软法协
议是保持协同适用的。但笔者以为，中国还是应将国际软法在国内的适用法条化，规定一个转化与适用标准。这对
于维护本国与国民利益也是有利的。
2. 积极参与各类国际软法的制定
中国作为新兴崛起大国，有权利也有义务在参与全球治理中法出“中国声音”
。在这次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中，
中国就表现出了大国担当，也很好展示了自身的“全球治理理念”。今后，中国也应该继续深入到全球治理的各领
域之中，尤其是经济与金融领域。具体说来，国家应着重培养涉外法律人才与组织，更加精准的参与全球治理。
总而言之，国际软法在国内适用的增加已是大势所趋。各国为了更好的适用国际软法，需要通过一定的转化机
制，使其很好的融入于本国的法律制度之中。只有做到国际制度与国内法律的适当衔接，才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
从而也会更好的促进全球治理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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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区公共产品供给视角看上海合作组织区域能源治理
刘素霞

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宣布成立、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至今也是唯一一
个）、总部设在中国境内的区域性国际组织。通过多年努力，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兼顾不
同规模、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共处的真正典范。该区域内常
以双边、小多边形式开展能源合作，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多边能源合作机制建设停滞不前，
能源合作领域的地区公共产品尚存在供应不足及供给水平较低的问题。

一、地区公共产品理论
早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提及了“公共产品”的性质与供给
问题，“公共产品对于一个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说，设由个人或少数人办
理，那所得利益绝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指望个人或少数人出钱来创办或维持。”
1
从理论上给公共产品做出严谨定义的先行者则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他在 1954
年 11 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公共产品是相对私人产品而言的，是指所有社会成员可以
同时消费且每个成员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社会成员消费的集体产品。换言之，所谓公共产
品是指那些按照私人市场观点来看待的集体产品，是与私人产品相对应用于满足公共消费需
2
要的物品或劳务。
从经济学意义上，公共产品应具备两个基本特征：消费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其中“非
排他性”指的是，一旦公共产品被提供出来，其效用在不同消费者之间不能分割，无法排除
任何人对它的不付代价的消费，这也被称为“外部性”或“外溢性”，那些未支付成本的人
也可以从公共产品中受益，客观上也造成了“搭便车”效应。而“非竞争性”指的是，公共
产品一旦被提供出来，任何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影响到其他消费者的受益，也不
会增加社会成本，即新增消费者使用该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进而，根据公共产品的这两个
3
基本特征，可将其分为纯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共同资源三类。 其中纯公共产品则兼具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个特征，但俱乐部产品却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而共同资源类公共产品
则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
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公共产品理论研究开始向国际层次转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1970 年美国哈佛大学科诺利发表的文章，指出一些国内居民享用的公共产品，如电视广播
节目等，有时会产生一种跨越国界的外部性，有些是正外部效应，有些则是负外部效应。为
4
了克服这种影响，有必要进行相关的国际合作。 1971 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奥尔森在对
5
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员鲁塞特等人发表的“Collective Good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进
行评论时，首次使用了“国际集体产品”
（International Collective Goods）这个概念。地区公
共产品（或称“区域性公共产品”
）理论是国际公共产品理论的重要分支，西方学者对此研
究颇多。2000 年，瑞典外交部发展问题专家小组发表了《区域性公共产品与国际发展合作
的未来》的工作报告，被学界称为是最早将传统的国际公共产品分析聚焦于区域层面，从而
6
开创了地区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新视域。 近年来，国内研究也对地区公共产品理论及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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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践多有关注，尤其是结合该理论探讨上海合作组织、
“一带一路”的相关论著日渐兴盛。 从
8
某种程度上，衡量地区主义建设成效的一个主要标准就是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程度。近
年来，中国努力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和谐周边国家关
系，积极倡议、主导和参与提供了许多地区公共产品。

二、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
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是区域内国家根据需求偏好，通过公共选择采取集体行动来供
应。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其主要功能就是促进地区合作，共同为本地区提供充足的地区公
共产品，促进地区稳定、和谐发展，使该组织成员对本组织产生向心力和归属感。但该组织
的地区公共产品目前尚存在供应不足、供给水平较低或供给冲突等供给障碍。
（一）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各国对地区公共产品的供应意愿和需求偏好存在差异
目前，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共有 18 个国家，包括 8 个成员国（中国、俄罗斯、哈萨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
、4 个观察员国（蒙
古、伊朗、阿富汗、白俄罗斯）和 6 个对话伙伴国（斯里兰卡、土耳其、阿塞拜疆、柬埔寨、
尼泊尔、亚美尼亚）
。该组织的合作范畴从安全领域逐渐外溢至经济、社会、人文领域，各
参与国对地区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强度也呈现出较大差异。从上海合作组织的起源和发展进
程来看，该组织参与国对安全领域合作的需求偏好较强，因此在安全领域的公共产品多由参
与国集体供给，如反恐合作机制、禁毒合作机制等。而诸如经济、社会、人文等一些低政治
领域，由于区域内各国发展水平并不一致，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也不尽一致，故
需要区域内大国主导启动和持续供应。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起国和区域内综
合国力最强的大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运行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也对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提
供了很多倡议和支持。
中国是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方，除安全领域外，还外溢至经济领域和
金融领域等。我国一直高度重视地区安全问题，将安全合作置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重心。
习近平主席曾于 2017 年 9 月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上指出，安全问题的联动
性和跨国性更加突出，早已超越国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短板都会导致外部风险大量涌入，
形成安全风险洼地；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会外溢成为区域性甚至全球
9
性安全问题。 除此之外，我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经济领域的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也表现
出积极姿态。我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各类投资总额截至 2019 年 4 月底超过 870 亿美
元，多个大型能源、矿产和工业制造项目顺利推进。我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工程承包累
计合同额达到 2378 亿美元，一大批公路、输变电线和油气管道工程成为具有区域带动性项
10
目。 为加强地区贸易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对该组织参与国提供“两优”贷
款，即优惠援外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并成为继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之后的第三大
11
债权方 。2014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杜尚别元首峰会期间，宣布中国-欧亚
经济合作基金启动。该基金首期规模 10 亿美元，最终扩展至 50 亿美元，其使命是深化上海
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提升中国与欧亚地区国家经济合作水平，促进区域内产业资本与金
12
融资本的密切合作。 2014 年底正式启动运行的“丝路基金”，由中国出资 400 亿美元设立，
虽然其系为配合“一带一路”倡议而设立的金融机制，但是截至目前，丝路基金的很多项目
都是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达成合作，如中巴经济走廊优先实施的能源项目之一的巴基斯坦卡
洛特水电站项目、俄罗斯北极资源开发的标杆项目的中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一体化项目入股，
丝路基金还单独出资 20 亿美元设立了中哈产能合作基金，有效契合和对接了哈萨克斯坦“光
明之路”经济战略规划。截至 2018 年 6 月，在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框架下，中国国家

629

开发银行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项目合作已发放贷款累计超过 1000 亿美元，目前贷款余
13
额达到 413.4 亿美元、163.7 亿元人民币，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也成为贷款规模最大、最活跃
14
的银行联合体成员行 。2018 年的青岛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方将在上海合作组织银行
15
联合体框架内设立 300 亿元人民币等值专项贷款 ，这一专项贷款有望集中用于维护上海合
作组织地区安全稳定、推动重大项目和合作的落地等方面。
俄罗斯虽为上海合作组织一个重要的主导方，但与中国不同，其对该组织地区公共产品
的需求偏好主要集中在安全领域，希望在反恐、禁毒、防止跨国犯罪等方面提高公共产品质
量、扩大公共产品种类。虽然俄罗斯也积极倡议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和地区交通互
联互通网络等地区公共产品，但因缺乏对上海合作组织的集体身份认同，对该组织内地区公
共产品的运行机制建设投入较为有限，对将贸易便利化提升至自由贸易区、将能源俱乐部提
升至统一能源合作空间等，并不愿意提升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甚至持观望态度。俄罗斯在
经济上过多将精力放在欧亚经济联盟、俄白哈关税同盟等组织上，以期建立完全由自身主导
的中亚地区统一经济体。
上海合作组织的其他中亚国家也充分认识到“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是本组织所有成员国的
16
共同关切” ，对在安全领域打击“三股势力”、推进反恐进程方面依赖上海合作组织并形成
集体认同感，但同时鉴于这些国家仍处于经济恢复增长进程中，也倾向于对经济合作领域的
地区公共产品较为期待。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战略和地区研究所所长阿里莫夫曾指出，中亚国
家把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获得财政经济资源、巩固国家经济和解决各自社会问题的渠道。
17

（二）上海合作组织各参与国因缺乏深度认同而致地区公共产品供给多为授之以“鱼”
式
如英吉•考尔所说，发展中国家更加倾向于为自身目的而进行国家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
的供应，它们也可能寻求与外界的合作，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般是要求获得更多地开发援
18
助，而不是为工业化国家感兴趣的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协助。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的
中亚国家对获得中国的投资和援助存在较明显的投机倾向，他们认为中国理所应当对上海合
19
作组织的发展承担主要责任 。正是这种惯性认知使得中亚一些国家与中国保持“政冷经热”
，
在面对西方国家附条件提供的援助或投资时，认识不够清醒而致一度出现了美国“颜色革命”
在中亚的植入，抑或面对中亚地区存在的多重合作机制的竞争，中亚国家将上海合作组织区
域一体化抛之脑后，而对这些地区公共产品“挑挑拣拣”。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因
20
受前苏联解体的影响而避免再过分依赖俄罗斯会致其独立主权被侵蚀 。中亚国家和俄罗斯
也一直存在“中国威胁论”的看法。
新加入的印巴两国，因未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历史发展，与创始成员国之间尚不能形成
紧密的共同体发展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说，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是在俄罗斯的主导和掌控
21
下进行的。 印度在多种场合毫不掩饰其与俄罗斯之间的亲密关系，并对俄罗斯的支持表达
了感谢之情。2017 年 6 月，印度总理莫迪访俄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说：
“印度和俄
罗斯间有信任关系。在国际舞台所有问题上，印俄总是站在一起。再次感谢您的积极支持，
22
让印度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 俄罗斯支持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有意稀释中国在该
23
组织内部的“领导地位”， 同时又在中国有意同意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情况下，利
用印巴之间多有龃龉作为对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力量制衡。印度一直抱有“大国梦”，希
24
望取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并在区域内扮演领导者角色 。在这种“大国尊严”或称“大
国虚荣心”的引导下，印度拒不加入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时
25
也表现出行动上的“犹抱琵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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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提供的经济领域的公共产品偏向于“石油换贷款”中的
低息或无息贷款、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或建设等，这样的公共产品仅只是对公共产品接受方的
“输血”
，而未能提高接受方的“造血功能”。中国曾于 2003 年 9 月在吉尔吉斯斯坦召开的
上海合作组织经贸部长第二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以建立自由贸易区为上海合作组织区域
经济合作“三步走”目标，即第一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第二步大力开展区域经济合作；
第三步力争用 10-15 年时间逐步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中国在尝试“授之以渔”的
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但俄罗斯一方面承认建设自由贸易区方案的有利性，但同时又对中国
在该组织内的未来发展和影响力存有忌惮。一些俄罗斯学者强调，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
经贸发展问题方面，俄罗斯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那就是保障当前和今后时期中亚国
26
家的经济首先定位于俄罗斯，然后才是中国。 因此，上海合作组织各参与国之间的地区认
同属于较低层次，或仅限于某些特定方面的（如安全领域）
，尚未形成共同建设本地区公共
产品的共同体意识。
（三）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公共产品与域外和域内其他合作机制之间存在重叠或挤出效
应
在上海合作组织核心参与国区域还有其他地区合作机制，如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
组织主要以安全合作为主，欧亚经济共同体（2015 年改为欧亚经济联盟）、俄白哈统一经济
空间、独联体自由贸易区等主要以经济合作为主。除此之外，俄罗斯积极推动“天然气欧佩
克”建立，2003 年 3 月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国成立独联体四国天
然气联盟。然而，中国则是俄罗斯所主导的国际组织之外的国家。域外大国和国际组织主导
的合作机制也覆盖到该地区范畴，如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
、美国的“大中亚计划”
和“新丝绸之路”战略、欧盟的“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亚洲开发银行的“中亚区域经济
合作计划”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中亚经济专门计划”、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丝绸之路区
域合作项目”等。
位于该地区的这些合作机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重叠
的情形，也可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地区公共产品产生冲突甚至产生“挤出效应”。如，俄罗
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意在该地区建立较高融合度的经济一体化，而中国提出的上海合作
组织自由贸易区却不能得到更多支持；又如俄罗斯主导建立的独联体四国天然气联盟旨在形
成更加一体化的统一能源空间，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能源俱乐部则表现平平，尚难形成
一体化运行机制。在基础建设融资方面，亚洲开发银行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以支持
中亚地区交通、能源和贸易等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发展目标，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丝
绸之路区域合作项目”将贸易与交通、投资和旅游领域作为发展重点，这与上海合作组织框
架下的公共产品供给之间存在重叠。

三、上海合作组织区域能源治理与加大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
探索
27

上海合作组织所在区域是仅次于中东的世界第二大油气资源密集地区。 上海合作组织
各参与国之间资源禀赋互补，俄罗斯和中亚等国作为能源资源国，希望扩大能源出口并实现
能源立国，而中印巴等国的能源需求大、对外依存度高，其他一些能源资源较贫乏但却充当
起能源过境通道的国家，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内能源合作的客观前提条件。能源是地缘政治的
武器，也是牵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变化最重要、最敏感的一条神经。当今，全球能源格局呈
现“供给西进”和“需求东移”的变化势态，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因承载了全球能源消费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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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主体作用，而成为全球能源消费重心转移的目的地之一，这将深刻影响着上海合作组织
的区域能源合作，也对能源领域的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提出更高要求。
（一）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大国有使命提供能源普遍服务，加大公共产品供给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联合国统计司（UNSD）
、
世界银行（WB）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发布的 2019 年能源发展报告显示，目前全
球电气化率达到 89%，世界上无电人口虽有下降，但仍还是有 8.4 亿人无法通电，而其中的
5.73 亿人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目前，柬埔寨、阿富汗和尼泊尔是电气化发展最快的部分
28
国家。估计到 2030 年，仍将有 6.5 亿无电人口。 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些参与国也面临严重的
电力短缺和能源匮乏，这些国家尚不能实现人人享有能源，更不可能人人享有可再生能源。
2011 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起“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
（Sustainable Energy For All，
SEforALL）倡议。该倡议提出三大战略目标：到 2030 年确保全球普及现代能源服务；能源
利用效率翻番；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翻番。联合国大会在第 65/151 号决议中
将 2012 年确定为“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国际年”。中国已加入该倡议，并成为联合国纽约总
部常驻团“倡议之友”小组成员。第 68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阿什在仪式上宣布正式启动 2014
年至 2024 年“联合国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十年”行动计划。联合国于 2016 年 1 月 1 日正式
启动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Transforming our World：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呼吁各国采取行动，为今后 15 年里实现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努力，联合
国 193 个成员国一致通过了该议程。其中，第 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7，SDG7）与能源发展有关，即“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
29
源”（Ensure access to affordable，reliable，sustainable and modern energy for all）。 这一目标
可细化为三项核心指标，获得电力和清洁烹饪的燃料、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
中国已加入联合国“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的倡议，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能力采
取积极行动并为全球提供能源普遍服务，中国首先从其所参与的国际组织做起。2016 年 12
月，我国公布的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确定的能源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能源普遍服务”
。
30
2017 年 5 月，我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共同发布的《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源合作愿景与行动》中，强调的合作重点之一就是“推动人人享
有可持续能源”
，即要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推动实现各国
人人能够享有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服务，促进各国清洁能源投资和开发利用，
31
积极开展能效领域的国际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参与国几乎都已经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
协议，也不乏存在一些能源匮乏的国家，因此该行动，尤其是人人享有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将会惠及到上海合作组织的诸参与国。要实现“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
，其根本途径就是区
域内的大国利用自身的资金实力、技术实力等为本区域提供“地区公共产品”
。
除中国持续加大地区公共产品供应外，还应进一步发挥俄罗斯、印度等国在上海合作组
织框架下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的作用，各国比肩承担地区大国的责任。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也
要充分发挥其他成员国的作用，提高供给地区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水平。
（二）上海合作组织区域打造互联互通能源网络体系，提升地区能源合作机制供给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能源合作不能仅凭区域大国授之以“鱼”式的供给地区公共产品，还
应当授之以“渔”，在区域内建立一体化的能源合作机制，提高各参与国的融入度，进而增
强公共产品接受方的自我造血功能。近些年来，中国在帮助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能源基础
设施时，注重将其纳入到能源交通网络体系中，打通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与外界的互联互通，
促使这些国家逐步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发展区域内的能源俱乐部合作机制，发出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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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能源治理规则制定上的“声音”。
能源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是能源安全保障的重要环节，是连接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的中间
环节，具有“锁死”能源合作的潜在作用，其对于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无论在传统化石能源
领域，还是可再生能源领域，均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全方位、
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能源网络，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不懈追求。我国在能源运输
领域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合作较为紧密。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两大体系四
大通道”的多元化运输格局，“两大体系”是指海上能源运输体系和陆路能源运输体系，而
“四大通道”指的是除了海运通道外，我国还形成了东北方向中国与俄罗斯、西北方向中国
与中亚国家、西南方向中国与缅甸三条油气进口的陆路通道。我国大约 80%的油气进口是
通过海上能源通道，但是从中东、非洲、拉美和东南亚进口的油气途经狭窄的马六甲海峡和
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距离遥远、运输时间较长、通道容量有限，再加上路途中经常遭遇频繁
发生的海盗和恐怖活动，更平增了海上通道的运输风险，不得已常常要海军护航完成能源进
口的海上运输。为了破解海上能源运输的“马六甲困局”，我国陆续从三个方向与其他国家
开展陆路油气管道的合作。中缅油气管道是中国在印度洋方向唯一陆路能源进口通道，2013
年 9 月 30 日中缅天然气管道全线贯通，开始输气；2015 年 1 月 30 日中缅石油管道全线贯
通，开始输油，该油气管道设计每年可以向中国输送 2200 万吨原油和 120 亿立方米天然气。
但因缅甸政治局势复杂多变，该管道曾在 2017 年 3 月之前闲置了两年之久。鉴于与巴基斯
坦之间具有“全天候”全面伙伴关系，中国获得巴基斯坦瓜达尔港 40 年的经营权，成为在
印度洋方向开辟的新出海口，并与巴基斯坦达成在瓜达尔港与新疆喀什之间以修建铁路、公
路等运输通道的形式建立“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中国与俄罗斯通过“贷款换石油”的原油
贸易与金融融资方式的配套措施，两国间铺设的中俄原油管道已投产，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
工程尚待完工，于 2019 年底实现部分通气。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运输管道建设合作是西
北战略通道的核心组成，中哈原油管道是我国第一条陆路能源管道，目前运行成效显著；中
国—中亚天然气管道途经上海合作组织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是中国西北方向
进口中亚天然气的重要通道。中国油气进口的东北、西北通道，均是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之间的能源合作举措。
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多边化能源合作载体的能源俱乐部自 2013 年成立后，目前仅有 12
个成员国，还有部分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国并未加入能源俱乐部。各成员国签订了《上海合作
组织能源俱乐部宪章》，该组织组建了高官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截至目前已召开四
次高官委员会，会议期间，各成员国对各方存在的能源问题进行讨论、交换信息，形成会议
纪要。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的各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对能源俱乐部的多边化机制
建设普遍兴趣不大，或者仅仅将能源俱乐部的存在与运行作为与中国这样一个区域内大国开
展双边、小多边能源合作的配合机制，其结果则表现为能源俱乐部成为一个“徒有形而无其
实”的“鸡肋”机制，在机制创新方面未有深耕。目前，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的现状基
本定位于“能源论坛”层面，尚属于“俱乐部式公共产品”
，还需要区域大国持续完善能源
俱乐部合作机制，从目前的“能源论坛”过渡到“对话与协调机构”，再在条件成熟时逐步
建立一体化的统一能源空间，在该平台上有效实现与“一带一路”能源伙伴关系、国际能源
署、欧佩克、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等国际能源合作机制的有效对接，吸引区域内更多的国家、
实体等参与，待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再将能源俱乐部构建成为相对独立于上海合作组织的一
个次区域组织。
（三）上海合作组织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优先事项，持续供应可再生能源领域公共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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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的能源革命，而最为根本的趋势是“去碳化”，即减少传统化石
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整体构成。化石能源的蕴
藏及生产较大程度上依赖能源资源的禀赋，而可再生能源则可能与一国（或地区）的技术投
入、资金实力等综合国力因素有关。可再生能源常常转化为电力能源的方式向终端消费者提
供，但受电力传输线路所限，可再生能源转化为电力的生产和运输将呈现出“去中心化”趋
势，以及依赖数字远程操控的智能电网“分配”系统更加深了这一趋势。
从能源合作领域范围来看，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的能源合作目前较多关注传统能源领域，
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项目落地尚少。无论是中俄有关原油、天然气的贸易购销合同、
“贷
款换石油”合同以及与实施这些合同而进行的管道建设，还是中国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等国之间的中哈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并保障对中国石油和天
然气的稳定供应等，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经济走廊的建设，均较多在石油、天然气领域开展
合作，表现在能源资源的勘探开发、能源的深加工设施建设、能源管线建设、电站和电网建
设、铀矿资源的勘探开发合作等几个方面。现有能源合作机制多针对传统能源而设，中国在
此方面并无明显比较优势，而就发展可再生能源而言，中国的资金、技术等先发优势明显优
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其他参与国。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居全球第一，可再生能源
投资规模居全球第一，对光伏组件成本下降的贡献较大，中国将可能会在上海合作组织区域
内主导开展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因而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潜力巨大，对正在进
行的能源转型和新一轮能源革命发挥着“中国作用”
。基于可再生能源布设上海合作组织能
源俱乐部的未来发展方向，则可能引发区域内各国能源利益的重新布局和与区域外各大经济
体之间的关系。从可再生能源转型中产生的世界将与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上的世界大不相同，
权力将可能变得更加分散和扩散。
联合国于 2015 年制定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宣布了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和 169 项具体目标，其中第 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7）特别强调了全球能源发展的未来
方向，即确保人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可持续的现代能源。2017 年 8 月，我国外
交部公布了《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其中对第 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具体落实步骤包括：中国政府制定《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进一步明确
到 2030 年能源领域的总体目标和任务，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能源领域可
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能源结构调整和清洁化步伐加快，节能减排成效显著，国际能源合
作进一步加强。中国加大对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和内陆发展中国家能源领域援助力度，通过援建能源类基础设施、提供清洁能源设备等方式
进一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高现代能源及清洁能源的普及率，通过经验分享、技术交流、
32
项目对接等形式帮助其发展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服务。 就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而言，中巴经
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等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油气、电力、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取得实
质性进展。中俄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保持稳定运营，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开工
建设即将通气，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的多项能源领域优先实施项目已开工建设。吉尔吉斯斯
坦达特卡－克明输变电、巴基斯坦萨希瓦尔燃煤电站和卡洛特水电站等项目将有助于缓解当
地电力不足的矛盾。今后，中国还应充分自身在技术、资金方面的优势，在上海合作组织区
域内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以实现可持续性、可获得性和稳定性的能源供应，保障地区
能源安全。
（四）上海合作组织应继续发扬“上海精神”，打造区域能源安全共同体
上海合作组织各参与国能源利益多元较难协同、区域内各国开展多边能源合作粘性不足、
能源合作机制特性化探索受限，因此，有必要搁置异见，重申“上海精神”，上海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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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参与国齐心协力共同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区域能源治理。中国是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重要参
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也是区域能源治理的塑造者和领导者。中国已与 26 个国际能源机
制建立合作关系或成为其成员，其中包括专业性国际能源组织（如国际能源署、国际能源论
坛、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等），以及主要国际性和区域性综合性国际合作
机制中下设能源合作机制（如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
。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其理论
33
渊源和基础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上海精神”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发扬，同
时也吻合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关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
大实践。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上海精神”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特
色外交思想。2013 年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就曾强调把上海合作组织
“打造成成员国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使其成为成员国共谋稳定、共同发展的可靠保障
和战略依托”。2018 年上海合作组织的青岛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我们要坚持共商
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打造上海合作组织能源安全共同体，必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其中，
“互信”是前提，
“互利”是根本，
“平等”是保障，
“协商”是途径，
“尊重多样文明”是要求，
“谋求共同发
展”是目标。通过多年努力，上海合作组织已逐渐发展成为各参与国之间“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机制。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要“统筹发展和安全”
，就是要统筹“外
部安全和内部安全”
“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能源安全是一个国
家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要部分。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强调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开展各
领域对话和合作，为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和共谋地区发展“把脉问诊”。上海合作组织区域能
源治理，仍应坚定不移坚持和发扬“上海精神”
。
“上海精神”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
理论支撑，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内部集体认同、高度互信的情感纽带和合作准则，也是上海合
作组织框架下能源合作机制化建设的重要遵循。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以提高区域能源合
作水平为出发点，以实现区域内人人享受可持续能源为目标，以能源合作为契机，实现区域
内各国繁荣发展、地区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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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境内仲裁的法律问题研究
*

黄文旭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摘 要：我国仲裁服务市场国际化中的主要问题是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境内仲裁的问题。境
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我国境内仲裁市场是否向境外仲裁机构开放的
问题，即境外仲裁机构是否可以到中国进行仲裁，二是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以后所涉及
到的法律问题。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和北
京市特定区域设立业务机构提供仲裁服务。但这一政策要落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明确。中
国法院在 2020 年的最新司法实践表明，外国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可视为“中国
的涉外仲裁裁决”，可参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仲裁机构裁决”执行的规定申请执行。
要从根本上解决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以及撤销此类仲裁
裁决和临时措施的管辖法院问题，应该对《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将仲裁地
作为认定仲裁裁决国籍的标准。
关键词：境外仲裁机构；境内仲裁；仲裁服务；仲裁地

2019 年 8 月 6 日国务院印发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
第（四）条规定，“允许境外知名仲裁及争议解决机构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登记
并报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在新片区内设立业务机构，就国际商事、海事、投资等领域
发生的民商事争议开展仲裁业务。”这是我国政府首次明确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设立
业务机构开展仲裁业务”。同年 10 月，上海市司法局印发《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设立业务机构管理办法》，对境外仲裁机构在临港新片区的设立
等做了详细的规定。然而，境外仲裁机构在在境内仲裁的落地仍然存在两大法律问题需要深
入分析，一是我国境内仲裁市场是否向境外仲裁机构开放的问题，即境外仲裁机构是否可以
到中国进行仲裁，这一问题涉及仲裁服务市场的准入问题，并非中国法院可以决定的事情。
1
二是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以后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如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境内仲裁是
否适用中国仲裁法？如何确定裁决的籍属？能否在中国得到承认与执行？这些问题最终需
要中国法院做出决定。

一、中国境内仲裁市场是否向境外仲裁机构开放
（一）仲裁是否属于法律服务
在分析我国境内仲裁市场是否向境外仲裁机构开放这一问题之前，需要明确一个前提，

*黄文旭（1982—），男，湖南邵阳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与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联合

培养博士后，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
高晓力：《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的最新发展》，本文为 2015 年 9 月最高人民法院高晓力法官在华
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主办的华南企业法律论坛上所做的发言。http://www.scciet
ac.org/web/doc/view_legaForum/7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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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仲裁是否属于服务？属于何种服务类型？为什么要讨论仲裁是否属于法律服务这一问
题？是为了在 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下分析仲裁市场的开放问题。《服务贸易
总协定》本身只对服务贸易的四种形式跨境交付、域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作了定
义，并未就服务贸易作出明确定义，也没有对法律服务贸易的范围和分类作出规定。但 WTO
发布了服务部门分类表，该分类表与联合国暂定产品总分类（CPC）相对应。
1

1998 年，WTO 服务贸易理事会发布了一份对“法律服务”（Legal Services）的“背
景注释”。该文件对“法律服务”作出了定义，明确指出“法律服务”与联合国暂定产品总
2
分类（CPC）第 861 号相对应。CPC 第 861 号下的法律服务就包括仲裁和调解。 其中仲裁
3
和调解服务是 1997 年修订时新加入的。 因此，在 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下，仲裁属于法
律服务。
（二）我国是否有开放仲裁服务市场的国际法义务
我国是否有开放仲裁服务市场的国际法义务，应根据 WTO 和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
来进行分析。由于目前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一般只规定了投资待遇、征收、争议解决等
问题，没有涉及投资准入的正面清单或负面清单，因此我国是否有开放仲裁服务市场的国际
法义务主要就是在 WTO 框架下进行分析。中国是 WTO 的成员，在 WTO《服务贸易总协定》
的语境下，商事仲裁属于法律服务。中国是否有义务开放商事仲裁服务市场，需要根据《服
务贸易总协定》来判断。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 1 条所定义的服务贸易包括跨境交付、域外消费、商业存和自然
人流动在四种类型。只有对于列入减让表的部分，WTO 成员才有义务开放。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附件 9《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包括水平承诺和具体
承诺两个部分，其中水平承诺适用于减让表中列出的所有部门。在具体承诺中，我国只承诺
开放法律服务（不含中国法律业务），其中以域外消费和跨境交付形式提供的法律服务不
受限制，以商业存在形式提供的法律服务中，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开设代表处并且
可从事营利性活动。至于外国律师事务所以外的法律服务机构，比如商事仲裁机构，能否
在中国境内以商业存在形式提供法律服务，具体承诺中并没有列出。那么，外国律师事务
所以外的法律服务机构能否在中国以商业存在形式提供法律服务呢？在适用于减让表所有
部门的水平承诺中，我国承诺的是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设立代表处，但代表处不得从事营利
活动。因此，可以认为，外国律师事务所以外的法律服务机构可以在我国境内设立代表处，
只是代表处不得从事营利活动。对于以自然人流动形式提供法律服务，我国并未作出具体
承诺，只是在水平承诺中对某些类别的自然人入境和临时居留作了规定。
在 WTO 框架下，中国有没有开放仲裁服务市场的义务，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读。有学
者认为，我国仲裁市场是开放的或者不涉及市场开放问题。比如，康明认为，我国没有将商
事仲裁列入承诺开放的服务贸易之中，是因为国际商事仲裁由争议当事人自由选择，本来就
是开放的。4也有观点认为，国际性仲裁机构具有公益性、非营利性、独立性和民间性，其
1

WTO, Services Sectoral Classification List : MTN.GNS/W/120,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erv_e
/mtn_gns_w_120_e.doc.
2 CPC 第 861 号下的法律服务包括以下具体类型：（1）刑法领域的咨询和代理；（2）其他法律领域的咨
询和代理；（3）在准司法机构、委员会等法定程序中的咨询和代理；（4）法律文件和法律证明服务；（5）
仲裁和调解；（6）其他法律和咨询信息服务。
3 WTO Council for Trade in Services, Legal Services Background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paragraph 16,
S/C/W/43 , 6 July 1998,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erv_e/w43.doc.
4
康明：《我国商事仲裁服务市场对外开放问题初探 ——兼与生长同志商榷》，《仲裁与法律》2
003 年第 6 期（总第 89 期），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6-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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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跨国争议解决，与外国律师事务所提供的诉讼代理等营利性服务有本质区别。因此，
仲裁不是服务贸易，也不存在中国仲裁市场开放的问题。仲裁服务未被列入我国加入 WTO
服务贸易承诺减让表的根本原因是仲裁服务不是服务贸易。1赵秀文认为，仲裁和市场问题
无关。仲裁是当事人自愿选择的解决争议方法，由哪个国家的仲裁机构仲裁、在哪里仲裁、
适用的法律和仲裁规则、仲裁庭的组成等，当事人都可以约定。2王生长认为，虽然在我国
入世服务贸易承诺减让表中，我国对于境外律师事务所通过商业存在设立代表处提供法律服
务存在某些限制，但对于境外仲裁机构通过商业存在提供仲裁服务并没有规定具体限制。3也
有学者认为，仲裁是一种必须得到政府特许的专业服务，并非是一个不禁则行的行业。4由
于中国在加入 WTO 时并没有承诺开放仲裁市场，因此中国没有义务开放仲裁市场。比如，
王江雨教授认为，GATS 对服务贸易的开放并没有采用负面清单的形式，WTO 成员只有义
务开放其在承诺减让表中列出的某项服务，没有具体列出的就没有开放的义务。因此，我国
在 WTO 框架下并没有开放仲裁市场，我国完全可以禁止外国仲裁机构到我国内地提供仲裁
服务。胡海滨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对没有规定
仲裁服务，不代表中国对仲裁服务的市场准入没有限制，而是代表中国没有承诺开放仲裁服
务，对于根本就没有开放的仲裁服务谈不上限制问题。5李健认为，中国在 WTO 框架下没
有作出开放仲裁服务的承诺，境外仲裁机构不得在我国内地进行商事仲裁活动。6宋连斌教
授认为，按照中国的入世承诺，仲裁不是应当开放的服务。如果境外仲裁机构到我国内地设
立分支机构开展仲裁业务，我国可以拒绝批准。7本文认为，在中国入世议定书附件 9《服
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法律服务一栏的商业存在中，仅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开设代
表处，而 WTO 服务贸易理事会对“法律服务”的分类中包括“仲裁与调解服务”。因此，我
国在 WTO 下没有开放仲裁服务的义务，这是严格按照 WTO 规则得出的结论。
（三）我国国内法是否允许开放仲裁服务市场
虽然我国没有开放仲裁服务市场的国际法上的义务，但是否开放仲裁服务市场是我国的
主权事项，我国当然可以在没有国际法义务的情况下主动开放仲裁服务市场。因此，境外仲
裁机构能否进入我国内地仲裁市场的依据还是我国的国内法。比如，境外仲裁机构能否在中
国内地设立分支机构受理案件是一个国内法上的行政审批问题。8当然，境外仲裁机构进入
我国开展仲裁业务，不一定要通过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境外仲裁机构进入我国仲裁市场有
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通过在我国设立商业存在的方式受理我国境内的仲裁案件；第二种
方式是不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而是在具体案件中根据当事人的约定或者根据仲裁规则，将
仲裁地确定在中国。如果通过第一种方法，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必经我国主管
部门批准。但境外仲裁机构没有必要通过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招揽业务，实践中的普
遍做法是第二种方式。9当然，也有国际知名仲裁机构在境外设立常设分支机构并由分支机
宋连斌、王珺：《国际商会在中国内地仲裁：准入、裁决国籍及执行——由宁波中院的一份裁定谈起》，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3 期。
2 《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中国仲裁效力几何》，《法制日报》（周末版）2009 年 7 月 9 日，第 11 版。
3 王生长：《国际商会仲裁院能否在中国内地进行仲裁》，《仲裁与法律》2003 年第 6 期，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9—35 页。
4 程子彦：《国际仲裁机构纷纷入驻自贸区
上海打造亚太仲裁中心》，《中国经济周刊》2016 年第 38
期。
5 胡海滨：《仲裁的法理分析——兼论仲裁服务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关系》，《行政与法》2006 年第 4
期。
6
李健：《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不可行》，《法学》2008 年第 12 期。
7
《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中国仲裁效力几何》，《法制日报》（周末版）2009 年 7 月 9 日，第 11 版。
8 韩健：《也论国际商会仲裁院能否在中国内地进行仲裁——兼评中国内地<仲裁法>中的几个问题》，《仲
裁与法律》2004 年第 6 期（总第 95 期），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3-52 页。
9
赵秀文：《中国仲裁市场对外开放研究》，《政法论坛》2009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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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管理案件的例子，比如 ICC 仲裁院就于 2008 年在香港设立秘书处分处，分处设有个案处
理组，负责处理区内案件。
有观点认为我国没有必要开放仲裁市场，而是应该加大对中国仲裁发展的支持力度，增
强我国仲裁机构的国际竞争力。1开放仲裁服务市场会对我国仲裁服务秩序造成冲击。2也有
观点认为，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地方保护只能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仲裁地。3应该说后
一种观点更符合实际情况。比如，香港律政司司长就认为，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在香港设立
秘书处分处是对香港作为国际仲裁中心的认同，有利于促进香港仲裁业的发展。4中国内地
当事人在跨境交易中约定境外仲裁的越来越多，有必要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
这也是发展我国涉外法律服务和提升我国仲裁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的需要。5在“一带一路”
建设的背景下，中国要建设国际仲裁中心，成为受各方欢迎的仲裁地，就必须开放仲裁服务
市场。
中国实际上也在主动开放仲裁市场。尽管在 WTO 框架下我国没有开放仲裁服务市场的
义务，但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些积极开放仲裁服务市场的政策。比如，国务院于 2015
年 4 月 8 日发布并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
放方案的通知》提出，“支持国际知名商事争议解决机构入驻，提高商事纠纷仲裁国际化程
度。”2017 年 7 月，国务院批准《深化改革推进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
方案中明确提到，支持国际知名商事争议解决机构在北京设立代表机构。2018 年 4 月印发
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建立国际经济
贸易仲裁机构和国际争端调解机构等多元纠纷解决机构。2018 年 6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
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对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专门作了规定，要求法
院支持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并提出要修改《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以满足
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需要。2018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
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选定符合条件的国际商事调解机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
与国际商事法庭共同构建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的纠纷解决平台，形成“一站式”国际
商事纠纷解决机制。2018 年 8 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
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提出，支持建立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充分尊重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
方式的意愿。有观点认为，以上条文中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应可期待理解为包括 ICC、
SIAC、LCIA、HKIAC、SCC 等众多国际知名的境外仲裁机构。6这种期待是有理由的，因
为“两办”意见和最高法院的规定中有时用“国内仲裁机构”，有时用“国际商事仲裁机构”，
我们有理由相信“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应作不同于“国内仲裁机构”的理解。当然，这只是
一种期待。虽然这里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是否包括境外仲裁机构存在不确定性，但“两办”
意见和最高法院的规定表明了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下开放仲裁市场的新政策。
2019 年 8 月 6 日国务院印发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

《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中国仲裁效力几何》，《法制日报》（周末版）2009 年 7 月 9 日，第 11 版。
胡海滨：《仲裁的法理分析——兼论仲裁服务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关系》，《行政与法》2006 年第 4
期。
3
王生长：《国际商会仲裁院能否在中国内地进行仲裁》，《仲裁与法律》2003 年第 6 期，法律出版社 20
04 年版，第 29—35 页。
1
2

4

《律政司司长欢迎国际商会在香港设立国际仲裁院秘书处分处》，https://www.doj.gov.hk/chi/public/pdf/20
08/pr20080312c.pdf.
5 李庆明：《域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法律问题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16 年第 3 期。
6
沈永东：《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与我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新发展》，“天元律师”微信公众号， https://mp.
weixin.qq.com/s/7WZyeINhPrFZcutR5RutaA，2018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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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规定，“允许境外知名仲裁及争议解决机构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登记
并报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在新片区内设立业务机构，就国际商事、海事、投资等领域
发生的民商事争议开展仲裁业务。”这是我国政府首次明确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设立
业务机构开展仲裁业务”。2020 年 9 月 7 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
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的批复》规定，“允许境外
知名仲裁机构及争议解决机构经北京市司法行政部门登记并报司法部备案后，在北京市特定
区域设立业务机构，就国际商事、投资等领域发生的民商事争议提供仲裁服务。”至此，我
国政府已经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和北京市特定区域设立业
务机构提供仲裁服务。
在以上政策的鼓励下，已经出现了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的情况。比如，
自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3 月，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
和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ICC）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了代表处。三个代表处的登记信息均
为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其中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上海代表处的经营范围为：从
事与隶属外国（地区）企业有关的非营利性业务活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上海代表处和法国
国际商会上海代表处的经营范围为只包括信息交流、市场调研和业务联络。需要注意的是，
ICC 上海代表处登记的是法国国际商会上海代表处而不是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上海代表处，
但法定代表人是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秘书长 Andrea Carlevaris 先生。
可见，目前政策鼓励以及实践中已经发生的是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
需要注意的是，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域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可能对境外
仲裁机构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产生影响。该法第二条规定，“域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
开展活动适用本法。本法所称域外非政府组织，是指在域外合法成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
智库机构等非营利、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是否适用《域
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前提是确定境外仲裁机构是否为非营利、非政府的社会
组织。境外仲裁机构属于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当无疑义，重点是境外仲裁机构是否为非营利组
织。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官网1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官网2都介绍自己为非营利性组织。国际
商会国际仲裁院并未在官网声明其非营利性，但国际商会是在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取得咨
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3，而联合国对非政府组织的定义为“在地方、国家或国际级别上组织
起来的非赢利性的、自愿公民组织”4。可见，ICC 的非营利性质是被联合国所认可的。其
实，公益性、非营利性、独立性和民间性是世界主要仲裁机构的共同特征。5此外，根据我
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税法的规定，境外仲裁机构也可以被
认定为中国法下的非营利组织。6因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开展活动需要遵守《域外非政
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域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域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官网，http://www.hkiac.org/about-us，“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
n Centre (HKIAC) is a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nd a non-profit organisation esta
blished under Hong Kong law. ”
1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官网，http://www.siac.org.sg/2014-11-03-13-33-43/about-us, “Since commencing oper
ations in 1991 as an independent, not-for-profit organisation, SIAC has established a proven track recor
d in providing neutral arbitration services to the global business community. ”
3
List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onsultative status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as
of 18 September 2008, E/2016/INF/5, http://undocs.org/E/2016/INF/5.
4
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ngo/qanda.html.
5 宋连斌、王珺：
《国际商会在中国内地仲裁：准入、裁决国籍及执行——由宁波中院的一份裁定谈起》，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3 期。
6 康乂等：《<域外 NGO 法>颁布对国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境内仲裁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http://www.junh
e.com/law-reviews/21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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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活动，应当依法登记设立代表机构；未登记设立代表机构需要在中国境内开展临时活动
的，应当依法备案。”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域外非政府组织不得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可见，境外仲裁机构只能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不
能设立分支机构。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代表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也不得从事
营利活动，不能直接受理仲裁案件。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
国际仲裁中心和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等境外仲裁机构的代表处也均对外表示，其主要作用在
于开发中国大陆市场，并不受理仲裁案件。1可见，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处不
同于在中国境内以商业存在的形式提供仲裁服务。
此外，在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20
年版）》中，法律服务里所列的是“禁止投资中国法律事务（提供有关中国法律环境影响的
信息除外），不得成为国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里禁止投资的中
国法律事务是否包括中国仲裁服务？结合 WTO 服务贸易理事会对“法律服务”的分类，应
当认为我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是禁止外资进入中国仲裁服务的。目前来看，不管是根
据《域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还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只能以设立代表处的形式，而不能设立分支机构直接受
理并管理仲裁案件。中国政府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和北京市
特定区域设立业务机构提供仲裁服务属于例外规定。
如果境外仲裁机构到我国内地开展仲裁活动并收费，即使我国没有开放这一市场，也不
能说仲裁裁决因此当然无效，除非我国法院认定未经许可在我国境内仲裁违反了我国的公共
秩序。当然，违反我国市场准入的法律在我国境内仲裁可能造成其他行政法上的后果（比如
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2境外仲裁机构能否在中国境内仲裁还需要从我国司法实践进行分
析。

二、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的实践及我国法院的态度
虽然我国在 WTO 下没有以商业存在形式开放仲裁服务的义务，根据我国国内法，境外
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设立分支机构直接受理并管理仲裁案件也存在法律障碍，但这并不能阻
止境外仲裁机构将中国内地作为法律上的仲裁地或将中国内地作为开庭地点。理论上，仲裁
地是由当事人约定的，当事人当然可以将仲裁地约定在任何国家。3境外仲裁机构根据当事
人的仲裁协议在中国进行仲裁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无须中国专门机关特许。4但也
有学者认为，如果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将中国内地作为仲裁地进行仲裁，就等于中国将内地商
事仲裁服务对不在境内设立机构的外国仲裁机构开放，是违反我国国内法的。5可见，在理
论上境外仲裁机构能否在境内仲裁存在分歧。在实践中，当事人能否选择境外仲裁机构并约
定中国内地为仲裁地，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主席 Robert Briner 曾于 2003 年表示，ICC 仲裁院可以在很多国家
进行仲裁，但很遗憾，ICC 仲裁院却不能在中国仲裁。6然而，1999 年 2 月 22 日至 26 日，
康乂等：《<域外 NGO 法>颁布对国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境内仲裁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http://www.junh
e.com/law-reviews/217.
2 《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中国仲裁效力几何》，《法制日报》（周末版）2009 年 7 月 9 日，第 11 版。
3
宋连斌、王珺：《国际商会在中国内地仲裁：准入、裁决国籍及执行——由宁波中院的一份裁定谈起》，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3 期。
4 刘彤、杜菁：《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仲裁的相关问题探讨》，《北京仲裁》2017 年第 2 期。
5
李健：《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不可行》，《法学》2008 年第 12 期。
6
2003 年 11 月 3 日，由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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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受理的一件一方当事人为中国公司的仲裁案的独任仲裁员 Michael Kerr
爵士，就借用中国贸仲开庭室在北京进行案件的开庭审理。1Robert Briner 所说的国际商会
仲裁不能在中国进行应该指的是不能以中国作为仲裁地，仲裁地是仲裁法上的特有概念，不
同于开庭地和合议地。下文所讨论的境外仲裁机构能否在中国内地进行仲裁指的是能否将中
国作为仲裁地。国际商会等境外仲裁机构到底能否在中国内地进行仲裁？本文对有关案例进
行了全面梳理。
案例 1：德国旭普林案。根据检索到的信息，最早的当事人选择域外机构在中国境内仲
裁的案例是德国旭普林案。在 2000 年 12 月 12 日德国旭普林国际有限责任公司与无锡沃可
通用工程橡胶有限公司签订的建筑工程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为“Arbitration：15.3 ICC
Rules，Shanghai shall apply”（“仲裁：15.3 应适用国际商会规则，上海”）。2004 年，该
仲裁条款由于仅约定仲裁规则而没有约定明确的仲裁机构被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院认定为无效仲裁条款。2根据该案最高法院复函中的说理，如果仲裁条款中约定的是国
际商会国际仲裁院这一明确的仲裁机构，该仲裁条款就可能被认定有效。在旭普林案之后，
还出现了一些选择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并将仲裁地约定为中国内地的案例。比如，2006 年达
利特案，该案仲裁条款约定“仲裁地点在中国北京，依据国际商会的有关规则进行仲裁”，
河北高院一审与最高法院二审均认定该仲裁条款无效；3此后的 2009 年夏新电子案4和 2011
年江苏外贸公司案5均约定根据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在中国境内仲裁，法院均认定仲裁条款无
效，理由与旭普林案一样，为当事人仅约定国际商会仲裁规则而没有约定明确的仲裁机构，
对于约定仲裁地为中国内地是否有效并未作出评价。
案例 2：厦门象屿案。2004 年 3 月 26 日，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与瑞士米歇尔贸易公
司签署了一份钢材买卖合同，仲裁条款约定，“与本合同相关或因本合同引起的任何争议应
根据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并由依据可从网址 www.iccwbo.org 获得的上述规则指定的
一名或多名仲裁员进行最终裁决。仲裁地点为中国北京，仲裁语言为中文或英文。”2004
年 12 月 4 日，厦门中院做出裁定认为仲裁条款有效。根据检索到的信息，厦门象屿案是我
国法院最早的认定选择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境内仲裁为有效仲裁条款的案例。然而，由于本
案对仲裁协议做出了肯定性评价，无需层报最高法院，不能代表最高法院的观点。而且，2004
年 7 月 8 日，最高法院做出了关于旭普林案的复函，2004 年 9 月 2 日，无锡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人民法院做出了关于旭普林案的裁定书。在先有旭普林案的情况下，厦门中院依然做
出了和最高法院复函意见不一样的裁定，这是本案特别之处。
案例 3：瑞士德高钢铁公司案。2003 年 1 月 23 日，dufercos. a.（德高钢铁公司）与宁
波工艺品进出口有限公司签订冷轧钢买卖合同，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为：“……应提交给仲裁
地位于中国的国际商会仲裁委员会按照《联合国货物销售公约》进行仲裁”。2007 年 9 月
21 日，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中国做出裁决，2009 年，宁波中院裁定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会仲裁
所联合在北京举办的国际仲裁研讨会上，Robert Briner 先生在发言中做出了文中的发言。参见康明：《我
国商事仲裁服务市场对外开放问题初探 ——兼与生长同志商榷》，《仲裁与法律》 2003 年第 6 期
（总第 89 期），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6-70 页。
1 《仲裁与法律》1999 年第 1 期，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4 页。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德国旭普林国际有限责任公司与无锡沃可通用工程橡胶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
力一案的请示的复函》（[2003]民四他字第 23 号），2004 年 7 月 8 日发布。
3 《达利特商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与沧州东鸿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
民法院（2007）民四终字第 15 号。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夏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比利时产品有限公司确认经销协议仲裁条款效力的请示的
复函》（［2009］民四他字第 5 号），2009 年 3 月 20 日发布。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Salzgitter Mannesmann International GmbH 与江苏省对外经贸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仲裁
协议效力的复函》（［2011］民四他字第 32 号），2011 年 8 月 26 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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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仲裁裁决。1由于我国各法院对涉外仲裁裁决或外国仲裁裁决作出肯定性评价无需层报
至最高法院，因此该案并不能反映最高法院的态度。有国外律师就认为，宁波中院的裁定无
法为其他案件提供一般性指导，也无助于为境外仲裁机构扩大在中国的业务打开大门。2
案例 4：安徽龙利得案。2010 年 10 月 28 日，安徽省龙利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与 BP Agnati
S．R．L 以及江苏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为：“任
何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其有关的争议应被提交国际商会仲裁院，并根据国际商会仲裁院规
则由按照该等规则所指定的一位或多位仲裁员予以最终仲裁。管辖地应为中国上海，仲裁
应以英语进行。”2013 年，经最高法院复函后，该仲裁条款被合肥中院裁定确认为有效仲
裁条款。3龙利得案明确了选择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境内仲裁的仲裁协议有效，并且是最高
法院的司法观点。因此，龙利得案成为中国仲裁法学界和仲裁实务界经常提及的标志性案件。
仲裁界普遍认为，龙利得案意味着最高法院开始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意味着
中国内地仲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为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扫清了主要的法律障碍。
4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高晓力法官在一次发言中指出，在讨论龙利得案的过程中仅涉及到仲
裁条款效力问题，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境外仲裁机构是否可以到中国进行仲裁涉及仲裁服
务市场的准入问题，并非中国法院可以决定的事情，目前仅仅是认定仲裁条款有效，但仲
裁裁决作出之后能否在中国法院得到承认和执行，需要继续讨论。5可见，龙利得案只能意
味着选择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境内仲裁的仲裁协议是有效的，但并不能表明最高法院认可境
外仲裁机构可以在中国境内仲裁。
案例 5：北伦利成案。2013 年 2 月 1 日，宁波市北仑利成润滑油有限公司与法莫万驰公
司（Formal Venture Corp．）签订销售合同，合同仲裁条款约定：“任何各方之间所产生的
或有关的建设、意义和操作或违反本合同效力的所有争议或分歧应通过仲裁在北京解决，国
际商会的仲裁规则（ICC）和依据其所作的裁决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仲裁庭应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应以华语进行。……”最高法院复函认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适用
国际商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因此应当按照订立合同时有效的国际商会仲裁规则来确定本案
仲裁条款是否约定了仲裁机构。2012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六条第二款规
定，“当事人同意按照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即接受由仲裁院对该仲裁进行管理”，故国际商
会仲裁院对仅约定适用其规则但未同时约定其他仲裁机构仲裁的合同争议具有管辖权。根据
本案当事人约定的仲裁规则能够确定仲裁机构。6据此，法院认定该仲裁条款有效。以 2012
年国际商会修改仲裁规则为分界点，此后仅选择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的仲裁条款均被我国法院

《DUFERCOS.A（德高钢铁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 ICC 第 14006/MS/JB/JEM 号仲裁裁决案民事裁定书》
（[2008]甬仲监字第 4 号）。
2 Falk Lichtenstein, Cyndi Cao, SPC Supports the Arbitration award made by a Foreign Arbitration Instit
ution in China, http://www.cms-china.info/insight/2014/08/China-Insight-Dispute_Resolution_15-08-14.html.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安徽省龙利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 BPAgnatiS.R.L 申请确认仲裁协议
效力案的请示的复函》（[2013]民四他字第 13 号），2013 年 3 月 25 日发布。
4
刘彤、杜菁：《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仲裁的相关问题探讨》，《北京仲裁》2017 年第 2 期；张守志、胡
科、田静：《最高院首度认可域外仲裁机构在华仲裁》，“金杜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
qq.com/s/AFx0IBRKMF4NYyK7HaJhhA，2014 年 7 月 18 日；
胡科、林溪：《中国法，或无法可依？——论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大陆境内仲裁的程序法》，《中国仲裁
法学研究会 2015 年年会暨第八届中国仲裁与司法论坛论文集》；
牟笛：《外国仲裁机构的中国户口》，“vincent2014mu”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LFxzgct
rGnnaew8ltD2aZQ，2015 年 2 月 17 日
5 高晓力：《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的最新发展》，本文为 2015 年 9 月最高人民法院高晓力法官在华
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主办的华南企业法律论坛上所做的发言。http://www.scciet
ac.org/web/doc/view_legaForum/797.html.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宁波市北仑利成润滑油有限公司与法莫万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问
题请示的复函》（[2013]民四他字第 74 号），2013 年 12 月 5 日发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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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选择了明确的仲裁机构。
案例 6：河北中兴汽车公司案；Z v. A & 3 Others（HCCT 8/2013）。2007 年 4 月至 6 月，
埃及 Automotive Gate FZCO（A 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就其在中国内地与当地河北中兴汽车制
造有限公司（Z 公司）合作生产、销售和出口货物签订了《CKD 和代理协议》与《技术合
作协议》。《CKD 和代理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为：“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
双方同意尽最大努力通过协商予以救济。否则，双方同意按照国际商会（的规则）在中国
进行仲裁？。”《技术合作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为：“双方之间因本协议而产生、与本协
议有关或者因违反本协议而产生的任何纠纷、争议或分歧应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
无法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则应在中国按照国际商会的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对双方具有
约束力。”Z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向石家庄中院确认案涉仲裁协议无效。而 A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在香港向国际商会仲裁院提起了仲裁。2015 年 9 月，仲裁庭根据 1998 年
《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作出终局裁决，裁决 Z 公司向 A 公司支付利润损失的损
害赔偿共计 52000 余万美元及律师费等。后 A 公司向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
并执行该裁决。2018 年 7 月 6 日，石家庄中院作出裁定，认定本案两个协议中的仲裁条款
均为无效协议，理由是只约定了仲裁规则，没有明确约定仲裁机构。2019 年 8 月 15 日，宜
昌中院作出裁定，认为在人民法院已对当事人之间仲裁协议效力作出否定性评判的情况下，
认可和执行上述裁决将与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定相冲突，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故根据《香
港仲裁执行安排》第七条第三款裁定不予认可和执行。
本案的争议之一是仲裁条款中的“中国”（CHINA）到底是指中国内地，还是包括港
澳台的整个中国。比较有意思的是，在 ICC 香港仲裁和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对仲裁庭自
裁管辖权的裁决进行司法复审的程序中，该争议还引发了对 ICC 中国内地仲裁在中国内地
法律下是否有效的争论。在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的庭审过程中，中国 Z 公司和埃及 A 公
司均提交了中国法专家证人证言。Z 公司的专家证人（Professor Zhang）认为，由于国际
商会仲裁院并非依照中国内地法律规定在内地政府部门注册的仲裁机构，一个由国际商会
仲裁院管理并以中国内地为仲裁地的仲裁裁决并不是国内仲裁裁决，可能在中国内地法院
不能得到执行。A 公司的专家证人（Professor Gao）则持不同意见并提及了两个案例。一
是龙利得案，最高法院在该案的复函中认为，约定 ICC 在中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是有效的。
二是德高钢铁公司案，在该案中，宁波中院虽然认为 ICC 在中国内地作出的裁决不是国内
仲裁裁决，但根据《纽约公约》承认与执行了该裁决。Z 公司的专家证人则坚持认为，在
中国内地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在北京做出的仲裁裁决违反了中国加入《纽约公约》时做出
的互惠保留，因为德高钢铁公司案的仲裁裁决并非在《纽约公约》另一缔约国做出。该专
家证人还指出，中国内地没有“遵循先例”制度，德高钢铁公司案的裁定不但有问题，而
且对中国内地法院没有约束力。1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认为，从专家证据可以看出，ICC
在中国内地做出的仲裁裁决有不能在内地得到执行的风险，并且该仲裁及裁决有可能不被内
地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或《仲裁法》监督。而另一方面，双方专家均同意 ICC 在香港
仲裁而形成的裁决无论在香港、中国内地或者其他《纽约公约》缔约国均可得到执行。基于
这一原因，再考虑到仲裁协议的目的是当事人期待其争议的解决会形成终局性、有约束力和
可执行的仲裁裁决，法庭同意仲裁员关于本案仲裁地为香港的观点。2该案件折射出的是国
际商会仲裁院能否在中国内地仲裁这一问题依然没有连贯一致的司法解读与裁判而存在不

1

Z v. A & 3 Others (HCCT 8/2013) in the high cour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Date of Decision: 30 January 2015, paras. 45-46,
http://www.cordells.org/wp-content/uploads/2017/08/Z-v-A.pdf.
2 Z v. A & 3 Others (HCCT 8/2013), para.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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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的现状。1并且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仅是境内仲裁界讨论的问题，而且也得到了境外仲
裁界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实质上影响了境外仲裁庭及域外司法机关的决定。本案国际商会仲
裁院的决定或香港法院的判决，反映了国际商会仲裁院对其能否在中国内地仲裁没有把握，
并担心如果在中国内地仲裁，仲裁庭作出的仲裁裁决能否得到内地法院的承认与执行，是对
内地仲裁是否真正对外开放的担心的一种外在表现。
案例 7：布兰特伍德案。涉案合同第 16 条仲裁条款约定：“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
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国际商会仲裁
委员会根据国际惯例在项目所在地进行仲裁。”涉案合同《补充协议》约定项目名称为“广
州猎德污水处理厂四期工程”，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2012 年 8 月 31 日，布兰特伍德
公司向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秘书处对三被申请人提起仲裁申请。2013 年 6 月 21 日，由国际
商会国际仲裁院委任的独任仲裁员 Jane Willems 女士组成的仲裁庭在广州与仲裁各方进行
了庭审。2014 年 3 月 17 日，Jane Willems 作出仲裁裁决。2015 年 4 月 13 日，布兰特伍德
公司向广州中院申请承认和执行该裁决。2020 年 8 月 6 日，广州中院作出裁定认为，案涉
仲裁裁决系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可以视为中国涉外仲裁裁决。被申请
人不履行仲裁裁决的，布兰特伍德公司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
条的规定向三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布兰特伍德公司现
主张依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或《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
决的安排》的规定申请承认及执行该仲裁裁决，法律依据显属错误，依法应予终结审查。本
案是 2013 年之后，我国首个涉及执行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作出裁决相关问题的司法审
查案例，具有里程碑意义，确立了以下几个重要规则：一是首次确定了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
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能够在我国内地得到承认与执行；二是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
仲裁裁决系“我国的涉外仲裁裁决”，而不是“外国仲裁裁决”，即根据仲裁地而不是仲裁
机构确定仲裁裁决的“籍属”。作出该案司法审查裁定的广州中院应该已向最高人民法院请
示并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因此该案可以认为代表了最高法院的最新观点，这是境外
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所面临的执行障碍的重大突破。
综合以上七个案例可知，已经有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实践。对于境外仲裁机
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仲裁协议效力问题和仲裁裁决执行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观点是逐
渐发展的。2009 年瑞士德高钢铁公司案宁波中院承认与执行了 ICC 在中国内地做出的仲裁
裁决，但宁波中院的裁定在很多人看来是存在问题的。比如，宋连斌教授就认为，宁波中院
在瑞士德高钢铁公司案中的说理是不对的，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不应当参考。2此外，该
案没有经过最高法院的复函，不能代表最高法院的司法观点。自 2013 年“龙利得案”起，
最高人民法院开始明确，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境内仲裁的仲裁协议是有效的，但该案未涉及
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在内地的执行问题。根据《仲裁法》，有效的仲裁
条款只要具备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的事项和明确的仲裁机构就可以了，所以法院在这些案
件中的审查重点是有没有约定明确的仲裁机构，法院没有必要事实上也没有考虑仲裁地的问
题。到 2020 年 8 月 6 日为止，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能否在内地执行，
一直是不确定的。2020 年 8 月 6 日，广州中院在布兰特伍德案中作出的裁定，标志着境外
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视为涉外仲裁裁决，可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
三条在内地法院申请执行。

王俊：《国际商会仲裁院认定当事人仲裁地“在中国”的约定视为“在香港”妥否？》，载“中国仲裁”
微信公众号，2015 年 6 月 10 日，https://mp.weixin.qq.com/s/BipzbvrMmtjKqHWbLJMmNA.
2
宋连斌、王珺：《国际商会在中国内地仲裁：准入、裁决国籍及执行——由宁波中院的一份裁定谈起》，
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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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19 年 12 月 13 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规定，“支持经登记备案的境外仲裁
机构在新片区就国际商事、海事、投资等领域发生的民商事纠纷开展仲裁业务。”该意见表
明，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特定区域（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和北京市特定区域）
设立业务机构提供仲裁服务不仅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允许，而且也将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支
持。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特定区域开展仲裁业务已经没有障碍。然而，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
仲裁要落地，仍然有很多仲裁法上的问题需要解决。
三、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的仲裁法问题
（一）仲裁委员会与境外仲裁机构
1. 我国《仲裁法》上的仲裁委员会的意义
境外仲裁机构是否属于我国《仲裁法》上的仲裁委员会是一个影响到境外仲裁机构在我
国境内仲裁方方面面的问题，以至于有人称之为外国仲裁机构的中国户口。1境外仲裁机构
的中国户口意味着什么，根据《仲裁法》《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仲裁委员会”
这一身份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与效力确认案件管辖法院的确定。《仲裁法》第十六条第
2
二款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包括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我国司法解释也规定，仲裁协议效力确
3
认案件由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所在地的法院管辖。 仲裁委员会还可以对仲裁协议的效
力作出决定。4可见，有效的仲裁协议需要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也是
有权对仲裁协议效力作出决定的机构，以及仲裁协议效力确认案件确定管辖法院的连接点之
一。
第二，影响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程序的推进。根据《仲裁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5、《仲
裁法》第四十六条6、《仲裁法》第六十八条7、《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二条8的规定，对
于财产保全申请和证据保全申请，仲裁委员会或涉外仲裁委员会（仲裁机构）负有将当事人
的申请转交法院的职责。
第三，影响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以及撤销。《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
牟笛：《外国仲裁机构的中国户口》，载“vincent2014mu”微信公众号，2015 年 2 月 17 日，
https://mp.weixin.qq.com/s/LFxzgctrGnnaew8ltD2aZQ。
2 《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
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仲裁法司法解释》）第
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由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
级人民法院管辖；……”
4 《仲裁法》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
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
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第二
款规定，“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决定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或者申请撤
销仲裁机构的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5 《仲裁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依照民
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交人民法院。”
6 《仲裁法》
第四十六条规定，“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申请证据保全。
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证据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
7
《仲裁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涉外仲裁的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的，涉外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
请提交证据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8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采取保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涉外仲裁机构应当
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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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1《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
当事人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2根据以上规定，可以向我
国法院申请执行的必须是“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仲裁裁决的撤销也是由“仲裁委
员会”所在地法院管辖。
综上，境外仲裁机构是否属于我国《仲裁法》上的“仲裁委员会”具有重要意义，关系
到仲裁协议的效力与效力确认案件管辖法院的确定、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程序的推进、仲裁
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以及撤销。
2. 我国《仲裁法》上的仲裁委员会是否包括境外仲裁机构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知，“仲裁委员会”这一身份在我国《仲裁法》上至关重要。那么，
境外仲裁机构到底是不是我国《仲裁法》上的“仲裁委员会”呢？《仲裁法》第十条和第六
十六条规定了仲裁委员会的设立问题。3根据以上规定，在我国设立仲裁委员会必须经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行政部门登记。时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王
生长先生认为，“对《仲裁法》第十六条‘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解释不应过于机械，而应
理解为当事人选定的任何仲裁机构。那种认为只有冠名‘仲裁委员会’的仲裁机构才符合法
律规定的观点，以及认为‘仲裁委员会’特指中国内地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观点，是不符合立
法精神的。”4而时任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康明先生却认为，国际商会仲裁
院绝非中国仲裁法含义所包括的仲裁机构，有很多法条可以证明国际商会仲裁院不属于仲裁
法所指的“仲裁委员会”。5
在龙利得案中，最高法院明确了境外仲裁机构属于《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仲裁委
员会”。6本案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因合同而发生的纠纷由国际商会仲裁院进行仲裁，同
时还约定“管辖地应为中国上海”，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仲裁法》第十六条，涉案仲
裁协议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约定了仲裁事项，并选定了明确具体的仲裁机构，应认定为
有效。根据最高法院在龙利得案中的裁判思路，《仲裁法》第十六条中的“仲裁委员会”
不限于根据《仲裁法》第十条和第六十六条设立的“仲裁委员会”，也包括域外的“仲裁
机构”。然而，龙利得案是否意味着最高法院认为《仲裁法》所有法条中的“仲裁委员会”
都包括境外仲裁机构？神华公司案似乎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神华公司案的案情是这样的，马瑞尼克船务公司按照提单租约仲裁条款向伦敦国际仲裁
院提起仲裁，神华煤炭运销公司认为双方之间没有仲裁协议，但伦敦仲裁庭最终认定对案件
具有管辖权。伦敦仲裁庭确定管辖后，神华煤炭运销公司向天津海事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双
方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
的效力作出决定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或者申请撤销仲裁机构的决定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
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
2 《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
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3 《仲裁法》第十条规定，“仲裁委员会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
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仲裁委员会由前款规定的市的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
门和商会统一组建。设立仲裁委员会，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行政部门登记。”《仲裁法》第
六十六条规定，“涉外仲裁委员会可以由中国国际商会组织设立。”
4
王生长：《国际商会仲裁院能否在中国内地进行仲裁》，《仲裁与法律》2003 年第 6 期，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9—35 页。
5 康明：《我国商事仲裁服务市场对外开放问题初探 ——兼与生长同志商榷》，《仲裁与法律》2003
年第 6 期，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6-70 页。
6
李庆明：《域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法律问题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16 年第 3 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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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伦敦国际仲裁院属于《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中
的仲裁机构，则法院应该驳回神华公司的起诉。然而，最高法院在复函中认为，《仲裁法
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系针对《仲裁法》第二十条作出的司法解释。《仲裁法》第二十条所
指的仲裁委员会系依据《仲裁法》第十条和第六十六条设立的仲裁委员会，并不包括外国
仲裁机构。故《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并不适用于外国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效
力作出认定的情形。1
将龙利得案与神华公司案放在一起比较，可以发现，在最高法院看来，《仲裁法》第
十六条所指的仲裁委员会包括境外仲裁机构，而第二十条所指的仲裁委员会不包括境外仲
裁机构。对《仲裁法》中的相同用语“仲裁委员会”作不同解释是否有问题呢？按照体系解
释，同一法律中的相同用语应作相同解释。法律秩序是一个体系，应具有逻辑性和内部一致
性，不应相互矛盾。2当然，在某些情形下也允许并且应该对相同用语作不同解释，比如“情
节严重”等评价性概念，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3在对同一法律中的相同概
念作相同解释会导致法律不协调时，也可以对相同概念作出不同解释。4总之，对同一法律
中的相同用语作相同解释是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如果要作不同解释应该有特殊原因并作出
论证。《仲裁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条中的“仲裁委员会”都和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关，第十
六条要求有效仲裁条款必须选择明确的“仲裁委员会”，第二十条规定“仲裁委员会”是有
权对仲裁协议效力作出决定的机构，前者是仲裁条款必须约定的内容，后者是对仲裁条款效
力作出决定的机构，语境确实有不同之处，但又相互关联，这种情况是否足以对“仲裁委员
会”作出不同的解释？最高法院没有说理，其理由我们不得而知。其实，将《仲裁法》第十
六条中的“仲裁委员会”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中的“仲裁委员会”进行比较，可以很明
显的发现，龙利得案中最高法院对“仲裁委员会”的解释不能用于第五十八条。5如果和龙
利得案一样，将《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中的仲裁委员会解释为包括境外仲裁机构，一方要申
请撤销仲裁裁决，必须向境外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然而，境外仲
裁机构所在地不可能有“中级人民法院”。因此，在龙利得案将《仲裁法》第十六条中的仲
裁委员会解释为包括境外仲裁机构的情况下，必须对《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中的仲裁委员会
作出不同于《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解释，即不包括境外仲裁机构。
需要注意的是，龙利得案最高法院作出复函的时间是 2013 年 3 月 25 日，神华公司案最
高法院作出复函的时间是 2013 年 2 月 4 日，时间仅相差一个多月。神华公司案复函在先，
龙利得案复函在后，我们能否认为龙利得案中最高法院的观点发生了改变？总之，在境外仲
裁机构是否属于《仲裁法》上的仲裁委员会这一问题上，最高法院的观点是令人困惑的6，
没有形成周延的内在逻辑。7 根据我国法院的司法实践，境外仲裁机构是否属于《仲裁法》
所有法条上的仲裁委员会仍然是不确定的。
（二）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做出的裁决的籍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神华煤炭运销公司与马瑞尼克船务公司确认之诉仲裁条款问题的请示的复函》
（［2013］民四他字第 4 号），2013 年 2 月 4 日发布。
2［瑞士］贝蒂娜·须莉曼-高朴、耶尔格·施密特：《瑞士民法：基本原则与人法》，纪海龙译，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0 页，
3 杨铜铜：《论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体系解释——“以北雁云依案”为素材》，《法学》2018 年第 6 期。
4 张明楷：《使法律相协调是最好的解释方法》，《人民法院报》2005 年 1 月 12 日。
5
《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
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6 李庆明：《域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法律问题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16 年第 3 期。
7
牟笛：《外国仲裁机构的中国户口》，“vincent2014mu”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LFxzgctrGnnaew8ltD2aZQ，2015 年 2 月 17 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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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做出的仲裁裁决的籍属之所以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是因为仲裁
裁决撤销的管辖法院以及承认与执行的依据是由其国籍决定的。如果仲裁裁决被认定为我国
国内的仲裁裁决，则承认与执行的依据是我国国内的法律规定，如果被认定为外国仲裁裁决，
则承认与执行的依据是《纽约公约》。1对于我国国内的仲裁裁决，我国法院有权撤销，对
于外国仲裁裁决，我国法院不享有撤销权。2由于我国《仲裁法》的立法不完善，境外仲裁
机构在中国内地做出的裁决的籍属尚待明确。3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也曾经指出，
“境外的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是属于境外裁决还是境内裁决，目前还没有
明确规定，在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时就会存在麻烦。”4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做出的裁
决在国籍认定上存在以下几个困境。
第一，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做出的裁决不是我国国内法下的中国仲裁裁决。根据
《仲裁法》第五十八条5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6的规定，不管对于我国仲裁机构
的仲裁裁决还是境外仲裁机构仲裁裁决的籍属，我国采用的是仲裁机构所在地标准。7境外
仲裁机构的裁决不管在哪里作出，均为国外仲裁裁决，应当依照国际条约或者互惠原则办理。
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仲裁法》就是以仲裁机构所在地确定仲裁裁决的籍属。8甚至有最
高法院的法官认为，仲裁机构（所在地）标准是我国内地确定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国籍的“独
有”标准。9因此，严格来说，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不是我国《仲裁法》
和《民事诉讼法》下的中国仲裁裁决，而是外国仲裁裁决。
第二，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做出的裁决不是《纽约公约》下的外国仲裁裁决。根
据上文的分析可知，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做出的裁决不是中国法下的国内裁决，而是中
国法下的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其承认与执行应根据我国加入的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
理。因此，该类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应主要依据《纽约公约》。《纽约公约》第一条第一款对
仲裁裁决的籍属认定采仲裁地标准，即可根据《纽约公约》承认与执行的是执行地所在国
以外的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同时规定了“非内国裁决”也可根据《纽约公约》
得到承认与执行。10那么，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做出的裁决能否根据《纽约公约》在中
国内地得到承认与执行呢？很明显，此类仲裁裁决是在申请承认与执行地中国内地做出的，
并非“在声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以外之国家领土内作成者”，因此不是《纽约公约》下
的外国仲裁裁决。这就出现了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做出的裁决根据中国法是外国裁决但
根据《纽约公约》是中国裁决的矛盾情形。
第三，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做出的裁决是《纽约公约》下的非内国裁决但我国做
刘彤、杜菁：《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仲裁的相关问题探讨》，《北京仲裁》2017 年第 2 期。
赵秀文：《从相关案例看 ICC 仲裁院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法学》2010 年第 3 期。
3 宋连斌、王珺：
《国际商会在中国内地仲裁：准入、裁决国籍及执行——由宁波中院的一份裁定谈起》，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3 期。
4
万鄂湘：《〈纽约公约〉在中国的司法实践》，《法律适用》2009 年第 3 期。
5 《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
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6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规定，“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
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
7 宋连斌、董海洲：《国际商会仲裁裁决国籍研究——从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份复函谈起》，《北京科技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3 期。
8 高晓力：《司法应依仲裁地而非仲裁机构所在地确定仲裁裁决籍属》，《人民司法（案例）》2017 年第
20 期。
9
杨弘磊：《中国内地司法实践视角下的<纽约公约>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6 页。
10 《纽约公约》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仲裁裁决，因自然人或法人间之争议而产生且在声请承认及执行地
所在国以外之国家领土内作成者，其承认及执行适用本公约。本公约对于仲裁裁决经声请承认及执行地所
在国认为非内国裁决者，亦适用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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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保留。根据上文分析，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做出的裁决不能作为《纽约公约》中的
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承认与执行，但《纽约公约》还规定了“非内国裁决”，即“经声请承
认及执行地所在国认为非内国裁决者，亦适用之”。恰好，我国国内法认为境外仲裁机构在
中国内地做出的裁决不是中国国内裁决，也就是“非内国裁决”。我国也有一些法院将这类
仲裁裁决认定为“非内国裁决”并适用《纽约公约》承认与执行的。比如，在德国旭普林案
的承认与执行程序中，无锡中院认为，“根据《纽约公约》第一条规定，本公约对于仲裁裁
决经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认为非内国裁决者，亦适用之。本案被申请承认和执行的仲裁
裁决系国际商会仲裁院作出，通过其总部秘书处盖章确认，应被视为非内国裁决。”同时，
无锡中院还适用了《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现第二百八十三条）作为裁判依据，而
该条的适用对象是“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1可见，在旭普林案中，无锡中院既将国际商
会仲裁院在上海作出的裁决认定为《纽约公约》下的非内国裁决，又将该裁决认定为我国《民
事诉讼法》下的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在德高钢铁公司案中，宁波中院认为，《纽约公约》
第 1 条第 1 款规定的适用范围有两种情形：一是“仲栽裁决，因自然人或法人间之争议而产
生且在中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以外之国家领土内做成者，其承认及执行适用本公约”。另
一情形是“本公约对于仲裁裁决经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认为非内国裁决者，亦适用之”。
这里所指的是“非内国裁决”是相对“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而言的。本案并非我国国
内裁决，应当适用《纽约公约》。2可见，宁波中院认为国际商会仲裁院在我国境内作出的
裁决对我国来说是“非内国裁决”。有学者也认为，可以将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境内作出的
裁决视为《纽约公约》下的“非内国裁决”，并根据《纽约公约》承认与执行。3然而，以
上司法实践和学术观点是有问题的。因为我国在加入《纽约公约》的时候提出了互惠保留，
即“只在互惠的基础上对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适用该公约”。
《纽约公约》项下的非内国裁决不属于我国声明的公约适用范围，不能依《纽约公约》在我
国承认与执行。根据我国的互惠保留，我国只根据《纽约公约》承认和执行另一缔约国领土
内作出的仲裁裁决，而不包括在我国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
综上，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做出的裁决根据我国的国内法是外国仲裁裁决而不是中
国仲裁裁决，但根据《纽约公约》又不是外国仲裁裁决而是中国仲裁裁决，在根据中国国内
法不是中国仲裁裁决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纽约公约》下的“非内国裁决”，但我国又对“非
内国裁决”提出了保留。因此，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做出的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存
在法律上的障碍。国际商会仲裁院主席罗伯特·布里纳先生曾于 2001 年表示，根据中国仲
裁法，只有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法院才予以承认和执行，而国际商会
仲裁院在中国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执行问题一直都不明确。4事实确实是这样，由于我国
对仲裁裁决国籍的确定标准不同于国际主流标准，使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境内进行仲裁承担
着较高的法律风险，因为我国法院缺乏执行此类裁决的国内法依据。5在多数国家看来，在
其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应当具有该国的国籍。6在绝大多数国家以仲裁地为标准认为境外
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为中国裁决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却以仲裁机构标准认定
此类裁决不是中国裁决，将使此类裁决成为无国籍裁决。其后果是，当事人没有途径在我国
《德国旭普林国际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国外仲裁裁决案裁定书》，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4）锡民三仲字第 1 号裁定书，2006 年 7 月 19 日。
2 《DUFERCOS.A（德高钢铁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 ICC 第 14006/MS/JB/JEM 号仲裁裁决案民事裁定书》
（[2008]甬仲监字第 4 号）。
3 赵秀文：《从相关案例看 ICC 仲裁院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法学》2010 年第 3 期。
4
万学忠：《面向全球的 ICC 国际仲裁院——访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主席罗伯特·布里纳》，《法制日报》
2001 年 8 月 8 日，第 8 版。
5 宋连斌、董海洲：《国际商会仲裁裁决国籍研究——从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份复函谈起》，《北京科技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3 期。
6
赵秀文：《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籍属及其撤销的理论与实践》，《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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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承认和执行此类仲裁裁决，如果当事人要到法院申请撤销此类仲裁裁决，将没有任何
一个国家的法院进行管辖。要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就应该改变《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
将仲裁机构作为确定仲裁裁决国籍的方法，转而以仲裁地为标准来确定仲裁裁决的籍属。
实际上，我国司法实践在认定仲裁裁决国籍的问题上已经开始向仲裁地标准转变。2009
年以前，我国法院严格按照仲裁机构标准认定仲裁裁决的籍属。比如 2003 年的成都华龙汽
车公司案，该案仲裁条款约定“根据国际商会的调解和仲裁规则在洛杉矶进行仲裁”，后国
际商会仲裁院由独任仲裁员在洛杉矶组成仲裁庭并于 2002 年 1 月 8 日作出裁决。成都中院
认为，我国与法国均系《纽约公约》的缔约国，因此本案应适用《纽约公约》。1《纽约公
约》中的“另一缔约国领土”应理解为仲裁院所在国，而非仲裁地所在国。本案国际商会仲
裁院在巴黎，故缔约国应是法国，而非仲裁地所在国美国。2可见，本案中成都中院在认定
境外仲裁机构所作裁决的籍属时，采用的是“仲裁机构所在地”标准，认为国际商会仲裁院
在美国洛杉矶作出的裁决为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国裁决，而不是仲裁地美国裁决。在 2004 年
的伟贸国际案中，最高法院在复函中认为，由于国际商会仲裁院系在法国设立的仲裁机构，
而我国和法国均为《纽约公约》的成员国，因此本案国际商会仲裁院在香港作出的裁决的承
认和执行，应适用《纽约公约》的规定，而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
政区相互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的规定。3该复函将国际商会仲裁院在香港作出的仲
裁裁决认定为法国裁决，曾引起广泛批评。比如，林一飞认为最高法院在该复函中混淆了仲
裁机构所在地和仲裁地的概念。4宋连斌认为，最高法院在复函中认为 ICC 在香港作出的裁
决，应依照《纽约公约》而不是《安排》予以处理的意见是错误的。5赵秀文认为，国际商
会仲裁院的仲裁裁决并非都具有法国国籍，决定国际商会仲裁院裁决国籍的关键因素是当事
人共同约定的或者仲裁院决定的仲裁地点。6
2009 年，最高法院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最高法院 2009 年发布的《关于香港仲裁裁决在
内地执行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境外仲裁机构或者临时仲裁庭在香港作出的裁决，应当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进行

审查，而不是根据《纽约公约》进行审查。”7最高法院高晓力法官认为，该通
知明确了以仲裁地而非仲裁机构所在地作为确认仲裁裁决籍属的标准，是对伟贸国际案
最高法院复函中裁判观点的修正，符合国际商事仲裁的潮流。8最高法院宋建立法官认为，
该通知证明了我国法院仲裁理念的转变，即以仲裁地为标准确定仲裁裁决的籍属。在我国修
改《仲裁法》之前，应制订司法解释或发布指导性案例，将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境内作出的
裁决认定为我国仲裁裁决。9最高法院高晓力法官也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以仲裁地作为
确认仲裁裁决籍属的标准，否则会造成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境内的仲裁裁决无法在我国承
《TH&T 国际公司与成都华龙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裁决案民事裁定
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成民初字第 531 号，2003 年 12 月 12 日。
2
杨弘磊：《中国内地司法实践视角下的<纽约公约>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8-69 页。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予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 10334/AMW/BWD/TE 最终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2004]
民四他字第 6 号），2004 年 7 月 5 日。
4 林一飞：《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中国二十年的司法实践》，《国际经济法学刊》2009 年第 1 期。
5
宋连斌、董海洲：《国际商会仲裁裁决国籍研究——从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份复函谈起》，《北京科技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3 期。
6 赵秀文：《论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裁决的籍属》，《政法论丛》2005 年第 5 期。
7《关于香港仲裁裁决在内地执行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在香港特别行政
区作出的临时仲裁裁决、国际商会仲裁院等国外仲裁机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
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的规定进行审查。”
8
高晓力：《司法应依仲裁地而非仲裁机构所在地确定仲裁裁决籍属》，《人民司法（案例）》2017 年第
20 期。
9
宋建立：《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籍属问题——以我国仲裁立法与实践为视角》，《人民司法（应用）》
2013 年第 1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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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和执行，其后果是当事人在约定境外仲裁机构时不会再约定我国作为仲裁地，境外仲裁
机构也会尽量避免到我国境内仲裁，这样的结果明显与我国打造“一带一路”国际争端解
决中心的战略目标不符。1 2020 年 8 月 6 日的布兰特伍德案首次明确，外国仲裁机构在中
国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系“我国的涉外仲裁裁决”，而不是“外国仲裁裁决”，即根据仲
裁地而不是仲裁机构确定仲裁裁决的“籍属”。可见，中国法院的司法实践已经将仲裁地
作为确定仲裁裁决国籍的标准，最高法院的几位法官也持这一观点。根据仲裁地标准，境外
仲裁机构在我国境内的仲裁裁决就可以作为我国的涉外仲裁裁决在我国得到执行。

四、结语
执行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的仲裁裁决的不确定性，根源是我国《仲裁法》和《民事
诉讼法》确定仲裁裁决国籍的标准与《纽约公约》确定的国籍标准不一致，导致此类裁决找
不到自己的“归属”。2虽然中国法院的司法实践已经明确，外国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的仲
裁裁决可视为“中国的涉外仲裁裁决”，可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关于“涉外
仲裁机构裁决”执行的规定申请执行，但严格来说，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裁决并
不是“涉外仲裁机构裁决”，将其视为“中国的涉外仲裁裁决”是对《仲裁法》和《民事诉
讼法》的“灵活”解释，2020 年布兰特伍德案中法官的用词“可视为”“可参照”就能说
明这一问题。此外，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和北京市特定区域设立业务机构提供仲裁服务。但这一政策要落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明确。
比如，境外仲裁机构将来在内地设置的业务机构是否独立于境外仲裁机构？境外仲裁机构在
内地设置的业务机构作出的裁决和境外仲裁机构总部作出的裁决在司法审查上是否有区
别？境外仲裁机构上海分支机构在北京仲裁，司法审查法院是北京法院还是上海法院？要从
根本上解决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以及撤销此类仲裁裁决
的管辖法院问题，应该对《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将仲裁地作为认定仲裁裁
决国籍的标准。

联系方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黄文旭，邮编：410081，手机：
13681935449，邮箱：huangwenxu@163.com

高晓力：《司法应依仲裁地而非仲裁机构所在地确定仲裁裁决籍属》，《人民司法（案例）》2017 年第
20 期。
2
杨挽涛：《无国籍的仲裁裁决?——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之困境分析》，“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
判网”，http://old.ccmt.org.cn/showexplore.php?id=783，2005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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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TPP 下国有企业非商业援助制度研究
倪诗嫣

摘 要：国有企业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逐渐成为国际市场强有力竞争者，引发了国际社会对
其规制的高度关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作为亚太地区大型区
域贸易协定，首次针对国有企业单独设章，引入非商业援助概念，旨在防止国有企业从政府
获得优势影响其他缔约方利益。国有企业规则虽然仅在缔约方间适用，但可能产生外溢效应，
影响国际法规则的发展。非商业援助制度纳入《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SCM 协定》）
中很多术语和规则，二者联系密切，因此有必要参照 WTO 补贴规则和争端解决实践来探究
该制度的合理性和国际经贸规则的未来发展趋势。无论中国是否加入 CPTPP，都应积极应
对新型非商业援助制度，基于自身利益和立场，推动影响国际法国有企业新规制的形成和发
展。
关键词：CPTPP；国有企业；非商业援助

一、非商业援助制度的基本内涵
CPTPP 第 17 章第 1 条对非商业援助进行定义，指出其是基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
或控制而给予国有企业的帮助。除此之外，非商业援助制度还涵盖了三个主要条款，其中第
17.6 条非商业性援助是缔约方的基本义务条款，第 17.7 条的不利影响和第 17.8 条的损害是
对第 17.6 条的进一步阐述和支撑。
CPTPP 非商业援助制度与 WTO 补贴规则有着紧密的联系。虽然 CPTPP 国有企业章节
本身没有条款直接提及其与《SCM 协定》的关系，但非商业援助制度实质上可以看作是补
贴规则的延伸和扩展，是将传统的补贴规则和国有企业相联系结合从而形成的制度。1非商
业援助制度通过参照《SCM 协定》“财政资助”的范围和规定列举了“援助”的几种形式，此
外 CPTPP 第 17.6 条和 17.8 条关于非商业援助制度的规定类似于《SCM 协定》第 6 条和 15
条的规定。CPTPP 国有企业章节和《SCM 协定》实则有一个共同目标，即规制政府对进入
市场的商业实体的支持。2由此可见非商业援助制度同《SCM 协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非商业援助制度的设立旨在防止政府通过提供非商业援助的干预手段使得国有企业拥
有竞争优势，从而影响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公平竞争。美欧为首提倡的“竞争中立”政策
旨在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排除政府因素的干扰，防止国有企业相比私营企业存在不正
当优势；“市场导向条件”要求以市场为导向，构建公平自由的贸易环境市场。“以竞争中
立为支撑，以市场导向为目标”的精神深深体现在 CPTPP 非商业援助制度乃至国有企业章
节本身的宗旨上。

倪诗嫣：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硕士研究生。
1
韩立余：《TPP 国有企业规则及其影响》，《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 年第 1 期，第 85 页。
2 Kawase, T., Ambashi, M. Disciplines 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under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
reement: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ERI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20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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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商业援助制度的构成要件
CPTPP 非商业援助的构成要件根据其规则及定义，包括援助的类型、“凭借政府所有权
或控制权”和不利影响及损害。通过非商业援助的定义，可知该援助是专门提供给国有企业
的特定政府支持，事实和法律上的“专向性”都在章节中直接体现。3与《SCM 协定》补贴的
构成要素相比，显而易见缺乏对“利益授予”的认定。
（一） “援助”的范围
在援助类型方面，CPTPP 的援助包括了资金或债务转移、除一般基础设施外的货物或
服务支持两种，并列举了具体的情形如赠款、债务减免、贷款、担保和融资以及控股。CPTPP
援助类型基本复制了《SCM 协定》中关于补贴要件“财政资助”类型的相关规定。4但《SCM
协定》仅规制货物贸易领域的补贴，而 CPTPP 除了货物贸易，还涵盖了服务贸易和投资领
域的非商业援助。5
1. 服务贸易领域的增加
WTO 成员关于服务业的政府支持措施尚未达成具体一致，而 CPTPP 创新的将政府对国
有企业的服务支持进行了规制。WTO 框架下目前并没有关于补贴服务提供者的纪律。当为
支持服务业而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时，
《SCM 协定》是不适用的。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
尚未通过关于服务市场政府补贴的规则，GATS 明确表示服务贸易的政府补贴是不在货物贸
易的规定范围内的。6 因此，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在政府补贴方面在实质上是可区分的。
CPTPP 国企章节需采取更加谨慎和正当的方式分析服务领域的政府支持。7CPTPP 国有企业
章节的这一尝试，在目前服务贸易领域并未达成主要一致的情况下，可作为未来服务业补贴
谈判和讨论的平台。
2. 投资领域的增加
为了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投资领域的适当扩张是符合当下贸易趋势的。如果政府的支
持使国有企业在国内市场处于有利地位，从而损害外国投资者的市场竞争或者因为覆盖投资
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损害另一缔约方的国内市场，那么投资领域的适用就值得考虑了。8而
我国的国有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OFDI) 活动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投资领域的扩
张，我国的国有企业将在未来有更大机会维护其海外涵盖投资企业的合法利益。
CPTPP 第 17.6.3 条是对享有援助的另一缔约方领土内涵盖投资的国有企业生产、销售
货物的约束，禁止对另一缔约方的国内产业造成损害。而 CPTPP 第 17.6.1(c)和 17.6.2(c)条
提供援助的形式包括通过涵盖投资的企业向另一缔约方提供服务。其中，被投资的企业可以
是在另一缔约方境内也可以是在第三缔约方境内，该企业却未指定必须为国有企业。也就是
说，境外提供服务的企业并不一定为国家所有或控制且非援助接收方，但 CPTPP 非商业援
Lee, J. Trade Agreements’ New Frontier - Regul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Outstanding Syste
mic Challenges. Asian Journal of WTO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2019, 14(1), 42.
4 CPTPP 的援助类型与《SCM 协定》1.1(a)(1)条的(i)、(iii)极为相似。但 CPTPP 对援助类型并没有与具体
方式一一对应，而是罗列在一起。
5
CPTPP 在《SCM 协定》第 1.1(a) (1)的基础上删减了(ii)款“放弃或未征收在其他情况下应征收的政府税收”
和（ⅲ）款后半句“购买货物”。USMCA 非商业援助又新增了“购买货物”这一项。
6
GATS 第 13、15 条。
7 Lee, J. Trade Agreements’ New Frontier - Regul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Outstanding Syste
mic Challenges. Asian Journal of WTO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2019, 14(1), 59.
8 Yun, M. An Analysis of the New Trade Regime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under the Trans-Pacific Pa
rtnership Agreeme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 2016, 20(1), 11-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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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制度却直接跳过该涵盖投资企业而将不利影响的后果归责于投资方——国有企业。这二者
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利益传递关系以及涵盖投资企业是否可被 CPTPP 认定为国有企业均未明
确。
此外，CPTPP 国有企业章节缺乏引用现有的国际投资协定或缔约方缔结的其他投资条
款来解决投资领域的问题。涉及投资的多边协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则
仅对 GATT 1994 国民待遇义务和普遍取消数量限制义务有所规制，既未提及国有企业，也
不涉及补贴问题，更不涉及服务贸易。国际投资协定之间缺乏对类似义务的协调已成为国际
社会目前核心亟需解决的任务之一。9关于缔约方互相之间缔结或加入的其他现行投资协定
之间的关联关系可以在该章节说明并加以阐述。
（二） “凭借所有权或者控制”的判定方法
1. 政府提供援助的形式
CPTPP 文本规定的是对“凭借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或控制”的含义解释，并列举了
四种形式：包括明确限定于对国有企业的援助、主要由国有企业使用的援助、不成比例的大
量援助和通过裁量权偏袒国有企业的援助。这四种援助实质上类似于与《SCM 协定》中有
关事实专向性的规定，是《SCM 协定》专向性的演变。具体而言，“主要提供”、“不成比例
的大量”的援助与专向性事实测试相一致，不过《SCM 协定》是针对某些特定企业的。10此
外,CPTPP 在认定援助时也同《SCM 协定》一样，需要考虑经济活动的多样化程度和项目已
经运作的持续时间。11第四项“通过裁量权偏袒”是一种更偏向主观的形式，难以准确界定，
缔约方可以通过不利推定相关方透明度有欠缺或举证不力的政府支持从而自行裁量认定为
非商业援助，在实践中极易被滥用。12
值得注意的是，这四种形式并不是指“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所有或控制”的四种形式，而
是援助“凭借(by virtue of)政府的所有权或控制”提供的形式。
2. “所有权或者控制”与国有企业认定规则的关系
非商业援助制度下，CPTPP 没有在此处明文解释政府对国有企业“所有权或控制”的标
准。那么该处的“所有权或者控制”是否就是指或者可借鉴该章节国有企业认定中的“股权、
投票权、任命权”的标准？“所有权”和“控制”是并列关系还是包含关系？“所有权”是否也可
被“控制”包含呢？ “控制”一词一直存在争议，CPTPP 似乎对“控制”也没有一个具体评定标
准，有学者表示“控制”涵盖“股权、投票权、任命权”，即国有企业的认定条件之一。13在 OECD
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将拥有“所有权”置于“控制”之下，认为是“控制”方式之一。14也
有学者认为政府的“控制”须包括对人事任免和决策行动的实际控制权；也有学者认为“控制”
分为所有权层面和经营权层面，而拥有股权属于所有权意义上的控制。15

9

Alschner, W., Skougarevskiy, D. The New Gold Standard? Empirically Situating the Trans-Pacific Partne
rship in the Investment Treaty Univers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and Trade, 2016, 17(3), 363-371.
10 《SCM 协定》第 2.1 条，（c）款。
11 CPTPP 第 17.1 条，脚注 5。
12 刘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国有企业章节的中国应对》，《东方法学》2016 年第 5 期，第 58
页。
13
李思奇，金铭：《美式国有企业规则分析及启示——以 NAFTA、TPP、USMCA 为例》，《国际贸易》
2019 年第 8 期，第 92 页。
14《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OECD 将国有企业界定为国家通过全部、多数或重要少数所有权二对其实施重
要控制的企业。
15
韩立余：《国际法视野下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法学》2019 年第 6 期，第 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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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CPTPP 国有企业章节的文本目前来看，“所有”与“控制”二者更倾向于并列关系且
“股权、投票权和任命权“适用此处。“所有权”指政府直接拥有 50%以上的股权，而政府的“控
制”指 50%以上的投票权和对大多数权利机构成员的任命权。16但值得关注的是，分属于“控
制”的(b)款强调是通过所有权益这一手段从而达到“控制”50%以上的投票权，实则又把“所有
权”和“控制”二词混合在一起。此外另有一点，CPTPP 的国有企业认定标准只规定了直接的
所有或控制，那么此处的“所有权或控制”是否包括间接的方式？在国有企业章节第 17.1 条
“非商业援助”的定义中只针对直接形式，但第 17.6 条 “政府凭借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或控
制”而提供援助的形式却囊括了直接和间接两种。
而在 USMCA 国有企业章节的非商业援助制度将 CPTPP 中“政府凭借所有权或控制给予
国有企业”的援助直接扩大为“限定于相关企业”的援助，删减了“凭借所有权或控制”这一措
词，给予了更大的空间。
（三） “利益”存在与否的判断省略
CPTPP 非商业援助制度对比 WTO 补贴规则，“利益授予”要件被排除在外，也就是说
无需进行利益存在的分析，更无需对利益的计算整理一套方法，实则放松了援助的认定标准。
这将导致非商业援助制度框架下的规制对象的宽泛化，如那些虽然获得援助但并未因此取得
任何实质性利益的国有企业也将受到约束。
1. “援助”中的“利益”体现
有观点认为非商业援助制度已无需考虑“利益”因素。17非商业援助制度是一种针对国有
企业的新创设的规则，既然没有提及“利益”，意味着根据此规则制订，利益的认定是多余的；
也有观点认为非商业援助这一表述本身就代表了国有企业获得了难以从市场上获得的利益，
因此无需再对是否获得利益额外做出规定。18非商业援助是对《SCM 协定》有选择的移植，
其列举的“援助”类型事实上已经将利益的要求包括在内了，没有额外要求证明“利益”存在的
必要性。
而 CPTPP 国有企业是否从“援助”中获得了“利益”，应从具体规则出发。19根据第 17 章
关于非商业援助定义的规定，“援助”如“比该企业商业可获条件更优惠的”、“与私营投资
者的投资惯例不相一致”的措辞首先表明“援助”需要适当的衡量基准进行比较，其次类似的
规定同样在《SCM 协定》第 14 条也有强调，20似乎暗示“利益”认定这一步骤已包含在“援助”
是否存在的认定中。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就“援助”是否存在的判断与《SCM 协定》下“利益”的认定相
比，CPTPP 判断标准的准确程度是极不清晰的。非商业援助制度中采用的术语或规则相对
简短，也暗示着与《SCM 协定》“利益”的认定相比，对认定“援助”的要求相对放松。例
如，根据非商业援助制度，以货物或服务的形式（一般基础设施以外）提供非商业援助，不
张丽萍：《TPP 协议和 WTO 有关国有企业规定之比较》，《国际商务研究》2017 年第 5 期，第 27 页；
Lee, J. Trade Agreements’ New Frontier - Regul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Outstanding System
ic Challenges. Asian Journal of WTO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2019, 14(1), 52.
17 韩立余：《TPP 国有企业规则及其影响》，《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 年第 1 期，第 85 页。
18 Yun, M. An Analysis of the New Trade Regime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under the Trans-Pacific P
artnership Agreeme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 2016, 20(1), 12．
19
毛真真：《国有企业补贴国际规则对比研究——从传统补贴规则到非商业支持规则》，《河北法学》20
17 年第 5 期，第 158 页。
20 《SCM 协定》14 条“（a）政府提供股本…私营投资者的通常投资做法（包括提供风险资金）不一致；
（b）、（c）中政府提供贷款…可比商业贷款的金额…”的规定与 CPTPP17.1 条非商业援助制度的相关规定
用词类似。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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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将实际报酬(actual remuneration)如《SCM 协定》第 14(d) 条规定的“在提供国或购买国
现行市场情况相比较后”来确定报酬的适当性，只是简单提及“商业可获条件”(commercial
availability),而没有指明任何必须涉及的市场。对于缔约方来说，似乎免去了在有争议的货
物或服务交易的市场内寻找基准这一艰巨任务。但是问题随之而来，对于“商业可获条件”
的定义、“优惠”(favourable)的具体标准、以及如何证明该“援助”比“商业可获条件更优惠”诸
如此类都没有解释或进一步明确。
2. WTO 补贴规则的实证分析
鉴于非商业援助制度与《SCM 协定》之间的密切联系，WTO 的相关判例有相当的借鉴
和参考意义。关于 CPTPP“援助”类型是否包括了“利益”的问题，可以参考“巴西飞机出口融
资计划案”(DS46)。在此案中，WTO 上诉机构推翻了专家组“不构成‘潜在的资金直接转让’
的原因是没有授予利益”的观点，强调《SCM 协定》“财政资助”和“利益”分别是两个独立的
法律构成要素。关于是否存在补贴的认定中，将“利益”概念引入“财政资助”的定义从而混合
在一起是错误的。21“财政资助”和“利益授予”需要分别考察单独认定，从而认定补贴是否存
在。因此， “利益”的概念实则已引入该制度“援助”类型中的这种说法依旧值得推敲。
根据《SCM 协定》第 1 条，补贴的构成要件共包括 4 个，利益是其中一个必须考察的
法律要素。22《SCM 协定》第 1.1(b）条中 “利益”一词暗示了一种比较，代表着市场提供了
一种适当的基准进行比较来确定一项“利益”是否已被“授予”：与没有得到“财政资助”的相比，
“财政资助”使得接受者相比没有收到的经济情况更好(better off)或者条件更加有优惠。这种
对“利益”的解释在众多 WTO 以往判例中得到证实。23这与 CPTPP 中援助类型中“比可获条
件更优惠”极为相似，意味着非商业援助并不否认“利益”存在是认定非商业援助的其中一个
条件，甚至可以说是必要条件，只不过 CPTPP 避免了“利益”这种表述，试图规避“利益”存
在作为 CPTPP 明文规定的“非商业援助”的构成要件。
在此之外，关于政府向公司注入股本或提供股本、贷款、贷款担保、提供货物或注入股
本是否授予了“利益”，相比较补贴的其他“财政资助”更加难以判断和确定补贴金额。24对于
利益的确定和补贴的金额判断，《SCM 协定》的第 14 条特此用于进一步解答。该条分别列
举了上述 4 项“财政资助”的补贴金额判断标准，这 4 项同时也被 CPTPP“援助”的其中 3 项涵
盖。《SCM 协定》的第 14 条(a)款是针对“政府提供的股本”，调查重点是“投资决定”，即确
定了需要同私人投资者的通常投资惯例进行比较是否一致的内容和比较的时间点。而比较的
基准是根据交易的成本和预期回报作出的事先评估；25 (b)款关注接受者支付的政府贷款与
可比商业贷款的金额之间的差异，若政府贷款金额低于可比商业贷款，则说明有“利益”存在，
从而构成补贴。且商业贷款的金额取决于贷款规模、利率、期限等；26 (c)款政府的贷款担
保的适用类似与(b)款的规定；(d)款关于提供货物或服务则提及了国内市场作为基准，通过
WTO 争端解决的实践表明在一定情况下也可适用外部基准。

Appellate Body Report, Brazil – Aircraft, para. 157. Also see Panel Report, US – Export Restraints, p
ara. 8.20; Appellate Body Report, US – softwood Lumber IV, para. 51.
22
Bossche, Peter Van Den., Werner, Z. The Law and Policy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ext Case
s and Materials. 4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540；also see Appellate Body Report, US – Car
bon Steel (India), para. 4.8.
23 Appellate Body Report, Canada – Aircraft, para. 157; Appellate Body Report, US – Large Civil Aircra
ft (2nd complaint), para. 662; Appellate Body Report, US – Carbon Steel (India), para. 4.123; Appellate
Body Report, US – Countervailing Duties (China), para. 4.44.
24 Bossche, Peter Van Den., Werner, Z. The Law and Policy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ext Case
s and Materials. 4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557.
25 Appellate Body Report, EC and certain member States – Large Civil Aircraft, para. 999
26 Appellate Body Report, EC and certain member States – Large Civil Aircraft, paras. 83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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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TO 反补贴争端实践中，《SCM 协定》第 14(d)条所述确定是否存在利益，需要比
较实际报酬和市场基准或相似市场基准，从而比较数额，以确定是否存在“利益”。27那么是
根据各成员国的自行裁量权决定还是参考 WTO 补贴规则采用国内市场或寻找外部基准甚至
构建新的基准，CPTPP 均未明确规定。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CPTPP 对非商业援助的规定与《SCM 协定》第 14 条相比，有
一个细微区别就是 CPTPP 字面上删除了“从市场上”(on the market)作为(a)(ii)和(a)(i)(B)款“商
业可获条件”的限定要求，似乎想要避免基于“市场”作为衡量基准，也未提及类似“市场扭曲”、
“价格偏离或扭曲”等类似措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政府干预价格扭曲确实是非商业援助规制
的缘由之一。而“可获”的表述意味着衡量基准和“商业条件”之间存在可比性。而“商业条件”
具体可比性的标准可以参考 WTO 反补贴实践的经验：基于现行市场条件，并且必须考虑包
括价格、质量、可获性、适销性、运输和其他购销条件。另外，《SCM 协定》14 条(c)款“贷
款担保”也未明文规定“市场”一词，但是“加拿大飞机信贷和担保案”WTO 专家组认为如果公
司通过政府贷款担保方案获得贷款而节省的金额不能被该担保方案的费用所抵消，而该担保
方案的费用确定不是以市场为基础的(market-based)，就会产生“利益”。28因此，CPTPP 未提
及“市场”一词不代表不能以市场作为衡量基准。
此外，根据 CPTPP“非商业援助”定义的措辞，“该企业”(that enterprise)一词29似乎暗示着
排除与该国有企业实际交易无关的基准，这种理解将导致大部分的外部基准的弃用。但需要
考虑的是，CPTPP 非商业援助制度涵盖了海外投资的国有企业，那么是否可采纳被投资国
国内的市场值得研究。CPTPP 确定是否“优惠”的条件也可考虑可能基于其他替代基准，如“根
据生产成本构建的替代市场”，这种基准在 WTO 以往判例也曾出现过。30无论如何，与 WTO
的做法相一致，当前简约文本的模糊性要求通过解释性实践的积累来阐明其确切含义。
多边贸易规则并不完全约束政府为特定企业提供补贴寻求国内产业发展的行为，而是旨
在禁止政府为特定企业授予实际的利益，从而构成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扭曲竞争，阻碍贸易。
同样 CPTPP 对国有企业的规制只有当国有企业因为政府提供的援助构成了比较优势，即“利
益”的产生，从而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CPTPP 对于政府提供“援助”的比较优势的相关规定
为原则性规定，过于粗略简单，并没有对具体操作提出详细的准则。在可比商业贷款和商业
贷款担保需考虑的因素及比较方法，股本的比较时间点、内容及方式，政府提供货物及服务
的基准适用等方面，WTO 补贴规则及实践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3. 利益传递问题
“利益”的规定涉及到利益的传递问题，CPTPP 非商业援助制度中主要包括私有化过程
中利益的传递问题和涵盖投资企业带来的利益传递问题。
国有企业补贴必然会涉及到私有化过程中利益的传递问题。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有时并不
能在公司商业往来或决策制定方面完全消除政府因素。31在缺乏“利益”相关规定的情况下，
关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困难。否认“利益”存在的要素，那么国有企业私有
化后产生的后私有化企业(the post-privatization company)是否会被认定为 CPTPP 下的国有企
业，且目前看来唯一的适用条件是依据“任命权”的政府控制，可分为两种情况：如果该企业
Appellate Body Report, Canada – Renewable Energy, Canada – Feed-In Tariff Program, para 5.165. S
ee also Appellate Body Report, Canada – Aircraft, paras 157–158.
28 Panel Report, Canada – Aircraft Credits and Guarantees, para. 7.397.
29
CPTPP 第 17.1 条“非商业援助”(a)(i)(B)和(ii)款中出现的“比该企业可获商业条件更优惠”。
30 Appellate Body Report, US – Softwood Lumber IV, para 106.
31 Kowalski, P., Buge, M., Sztajerowska, 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rade Effe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
ns. OECD Trade Policy Papers, 2013(147),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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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完全不符合 CPTPP 认定国有企业的标准，则不受国有企业章节的约束，也无需考虑利
益是否传递的问题；但如果后私有化企业仍满足政府的事实控制被认定为 CPTPP 下的国有
企业，就可以断定该企业落入非商业援助的范围内，直接规避了利益传递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如采用何种方法判断利益传递、传递的程度及利益计算等。
关于涵盖投资企业带来的利益传递问题，CPTPP 新增了投资领域的援助范围，即通过
涵盖投资企业货物提供货物或服务。首先援助是给予国有企业的，也就是利益的直接接受者
是国有企业，但作出行为造成不利影响的是另一缔约方领土内的其投资的企业。无论该企业
是否也被认定为政府所有或控制，CPTPP 在没有分析国有企业和涵盖投资的企业之间是否
存在何种利益传递关系的前提下（例如有股权参与或投资公司为其分支机构），就将所造成
的不利影响归因于国有企业，这是不合理的。32在缺乏考虑“利益”存在这一因素的前提下，
这些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
4. 政府同时作为提供者与接受者的逻辑困境
若 CPTPP 非商业援助制度将国有企业作为补贴接受者，则将存在一个逻辑障碍。作为
利益授予不可或缺的一个对象是受益人或者说接受者。也就是说，利益分析的调查重点是接
受者而不是授予机关。33
WTO 反补贴争端解决实践表明补贴接受者可以是公司和股东两者组成的共同体。首先
对“利益”是否存在的任何分析应以“法人或自然人”(legal or natural persons)为基础，而不是以
生产经营为基础；其次，为利益的分析而区分公司和股东，是不必要的。34一家公司的市场
价值取决于它为股东创造收益的能力，财政资助所提供的利益价值将反映在公司的总体市场
价值中。此外，《SCM 协定》也未暗示利益不可授予两个及以上不同的主体，甚至可能存
在企业被授予利益是通过其股东收到的财政资助的情况。35
根据 CPTPP 对国有企业的认定，政府拥有企业所有权益的国有企业股东必然包括政府，
那么给予国有企业的援助，接受者则存在为国有企业及其股东即政府的共同体的可能性。那
么此时，政府既是援助提供者，又是援助接受者，这陷入了逻辑循环困境之中，理论上会导
致援助利益数值无法计算。当前针对国有企业的反补贴调查案件中，实际上都回避了这个问
题。36CPTPP 国有企业章节取消“利益”，将直接摒弃这种情况的产生，这种粗暴简略的做法
实则不能解决问题。
（四） “不利影响”及“损害”的认定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非商业援助制度的规制目的不是禁止非商业援助本身，而是禁止这
种援助可能产生的某些负面影响。关于非商业援助的具体规定主要载于 CPTPP 第 17.6 条、
第 17.7 条和第 17.8 条，但在国有企业章节的其他条款也提及不利影响的相关规定。37CPTPP
国有企业规则的非商业援助制度在第 17.6 条确立了缔约方的三重义务：第一，缔约方本身

32

Yun, M. An Analysis of the New Trade Regime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under the Trans-Pacific P
artnership Agreeme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 2016, 20(1), 13．
33 Appellate Body Report, Canada-Aircraft, , para.154. See also Panel Report, EC-Countervailing Measure
s on DRAM Chips, paras.7.211-7.213; Appellate Body Report, Japan-DRAMs (Korea) , para.178.
34
Panel Report, US - Lead and Bismuth II, para.6.82; Panel Report, US-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Cert
ain EC Products, paras.7.50-7.54.
35
Panel Report, US —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Certain EC Products, para. 7.51; Appellate Body Re
port , US —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Certain EC Products, para.110,113.
36 蒋奋：《反补贴语境下的国有企业定性问题研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7 年第 1 期，第 13
页。
37
如 CPTPP17.13.3 条国有企业建立本地存在进行金融服务与不利影响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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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通过对国有企业直接或间接提供非商业援助，对其他缔约方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第二，
缔约方其国有企业不得通过使用对其任何国有企业提供的非商业援助，对其他缔约方利益造
成不利影响；第三，缔约方不得通过对另一缔约方领土内覆盖投资的国有企业直接或间接提
供非商业援助，损害其他缔约方的国内产业。CPTPP 第 17.7 条“不利影响”、17.8 条“损害”
的相关规定与《SCM 协定》第 6 条“严重侵害”、15 条“损害的确定”分别对应，在措辞、规
范等方面很多相似之处。但是，《SCM 协定》将不利影响分为三种情况，包括损害国内产
业、GATT 项下利益丧失或减损、严重侵害利益。也就是说，《SCM 协定》将损害列为不
利影响的一种情况，二者为包含关系；而 CPTPP 将其二者分为并列关系。
1. “不利影响”的分类及内容
CPTPP“不利影响”的基本原则与《SCM 协定》的“严重侵害”概念相一致，主要参照了
《SCM 协定》第 6.3 条和 6.4 条。除了适用货物贸易，CPTPP“不利影响”的适用范围还扩大
到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
（1）“不利影响”的分类
CPTPP“不利影响”主要包括占据市场和价格影响这两种情况。其中占据市场是指同一市
场接受非商业援助的国有企业提供货物或服务取代或阻碍了其他缔约方企业的同类货物或
服务。这里的“同一市场”指的是国有企业的国内市场、涵盖投资的另一缔约方市场，还有非
缔约方市场。而价格影响，是指在同一市场产品国有企业提供的货物或服务造成大幅价格削
低，或在同一市场中造成显著价格抑制、价格压低或销售损失。此处的“同一市场”相比《SCM
协定》因未明确市场属于“地理市场”还是“生产市场”产生的 WTO 争端问题，38CPTPP 直接
规定了三种市场，包括国有企业所在的国内货物市场、非缔约方的货物市场和另一缔约方的
服务市场。对于价格抑制、价格降低，“显著”意味着同时在数量和质量层面“重要的、值得
注意的、影响重大的”。39但与《SCM 协定》相比不同的是，对“市场相对份额”的变化程度
增加了“显著的”(significant）的要求，列举的三种情况也同样要求是“显著的”，虽然对此尚
未由具体详细的标准，但这意味着非商业援助制度下存在不利影响的认定门槛高于《SCM
协定》下视为存在严重侵害的门槛。40
（2）不视为“不利影响”的情形
首先，服务领域的“不利影响”只包括国有企业在本国境外提供的服务。在授予其国有企
业非商业援助的一方市场内提供的服务将被视为未造成不利影响。41如果接受非商业援助的
国有企业“主要”(principally)从事在该缔约方境内提供服务，且政府构成原始投资，即使该国
有企业也从事在另一缔约方境内的服务跨界供应，将被视为未造成不利影响；此外，若一缔
约方对提供上述服务的企业中取得控股权，也可享有不存在不利影响的直接推定。42
其次，提供服务的国有企业在非缔约方市场上造成的不利影响也不受非市场援助制度的
约束，根据 CPTPP 第 17.14 条和附件 17-C 关于“进一步谈判”的规定，预计该问题的纪律构
US – Upland Cotton (2005), US – Upland Cotton (Article 21.5 – Brazil) (2008), EC and certain mem
ber
States – Large Civil Aircraft (2011) and US – Large Civil Aircraft (2nd complaint) (2012).
39
“ significant means important, notable or consequential, and has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imen
sions”, Appellate Body Report, US – Washing Machines, para. 5.63, referring to Appellate Body Report,
US –Upland Cotton, para. 426.
40 《SCM 协定》第 6.4 条. See also Appellate Body Report, EC and Certain Member States – Large Civi
l Aircraft, para 1169.
41
CPTPP 第 17.6.4 条。
42
CPTPP 第 17.7.6 条，17.6.1(b)、17.6.2(b)条。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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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将成为未来谈判的一个事项。43
第三种情况是 CPTPP 非商业援助制度规定“在签署 CPTPP 之前”或“在签署 CPTPP 后三
年内，根据颁布的法律或在签署 CPTPP 之前承担的合同义务”，将被视为不造成不利影响。
44 而第四种情况是指获得非商业援助的国有企业通过购买或销售股份等所有权益来作为另
一企业的权益参与方式，不得解释为 CPTPP 的不利影响。45
当国有企业根据金融服务所在的缔约方政府授权建立“当地存在”(local presence）提供金
融服务时，则构成被视为不产生不利影响的第五种情况。46本规定适用于以下情况的金融服
务：一为提供支持进出口；二为支持在缔约方领土以外的私人投资；47三为提供的条件符合
OECD《关于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指导原则的安排》48的范围，来确定国有企业提供的某些
类型的金融服务是否不会造成不利影响。
CPTPP 国有企业章节在章节开头即明确提及 OECD
安排，尽管并非所有 CPTPP 缔约方都是 OECD 成员，那么作为非 OECD 成员，CPTPP 的
缔约方是否也要遵守该安排仍需进一步明确或阐明解决方法。
2. “损害”的认定
CPTPP 的“损害”只针对货物，不包括服务。具体而言，仅针对另一缔约方覆盖投资的
国有企业的货物生产和销售。“损害”包括对一国内产业的实质损害、实质损害威胁或对此类
产业建立的实质阻碍，这与《SCM 协定》一致。
CPTPP 非商业援助制度仅界定了何为“国内产业”，同《SCM 协定》中“国内产业”的定
义基本相一致，即同类产品的国内生产者全体，或指总产量构成同类产品国内总产量主要部
分的国内生产者。49但是，CPTPP 并未对 “同类产品”的定义作出规定，货物贸易的基础就
是产品，而只有在准确定位“同类产品”的前提下，才能区分国内生产者的范围，才能进一步
确定“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和“国内产业”都是确定损害大小的核心要素，若不能统一规范
澄清，各缔约国也可利用这个漏洞，实践中易造成损害的判断滥用和偏差计算。50《SCM 协
定》对于“同类产品”有明确的规定，即与涉案产品各方面都相同或具有极为相似特点的产品
51，
WTO 争端实践认为补贴规则可以参照 WTO 的其他协定如 GATT1994 项下的相关案例对
“同类产品”的分析，即考虑物理特性、最终用途、消费者习惯及偏好和关税分类。 52此外，

CPTPP 附件 17-C 进一步谈判：本协定生效后 5 年内，各缔约方应开展进一步谈判以扩大下列各项的适
用：第 17.6 条（非商业援助）和第 17.7 条（不利影响）的纪律已解决通过一国有企业提供服务对一非缔约
方市场产生的影响。
44
CPTPP 第 17.7.5 条。
45
CPTPP 第 17.7.1(e)条脚注 22。
46 CPTPP 第 17.13.3 条，同时脚注 33 表明包括涵盖投资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情况。
47 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要求该金融服务不以取代商业金融为目的，且提供的条件不比商业市场可比金融服
务更优惠。
48 《OECD 关于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指导原则的安排》根据 CPTPP 第 17.1 条的定义是指在 OECD 框架内
制订的或已经至少 12 个在 1979 年 1 月 1 日时属该安排参加方的 WTO 创始成员通过的后续安排，已成为
出口信贷业务的国际惯例,成为规范官方出口信贷的重要国际规则。
49 CPTPP 第 17.6.3 条脚注 19，《SCM 协定》第 16 条“国内产业的定义”。
50 毛真真：《国有企业补贴国际规则对比研究——从传统补贴规则到非商业支持规则》，《河北法学》20
17 年第 5 期，第 160 页。
51
《SCM 协定》第 15.1(a)条“损害的确定”，脚注 46：“在整个协定中，‘同类产品’一词应解释为指相同的
产品，即与考虑中的产品在各方面都相同的产品，或如果无此种产品，则为尽管并非在各方面都相同，但
具有与考虑中的产品极为相似特点的另一种产品。”
52 Panel Report, Indonesia – Autos, para. 14.173-14.174,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end uses, con
sumer habits and preferences and tariff classification”.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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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商业援助和损害这二者之间需要证明有因果关系。53

三、非商业援助制度的救济
CPTPP 非商业援助制度规制了缔约方的三重义务，但国有企业章节在确定产生“不利影
响”或“损害”等负面后果，并没有详细规定后续可采取的救济措施。除国有章节以外，CPTPP
协定本身其实是有特定的救济章节。既然国有企业章节是置于 CPTPP 之中专门针对国有企
业的特别规则，那么 CPTPP 的其他章节也可作为该国有企业章节的补充和参照解释，适用
于非商业援助制度的争端解决问题，例如 CPTPP 第 28 章的缔约国间争议解决机制及第 6
章贸易救济等等。54
（一） CPTPP 争端解决章节的救济途径
CPTPP 第 28 章为争端解决章节。根据该章节“范围”的规定，争端解决机制可适用于有
关 CPTPP 的解释和适用的所有争端、一缔约方认为另一缔约方的措施与本协定规定义务不
一致或未履行本协定项下的义务以及在特定章节的利益丧失或减损等情况。55
1. 争端解决机制的可行性分析
首先 CPTPP 国有企业章节未被争端解决章节的“范围”排除且非属于“范围”第三种情况
规定的特定章节或其他特殊条款下，又置于 CPTPP 内，因此 CPTPP 国有企业章节的争议问
题可归于 CPTPP 的争端解决机制。其次，在非商业援助制度“损害”的确定部分，CPTPP 进
一步指出合理设置“非商业援助”和“损害”的审查期限并建议尽可能接近专家组程序启动日
与完成审查日；且进一步明确列举争端解决专家组在认定实质损害威胁时需考虑的因素。56
这些规定提及“争端解决专家组”表明 CPTPP 非商业援助制度产生的争议适用争端解决章节。
此外，CPTPP 国有企业章节第 17.15 条明确规定国有企业的“信息形成过程”关于非商业援助
相符性的任何争端适用于第 28 章争端解决章节。
2. 与 WTO 补贴规则的救济比较
根据 CPTPP 国有企业章节“信息形成过程”条款，按照争端解决章节设立专家组后，起
诉方可以在专家组成立之日起 15 天内向应诉方提供书面问题，并且应诉方应在收到问题之
日起 30 天内向起诉方作出答复。如果应诉方在此过程中不予合作，专家组应“作出不利推
定”(draw adverse inferences)。57信息形成过程类似于《SCM 协定》附件 5 中的程序，专家组
有权从参与程序的任何一方不合作的情况中作出反向推断。58这种不利推定规则是否被视为
是合理的值得推敲，一方面将减轻起诉方因应诉方不透明的国有企业计划而承担的举证难度，
59但在另一方面对于相对信息不够透明的缔约方增加了不适当的举证责任。
在专家组成立的期限方面，CPTPP 争端解决机制要求在磋商请求之日后 60 天内设立专
CPTPP 第 17.8.4 条第一句，“必须证明涵盖投资生产和销售的货物通过非商业援助的影响造成本意义上
的损害。对上述货物与对国内产业的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证明应基于对拥有相关证据的审查。
54 刘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国有企业章节的中国应对》，《东方法学》，2016 年第 5 期，第 5
7 页。
55 CPTPP 第 28.3(a)、(b)条。
56 CPTPP 第 17.8 条脚注 23，25。
57 CPTPP 附件 17-B，第 3，9 条。
58
《SCM 协定》附件 5“搜集关于严重侵害的信息的程序”及第 7 条。
59 Abe, Y., Sekine, Y. Non-Commercial Assistance Rules in the TPP: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the S
CM Agreement.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Its Substance and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Trad
e, NAFTA, and Other FTAs (Forthcoming), 201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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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组，但除了易腐货物特殊规定的 30 天的例外规定；而《SCM 协定》规定在双方未能达成
一致的解决办法的前提下，提出磋商请求后 30 天内争议方可将该事项提交争端解决机构
(DSB)，由 DSB 决定是否设立专家组。60但二者都给予争议双方留有协商同意延长期限的余
地，61相比较而言，CPTPP 给予争议双方磋商的时间更多，期望争议双方可作出更慎重的考
虑。
而关于专家组报告的提交期限，CPTPP 与《SCM 协定》有更大的区别。《SCM 协定》
仅明确在专家组组成后的 90 天内应将最终报告发放到全体成员。62而 CPTPP 除了专家组的
最终报告，增加了“初步报告”(initial report)的概念，CPTPP 向争端双方提交初步报告的最长
期限为 150 天。63在随后的 15 天或争议双方同意的时限内，争议一方可向专家组提交关于
初步报告的书面意见。专家组在综合考虑争议方的书面意见并进一步审查之后，可适当修改
报告并在提交初步报告后的 30 天内将最终报告发放到各争议方，并由争议方在随后 15 天内
公开最终报告。64CPTPP 专家组发放初步报告的时限相对延长，且采取初步报告和最终报告
这种两级报告形式相比较下既满足了裁判的合法性和一致性，又避免了类似 WTO 上诉机构
这一目前陷入僵局的问题，但对于作出最终报告与初步报告的专家组成员完全相同是否会带
来公正性等问题仍值得深思。
关于执行期限，CPTPP 争端解决章节规定如立即执行裁定是不可行的，则应给予应诉
方合理的时间执行专家组报告。65最长的“合理时间”为自专家组向各争端方提交最终报告之
日起 15 个月，这与 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下的规定相同，且均提
出可视为特殊情况缩短或延长。66《SCM 协定》规定，禁止性补贴的执行时间应为 DSU 规
定的执行时间的一半，67但此外应诉方则应被要求在 6 个月内消除可诉补贴的不利影响或撤
消该补贴。68 CPTPP 并未规定禁止性非商业援助，但 USMCA 提出了禁止性(prohibited)的
概念。69因此，CPTPP 争端解决机制下有关国有企业争议的可执行期限将比《SCM 协定》
下特殊争端解决程序的可执行期限更长。
就反措施而言，CPTPP 第 28 章规定，胜诉方可中止“同等影响的利益”，与《SCM 协定》
胜诉方可采取“适当的反措施”或“与确定的不利影响的程度和性质相当的反措施”相比较，
CPTPP 采 用 的 “ 同 等 ”(equivalence) 一 词 比 《 SCM 协 定 》 “ 适 当 ”(appropriate) 、 “ 相
当”(commensurate)等词更为严格。70CPTPP 仅允许败诉方以反措施“明显过度”(“manifestly
excessive”)作为实质性抗诉，此外 CPTPP 还要求专家组确定其认为同等影响的利益水平，
实则对于专家组的审查判定标准也有所提高。71
此外，CPTPP 争端解决机制为支持专家组成员提供了非常有限的秘书处职能，与《SCM

CPTPP 第 28.7.1 条；《SCM 协定》第 4.4 条。
CPTPP 第 28.7.1(c) 条；《SCM 协定》第 4.4 条脚注 6。
62 《SCM 协定》第 4.6 条。
63
CPTPP 第 28.17.3 条。根据 CPTPP 第 28.17.5 条，在例外情况下专家组可最多再延迟 30 天，并书面通
知各争议方延迟原因及预计发布报告的时限。
64 CPTPP 第 28.17.7，28.17.8，28.28.1 条。
65 CPTPP 第 28.19.3 条。
66 CPTPP 第 28.19.5 条，DSU 第 21.3(c)条。
67
《SCM 协定》第 4.12 条。
68
《SCM 协定》第 7.9 条。
69 USMCA 第 22.6.1 条。
70
CPTPP 第 28.20.3 条，《SCM 协定》第 4.10，7.9 条。
71
CPTPP 第 28.20.5 条。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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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附件五中规定的程序相比，其收集证据以确定事实的程序较为简单。72而解决补贴纠
纷涉及根据大量书面证据确定事实，包括确定补贴是否存在、计算补贴接受者的利益，以及
伤害和因果关系的评估。
（二） 国有企业章节委员会的救济
对于非商业援助这一全新的制度，各缔约方易对规则产生一些模糊或争议之处。除了生
效后相关的判例及演变有助于解决这种问题，CPTPP 国有企业章节设立的委员会也将专门
对该章节下产生的任何事项进行协商解决。此外，委员会也可通过至少每年举行 1 次会议来
审议非商业援助制度在各国的实施情况，促进国有企业规则的运用。
（三） 贸易救济章节的反补贴措施
CPTPP 第 6 章贸易救济章节保留了各缔约方根据 GATT1994 第 6 条和《SCM 协定》的
权利和义务。此时，若缔约方的非商业援助行为根据 WTO 补贴规则同时被认定构成了一项
补贴且造成不利影响，则该措施不得诉诸 CPTPP 争端解决章节，而是优先适用 WTO 补贴
规则进行救济，CPTPP 也不得阻止缔约方采取根据 WTO 的 DSB 授权的行动。73但需要注
意的一点是相对于 CPTPP 非商业援助制度，构成 WTO 补贴的要求严格，认定难度较高，
而在反措施方面实质上相差不大，在实践中缔约方将会更倾向于认定非商业援助后寻求救济。

四、中国应对
美国退出 TPP 后，其余 11 国达成的 CPTPP 已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生效。CPTPP 作为
亚太地区高水平的新型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代表了相关经济体现有或未来的国有企业观，但
可能产生的规则引领效应通过国家间的适用影响国际法规则的发展。中国的国有企业一直在
国计民生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具有相当数量，无论是中央级别还是次中央一级。由于
CPTPP 非商业援助的宽泛认定标准和给予审查方较大的自裁量权，即使 CPTPP 规定的 2 亿
SDR 年度收入门槛金额，非商业援助在中国也较易认定。74而国有企业规则实则是利益交换
和话语权的较量。目前 CPTPP 开始考虑扩容问题，但无论中国是否加入 CPTPP，都应未雨
绸缪，在遵循国际法现有的国有企业规则的同时，基于自己的利益提出自己的立场和建议，
推动影响国际法国有企业新规制的形成和发展。此外 CPTPP 的缔约方国内经济环境和国有
企业现状各有差异，CPTPP 国有企业规则作出的例外和变通值得中国参考。
（一） 基于多边贸易法律框架谈判国有企业规则
首先，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应当得到加强，其对稳定和发展国际贸易经济、
75CPTPP 同样是根据 GATT1994
提供安全稳定、
互惠互利的贸易政策环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 24 条和 GATS 第 5 条制定的区域贸易协定。76因此应在坚持 WTO 基本规则的基础上进
行完善，以多边协商一致作为谈判机制的核心。在国有企业相关议题的谈判时，中国应基于
《中国入世议定书》和《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作出的承诺，对比分类 CPTPP 等新型贸
CPTPP 第 27.6 条，第 17.15 条和附件 17-B。在 WTO 美国和欧盟就对空客和波音的补贴案中，包括当事
人的意见和证据文件，美国报告约 800 页，欧盟报告 1000 多页。
73 CPTPP 第 29.1.4 条。
74 徐昕：《国有企业国际规则的新发展——内容评述、影响预判、对策研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1 期：对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尤其是中央一级的国有控股企业而言，2 亿 SDR 的门槛并不算
高。
75 贺小勇、陈瑶：《“求同存异”：WTO 改革方案评析与中国对策建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
9 年第 2 期，第 25 页。
76
CPTPP 第 1.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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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协定的国有企业规则，与其承诺一致的义务可认同，不一致或新增的义务应在坚守底线的
同时以中国国情和国家利益为基础作出考虑和评判，根据 WTO 争端实践据理力争。77此外，
可携手其他拥有相当数量国有企业的 WTO 成员国如印度、巴西为维护在国有企业存在的共
同利益而寻求共识和契合点，建立策略联盟，避免缺乏话语权的被动局面，例如在“竞争中
立”等议题方面。即使新出现的区域国有企业规则与中国认可的不相符合，不应回避而是密
切关注谈判进程以及各国态度及应对措施，并分析比较对国内国有企业的影响以及考虑加入
的可能性。78
当无法达成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中国可探索利用区域或双边贸易谈判等国际场合搭建规
则平台，利用“一带一路”、中日韩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协定为
切入点，引领推行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国有企业规则以及部分高标准的规则。中国可尝试与拥
有众多中央级别国有企业的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联合谈判探索国有企业的认定标
准、具体义务、例外清单、争端解决等问题，减少欧美等国主导的新型国有企业规则发展成
为国际经贸规则可能的外溢效应影响，从而打造符合中国利益的国有企业相关国际贸易规则。
79

（二） 立足于发展中国家地位
中国应当坚持“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合法权益不能丢”，以协商一致为核心，听取支持发展
中国家意见，继续维护发展中国家应享有的“特殊和差别待遇”(SDT)。80另一方面，也应当
认识到，不同国家发展水平不同，参与贸易与承担义务的能力也不同，区别对待不同的发展
中成员给予不同的待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可适当考虑如欧盟提出的成员分类、权利义务
分类或过渡期等建议。81
CPTPP 在国有企业规则上同样给予了发展中国家一定的优惠政策，如对马来西亚、越
南、文莱等在非商业援助制度等相关问题上设置 5 年的过渡期，并提高规制的国有企业适用
门槛金额；对于新加坡，被主权财富基金所有或控制的国有企业在满足列举的前提条件下不
适用非商业援助制度。82中国可着重参考越南——作为 CPTPP 的缔约方，同时是世界银行
界定的“中低收入水平国家”且国有企业问题突出，其在 CPTPP 国有企业规则作出的弹性承
诺。中国在进行区域贸易协定缔结或与其他发达国家谈判时，可寻求为国有企业转型和升级
提供过渡期等保证，争取加入实现发展目标的灵活性条款，推动构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益
的新版本国有企业规则。83

易纲行长在 2018 年 G30 国际银行业研讨会的发言及答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2018-10-14, http://www.
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643836/index.html.
78 屠新泉等：《国有企业相关国际规则的新发展及中国对策》，《亚太经济》2015 年第 2 期，第 49 页。
79 徐昕：《国有企业国际规则的新发展——内容评述、影响预判、对策研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1 期，第 25 页。
80
王毅谈国际贸易体系改革：应坚持三个“不能丢”，外交部网站，2018-09-13， https://www.fmprc.gov.cn/
web/wjbz_673089/xghd_673097/t1594907.shtml.
81
EU Concept Paper, European Commission Website，2018-09-18，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
18/september/tradoc_157331.pdf，具体指的是：为发展中国家设计了“毕业”机制，鼓励其积极退出“特殊和差
别待遇”；为加强特殊和差别待遇的针对性，除最不发达国家外，在未来的协定中将灵活性从开放式的集体
豁免转变为基于需求和证据的具体豁免；若成员请求在现有协定中获得额外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则需对个
案情况进行分析，明确时间段和适用范围。
82
CPTPP 第 17 章附件 17-E 第 3 条，满足的前提条件是指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在违反非商业援助的相关
义务之前的 5 年内，未存在以下情况：任命该国有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或大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任命大部分
董事会成员；行使法律权利，积极指示和控制国有企业的商业决策且不符合义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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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秋雯：《国有企业规则在区域贸易谈判平台中的新发展与中国对策》，《国际贸易》2018 年第 6 期，
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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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坚持遵循 WTO 补贴规则及其判例
相比 WTO 补贴规则，CPTPP 非商业援助制度的规定直接删减了公共机构、利益和专向
性的判定问题。美欧日试图重构国际经贸规则，从而期望在 WTO 补贴规则中纳入国有企业
问题。美国通过不同的场合期望把国有企业由“政府所有或控制”的条件转变为《SCM 协定》
中“公共机构”认定标准。而非商业援助的认定宽泛化，提供主体扩大化且赋予审查国相当的
裁量权不仅违背 WTO 补贴规则，还给拥有众多国有企业的中国在今后国际贸易中造成了一
定潜在的压力和不利影响。
1. 主张国有企业的“政府权力要素”判定
美国主导构建的非商业援助制度试图回避 WTO 反补贴争端解决实践中对“公共机构”的
阐释，强行将国有企业作为提供者纳入到反补贴语境中，扩大“公共机构”的涵盖范围。从
以往案例来看，在 WTO 争端解决实践中，否定了“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实体即可构成“公共
机构”，DS379、DS436、DS437 这三个案件对“公共机构”的定义进行澄清的意义十分重要，
确立了公共机构的“政府权力要素”认定标准。国有企业并不当然被认定为公共机构，只有在
其履行政府职能时，才可以定性为公共机构。根据 WTO 争端解决实践经验，政府职能与实
体行为的关联性应通过 “国有企业是否履行政府职能”和是否对国有企业实施了“有意义的
控制”结合相关案情和背景个案分析。那么中国的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体，行使“政府权力”
要素的情况在国有企业的日常经营之中并不多见。
此外，国有企业提供的援助不当然代表政府补贴。假设中国将来加入 CPTPP 或其他包
含非商业援助制度的协定，则国有企业的相关行为除了须谨慎避免构成补贴外，极易被非商
业援助制度所适用，因为调查国无需再审查国有企业是否定性为“公共机构”这一仍有争议性
的问题，而是跳过这一步骤直接可进入是否对国内产业造成不利影响或损害。按照“政府所
有或控制”的标准，我国的国有企业向其下游国有企业提供原料或服务，以及国有商业银行
向其他国有企业提供优惠性贷款这些行为均容易受到非商业援助制度的规制。84
2. 坚持“利益授予”作为构成要件
无论是 WTO 框架下的《SCM 协定》，还是美国、中国国内法律规范，对于补贴的认
定，“利益授予”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85CPTPP 非商业援助制度排除“利益”这一要素，简化
认定标准，援助的金额既无法通过所接受利益来计算，也未明确计算方式。关于反措施的形
式 CPTPP 同样未规定，而《SCM 协定》采取的临时反补贴税和反补贴税均与补贴金额有着
密切关系。86 中国应以 WTO 补贴规则和判例作为宣示性主张据理力争，坚持将“利益授予”
作为非商业援助的构成要件之一，在此基础上重塑非商业援助的相关规则。
（四） 善用例外
在 11 个 CPTPP 缔约国中，除日本和新加坡之外的其余 9 国都附有国有企业减让表。关
于国有企业减让表，缔约国有权利根据自身需要和正当利益提出豁免实体和豁免义务及相关
商业活动。减让表覆盖的范围和形式是较为广泛多元的，不仅有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有发达国
家对国有企业提出非商业援助豁免请求，如加拿大、新西兰等。除了国家减让表，例外的另
一种方式出现在 CPTPP 第 17 章的附件 17-D、17-E、17-F。附件 17-D 是各缔约国列举的对
徐昕：《国有企业国际规则的新发展——内容评述、影响预判、对策研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1 期，第 21 页。
85 《SCM 协定》第 1 条；《美国关税法》第 1677 节(5)(B)条；中国《反补贴条例》第 3 条。
86
《SCM 协定》第 17.2 条，临时反补贴税是以金额等于临时计算的补贴金额的现金保证金或保函担保；
第 19 条，征收反补贴税金额是否应等于或小于补贴的全部金额的决定，均由进口成员的主管机关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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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中央层面的国有企业不得适用的相关义务；附件 17-E，17-F 分别是专门豁免新加坡和马
来西亚的特定领域或特定实体的国有企业义务的特定附件。新加坡虽然没有列出减让表，但
在 CPTPP 国有企业章节附件 17-E 中对主权财富基金提出豁免包括非商业援助的相关义务。
关于减让表，其中存在将涉及某一产业或领域的所有国有企业全部囊括的情形。例如新
西兰列出开展通讯的基础设施相关的建造、运营、维护等以及提供和各国之间的空运和海运
的服务这两类现有和未来的所有国有企业可接受非商业援助，豁免于其相关义务。也有如越
南，总共有 14 项包括重组融资、中小企业、石油和天然气、电力、煤炭矿产、投资、银行
金融服务、国防、航空航运、船舶制造等广泛领域被豁免。值得一提的是，越南还提出一种
特殊的情形，即对经济极度困难地区、生活水平极度低下、就业问题严重的地区，政府及国
有企业在推动经济发展的目标下可给予相关国有企业非商业援助。
中国无论是否加入 CPTPP 或在今后国有企业规则的谈判中，应将国别例外的谈判作为
重点之一。此外可借鉴越南的国别减让表的经验，除了特定领域的豁免以外，基于中国地区
发展的不均衡和对发展权和人权的保护，可以适当考虑纳入对一些落后贫困地区的豁免。87

刘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国有企业章节的中国应对》，《东方法学》2016 年第 5 期，第 62
页。
87

668

从 TRIPS 协定看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的冲突与解决
陈迪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 430073）

摘 要：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下称 TRIPS 协定）较之前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条约扩大了保护客体的范围，
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明确将药品纳入了专利保护的范畴。在 TRIPS 协定产生的过程中，对于是否授予药品以专利保
护这一问题在谈判之初就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争论的焦点，最终还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让步收场。药品专利
得到更好更全面的保护的同时，对其批评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怨声主要是来自面临国内公共健康危机的发展中国家。
主要原因在于药品被授予专利后价格猛涨，发展中国家以及更加落后贫困的国家和地区的病患无力承担高昂的医药
费只能选择放弃治疗。公共健康问题一直是困扰世界各国的一个巨大的难题，艾滋、非典、禽流感等等每一种传染
病的爆发对全人类来说都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对各国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会带来重创。而且伴随着全球经济
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传染性疾病的影响力将会有增无减。2019 年新冠肺炎的爆发就再次深刻地证明了公共健康问
题不仅仅是一个或几个国家的事情而是与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息息相关的。此次疫情也再次将药品专利与公共健康的
冲突推到风口浪尖，要解决公共健康问题首要的就是解决药物的获得的问题，如何让专利药品能够更畅通地在国家
之间流通，如何让贫困地区的患者能够买得起药，如何在维护公共健康的同时保护药品专利权人的利益等等一系列
的问题，似乎都将矛头指向了 TRIPS 协定对药品专利的保护。但是药品被授予专利后带来的利益也是不容忽视的。
尽管 TRIPS 协定中存在对专利予以保护的例外条款，比如第 31 条强制许可条款，但是由于该条款本身的局限性，
真正使用该条款获益的国家少之又少。为解决这一困境，WTO 各成员国一致通过了《修改 TRIPS 协定的议定书》
，此
次修订较之前的强制许可规定做出了重大突破。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保护的矛盾本质上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如
何能达到二者间利益的平衡，避免二者的冲突的激化，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面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旧
严峻的现状，立足于我国实际，应当积极利用 TRIPS 协定中的有关规定，尤其是强制许可制度的运用，同时进一步
完善我国《专利法》相关规定，从而更好地调和二者的冲突，达到既保护专利权又维护公共健康的平衡。

一、TRIPS 协定
TRIPS 协定制定的出发点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世贸组织成立之前已经存在的主要国际公约的义务，并将这些
公约的主要义务作为成员的最低义务，从而确立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共同基准规则，协调了各国因为对于知识产权的
保护与执行的规定不同而产生的紧张关系。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本身规定的缺陷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发
展中国家的公共健康而言。
（一）产生的背景
早在“东京回合”时，美国与欧共体就意图在谈判议题中加入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但是因为遭到大部分发展中
国家以及一些发达国家，比如日本和加拿大的强烈反对而未果。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开始的时候，尽管仍有许多
国家不赞成将知识产权问题纳入此轮谈判，但是最终 1986 年的部长宣言还是将知识产权问题纳入到了谈判范围。
TRIPS 协定的产生究其原因，美国“功不可没”。在 GATT 新一轮谈判酝酿之初，美国就频繁挥舞“301 条款”
和“特别 301 条款”大棒，或以取消普惠待遇相威胁，对一些发展中贸易伙伴施加相当的压力，促使其改善知识产
权保护状况。1美国的重压一方面迫使一些国家和地区不得不制定或修改了其知识产权法，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将知识
产权问题纳入谈判的阻碍，最终在事实上促成了这一议题的纳入。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谈判之后，各方在 199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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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步达成了 TRIPS 协定的草案，又经过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各国代表于 1994 年 4 月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签字，
最终这场“马拉松”以 1995 年 1 月 1 日 TRIPS 协定的正式生效而暂时告一段落。
（二）协定的主要内容
在 TRIPS 协定产生之前，是由 GATT 规则以及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国际公约来对国际知识产权予以保护和
规制的。但是它们的有关法律存在着许多缺陷，其中最严重的缺陷就是强制实施措施和争端解决机制的缺失，TRIPS
协定对此进行了完善，并且在这些已有的国际公约基础上大大增加了知识产权的国际标准。
首先，在保护的客体方面，TRIPS 协定将计算机程序和数据汇编明确纳入到知识产权保护范畴，而且对商标的
保护也不再局限于有形货物商标，服务商标也受到了同样的保护；其次，在保护的期限上，TRIPS 协定较之前的国
际公约都延长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了，比如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期限就比《华盛顿公约》的规定长 2 年；最
后，在执行和争端解决方面，TRIPS 协定首次规定了一系列执行条款，并且确认了成员间在 TRIPS 协定下产生的争
端都可以通过 WTO 争端解决机制予以解决。
（三）对 TRIPS 协定的评价
TRIPS 协定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标准，一方面加强了在国际贸易中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另
一方面通过减少保护知识产权对正常的国际贸易的阻碍，促进了成员国间的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TRIPS 协定是国
际上迄今为止所有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中，参加方最多、内容最全面、保护水平最高、保护程序最
严密的一项国际协定，它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更加切实和行之有效。2
但是，TRIPS 协定正如前述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博弈和妥协的产物，从协定的许多条款中都不难看出二者
在谈判过程中的“明争暗斗”。具体而言， TRIPS 协定中对知识产权高标准且全面的保护，这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知
识产权发展现状并不相符，有的国家甚至知识产权体系都尚未形成，但是为了履行协定义务，这些知识产权能力较
弱的国家仍旧要对知识产权提供与发达国家相同的高水平保护。然而过早地采取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一方面
对于这些国家国内的知识产权发展会造成较大的冲击，另一方面实际上使这些知识产权弱国在面对知识产权强国时
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地位。正如一位学者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形容那样：知识产权保护,好比是对穷国使用知识而征收的
税赋,而这些收入则单方面的流入了知识产权生产者——发达国家的口袋。3这些发展中成员国为履行协定实际付出
了非常大的代价，而获益的往往是那些知识产权能力较强的发达国家。尽管协定中也有出于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考
量而制定的弹性条款，比如权利用尽条款，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条款以及过渡安排等，但是这些条款有的由于规定
过于模糊和宽泛，实践中难以适用，有的则是由于发达国家在贸易中的强势地位而在一些双边谈判中直接被忽略。
这些弹性条款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地实现其产生的初衷，保护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可见 TRIPS 协定主要保护的还是
知识产权人的利益，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和公共利益的考虑并不周全，尤其未意识到对药品授予专利保护会
与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健康之间产生激烈的冲突，最终也导致了 TRIPS 协定的首次修订。

二、药品的专利保护
药品成为受专利保护的对象时间相对较晚，在 TRIPS 协定产生以前，各国对于药品专利保护的法律和政策也各
不相同。对药品提供专利保护的国家也大多是发达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在 TRIPS 协定生效以后才开始对药品提
供专利保护的。
（一）TRIPS 协定产生前的药品专利保护
在 TRIPS 协定产生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药品授予专利是被视为违背公共利益的。即使是比较发达的一
些欧洲国家也是到二十世纪中后期才开始将药品纳入专利保护的范畴，比如法国和德国，就是分别于 1960 年和 1968
年才开始对药品进行专利保护的。但是，这些国家对药品提供专利保护的规定并不统一。
发展中国家对药品提供专利保护则是要更加晚于发达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是一种无专利或是专利制
度较为宽松的模式，例如阿根廷、巴西等国允许本国的制药公司可以自由仿制和售卖其他国家发明的药品，即使这
2
3

国际经济法学编写组：《国际经济法学》
（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43 页。
周超：《论 TRIPS 协定与公共利益》，中国政法大学 2007 年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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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药品己经在别国拥有专利保护，也不会受到国内法的制裁。4有的国家甚至认为给药品授予专利其实是在生与死之
间谋取利益，对药品专利予以严厉的谴责。
（二）TRIPS 协定对药品专利的保护
TRIPS 协定产生后对药品的专利保护开始走向全球化。其一，根据 TRIPS 协定第 27 条对于可授予专利的客体
的规定，在不违反有关条款的前提下，无论是产品还是方法，只要满足具有新颖性、包含发明性步骤，并可以供工
业应用这三个条件即可以获得专利保护。这表明药品并未被排除在专利保护的范围之外，只要其满足 27 条规定的
三个条件即可获得 TRIPS 协定下的专利保护。据此，TRIPS 协定实际上消除了之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是否
授予药品专利问题所产生的分歧。其二，根据协定第 33 条规定，自申请之日起，对专利提供 20 年的保护期限，这
意味着，药品一旦被授予专利将受到长达 20 年的保护。其三，依据第 70 条第 8 款和第 9 款的规定，对于暂时不能
提供药品专利保护的成员方即使在过渡期内，也要建立一套制度受理药品的专利申请，以保存其新颖性和优先权，
并且要给予这样的申请独占销售权。

三、药品专利与公共健康的冲突
对药品给予专利保护，一方面可以鼓励药品的创新和研发，从而促进更多新药的产生，为患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如果没有专利保护，过半数的新药不会被开发，大部分的医药产品也不会进入市场。另一方
面可以产生抑制劣质仿制药的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其与公共健康非但没有冲突，反而对公共健康具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共健康危机的爆发，药品专利对于药品的获得造成的阻碍也就越发明显，其原因
也是多方面的。
（一）公共健康危机概况
对公共健康，国内外有许多学者都进行了不同的定义和解读。美国学者乔治罗森在其《公共健康史》一书中认
为，公共健康应该包括所有对于健康产生影响的社会运动和立法，如限制工作时间的努力，关于童工、保护孕妇和
保证就业的规章制度等。5我国有学者认为，认为公共健康是指在健全的卫生防御体制下，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处于身
心健全、社会幸福的总体状态，即指生理、心理及社会适应三个方面全部良好的一种状况。6我更倾向于赞同我国学
者对公共健康的理解，公共健康应该是指在一国家或地区内，大多数居民能够保有身心的良好状况，并且在身心状
况不良时有及时获得救治以恢复健康的保障。与此相对应，我认为公共健康危机就是指大多数人的身心状况无法维
持在良好状态或在出现身心不适时无法或者非常困难得到及时的救治。
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 2003 年发布的报告，自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后，20 年来,全球范围
内已经确诊的艾滋病患者多达 6000 万人,约 2000 万人已经因此失去生命。报告中还指出，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预
防措施,因感染艾滋而死亡的人数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将会成倍地增长。报告在分析亚洲地区流行趋势时指出,中国和
印度两个大国正面临着艾滋病的挑战。7除了艾滋以外，中国 2003 年爆发的非典也使得全球近万人感染，还有像疟
疾、结核病这样的传染性疾病也在威胁着公共健康。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公共健康问题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顾虑，
尤其是美国 9.11 事件之后相继发生的炭疽病毒事件，改变了发达国家以往在公共健康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2019 年底，我国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此种病毒具有一定的潜伏期，加上正值我国的春运高峰期，人口
流动频繁，疫情迅速扩散至全国各地。2020 年 1 月 31 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被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列为国际关注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8截至目前，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 3000 万，新冠肺炎已成为全世界关注并亟待解决的公
共健康问题。

郭晓：《知识产权的全球治理——以药品专利的 TRIPS 谈判为例》，南京大学 2015 年硕士学位论文。
George Rosen,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at XXV.
6 史学瀛等：《公共健康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战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 页。
7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艾滋病流行进展》，《wto 经济导刊》2003 年 3 月，第 14 页。
8
环球网：《解读:新冠病毒疫情被列“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会有哪些影响》，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p7Ol，2020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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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冲突的方面以及原因
药品专利与公共健康的冲突实质上是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权的冲突，集中体现在专利药品价格的高昂与贫困患
者无力购买的冲突上。导致这一冲突的产生的主要原因有：首先，新药品从研发到最终投入市场，需要大量的财力、
物力和人力的投入，因此制药商往往会通过对专利药品抬高定价的方式来回收成本；其次，由于发达国家资金雄厚，
科研能力强，大部分的药品专利都集中在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则是普遍依赖于进口，加上药品专利的独占排他
性，发达国家掌握药品专利的制药企业就很容易形成对专利药品的垄断，从而借此谋取高额利润；最后，发展中国
家的医疗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制度尚未健全，大部分的药物费用都是由患者个人承担的，因此贫困地区的患者常常
不堪重负，而选择放弃治疗。
此外，由于 TRIPS 协定对专利给予了 20 年的保护期限，因此受专利保护的药品最起码要经过 20 年才能够进入
公共领域，在其保护期内如果未经权利人允许擅自制造、使用和销售的都被认为是侵权行为，将要受到法律的处罚。
专利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赋予新技术的拥有者一段时间内的市场垄断权以换取技术向社会公开,以此来促进科技创
新和社会对新技术的利用。9而对于治病救人的药物来说，我认为这样的保护标准未免有些死板和严苛。正是由于
TRIPS 协定对于药品的高标准保护，导致了药品专利保护与公共健康的利益失衡，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
达国家来说更是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们不得不在遵守 TRIPS 协定与维护本国公共健康间做取舍。当然，并不能将
所有的公共健康问题都简单地归咎于药品专利保护上，但是我们也不忽视其是主要原因之一的事实。

四、药品专利和公共健康冲突的解决
尽管 TRIPS 协定基本上是按照发达国家的主张订立的，将药品纳入专利保护范围也是发达国家在谈判中一直坚
持的主张，但是 TRIPS 协定也并非对公共健康问题完全置之不理，协定中也有一些基于发展中国家公共健康考虑的
灵活性安排，比如协定第 6 条的权利用尽条款、第 7 条对于保护和实施知识产权的目标的规定以及第 8 条所包含的
维护公共健康权利的原则等。此外，协定中也有条款对专利保护的例外进行了规定，比如第 27 条的第二款和第三
款以及十分重要的第 31 条强制许可条款。但是仅仅依靠 TRIPS 协定自身进行内部调整来解决二者的冲突是远远不
够的，再加上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转移谈判场所，在一些双边和区域协定中制定了比 TRIPS 协定更
为严格的保护标准，这也是 TRIPS 协定鞭长莫及的。因此，需要在 TRIPS 协定框架外，探寻更多解决冲突的路径，
从而使二者的冲突得到缓和，利益能够趋于平衡。
（一）TRIPS 协定下的解决方法
1.平行进口
平行进口是指在国际贸易中,当某一知识产权人的知识产权获得两个以上国家的保护时,未经知识产权人或者独
占许可证持有人的许可, 第三者所进行的进口并销售该知识产权产品的行为。10权利用尽原则常被用来作为支持平
行进口的理论依据，权利用尽原则指的是知识产权人自己或经过其授权而将受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投放市场、经过
首次销售之后，知识产权人不得就产品的购买者对产品的使用、转售等后续行为主张其权利。根据 TRIPS 协定第六
条的规定，各成员方可以自由决定知识产权的权利用尽问题，条件是要符合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这实际上是将
是否允许平行进口的权利授予各成员方。尽管此条规定其实是 TRIPS 协定无法在这一问题上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利益的回避之举，但发展中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这条规定以缓解本国的公共健康问题。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
平和政策不一，导致相同的商品在不同的国家的销售价格不尽相同，发展中国家就可以通过规定平行进口的合法性
使消费者可以在全球市场上进行价格的比较，选择购买定价较为适宜的药品，而不必受制于专利药品的垄断价格，
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发展中国家患者的经济负担。
但是价格差异是平行进口存在的主要原因，一旦专利权人统一了全球定价，其就难以发挥作用了。此外，发达
国家普遍对平行进口持反对意见，并在其自由贸易协定中予以禁止，这实际上阻碍了发展中国家通过平行进口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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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明：《知识产权法》，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9 页。
孙颖：《平行进口与知识产权保护之冲突及其法律调控》，《政法论坛》199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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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价药物。平行进口也会产生一些药品质量问题，有学者认为，平行进口可能会导致假冒药品的增多，从而威胁
到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11
2.强制许可
强制许可是指，在具备所规定的实施条件后可以不经过专利权人的许可使用其受保护的专利。据此，发展中国
家在遭遇国内公共健康危机时就可以通过强制许可获取急需的药品。然而，由于 TRIPS 协定规定的允许实施强制许
可的条件过于苛刻，实践中使用强制许可而获利的国家屈指可数，尤其是其第六个限制条件将使用强制许可生产的
产品，限于主要供应国内市场，不得出口，这对于一些缺乏制药能力或者制药能力不足的落后国家和地区来说，强
制许可条款更是形同虚设，毫无用武之地。因为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授予了某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但是其国内制
药企业并没有生产该药品的能力，其获取该药品的渠道还是只能依赖进口，可是其他国家依据强制许可生产的仿制
药又受限制不得出口到这些国家和地区，最终还是只能从专利权人处高价获取该药品，并未能改变其在 TRIPS 协定
产生前获得专利药品的困境。WTO 第四届部长会议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责成总理事会寻求解决的办法。于是
总理事会在 2005 年作出修订 TRIPS 协定的决定，修改的议定书也已经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正式生效。
修改的内容是在原第 31 条强制许可条款后加入 31 条之二，以及在最后增加一份用以解释 31 条之二的附件及
评估医药行业生产能力的附件的附录。根据 31 条之二的规定，为了维护公共健康，授予强制许可的成员方可以将
受其许可生产的药品出口至合格的进口成员方，这实际上就是免除了之前获强制许可生产的药品限于主要供应国内
市场的义务。此外，明确由实施强制许可的出口成员方承担给予专利权人充分合理的报酬的义务，进口成员方不需
要再向专利权人支付报酬。
卢旺达在 2007 年成为首个利用强制许可修正案进口所需药品的成员方，其按照修正案的规定将有关事项通知
了总理事会，之后加拿大作为出口方也通知了总理事会其已颁布强制许可以及其他关于出口的药品的事项。这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卢旺达获取专利药品的压力。但是由于实施程序要求繁杂等原因，总体来说，采用强制许可措施的
国家仍旧寥寥无几。
此外，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充分地利用诸如第七条和第八条这样的弹性条款灵活地制定本国的药品专利制度，从
而既不违反 TRIPS 协定下的义务，又能保护本国的公共健康安全。
（二）其他路径的探寻
除了可以利用 TRIPS 协定本身的规定缓和药品专利与公共健康的冲突以外，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国际组织也在
积极寻求其他的解决方法，有的方法也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1.国际组织的努力
首先，一些国际组织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制药商进行联合谈判，以达到降低药品价格和拓宽专利
药品获取渠道的目的。比如从 2000 年开始，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其他相关的下属机构与几家大型制药公司展开
磋商，到 2002 年已有十几个国家与这些制药商达成了降低药品价格的协议。相信随着国际组织在国际舞台上地位
的提高，其在联合谈判中发挥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其次，在非政府组织的倡导下，将专利共享机制引入到了公共
健康领域，并且建立了药品专利池基金会，这两个机制的建设和应用工作已经展开，虽然仍存在一些需要完善之处，
但相信在未来对于降低专利药品价格和鼓励药品研发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2.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努力
“打铁还需自身硬”，除了借助外部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以外，发展中国家自身也应该为解决药品专利保护与
维护本国的公共健康之间产生的冲突进行不懈的努力。一方面，应积极与发达国家就此问题展开双边谈判，在友好
协商和互利共赢下谋求问题的解决办法，防止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应当提高自己的药品研发能力和
制药能力，减少在专利药品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同时完善本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制度，从而降低药品
价格对于药品获取的阻碍，减轻本国国民在购买药品的经济负担。
（三）我国对药品专利和公共健康的冲突的应对以及完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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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艾滋病的高发地区，加上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传染性疾病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比如最近几年
的禽流感和甲型 H1N1 流感。根据 2018 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我国国民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疾病总人口和发病率
都比预想值高出很多。可见，公共健康问题仍是我国现在以及将来很长时间所需要面对和解决的。
我国现行《专利法》第 69 条第 1 款被视为我国对于权利用尽原则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专利产品经许可合
法售出后，专利权人对该产品之后的使用、销售和进口行为都不能主张侵权。这条规定实际上承认了平行进口在我
国的合法性。第 69 条第 5 款是对源于美国的 Bolar 例外规则的引入，该规则是通过缩短仿制药制造商申请行政审批
的时间以促进仿制药品在专利到期后的及时上市，从而保障药品的供给。对强制许可则是在第六章进行了专章规定，
但目前为止在我国强制许可实践中尚未得到有效实施。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其规定过于模
糊和宽泛，例如对于“未实施或未充分实施”以及“为了公共利益目的”并未进行明确界定，有待于将来在实施细
则中予以补充和完善。另外，第 50 条是针对 TRIPS 协定的修订而制定的相应规定，但是该条仅规定了我国作为强
制许可出口方的情况，而结合我国当前的医疗水平和医药行业的发展，我国是极有可能成为强制许可进口方的。就
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尽管武汉病毒研究所已就瑞德西韦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的新用途申请专利，但是即使获批
在使用时仍需获得瑞德西韦的基础专利权人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的授权，并可能需要支付高昂的使用费。为应对这
一情况，我国可以积极利用 TRIPS 协定的有关规定，就瑞德西韦的使用实施强制许可，避免引起专利权保护与维护
公共健康的冲突。因此我国《专利法》应当为此种情况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
此外，我国还存在着卫生医疗资源配置不协调，医药行业研发能力薄弱等问题。因此我国应当继续深化医疗体
制改革，积极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统筹协调医疗资源；加强学科建设，完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加大药品研发资金
和技术的投入。从而能增强我国解决公共健康问题的能力，减少药品专利对我国公共健康安全带来的冲击。

结论
对药品给予专利保护尽管会对公共健康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最明显的就是药品价格的上涨，当然这其中不乏
跨国制药商借此逐利意图的从中作祟，但不能因此将药品专利全盘否定，把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公共健康问题都归结
于药品专利上也是显失公平的。我们必须看到对药品提供专利保护能够产生鼓励药品研发的积极作用，而且如果不
对药品进行专利保护的话，各种仿制药便会鱼龙混杂，难以规制，最终仍会导致公共健康问题的出现。专利权是一
种私权，一种财产权，而公共健康属于公共利益和健康权的范畴，从权利位阶上看，公共健康应是位于专利权之上
的，是应当受到优先保护的，TRIPS 协定对于强制许可的修改也表明了这样的价值取向。我认为二者本质上并不是
不可调和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可以达成一致的，从上文介绍的多种解决途径也能看出，无论是国家还是国
际组织都在为解决目前所产生的冲突而努力，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药品专利保护将能够真正发挥其促进公共健康安全
保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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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TPP 对中国数字贸易方案的初建影响力分析
张桂红 范婴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后疫情时代，伴随着各种未知挑战的数字经济一往无前的朝着纵深领域发展，以中
国目前数字贸易的发展现状，能否参与、协同高标准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是以高自由
化度著称的 CPTPP（全面和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协协定）。本文将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观察
和分析：首先，探析 CPTPP 数字贸易一体化框架的主要内容；其次，将我国数字贸易的现有
规则与 CPTPP 及数字贸易大国进行横向的梯度对比；最后，从数字贸易的视角，分析中国加
入 CPTPP 的可行性以及未来中国能否以此作为输出数字贸易规则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CPTPP 数字贸易 中国方案

以打造“21 世纪新一代高标准经贸投资规则”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
下简称 CPTPP），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正式生效。目前拥有十一个缔约方的 CPTPP，是一个
覆盖 4.98 亿人口，占据全球经济总量 13.2%的新经济圈，其影响力无疑是不可估量的。生
效后的 CPTPP 开始考虑其进阶后的扩容问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美国“退群”的大
环境下，中国是否应该加入 CPTPP，各方讨论的热度一直未减。2020 年 5 月 28 日，在十三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回答日本记者关于中国是否打算参加
1
CPTPP 的问题时回答，中国对加入 CPTPP 持积极开放的态度。CPTPP 正式生效后的一年多里，
对推动区域经济的成效有目共睹，而与 2015 年 10 月协议谈判完成时相比，近年来中国通过
不断的深化改革形成的内生力量，正推动着我们逐步地向着这一高标准的贸易协议靠近。
2020 年 9 月 25 日，全球化智库 CCG 在其官方平台上发表了《CPTPP，中国未来自由贸易发
展的新机遇》的新报告，通过归纳总结 CCG 多年来对 TPP 及 CPTPP 的研究和建议，分析新形
势下中国加入 CPTPP 的利弊，从智库的角度给出了中国参与 CPTPP 的实施路径和方式方法。
2
2020 年 6 月 17 日，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公开表示英国也同样有意向加入 CPTPP。相
信拥有良好扩容前景的 CPTPP，未来将赢取更多的国际影响力，也将会吸引更多国家的加入，
甚至包括公开表示“不介意吃回头草”的美国。文章以数字贸易为视角，分析判断加入 CPTPP
对中国现有数字贸易规则可能造成冲击和挑战，将我国数字贸易的现有规则与数字贸易大国
进行横向的梯度对比，初判中国加入 CPTPP 的可行性以及未来中国能否以此作为输出数字贸
易中国方案的逻辑起点。
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经历了新冠疫情肆虐后，数字贸易的优势和
重要性日益突出，新的数字贸易平台，使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接触全球的
受众，这些企业无不希望在没有太多限制的情况下创建、营销和推出各自的数字贸易服务平


张桂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婴：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1

中国对加入 CPTPP 持积极开放的态度，http://news.youth.cn/sz/202005/t20200528_12347377.htm

2

CCG《CPTPP，中国未来自由贸易发展的新机遇》，https://dy.163.com/article/FNBN4Q4J0519PJJ6.html

675

台，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却着力思考未来将如何监管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各国基于本国数
字贸易发展的特点，相继出台了契合现阶段各自发展需求的数字贸易发展规则，由于缺乏多
边贸易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贸易机构对各国数字贸易监管框架的梳
理，这些规则之间本身缺乏兼容性。与现已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如中国与东盟 FTA、中韩 FTA
相比，CPTPP 对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的规定最为系统和综合。

一、CPTPP 数字贸易的一体化框架
过去二十年，数字经济几乎像难以被量化的电力一样，渗入到我们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数字时代，跨境数据比商品更能推动全球经济的增长。作为 CPTPP 所有成员国重要的国民经
济增长部门，数字贸易已然成为 CPTPP 协议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未来几十年最强劲的经济
增长领域之一。协议的第十四章电子商务章旨在制定促进成员国之间跨境数字贸易的共同规
则，在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和保护个人信息的前提下减少或者避免对数字贸易使用和发展造
成不必要的障碍。
（一）数字产品的界定
协议 14.1 对数字产品定义为经数字编码、为商业销售或分销而制作并能以电子方式传
输的计算机程序、文本、视频、录音或其他产品。虽然这一章大部分条款主要针对数字产品，
如流媒体电影、数字游戏和数字音乐，但是仍然有与电子商务企业销售的实体商品。
（二）主要内容
CPTPP 基本延续了 TPP 原有“电子商务”章节的内容，主要包括对电子传输免征关税、
数字产品享受非歧视待遇、国内电子交易框架、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网上消费者权益保护、
个人数据信息保护、无纸化交易、互联网接入和使用原则、跨境数据信息自由传输、禁止
采取强制数据本地化措施、禁止披露源代码、网络安全上的合作等。
在已生效的中韩自贸协定中有免征数字税、电子签证和电子签名、无纸化贸易、个人信
3
息保护、电子商务合作的规定； 在升级后的中新自贸协定中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免征电
子交易关税、透明度、在线消费者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无纸化贸易、电子商务合作等规定；
4
在中澳自贸协定中有电子证书和电子签名、免征电子交易关税、透明度、网络消费者保护、
5
无纸化贸易、电子商务合作等规定。
通过对既往已生效的自贸协定的观察，我国对数字贸易的规制多聚焦于与电子商务企业
销售的实体商品，是信息技术与传统贸易开展过程中各个环节深入融合渗透，表现为传统贸
易方式的数字化升级，是贸易方式的数字化而非贸易对象的数字化，而后者是指数据和以数
据形式存在的产品和服务贸易，一是研发、生产和消费等基础数据，二是图书、影音、软件
等数字产品，三是通过线上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交媒体、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服务，
6
表现为贸易内容的数字化拓展。因此，CPTPP 中针对数据本身的规则如跨境数据信息自由传
输、非强制数据本地化措施及禁止披露源代码的规定将对以贸易方式的数字化为主的我国传
统贸易规则造成较大的冲击。

3
4
5
6

《中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第十三章 电子商务
《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附录 6 新第十五章 电子商务
《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第十二章 电子商务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字贸易发展与影响白皮书》（2019 年 12 月），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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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 CPTPP 中数字贸易规则的核心分歧
（一）跨境数据信息自由传输
CPTPP 在其电子商务章 Article14.11 中首先确保了各成员国在允许通过电子手段进行
跨境数据传输的基础上可以设置各自的监管规则，包括个人数据信息，该条款适用的范围限
定于“covered person”实施的“商业行为”，而“covered person”是指成员国的投资
（Article9.1）、投资者（Article9.1）和服务提供者（Article10.1），但上述规定不妨
碍成员国为实现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标而采取或者维持与确保数据跨境自由传输不一致的措
施，同时该项措施必须满足两个条件（a）其适用方式不构成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或变相限
制贸易的手段；以及（b)不会对超过实现目标所需的信息传输施加限制。
CPTPP 意在鼓励成员国之间跨境数据的传输，但也为成员国保留了为实现合法的公共政
策目标，采取非歧视且不够超过合理限度的例外空间。由于公共政策的概念本身并不是很明
晰，后续适用过程中必将存在范围界定及法律解释的问题。
（二）非强制数据本地化
CPTPP 在其电子商务章 Article14.13 中同样在肯定成员方使用已有的监管规则，包括
对交流的安全性和保密性需求，但不得以“covered person”使用其领土内的计算设施作为
其在该领土内开展商业活动的前置条件。与数据跨境传输中的例外措施相似，CPTPP 也为非
强制数据本地化措施设置了同样标准的例外情形。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这种开放式的“例外
情形”后续会面临缔约国针对“合法公共政策目标”的公然挑战，甚至会造成不合理滥用的
情况。
（三）非强制公开源代码
CPTPP 在电子商务章 Article14.17 中对非强制公开源代码的表述为任何一方不得要求
或获取另一方人员所拥有的软件源代码，并以此作为在其领土内进口、分销、销售或使用该
软件或包含该软件的产品的条件，但不包括用于基础关键措施的软件。

三、与数字贸易大国在数字贸易规则上的核心分歧
（一）“自由至上”的美式数据贸易规则
2017 年 1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其上台后的第一份总统令，启动撤出与 12 个国家
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兑现了他先前的竞选承诺，也标志美国
贸易政策新时代的开启。退出 TPP 后的美国，转身投入到更能集中反映其原生利益的《美墨
加协定》（以下简称 USMCA)。USCMA 用新设“数字贸易”取代 CPTPP 中的“电子商务”一章，
重新界定了“数字产品”，与 CPTPP 相比，USMCA 删除了很多“限定条件”和“例外情形”，
例如“数据跨境自由传输”及“数据存储的非强制本地化”等数据流动规则的“例外条款”
都被悉数删除，重塑数字贸易的原生需求在新的 USMCA 中获得完整诠释的机会，它为数据的
自由流动设定了一个新的全球最高标准，超过了 CPTPP 的最高记录。除了支持北美所有类型
7
的企业实现更无缝的数字贸易之外，它还将成为美国未来贸易协定的新基准。

7

Logan Finucan：USMCA: What’s in the Digital Chapter for Your Company， https://www.accesspartners
hip.com/usmca-whats-in-the-digital-chapter-for-your-company/（Last visited September.28th.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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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利至上”的欧式隐私权保护
数字经济的发展有赖于跨境数据信息的自由流动，没有限制的数据信息流动会引发数据
隐私保护不足的问题，在平衡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和个人隐私保护之间，欧式模版更强调对公
民个人信息的“充分保护”，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欧洲数字隐私立法的核心《通用数据保护
条例》（以下简称 GDPR），该条例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正式出台，这部欧盟史上最严网络
数据管理法规，旨在赋予欧盟公民更多的个人数据的控制权，使欧盟的公民和企业都能受益
于数字经济。根据 GDPR 的条款，任何组织不仅必须确保个人数据是在严格的条件下合法收
集的，而且收集和管理这些数据的人，有义务保护这些数据不被滥用和利用，并尊重数据所
有者的权利，否则将被处罚。欧盟委员会也明确表示：欧盟关系数据保护的规则不能成为自
8
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主题，他们认为隐私并不是可以当作交易的商品。
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开始借鉴了欧洲的做法，甚至一向“自由至上”主义的美国近
来在联邦隐私立法方面的动作也颇多，2019 年末，参议院引入两项目前尚处于提案阶段的
《消费者在线隐私权法案》（COPRA）和《消费者数据隐私法案》（CDPA）。另一些国家却
是借助保护隐私权的名义，赋予了政府机构控制言论自由的权利和更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
例如俄罗斯颁布的《Stable Runet Act》(稳定俄网法案）；印度尼西亚颁布的《关于电子
系统和交易运行的第 71 条政府条例》（GR71）等。
（三）加拿大的“加式”数字贸易发展路径
如果把美式模式和欧式模版定性为数字贸易方案的两极的话，加拿大人似乎找到了一个
可以平衡的支点，因其既是 CPTPP 的成员国，也是综合性经济贸易协议（CETA）的成员国。
透过这个视角，加拿大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平衡两极数字贸易方案的成功示范。
通过比较 CPTPP Chapter14 和 CETA Chapter16 的电子商务章节的条款，CPTPP 所涉及
的概念更多，范围更加广泛、内容也更加具体，例如 CPTPP 中跨境数据信息的传输、计算设
施本地化措施、源代码等在 CETA 中并无体现，当然也是因为 CPTPP 的生效晚于 CETA。需要
特别指出的是两个重要的区域贸易协定都有用户数据隐私权的规定，显然 CETA 关于用户数
据隐私权的规定更具有法律强制力。例如 CETA Article 16.4 关于个人数据信息保护的规定，
各方应该采用或者维持一个保护电子商务用户信息的法律框架，而该项条文中的“应该”在
9
CPTPP Article 14.8.2 被替换成为“可以”。 CPTPP Article14.8 中的规定透露出其把对
个人数据的保护定位仅停留在尽最大努力提升消费者对电子商务的信心层面,对消费者权益
仅做了倡议性和原则性的规定，既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方案，又无相应的惩罚措施。
在美国未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之前，TPP 电子商务章的条款大多源
10
于美国先前签订的自贸协定。 而欧洲关于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本身在加拿大宪法上是找不到
依据的，2001 年欧盟允许个人数据从欧盟转移到加拿大，而无需提供额外的保障措施，也
无需加拿大的公司额外提供证明其对欧盟隐私法的遵守情况，根源于 2000 年加拿大颁布的

8

Exchanging and Protecting Personal Data in a Globalised World: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

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European Commission, COM(2017) 7, 10 January 2017.
9

Robert Wolfe：Learning about Digital Trade: Privacy and E-Commerce in CETA and TPP，World Trade

Review, 2019.
10

Alschner, W., Seiermann, J., and Skougarevskiy, D. (2017), ‘Text-as-Data Analysis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Mapping the PTA Landscape’, Ottawa Faculty of Law, Working Paper No. 2017- 32, 10 Ju
l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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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法案《个人信息保护及电子文档法案》（PIPEDA），使欧盟确信其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已
经达到“充分”的水平。从立法的时间轴这个视角出发，加拿大的关于数据隐私权的保护从
较早时期就已经受到欧盟立法的影响，并在 CPTPP 关于隐私权保护的规则上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也正在朝着更加兼容的方向发展。

四、加入 CPTPP 的契机及其对数字贸易中国方案的初建影响
力
（一）中国加入 CPTPP 的契机已然到来
2020 年 9 月 5 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数字贸易发展
趋势和前沿高峰论坛上表示，商务部将进一步明确中国数字贸易的发展定位，研究提出适合
我国国情数字贸易战略和工作举措，积极营造有利于数字贸易发展的治理环境，抓紧形成数
字贸易的中国方案。11从 2005 年 7 月，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四国签订“跨太平洋
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即“P4 协议”（TPSEP）到 2009 年美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TPP）再到 2017 年美国正式退出后，在日本主导下“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的最终生成，经历三个发展阶段 CPTPP 终于在 2018 年 12 月 30 日正式生效。
纵观国际形势，退出 TPP 的美国已然不再是 CPTPP 的成员，这一形势上的变化，客观上
降低了中国加入 CPTPP 的外部阻力，无论美国最终是否还要吃下这株“回头草”，赢得先机
至少不失于主动；从国内形势来看，相比 P4-TPP 时期，近些年我国通过不断深化改革而释
放的内生动力，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政策层面都与生效后 CPTPP 的规则在加速缩小的进
程中。
许多 CPTPP 的规则已经开始成为国际经贸规则的趋势，如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已经生效
的 CETA 和欧日自贸协定（EPA）、谈判完成的 USMCA 都会涉及类似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
12全球化智库 CCG 也一直在关注 CPTPP 的发展并一直呼吁中国加入 CPTPP，2015 年开始 CCG
通过座谈会和研调，征求多位专家、CPTPP 国家官员、大使等的意见，大多对中国加入 CPTPP
持乐观和积极的态度。可以肯定的是，未来 CPTPP 的规则影响力在国际社会还将不断的加大。
（二）CPTPP 对中国数字贸易方案初建影响力
13

被誉为新经济的“黄金”抑或“石油”的数据， 数据已经远远超出了“存储”的范畴，
成为现代企业维持竞争优势的基本驱动力。技术的创新已经将数据转化为宝贵的企业资产，
云计算将数据转化为一种新的全球货币，这对于企业的成功重要性不可估量。具有讽刺意义
的是，数字贸易时代的到来，数据并不像资金一样能在数据化的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瞬间完成
交易，数据更像是冰冷的硬现金，大数据的传输有时可能需要花费几天甚至数周的时间。因
商务部：抓紧形成数字贸易中国方案， https://tech.sina.com.cn/roll/2020-09-05/doc-iivhuipp2627431.shtml
（ Last visited September.28th.2020)
12 苏庆义：中国是否应该加入 CPTPP？，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https://www.sohu.com/a/3288
40335_825950（Last visited September.28th.2020)
11

13

The World’s Most Valuable Resource Is No Longer Oil，But Data，Economist，available at: http://www.

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721634-how-it-shaping-up-data-giving-rise-new-economy; （Last visited Septe
mber.28th.2020) Brad Nisbet, Data Is Money: Why the Cloud Is Transforming Data Into a New Global
Currency，Forbes，available at: https://www.forbes.com/sites/netapp/2014/06/24/cloud-data-global-currency/#2
9ba0a82323c（Last visited September.28th.2020)

679

此，处于数据浪潮的企业，除了追求数据完全不受控制的跨境传输，还希望能不被强制执行
计算设施本地化要求，在这个方面，CPTPP 为企业提供了最佳选择和发展保障，当然这里面
也包含了监管例外和公共安全例外的内容。
观察中国现已生效完成的自由贸易协定，电子商务章首先并非存在于既有所有生效的自
由贸易协定中。即使有数字贸易的内容也多围绕电子商务即贸易方式的数字化展开，例如数
字签名、数字证书、数字税等规定，透明度的问题也仅做原则性的规定；关于监管框架也建
议各方参照《1996 年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的规定，并适当考虑其他相关国际标
准。针对跨境数据信息自由传输、非强制数据本地化措施及禁止披露源代码等以贸易对象的
数字化的内容几乎无一涉及。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增速位居世界第一位。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
出“数字中国”一词，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
如何把握这一历史契机，补齐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短板，当务之急是打造数字贸易的中国方
案，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 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之所以能成为挚肘
美式数字贸易方案的“绊马腿”，就在于其是在美国缺乏全面规则的情况下，创造了关于隐
14
私权规定的先发优势。 已初建并形成一定影响力的“美式模版”和“欧式模版”在给我们
提供示范的同时，如何避免其日后形成对“中式模版”被动入局的“绊马腿”之势。
现阶段，一方面我们应根据自身的特点，推动与传统电子商务有关的无纸化、数字证书
等相对容易达成共识的内容；另一方面，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有针对性的改革国内数字
保护方面的政策和法规，例如“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限制”和“强制数据本地化”两项措施
完全可以通过 CPTPP 的监管例外和公共安全例外来实现数据的分类管理和数据主权的保护，
不宜再做绝对的坚持。
数字贸易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方式，其依托的是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随着时间的
推移，这种新的贸易方式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还会不断地扩展中，这就造成了不同国家对
数字贸易态度的分歧。例如在个人数据的保护方面，欧盟表示这些数据只能传输到对个人隐
私保护水平达到“充分保护”的国家，而美国却认为这种限制数据自由流动的所谓隐私权保
护，其实质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而加拿大显然受欧盟的影响更深，其立法模式采取
的也是与欧盟相同的横向立法规则。即使存在深层价值观的差异，不愿意放弃欧盟内部这个
庞大市场的美国，也在不断地寻求浅层次合作空间的可能性。从安全港协定的失效到隐私盾
协定的重新缔结，宣示欧盟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此类权利是不容减损的。然而事实证明隐私
盾协定也并非无懈可击，2020 年 7 月 16 日，欧盟法院判决已实施了四年的第二份跨大西洋
数据保护协议“隐私盾协定”失效。时隔不足一个月，美国就在其商务部官网发表了其与欧
盟委员会发表的联合声明，称双方认识到数据保护的极端重要性以及跨境数据传输对双方公
民和经济的重大意义，并且双方已经开始讨论，重新评估建立“加强版隐私盾”框架的可能
性，并进一步开展深化合作。15这一结局在较早时期就有专家预判“隐私盾”协议不太可能

Newman, A. L. and Posner, E. (2015), ‘Putting the EU in Its Place: Policy Strategies and the Global
Regulatory Context’,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2(9): 1316–1335
15
Joint Press Statement from U.S. Secretary of Commerce Wilbur Ross and European Commissioner for J
14

ustice Didier Reynders,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0/08/joint-press-statement-us-secret
ary-commerce-wilbur-ross-and-europea（Last visited September.28th.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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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成为欧盟和美国最后的定论。 从结果上来看，美国关于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和实践距离欧盟
的“充分保护”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关于数字贸易的内涵和外延仍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格局中，即使是已初步形成一定影响
力的“美式模版”和“欧式模版”，也在不断的协调中发展。后续各国数字贸易势必会面临
更多未知的问题和挑战，作为数字贸易大国，前瞻性的预防和应急性的干预不能左支右绌。

16Robert

Wolfe：leanrning about Digital Trade: Privacy and E-Commerce in CETA and TPP, World Trade

Review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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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经济交融视域下的补贴利益基准：理论解析与标准澄清
蒋奋

摘 要：反补贴案件中如何选择利益基准，直接关系到补贴金额和反补贴税率的
计算。WTO有关利益基准的规定并不全面，而囿于个案案情，WTO争端解决实践对
利益基准选择规则的发展也是不均衡的。利益基准的选择标准，取决于对利益内
涵的理论解析：由于补贴利益本质上是种竞争优势，故能够衡量出竞争优势的利
益基准，不必局限于市场价格；鉴于补贴利益的效果体现为对国际贸易竞争秩序
的扭曲，故自身的竞争关系已被政府或者私人垄断行为所扭曲的市场，不应作为
利益基准；基于补贴利益源于政府的财政资助，故政府和公共机构制定或影响的
价格，以及其他有悖于“经济人假设”的价格，都不宜作为利益基准。
关键词：补贴；反补贴；利益；基准；市场

引言
虽然反补贴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反补贴税的抵消对象究竟是什么，直到乌拉圭回合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简称“SCM 协定”）提出“利益”这个概念时才正式明确。在该协
定中，补贴利益既是计算补贴金额和反补贴税率的依据，又是构成补贴定义的要件之一。而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简称“TPP”）中专门用以约束国有企业的新术语“非商业援助”，
核心也是“利益”这个概念。
但是，由于乌拉圭回合谈判各方对补贴利益的分歧太大，SCM 协定起草者最终采取了
模糊措辞的立法技术。“与起草者对‘财政资助’的详细规定不同，‘利益’这个概念并未得到
SCM 协定的任何扩展与解释。各成员方也没有达成任何的嗣后协定予以解释。有的观点主
张用‘商业基准’予以解释，也有观点主张从‘政府支出’角度来理解，还有主张从‘补贴接受者’
角度来分析。”1出于争端解决之需要，上诉机构在加拿大飞机案中以条约解释的方式，澄清
了补贴利益的判定方法：
“第 1 条第 1 款 b 项中的利益一词，意味着某种比较。应当这样
理解[利益]，即在获得财政资助的情况下，接受者的状况要比没有财
政资助的情况更好，反之接受者就没有[获得]利益。在我们看来，在
确定[财政资助]是否授予利益时，市场是一个适宜的比较基础。”2
上述“适宜的比较基础”，又被称为“利益基准（benchmark）”，它直接关系到补贴金额
和反补贴税率的计算。“如何选择利益基准，是反补贴案件中各方面临的真正挑战”3，也是

[作者简介]蒋奋，男，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TPP
非商业援助规则与 WTO 反补贴制度比较研究”（16CFX070）的阶段性成果。
1 Luca Rubini,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EC State Aid Law and Policy: The Regulation of Subsidies in
the WTO” in Andrea Biondi, Piet Eeckhout, James Flynn(ed.), The Law of State Aid in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64.
2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Canada - Aircraft, WT/DS70/AB/R, para.157.
3 Marc Benitah, The Law of Subsidies under the GATT/WTO System,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 001,
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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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频频被课征高额反补贴税的症结所在。4探讨利益基准，具有超越学术价值的现实
意义。

一、利益基准的规则与争议
基于上诉机构对判定方法的上述解释，美国铅铋钢 II 案专家组将利益基准归纳为“在反
补贴调查的背景下，企业为获得与财政资助所提供的相同商品，所需要支付的市场价格。”5
SCM 协定第 14 条构成对利益基准的示例性阐述。该条题为“根据接受者所获利益来计
算补贴金额”，其中包含了四项基准，即“私人投资者的通常投资做法”（a 款）
、“可以实际从
市场获得的可比商业贷款利率”（b 款）
、“无政府担保的可比商业贷款利率”（c 款）和“根据
国内市场行情确定的适当报酬”（d 款）。“SCM 协定第 14 条中所有的比较基准，都和市场价
格相关”6，故又被称为市场价格基准或市场基准。在日本 DRAMS（韩国）案中，专家组指
出：
“SCM 协定第 14 条提供了一些指导。但是，第 14 条并没有涵盖
所有的情况。例如，第 14 条 b 款并未指示，当不存在‘可以实际从市
场获得的可比商业贷款’的情况下，调查机关如何判定贷款授予了利
益。”7
上诉机构不仅支持了日本 DRAMS（韩国）案专家组的上述观点8，并在美国反倾销反
补贴税案中进一步明确：
“当调查机关不能找到各个方面都具备可比性的商业贷款时，要求
调查机关认定不存在基准，进而作出无法认定利益金额的决定，这是
不合理的。”9

可见，无论是上诉机构对利益判定方法的澄清，还是 SCM 协定第 14 条对市场基准的
示例性阐述，逻辑上都是不周延的。因此，有关利益基准的规则语焉不详，不仅仅是约文议
定时分歧较大而导致的“契约不完善”问题，也是市场行为复杂性与法律规范抽象性之间的矛
盾问题。
囿于个案案情，WTO 争端解决实践对利益基准选择规则的发展是不均衡的。10关于利
益基准的争议，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总体而言，市场价格是唯一的利益
4 例如，在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复合编织袋（Laminated Woven Sacks）反补贴调查案中，美国商务部选
择 泰 国的 土地 价格 ，作 为判定 中 国政 府向 企业 提供 土地是 否 存在 补贴 利益 的基 准。这 是 最终 认定
295.4%至 352.82%补贴幅度的主要原因。参见 Laminated Woven Sack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inal Affirmative Countervailing Duty Determination, 73 Fed. Reg. 35,639,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cmt. 10 (24 June 2008).
5 Panel Report on US - Lead and Bismuth II, WT/DS138/R, paras.6.66,6.69.上述观点得到了上诉机构的支
持。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US – Lead and Bismuth II, WT/DS138/AB/R,para.58.
6 Panel Report on US -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Certain EC Product , WT/DS212/R, para.7.58.
7 Panel Report on Japan - DRAMs(Korea)，WT/DS336/R, para.7.275..
8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Japan - DRAMs （Korea），WT/DS336/AB/R, para.229.
9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US —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WT/DS379/AB/R,para.485.
10 Marc Benitah 教授称之为“several unsuccessful attempts to develop a more sophisticated definition”，参
见 Marc Benitah, The Law of Subsidies under the GATT/WTO System,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1,
p.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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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吗？第二，宏观角度，怎样的市场能作为基准市场？第三，微观层面，谁的价格可以作
为基准价格？厘清利益基准的选择标准，实际上就是廓清利益基准的外延边界，这必须以澄
清利益的内涵为前提。限于职权范围，WTO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并没有对利益内涵进行系统
解释。

二、利益内涵的理论解析
以上述三个问题为导向，依托经济学理论，结合 WTO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条约解释，
笔者尝试从本质、效果、来源三个方面，将补贴利益内涵归纳为“源于政府的、扭曲国际贸
易秩序的竞争优势”。
（一）利益的本质：受益人获得的竞争优势
加拿大飞机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曾指出，“利益的通常含义是指某种好处”11，“或从
更抽象的角度而言，是有利的或有帮助的因素”12，但这尚未准确揭示“利益”的本质内涵。13
笔者认为，虽然反补贴属于贸易措施而非竞争政策范畴，但反补贴语境下的“利益”内涵，
仍可从竞争关系角度加以考察。依据有以下四点：第一，贸易措施与竞争政策紧密相联，贸
易过程必然涉及竞争问题，自由贸易应在公平基础上进行，这已是 WTO 成员方的共识14。
第二，“自由贸易与竞争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两者均有助于开放国内市场并提高其竞
争程度、改善资源配置、提升经济效益和消费者福利；两者还都将透明度与非歧视作为基本
原则。”15第三，补贴具有双重属性，在国际贸易法视域下，它是不公平贸易行为，而从竞
争法角度来看，它又是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WTO 体系虽未吸收竞争政策，但作为 WTO“升
级版”的 TPP，已经将竞争政策与贸易措施相并列，并在竞争政策框架下采用新术语“非商业
援助”来指代国有企业获得的专向性补贴。规制补贴的制度藩篱正在被打破。第四，以往评
价某种贸易措施时，常常依据竞争法的基本原理或者从其对竞争秩序意义的角度展开。例如
学者对反倾销规则的评价：“诸多现代经济学家们经过科学考察与分析……认为在大多数情
况下，各国反倾销法实际运行中扭曲了竞争关系，把许多物美价廉的具竞争优势产品挡在门
外，是很不公平的。有的甚至指出：反倾销本身是反竞争的。”16
SCM 协定定义的补贴，都可以通过金钱来定量。因此，“所有关于补贴利益的分析，都
在同个问题框架下展开，即财政资助在哪些方面降低了企业对被调查产品的生产成本。”17而
根据竞争优势理论，各方面因素对生产成本的合力，最终形成企业的竞争地位，成本优势是
企业竞争优势的首要方面。故补贴利益本质上是体现为成本优势的竞争优势。
除了 SCM 协定第 1 条补贴定义之外，“利益”这个词还在 SCM 协定第 5 条第 1 款中出
现。该款规定：“任何成员不得通过使用第 1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所指的任何补贴而对其他成
员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即：
（a）损害另一成员的国内产业；
（b）使其他成员在 GATT1994
11 Panel Report on Canada - Aircraft, WT/DS70/R, para.9.112.
12 Appellate Body on Canada - Aircraft, WT/DS70/AB/R,para.153.
13 事实上，上诉机构自己也认为“没有将词义完全解释清楚（leave many interpretive questions open）。”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Canada - Aircraft, WT/DS70/AB/R, para.153.
14 Peter Van den Bossche, The Law and Policy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512.
15 Roland Weinrauch, Competition Law in the WTO: the Rationale for a Framework Agreement, Vienna:
Neuer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GmbH,2004, p.55.
16 赵维田著：《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79 页。
17 Gregory W. Bowman, Nick Covelli, David A.Gantz, Ihn Ho Uhm, Trade remedies in North America,
Alphen aan den Rij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0, 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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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下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利益丧失或减损，特别是在 GATT1994 第 2 条下约束减让的利益；
（c）
严重侵害另一成员的利益。”SCM 协定的脚注 12 和脚注 13 表明，该款“利益”的内涵，与
GATT1994 第 23 条中的“利益”相同，后者作为启动争端解决程序的前提，在澳大利亚化肥
案、欧共体油菜籽案、日本皮革进口措施案、欧共体柑橘案和日本胶卷案等案件中被解释为
“一种可合理或合法预期的、竞争方面的有利条件。”18而在加拿大飞机信贷和担保案中，专
家组使用“竞争损害（competitive harm）”来表示补贴对申诉方的消极影响。19可见，WTO
争端解决实践从侧面支持了对利益本质的上述理解。
（二）利益的效果：扭曲国际贸易秩序
“利益与财政资助的效果有关。”20补贴本质是公共财政承担私人成本，而“某家企业的生
产成本发生任何方面的变动，由各竞争者地位所形成的市场格局，就会随之变化。”21这样
的变化，并非源于公平的市场竞争，故具有“减损市场功能和比较优势的扭曲效果”22。简言
之，“如果补贴增强了企业相对于同行的竞争优势，那么补贴就有了扭曲竞争秩序的效果。”23
在巴西飞机案、加拿大飞机案、欧共体 DRAM 芯片反补贴措施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
构提出，“SCM 协定的宗旨是对扭曲国际贸易的补贴实施多边纪律”24，而“对于补贴利益的
判定，实际就是判断财政资助是否会扭曲国际贸易”25：“若企业没有从财政资助中获得超过
正常商业利益的好处，那就没有扭曲国际贸易，自然也就无需进行约束。”26可见，补贴利
益是扭曲国际贸易竞争秩序的不公平竞争优势。
（三）利益的来源：政府的财政资助
无论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都可能给予个别企业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前者包括私人
垄断，后者包括补贴在内的政府干预行为。“政府干预行为一般包含以下四种：一是对私有
企业的合规性监管；二是对私有企业的税费征收……三是对私有企业的扶持，例如补贴；四
是国有企业以垄断或与私有企业相竞争方式，参与经济活动。”27而其中，“由于强制性规范
的自愿遵守程度较低、监管难度较大，补贴是各国政府首选的干预手段”28，因而广泛存在。

18 赵维田，缪剑文，王海英著：《WTO 的司法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1 页至第
185 页。
19 Panel Report on Canada - Aircraft Credits and Guarantees (Article 22.6-Canada), WT/DS222/RW,
paras.3.15-3.23.相关分析也可参见 Sherzod Shadikhodjaev, Retaliation in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Alphen aan den Rij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9, p.147.
20 Panel Report on Canada - Aircraft Credits and Guarantees, WT/DS222/R, para.7.396.
21 Conor Quigley, Anthony M. Collins, EC State Aid Law and Policy, Portland: Hart Publishing, 2003, p.19.
22 Luca Rubini,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EC State Aid Law and Policy: The Regulation of Subsidies in
the WTO’ in Andrea Biondi, Piet Eeckhout and James Flynn(ed.), The Law of State Aid in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58.
23 Phedon Nicolaides, Mihalis Kekelekis, Maria Kleis, State Aid Policy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Alphen aan den Rij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8, p.40.
24 Panel Report on Brazil – Aircraft, WT/DS46/R, para.7.26.
25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Canada – Aircraft, WT/DS70/AB/R, para.157.
26 Panel Report on EC -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DRAM Chips, WT/DS299/R, para.7.175.
27 Michel Fromont, ‘State Aids: Their Field of Operation and Legal Regime’, in Terence Daintith(ed), Law
as An Instrument of Economic Policy: Comparative and Critical Approaches,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87, p.153.
28 Dietrich von Stebut, ‘Subsidies as an Instrument of Economic Policy’, in Terence Daintith(ed), Law as
An Instrument of Economic Policy: Comparative and Critical Approach es,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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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草 SCM 协定时，各成员方一致认为，由于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补贴措施广泛存在，
因此需要引入“财政资助”概念，来限定带给企业利益、进而构成补贴的政府措施范围，以避
免对政府措施产生利益的全部抵销。29换言之，SCM 协定补贴定义中的“财政资助”具体类型，
即资金转移、税收优惠、政府购销，是补贴利益这种不公平竞争优势的来源。“而诸如制度
上的倾斜，不属于补贴利益的范畴。”30
上述政府不仅指“通过行使合法的权力，来管制、控制或监督个体，或限制个体行为的
组织”31，还包括公共机构，即“被赋予了某种政府责任，或行使某种政府权力的实体”32。此
外，当私人机构基于政府委托或指示33从事财政资助时，则可作为政府行为，进而构成补贴
来源。

三、利益基准的选择标准
如图一所示，利益内涵与利益基准的选择标准之间，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基于对利益
内涵的上述分析，就利益基准的三个问题分析如下。

Gruyter, 1987, p.145.
29 Panel Report on US - Export Restraints，WT/DS194/R, paras.8.38, 8.73.
30 Petros C. Mavroidis, Patrick A. Messerlin and Jasper M. Wauters,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Contingent
Protection in the WTO, Cheltenham, Northampton : Edward Elgar, 2008, p.324, footnote 65.
31 参见上诉机构在加拿大牛奶和奶制品案中对《农业协定》第 9 条第 1 款 a 项中“政府”的解释。《农
业协定》和 SCM 协定分别调整 WTO 成员方对工业品和对农产品的补贴措施，属于 WTO 反补贴规则
的两个组成部分。根据上诉机构在美国外国销售公司案中的观点，两个条约中相同术语应作相同的解
释。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Canada -Dairy, WT/DS103/AB/R, paras.97-98.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US
- FSC, WT/DS108/AB/R, para.141.
32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US —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para.296.
33 美国视出口限制为补贴案专家组将“委托”与“指示”解释为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的行为：（一）明示和
确定的行为；（二）针对一个特定的对象；（三）行为的目的是执行特定的任务及职责。上诉机构则
把把“委托”解释为政府将责任赋予私人机构，把“指示”解释为政府对私人机构行使权力，包括某种程
度的强制。参见 Panel Report on US - Export Restraints, WT/DS194/R, paras.8.28-8.32. Appellate Body
Report, US – Countervailing Duty Investigation on DRAMS, paras.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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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价格不是唯一的利益基准。
补贴利益本质上是种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受益人的竞争地位并非通过市场竞争而获得改
善。“在获得财政资助前后，企业竞争地位得到多大程度的改善，这是唯一符合 SCM 协定
目的与宗旨的、关于第 1 条第 1 款‘利益’的解释。”34因此，基准的原始形态，应当是“企业
在获得财政资助之前，相对于其他竞争者的竞争地位”35，或者是“假设企业没有获得补贴，
它相对于同行，在竞争中所处的市场地位”36，笔者将之简称为“受益人的初始竞争地位”。
财政资助要起到改善受益人初始竞争地位的效果，须“以其他竞争者无法在类似情形下
获得相同利益为前提”37。该前提具体包括：第一，其他竞争者无法与政府发生相同交易，
即政府的财政资助具有专向性；第二，其他竞争者无法通过可比的正常商业交易，从追逐回
报的私人企业手中获取相同的利益。
若上述前提得以满足，则分析财政资助是否改善受益人初始竞争地位的问题，就转变为
“分析企业能否从政府手中获得原本不可能从正常市场条件中得到的经济利益。这被称为‘市
场投资者’或者‘市场债权人’基准，适用于政府扮演市场交易者时的补贴利益判定。”38换言
之，基准的原始形态即受益人的初始竞争地位，就转变成了“正常市场条件”即市场价格基准；
财政资助对受益人初始竞争地位的改善幅度，就可以通过“企业因补贴而实际获取的、本无
法从正常市场条件中获得的经济上的好处”39来定量。这是反补贴语境下将市场价格作为利
益基准的逻辑。
但是，并非所有案件中都存在对应的市场价格作为利益基准。例如，在涉及政府投资时，
通常使用资本市场中的股价，来判定补贴利益。但债务人重组时的“债转股”，却是个相对封
闭的情形，故调查机关很难在资本市场中找到相应的股价作为基准。即便存在类似股价，且
债转股作价背离资本市场的股价，“若债务人深陷债务之中，已经不可能归还了，因此将债
权转变成对债务人的股份，并未给予任何利益。”40为此，韩国商船案专家组提出，此时应
当通过审查每项“债转股”等重组行为在商业上是否合理，即是否有助于债权人挽回损失，来
判定重组行为是否存在补贴利益。41后在日本 DRAMS（韩国）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
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调查机关可以搜集有关市场价格的证据，将之与获得财政资助所
需要支付的对价作比较，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利益判定，这是本案韩国
所主张的方法。除此之外，调查机关还可以根据证明财政资助是否基
于商业目的的证据，来判定利益是否存在，这是本案日本调查机关所
采用的方法。我们认为，两种证据都可用于判定补贴利益，第一种方
法中关于市场价格的证据，支持了市场基准的设立，故可据此判定财
34 Grossman, Gene M and Petros C. Mavroidis, ‘Recurring misunderstanding of non-recurring subsidies’, in
Henrik Horn and Petros C. Mavroidis（eds）, The WTO Case-Law of 2002: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porters’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p.86.
35 Conor Quigley, Anthony M. Collins, EC State Aid Law and Policy, Portland: Hart Publishing, 2003, p.19.
36 Phedon Nicolaides, Mihalis Kekelekis, Maria Kleis, State Aid Policy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Alphen aan den Rij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8, p.40.
37 Conor Quigley, Anthony M. Collins, EC State Aid Law and Policy, Portland: Hart Publishing, 2003, p.20.
38 Kelyn Bacon, ‘State Aids in the English Courts: Definition and Other Problems’in Andrea Biondi, Piet
Eeckhout and James Flynn (ed.), The Law of State Aid in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p.346.
39 同前注。
40 Conor Quigley, Anthony M. Collins, EC State Aid Law and Policy, Portland: Hart Publishing, 2003, p.22.
41 Panel Report on Korea - Commercial Vessels, WT/DS273/R, paras. 7.428, 7.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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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资助的条件是否较市场价格更为优惠；第二种方法假设市场基于商
业目的运作，所以证明财政资助并非基于商业目的的证据，也一并证
明了获得财政资助的条件优于市场价格。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调查
主管机关还可以采信有同等证明力的其它类别证据。475

475 调查机关可能同时面对上述两种证据，且两种证据的结论可
能相左。例如，财政资助虽然不是基于商业目的而提供，却符合市场
惯例。这种情形下，主管调查机关必须权衡证据的证明力。但本案情
况并非如此。”42

简言之，上述“商业合理性”可以代替资本市场中的股份价格，成为判定利益的适格基准。
此外，除了市场交易方式之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行使公权力的方式实施财政资助，例如
SCM 协定第 1 条第 1 款 a 项第 1 段第 ii 小段中的减免税。“国家不以市场交易主体的身份出
现，而是行使权力或者履行公共职能，例如通过财政法案或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
正常市场这个参照物”。43在美国外国销售公司案中，上诉机构分析道：
“第 1 条第 1 款 a 项第 1 段第 ii 小段规定政府放弃或者未征收本应
征收的税款，构成财政资助，财政资助又是补贴定义要件之一。我们
认为，放弃本应征收的税款，指政府税收相对于正常情况而减少。而
且，放弃一词说明政府本来拥有征税权力。理论上政府可以对所有收
入课税，故此处政府放弃的不应理解为抽象的征税权力。因此，这里
必须有具体明确的基准，用以比较实际征收的税收和本应征收的税收。
我们同意专家组的观点，即‘本应征收’一词要求对财政资助项下的税
负与其他情况下的税负之间的比较。我们也同意，比较基准应该是涉
案国自己的税收规则。若我们接受美国提出的观点，即采用涉案国国
内现行税收规则以外的其他基准，则意味着 WTO 义务在某种程度上
强迫成员方接受特定税收制度，这显然不成立。原则上，成员方拥有
对任何财产进行征税的权力，也有不对任何财产征税的自由。但享受
上述两种自由的同时，成员方必须履行 WTO 义务。因此，何为‘本应
征收’，取决于每个成员方基于自己的选择，在国内所建立的税收制
度。”44
此时“受益人的初始竞争地位”这个基准，就转化为其他竞争者在同个税收制度项下的税
负，它不属于市场价格基准的范畴。
综上，市场价格既不是利益基准的原始形态，也不是判定补贴利益的唯一基准，更不是
判定其他基准合理与否的标准。加拿大飞机案中，上诉机构也曾将专家组关于市场价格是“唯
一合乎逻辑的基础”45的观点，纠正为“一个适宜的比较基础”。46可见，无论是市场价格，还
42 Panel Report on Japan - DRAMs （ Korea）， WT/DS336/R, paras.7.273-7.276， footnotes 475 to
para.7.276. 上述观点得到上诉机构的完全支持。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Japan – DRAMs(Korea),
WT/DS336/AB/R, para.229.
43 Kelyn Bacon, ‘State Aids in the English Courts: Definition and Other Problems’ in Andrea Biondi, Piet
Eeckhout, James Flynn (ed.), The Law of State Aid in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46.
44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US - FSC,WT/DS108/AB/R, para.90.
45 Panel Report on Canada - Aircraft, WT/DS70/R, para.9.112.
46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Canada - Aircraft, WT/DS70/AB/R, para.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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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他基准，只要能够准确衡量补贴带来的不公平竞争优势，并将之与比较优势相区分，它
就可以作为适格的利益基准。
（二）竞争程度是选择基准市场的宏观标准。
宏观角度，作为基准的价格，应该从怎么样的市场中选取？如前所述，补贴利益的效果
是扭曲国际贸易的竞争秩序，而利益基准的作用是量化扭曲程度，并以之作为反补贴税率的
计算依据。
但现实中任何市场都或多或少存在政府干预，前述“自然基准”只存在于理论假设之中。
那么，个案中被具体选作基准的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存政府干预呢？在美国针叶木材
IV 案中，上诉机构认为，基准市场允许存在政府干预，但不能达到扭曲程度：
“……就市场扭曲以及对价格的影响而言，政府是作为唯一供货
商还是主要供货商，对市场扭曲和价格影响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区
别。……政府作为相同或相似货物供货商，在市场中所占据的主导地
位，扭曲了买卖交易发生地国内的私人价格，调查机关可使用国外的
价格作为基准。”47
在美国反倾销反补贴税案中，上诉机构进一步解释道：
“‘主导’这一概念并不专指市场份额，还可指市场势力。我们认为
这一结论符合上诉机构在美国针叶木材 IV 案中的观点，即‘当政府主
导作用如此强势，导致政府实际上规定了私人供货商销售相同或相似
产品的价格时，……第 14 条规定的对比将陷入循环论’。对价格产生
上述影响，是以充分的市场势力为前提的。”48

可见，宏观角度而言，“并非所有的市场都适宜作为基准市场。如果整个市场都被政府
的财政资助所扭曲，将这样的市场作为比较基准，就不能揭示出补贴对贸易的扭曲程度。”49
换言之，当政府拥有较大市场份额或者市场势力，扭曲出口国国内市场时，调查机关可以从
国外市场中选择价格作为利益基准，即外部基准。
若将上述论断中的“政府”替换为“私人企业”，即市场中若存在占据较大市场份额、拥有
较强市场势力的私人企业，这个市场还可以用作基准市场吗？鉴于上诉机构已经明确政府扭
曲具体是指“价格扭曲”50，那么，私人垄断或者私人限制竞争行为，对价格自由形成的扭曲
效果，是否也应成为选择基准时的考虑因素？关于这一点，上诉机构至今只在日本 DRAMS
（韩国）案中有过论及：
“为实现财政资助所进行的交易，其价格应当和相关市场中的自由
交易的价格相比较。前述相关市场可以使比较发达的，也可以是不够
发达的，交易主体数量也是可多可少的。例如，在很多经济体中，已
建立交易不良债务的成熟市场，大量的金融工具可以在这些市场上完
成交易。但有时市场也可以是不够成熟的。”51

47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US - Softwood Lumber IV，WT/DS257/AB/R, paras.100,103.
48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US -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WT/DS379/AB/R, para.444.
49 Petros C. Mavroidis, Patrick A. Messerlin and Jasper M. Wauters,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Contingent
Protection in the WTO, Cheltenham, UK ; Northampton, Massachusetts, USA : Edward Elgar, 2008.p.344.
50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US -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WT/DS379/AB/R, para.446.
51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Japan - DRAMs (Korea)，WT/DS336/AB/R, para.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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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寥寥几笔，清晰反映上诉机构的基本观点：只要市场中仍然可以找到自由交易，则
无论市场是否发达成熟、竞争是否充分，都不妨碍其成为基准市场。根据“不完全竞争理论”，
市场可以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与完全垄断市场这四种情形，
只有完全垄断市场不符合上诉机构的要求。由于现实中基本不存在完全垄断这种极端的市场
情形，因此，对于基准市场是否允许存在导致竞争受限的私人垄断或者私人限制竞争行为，
上诉机构实际没有提出任何限制。
相比之下，不难发现，WTO 争端解决机构对政府干预十分敏感，却不在意基准市场的
竞争程度。这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作为贸易法范畴的反补贴制度，主要着眼于是对
国内产业的救济，而非整个市场的竞争程度问题，后者属于竞争法与竞争政策的关注焦点。
正如欧共体 DRAMS 芯片反补贴措施案报告陈述那样，“只要财政资助不是政府提供的，那
就不关我们的事儿。”52第二，上诉机构认为使用外部基准的情况“非常有限”。53当调查机关
选择出口国国内市场价格作为利益基准，由于被比较的财政资助与用作基准的市场价格，都
源于相同的国内市场，因而不存在不同市场的竞争程度差异问题。
笔者认为，作为衡量补贴对竞争秩序扭曲程度的水平线，基准市场应当符合一定的竞争
程度标准。无论是受政府干预而扭曲、还是受私人垄断或者私人限制竞争行为而扭曲，市场
最终的表现方式都是“价格扭曲”54，故不能作为衡量补贴利益的水平线。而在使用外部基准
时，由于被比较的财政资助与用作基准的市场价格，源于不同的市场，因而两个市场之间的
竞争程度差异，还足以导致利益衡量失真，故更应得到重视。
从经济学角度，上述四种市场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与
完全垄断市场，其竞争程度依次递减；而竞争程度越充分，整个市场越接近均衡状态，市场
平均价格越低。55竞争程度是否充分，是评价整个市场是否成熟的标准之一，也是产生比较
优势的原因之一。若依上诉机构所言，最终选择了未成熟、主体少的外部市场作为基准，并
以之代替竞争程度相对更为充分的出口国国内价格，来衡量出口国政府作为补贴而低价提供
的货物价格，那么，衡量得出的补贴幅度里面，就包含了基准市场与出口国市场因竞争程度
差异而导致的价格差异，而这种差异体现的恰恰是比较优势，是不应该被反补贴措施所抵消。
56当前，外部基准是导致中国企业被科以高额反补贴税的直接原因，“如果不是适用外部基
准，在大多数对华反补贴调查中的反补贴税率将低得多，在部分案件中补贴幅度甚至可为
零。”57而忽视基准市场的竞争程度是重要原因。
综上，竞争程度应构成选择基准市场的宏观标准，在使用外部基准的情况下，基准市场
的竞争程度应保证不低于出口国市场。
（三）经济人假设是选择基准价格的微观标准。
微观层面，谁的价格可以代表市场价格而作为基准？笔者认为，基准价格的定价主体，
不能存在任何有悖于“经济人假设”的事实，而应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其行为目的。
首先，政府和公共机构制定或影响的价格不宜作为基准价格。由于政府和公共机构以公
共政策为其宗旨或者宗旨之一，故其是否构成“理性经济人”存疑。在韩国商船案、欧共体

52 Panel Report on EC -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DRAM Chips, WT/DS299/R, para.7.175.
53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US - Softwood Lumber IV，WT/DS257/AB/R, para.102.
54 上诉机构明确，价格扭曲是使用外部基准的原因。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US -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WT/DS379/AB/R, para.446.
55 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著，史晋川、董雪兵译：《法和经济学》，格致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0 至 31 页。
56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US - Softwood Lumber IV，WT/DS257/AB/R, para.109.
57 陈卫东：《从中美“双反措施案”看外部基准的适用》，《法学》2012 年第 2 期，第 10 页至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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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 芯片反补贴措施案中，专家组都拒绝国有银行的利率作为基准58，认为“只有百分之
百私有的企业，才不存在违反商业规则定价的可能性”59。专家组甚至将受到政府或者公共
机构直接影响的私人机构价格，排除出利益基准的候选范围。60但在后来的美国反倾销反补
贴税案中，上诉机构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商业一词被解释为‘对经济回报而非艺术性有兴趣；可能会带来
利润；被视作单纯的商业问题’。因此，“商业”一词并不涉及贷款提供
人的身份。……我们认为，政府[包括公共机构]……提供的任何贷款，
由于政府提供的原因而不构成‘商业贷款’，这样的结论是不正确的。
我们并未发现，任何显示‘商业’这一概念本身与政府提供金融服务不
相容的证据。因此，政府提供贷款这一事实本身，不足以得出此类贷
款不是‘商业’贷款、且不能成为 SCM 协定第 14 条 b 款项下比较基准
的结论。”61
笔者认为，利益基准的比较对象，是政府和公共机构为提供财政资助而进行的交易，故
若将之与自己的价格、或受其影响的价格进行比较，会令比较陷入循环而失去意义。上诉机
构的观点，应理解为“抽象肯定”；实践中存在的“基准竞争”环节，即各方会力主于己有利的
基准价格，反驳对方提出的基准价格，会“具体否定”政府与公共机构的价格成为基准。
其次，关联交易等其他有悖于“经济人假设”的事实，也构成基准价格的否定性选择标准。
58 在欧共体 DRAM 芯片反补贴措施案中，韩国发展银行（KDB）、韩国汇兑银行（KEB）、韩国第
一银行（KFB）与以辛迪加贷款方式提供财政资助，另有七家私人银行参与辛迪加贷款。欧共体调查
机关没有使用私人银行的贷款利率，而使用了国有银行利率为利益基准，被专家组判定违反 SCM 协
定第 14 条 b 款。Panel Report on EC -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DRAM Chips, WT/DS299/R, paras.
7.182-7.186. 在韩国商船案中，韩国进出口银行（KEXIM）作为担保人，为债务人造船商向债权人即
船舶买家提供预付款还款保证（Advance Payment Refund Guarantee，简称“APRG”），被该案专家组认
定为以“潜在的资金直接转移”方式提供的财政资助。在判定韩国大宇公司（Daewoo）接受韩国进出口
银行 APRG 是否获得利益的问题上，韩国提出将韩国发展银行（KDB）向大宇公司收取的 APRG 费用
作为市场价格基准。专家组认为，韩国发展银行系韩国政府独资，属于公共机构，而公共机构完全有
可能不按照市场行情来定价。韩国又提出以韩国汇兑银行（KEB）的价格作为比较基准。虽然韩国政
府只是韩国汇兑银行小股东，专家组也没有将之定性为公共机构，但专家组还是拒绝采纳韩国汇兑银
行的价格。Panel Report on Korea - Commercial Vessels, WT/DS273/R, para.7.172.
59 Panel Report on Korea - Commercial Vessels, WT/DS273/R, para.7.179.
60 欧共体 DRAM 芯片反补贴措施案中，韩国主张现代半导体公司（简称现代公司）发行 1.3 万亿韩
元的全球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缩写为 GDRs，指在全球范围内发行并流通的、可转
让的有价证券），应当以此为基准，来判定此前韩国发展银行购买现代公司债券是否存在补贴利益。
专家组认为，如果韩国发展银行没有购买债券，现代公司在发行 GDRs 之前就已破产了。现代公司发
行 GDRs，是受韩国发展银行购买债券之影响，因此 GDRs 的利率不能作为利益基准的。Panel Report
on EC -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DRAM Chips, WT/DS299/R, paras. 7.15,7.196-7.198. 在韩国商船案
中，韩国进出口银行（KEXIM）向大宇重工公司（Daewoo Heavy）与大宇造船与海上工程公司（Daewoo
Shipbuilding and Marine Engineering）两个造船商提供的完工前贷款。在判定其是否存在补贴利益时，
韩国提出以这两家公司发行的债券利率作为基准。专家组认为，上述两家公司债券的其中一个担保人
是认定为公共机构的韩国发展银行，公共机构的担保行为会直接影响债券利率水平，导致利率偏离市
场 价 格 ， 故 拒 绝 了 韩 国 的 主 张 。 Panel Report on Korea - Commercial Vessels, WT/DS273/R,
paras.7.126,7.229.
61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US -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WT/DS379/AB/R,
paras.478-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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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商船案专家组就曾拒绝将受船舶买家独家指定的外国银行收费标准，作为衡量韩国进出
口银行提供的预付款还款担保，是否存在补贴利益的基准。专家组认为，船舶买家指定外国
银行的事实，说明船舶卖方与外国银行之间不是正常市场交易，故其利率不能作为基准。62
无论是韩国商船案专家组使用的“非关联交易（at arm's-length transactions）”，还是上诉机构
使用的“自由交易（unconstrained exchange）”63，都体现了相同的要求。

结语
SCM 协定的目的与宗旨是“在成员方寻求对补贴与反补贴两方面约束之间设置精致平
衡” ，故既要约束成员方通过补贴将利益这种不公平竞争优势传递给企业，又要防止成员
方滥用反补贴措施来抵消进口企业的比较优势。利益基准是平衡两者的关键，被喻为反补贴
案件中的“水平线”。65鉴于补贴利益是源于政府的、扭曲国际贸易秩序的竞争优势，故判定
与衡量补贴利益的基准，不必拘泥于市场价格一种形式；而采用市场价格作为利益基准时，
应将竞争程度作为选择基准市场的宏观标准，将经济人假设作为选择基准价格的微观标准。
64

62 Panel Report on Korea - Commercial Vessels, WT/DS273/R, paras.7.120, 7.135.
63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Japan - DRAMs(Korea)，WT/DS336/AB/R, para.172.
64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US - Countervailing Duty Investigation on DRAMs, WT/DS296/AB/R, para.
115.
65 Panel Report on Korea - Commercial Vessels, WT/DS273/R, para.7.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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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chmark for Subsidized Benefit Determ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
and Economic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Standard Clarification
JIANG Fen

Abstract: Benchmark-shopping is critical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both subsidy amount and CVD
rate calculation。WTO rules on the benchmark of benefit determination are imperfect. The
development of DSB reports on the rules of benchmark is uncompleted because of terms of
reference. Essentially the subsidized benefit is kind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refore,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chosen as benchmark should not be distorted or constrained by both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private monopoly or restrictive competition behavior. The price
chosen as benchmark should accord with Economicman Hypothesis. The governmental price or
the price made during constrained exchange should be prohibited as benchmarks.
Key words：Subsidy;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Benefit; Benchmark;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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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儿童隐私信息保护研究
郑娇娇
（北方工业大学，北京 100043）

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人脸识别技术运用到各个领域中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人脸
识别技术的独有特点，为社会生活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但也引发了许多问题。其一，从儿童
的视角出发，如何平衡技术发展与信息权利保护问题；其二，儿童年龄界限问题，中国对于
儿童的年龄并没有做出明确统一的规定；其三，人脸识别实施阶段产生的问题，根据技术操
作流程分为技术识别阶段、以及数据库管理阶段。技术识别阶段涉及到监护人同意原则，如
何做到适当的监护人同意，并且不构成另一种强侵入；以及数据库管理阶段，对于儿童信息
的处理，应该如何运行操作等等。对此，基于美国和欧盟儿童隐私信息的法律保护规定，进
行参考借鉴。因而在人脸识别保护儿童隐私信息领域中，中国走出一条独立创新的道路。以
建立不同应用场景为基准，形成特有的儿童隐私信息保护的立法模式。按照级别的不同，适
应相应的规则；其次，提出设定儿童年龄界限的区间范围，作为一般性的规定，明确特殊情
况下的儿童年龄最大化和最小化，另外在具体的领域中根据该区间范围，做出进一步的细化
规定；以及提出主动识别和被动识别情形下的实施措施，数据库管理运行坚持合法、公平和
透明的原则。
关键词：人脸识别 儿童隐私信息 监护人同意原则

一、问题的提出
近日，抖音海外版再次引发热议。2020 年 8 月 5 日，多名美国青少年通过其监护人向
TikTok 提起诉讼，针对于该应用软件未经同意窃取面部特征、地点以及紧密联系人等等具
体 行 为 ， 认 为 其 违 反 了 伊 利 诺 伊 州 《 生 物 特 征 隐 私 法 》 ，
1

违法收集以及利用青少年的生物识别信息，对青少年隐私权益造成严重损害。这并不
是抖音海外版第一次被诉，早在 2019 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抖音海外版处以天价 570
万美元罚款，缘由是 Musical.ly 非法收集 13 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姓名、电邮地址和住址。该
2
案也成为美国历史上侵犯儿童隐私案的最高罚款记录。 具体看待抖音海外版被诉案件，在
2016 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即已启动对 Musical.ly 的儿童数据合规情况调查，随后 2017
年字节跳动收购 Musical.ly，随着 TikTok 和 Musical.ly 相关应用程序完成合并，形成了
如今的抖音海外版。2020 年 7 月 15 日，韩国通信委员会表示，由于 TikTok 在未征得家长
3
同意的情况下收集了 14 岁以下儿童的数据，违反了当地的电信法。 抖音在其扩展国际业务
郑娇娇，北方工业大学 19 级研究生。
1参见宋一欣：《当你的脸成为信息资源时——从 Tik Tok 遭遇集团诉讼谈起》,https://mp.weixin.qq.com/s/
vaCKEY8Y70s2vjki6-j2Hw 。
2参见《抖音海外版被开 570 万罚单？字节跳动总裁亲自回应》，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9837581
3_120057891）。
3参见《韩国确认对 Tik Tok 收集儿童数据罚款 1.86 亿韩元》,https://mp.weixin.qq.com/s/UO4j4_PkAmt3JJQ
1_JgN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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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未按照规定严格保护儿童隐私权益。抖音海外版的经历警醒所有人，在技术高速发展
的年代，应当如何有效保护儿童隐私权益。
随着大数据强入侵人们的生活，这些并非作为个案出现。2019 年 1 月，世界最大的主
题公园美国六旗公司因未经未成年游客父母批准，对一位 14 岁的游客进行指纹采集和存储。
该案件由伊利诺伊州法院受理，认为该公司已经构成对未成年游客权利的侵犯。2020 年 4
月，谷歌为 13 岁以下用户制作人脸模板和声纹，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联邦《儿童在线隐
私保护法》。
作为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人脸识别技术具有独特的发展优势。人脸识
别技术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对输入的人脸图像或者视频流，首先判断其是否存在人脸，如
果存在人脸，则进一步提取每个人脸中所蕴含的特征信息，并将其与已知的人脸库人脸进行
4
对比，从而识别出对应人脸的身份。 人脸识别技术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热议课题，广泛应用
5
于反恐、安防、门禁等领域，并且向教育、金融等领域推广。 但是与其他基于身份证、虹
膜、掌纹、指纹等技术手段相比，人脸识别技术的准确率相对较低，但其采集方式最为友好：
无须当事人配合，甚至在其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完成对人脸信息的采集与识别。因此，人脸
识别技术在相关应用场景中得到广泛应用，但也引发了许多问题。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莫斯科为了预防新冠肺炎疫情扩张，运用人脸识别技术，识别、追踪近期从中国到莫斯
科的人们。然而，社会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根据中国人的种族特征来锁定潜在新冠
6
肺炎病患，这并不是有效的流行病控制策略，涉嫌歧视和侵犯隐私。 从儿童特殊的社会地
位而言，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关心保护儿童的隐私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因而，儿童作为社会生活中弱势群体，相对于一般人的个人信息隐私保护，儿童的隐私信息
保护更应受到关注。
从技术层面而言，人脸识别技术存在其固有缺陷。在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到各种场景中，
尤其是在数百万人访问的地方中使用该技术时，如火车站或飞机场，即使是相对较小的错误
率（例如 0.01%），仍然意味着错误标记了数百人。因而出现误检和漏检问题也是常有的。
尽管匹配的准确性在不断提高，但错误风险仍然存在。并且，在美国、西欧等其他国家中，
人脸识别对于年轻人、非裔美国人和其他种族群体的准确率并不高，造成事实上不同程度的
不公平对待。
7

从法律层面而言。由于人脸数据具有不可更改性、以及侵犯影响具有不可逆性， 各个
国家对于隐私信息保护的态度更为谨慎。一方面，各国亟需更加全面了解人脸识别技术的操
作流程以及具体应用场景，另一方面，不断完善相关隐私信息立法。在这一进程中，引发了
许多争议。
例如，2019 年 4 月 16 日，美国旧金山通过了对《停止秘密监视》条例所作的一些修订，
成为全球首个禁用人脸识别城市。宣称这项技术侵害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可能性，将大大超过
8
其声称的好处。 加剧种族不平等，同时不利于政府进行相应监管。随后欧盟关于人工智能
的白皮书中提到，在颁布一项关于人脸识别技术的临时性禁止令的三到五年内，不得在公共
4黄玉明：《大数据 AI 人工智能率先占领智慧深圳》，《中国公共安全》2017 年第 11 期。
5参见王彦博，高潜，杨璇：《大数据时代下智能人脸识别技术在商业银行中的应用》，《银行家》2016
年第 2 期。
6参见陈志芳：《俄用人脸识别追踪来自中国的潜在新冠肺炎患者 涉歧视和侵犯隐私》,https://mp.weixin.q
q.com/s/jg52bRHvka4rs5dD2i9-6w）。
7参见周坤琳，李悦：《回应型理论下人脸数据运用法律规制研究》，《西南金融》2019 年第 12 期。
8《美国试图禁止人脸识别软件，称侵犯美国人的隐私》,https://mp.weixin.qq.com/s/RoBwGcCQ97kZHirSS6
u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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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使用人脸识别技术。2019 年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ICO）发布的关于特殊类别数据指南
中指出，《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认为某些类型的个人数据可能更敏感，如生物特征数据。由
于使用此类数据可能会对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造成更大的风险，所以对此类数据的保护更
加严格。2019 年法国数据保护机构（CNIL）关于人脸识别报告中，指出人脸识别的某些用
途在社会适用中被禁止。2020 年 2 月 12 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和科里·布克
在参议院提出《人脸识别道德使用法案》，要求暂时禁止政府机构使用人脸识别，直到委员
会形成政府使用准则和限制条件，以防止人脸识别技术违反第一修正案中规定的公民权利，
9
即侵犯公民隐私权和影响公民自由。 技术理应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一昧地禁止和限制无法
根本解决问题，而法律无法制止技术的发展。面对这一挑战，立足于中国国情，如何应对人
脸识别技术中儿童隐私信息的保护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二、中国儿童隐私信息保护现状
（一）中国儿童隐私信息的法律保护
长期以来，中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呈现立法碎片化、保护利益不清、表达不明确，
10
多数规范性文件位阶较低，缺乏操作性以及相关执法部门的定位权限不明确的特征。 简要
列举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2017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网络安全法》的第 4
章专门规定了“网络信息安全”，首次在法律层面对个人信息保护做出了系统规定。第 13
条规定了国家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民法总
则》的第 111 条规定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2018 年 8 月《电子商务法》对电子
商务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进行细化。2020 年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其中的《人格权编》对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了规定，
从私法角度为个人信息提供保护。
2020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在下一步主要工作安排中指出，围绕国家安全和社会
治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等。尤其在疫情期间，围绕数据安全和
隐私信息保护问题，探讨在法律层面如何进行完善。关于儿童隐私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定主要
包括：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发布《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
这将与即将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相衔接。对于
特定人群的保护，中国将采取进一步的立法，提出相较一般更为严格的标准。根据 2020 年
国家标准 GB/T35273《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以下简称《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个人敏感信息包括身份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银行账号、地址、通信通讯联系方式
等等。在《个人信息安全规范》附录 A 中，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包括面部特征、指纹掌纹等内
容。相较于 2017 年版本，进行一些增补。该规范为网络运营者制订隐私政策及完善内控提
供指引。⑪
（二）人脸识别中儿童年龄界限的法律规定
《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制作、发布、传播侵害儿童个
人信息安全的信息。同时，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儿童，是指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⑫众所
9《美国<人脸识别道德使用法案>草案中译本》
（https://mp.weixin.qq.com/s/F0JT6WGNzPFEk1bMeS0JWQ）。
10张新宝：《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中国法学》2015 年第 3 期。
⑪参见周坤琳：《个人信息保护中知情同意原则研究——以互联网金融为视角》，《西部金融》2019 年第
7 期。
⑫陈际红，韩璐：《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案例、监管与合规,https://mp.weixin.qq.com/s/WF_w891oyxz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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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知的是，目前网信办紧急立了相关法案，主要是由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处罚了抖音海外
版，这件事情是一个直接的触发因素。⑬综合看待相关的法律规定，集中讨论于儿童的年龄
界限问题。
中国法律并没有对儿童的年龄做出明确规定，仅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未成年人
是指未满 18 周岁的公民。2017 年 3 月通过的《民法总则》第 17 至 19 条以年龄的标准规定
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中国行业规范对儿童年
龄的定义并不一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安全协调司起草的《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保护指
南》（以下简称“2011 年指南”）和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出台的《信息安全技
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以下简称“2013 年指南”）两份文件借
鉴了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属于行政部门制订的指导性文件，具有一般的行业约束力和指导
性价值。2011 年指南和 2013 年指南均将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的年龄界限设定为 16 周岁，而
2019 年《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中做出的界限是 14 周岁，这一标准是基于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进行大量的调研，综合平衡各个产业后慎重做出。综上，对于儿童个人信息保护领
域中的年龄界定，法律规定是并不相同的。
（三）人脸识别中处理儿童隐私信息的法律规定
看待人脸识别技术实施中产生的问题，首先回归至人脸识别技术运作的整个阶段中，根
据欧盟基本权利机构（FRA）关于人脸识别报告，人脸识别是“对数字图像的自动处理，其
中包含了用于个体识别、身份验证或分类的这些个体的面部。”其中识别是将一个人的人脸
图像模板与数据库中存储的许多其他模板进行比较，以此得出判断结果；身份验证通常指一
对一匹配，通过比较两个生物特征模板，已确定两个图像显示是否为同一人，并不要求将生
物特征存储在中央数据库中。并且根据 2018 年国家标准 GB/T36651《信息安全技术基于可
信环境的生物特征识别身份鉴别协议框架》，因而在整个人脸识别过程中，包括通过人脸识
别对用户进行识别，用户生物特征识别后的信息，与存储在管理器或服务器的信息，进行判
断是否为同一人，以形成个体识别的结果。2019 年《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指出，
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转移、披露儿童个人信息的，应当以显著、清晰的方式告知儿童监
护人，并应当征得儿童监护人的同意。在征得同意时，应同时提供拒绝选项，并明确告知目
的、方式、范围，存储的地点、期限，更正、删除儿童个人信息的途径和方法等事项。网络
运营者存储儿童个人信息，不得超过实现其收集、使用目的所必需的期限。网络运营者对其
工作人员应当以最小授权为原则，严格设定信息访问权限，控制儿童个人信息知悉范围。
1.人脸识别阶段：主动与被动识别中的监护人同意原则
人脸识别技术具有非接触性和无意识性，对用户更易造成极大的损害。从实施层面而言，
人脸识别包括主动识别与被动识别，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都体现了正当必要的原则，以及针
对儿童的监护人同意原则。那么在主动识别的情况中，是否不需要同意？而在被动识别中，
应该尽最大可能认证，还是尽合理的努力进行认证即可？如果是前者，那么人脸识别出未成
年人后，还要继续识别成年人身份、识别监护关系，三重识别的结果是否把保护未成年人变
成对全家个人信息的强侵入。⑭
首先，无论是主动识别或是被动识别，主体为儿童的情况下，都需要体现正当必要原则
y76Hq2fGhQ。
⑬参见汪靖，符梦婷：《美国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律制度经验与启示——基于 1998-2018 年处罚案例分
析》，《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9 年第 4 期。
⑭参见智能法治研究院：《明理计算法学沙龙第五期—未成年人网络保护,https://mp.weixin.qq.com/s/W1Yp
_2iaTCkDkLj1vTaH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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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监护人同意原则。前述内容也提及，人脸识别下保护儿童隐私信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基于充分考虑到儿童这类特殊主体，采取这些原则有利于保障儿童的权益。其次，正当必要
原则。告知同意原则受到正当目的原则和必要原则的限制。⑮人脸识别中，如何体现正当必
要原则，并且在对象为儿童的情况下。众所周知的是，儿童的隐私信息不仅仅是作为个人的
权益，更是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内容。并且强调从私主体角度出发，如何保障儿童的利益。
再者，监护人同意原则。中国《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第 9 条、第 10 条、第 14 条、
第 19 条、第 20 条等，都将监护人对被监护人信息收集、处分、删除、拒绝、更正等权利落
实到位。⑯
然而，“监护人原则”存在一些疑虑。主要包括：第一，父母对儿童的约束保护了儿童
的安全，但限制了儿童的权利。2018 年印度首次发布《个人数据保护法草案》，其中规定
了儿童的个人数据和个人敏感数据。并且，在用户同意的数据处理的合法性基础外，规定了
在某些合理目的（如反欺诈、信用评分）被法律规定后且考虑到用户合理期待、数据控制者
利益等因素时可处理个人数据，即意味着满足了该条款的，无需用户同意就可以处理个人数
据。⑰第二，人脸识别情况下，父母的同意是否意味着需要双重认证，即在识别父母后，体
现“监护人同意”，进而人脸识别儿童。作为数据库的图像分析中，需要收集包括父母在内
的数据分析，是否体现了一种强侵入，造成更大范围的信息过度收集与滥用？
2.数据库管理阶段儿童隐私信息保护
根据 2020《个人信息安全规范》规定了对信息使用，如访问措施、去标识化的展示限
制、超出适用范围必须再次征得明示同意、更正删除，以及信息公开披露、转让、共享等问
题。该法案认为对于个人敏感信息的告知内容更加全面，如涉及的个人敏感信息的类型、数
据接收方的身份和数据安全能力等等。既然人脸识别涉及存在数据库的问题，那么该数据库
的管理运行如何操作？并且关于两个方面内容：即信息访问和信息共享问题，倘若仍然按照
一般的规定进行保护个人信息，那么如何体现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利益保护。

三、儿童隐私信息保护的域外经验
（一）域外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模式
1.欧盟和美国的立法模式
形成以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为主的统一立法模式：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强
调对人权的保护，将一般信息的保护上升到人权的高度，因而在其法律规定中体现了人权的
价值，包括表达自由、权利保护等等内容。目前，2019 年 11 月，欧盟基本权利局发布了《面
部识别技术：执法中的基本权利考虑》报告，基于实时面部识别技术中涉及的基本权利的含
义，重点在于将面部识别技术用于执法和边境管理目的。该报告概述和分析了面部识别技术
对基本权利带来的挑战，并简要介绍了当公共当局部署实时面部识别技术来实现执法目的
时，避免侵犯人权所采取的步骤。⑱在人脸识别的新领域下，如何保护人权也是欧盟当下一
⑮参见张新宝：《个人信息收集：告知同意原则适用的限制》,https://mp.weixin.qq.com/s/cL-4xUSrjQuptYi5
f6tiyA。
⑯参见朱巍：《<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解读》，《中国信息安全》2019 年第 10 期。.
⑰《印度<个人数据保护法>（2019 年草案）全文翻译》,https://mp.weixin.qq.com/s/L3JMwowAZHNGlE1otj
FHzw。
⑱参见信通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欧盟发布<面部识别技术：执法中的基本权利考虑>报告》,https://mp.
weixin.qq.com/s/wJzyIPEpH0L3ezJ0aF6K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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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关注的内容，引发许多的讨论。在最新讨论中，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认为根据欧盟数据
保护机制，通过面部识别技术自动识别身份违法，因无法获得权利主体同意而违反了《一般
数据保护条例》。执行副主席认为鉴于某些类型的人工智能可能“对基本价值和人格产生非
常不利的影响”，委员会打算采用基于风险的方法在某些领域引入新规则，该范围将覆盖那
些敏感部门，包括卫生、能源、运输、公共部门。另外，一些欧洲国家建立以《一般数据保
护条例》为主的法律框架，如法国 CNIL 关于人脸识别报告，在《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和《数
据保护执法指令》的基础上讨论，如何利用该技术协调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护与安全或经济
因素等问题。
美国关于信息保护的分散立法模式：2000 年提出了《儿童网络保护法案》和《儿童网
络隐私保护法》，通过约束向儿童提供服务的学校、图书馆和互联网商，以此保护儿童的隐
私权利。美国没有单一的联邦数据隐私法。相反，有多个联邦和州法律规范私营部门，通常
侧重于特定部门或类型的数据，由多个监管机构负责监督。如果没有针对具体部门的规则，
美国政府会监督行业进行自律，在不违反相关反垄断规则的前提下，允许特定行业部门使用
自愿协议、业内竞争或其他方法来调整自身行为。2019 年初，美国科技创新智库信息技术
与创新基金发布《关于美国数据隐私立法的最佳方案》，其中明确了数据隐私立法的目标在
于最大化消费者福利。目前，2019 年《数据隐私法案》以及《2019 年商业人脸识别隐私法
案》等法律文件，对信息保护提出了进一步的规定。
综上，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欧盟和美国的法律框架存在差异。美国采取分散立法的模式，
通过专门的规定，体现一种特别保护。明确立法目的在于最大化消费者福利，而不是短时间
内最大化消费者隐私。欧盟通过立法将消费者隐私保护最大化，但代价高昂：即让合规成本
转嫁给了消费者、创新发展受限等等。
2.平衡权利保护与技术应用的关系
综合看待人脸识别技术问题，任何一项技术势必不是完美的，达不到完全的正确零失误。
因而暂且不论技术自身的缺陷，将问题焦点集中于权利保护方面。各国政府利用人脸识别，
进行监视监督，以及用于一些刑事侦查案件中，毫无质疑的是技术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但对
该议题始终保持热度讨论的原因，在于人们恐慌于隐私的暴露，整日处于“监视”之下，并
且受到损害时人们毫不知情。
上述探讨的问题，按照人脸识别的过程进行分析。针对于儿童的人脸识别，首为重要的
是儿童的年龄界限问题；其次在人脸识别采集儿童信息时，监护人双重同意原则；进而相关
信息存储于数据库中，数据库中的信息如何得到保障？体现在两个阶段：其一，信息访问阶
段。由于人脸识别的特殊性，一旦泄露，相较于其他个人信息，将会受到更严重的损害。其
二，信息共享阶段。涉及儿童的相关生物特征信息，应该如何流转？并且流转是否需要再次
告知监护人，获得其同意？在印度个人数据保护法中，生物识别信息属于特殊敏感种类数据，
因此，非法获取、转让或出售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行为构成犯罪。
所有的讨论都归结于本质问题，即如何平衡权利保护与技术应用的关系。如欧盟采取的
模式，进行统一立法保护隐私权利，最大程度尊重消费者的权益。又如美国采取的分散立法
模式，虽然有部分州进行人脸识别的相关规定，但对该技术仍保留了许多质疑。如 2020 年
3 月 12 日，华盛顿州通过的人脸识别服务法案。虽然该州长签署了议案，但随后发布公告，
认为华盛顿目前不具备相应的配套规范等等。那么中国应该如何采取应对措施，完善相关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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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域外人脸识别中儿童年龄界限的法律规定
中国国内热议的刷脸支付问题，密码是可以修改的，但是脸、包括指纹是不能修改的。
如果犯罪分子有了新手段，能够窃取到人们的面部特征等，由于没有办法修改，因而人们将
遭受更大的损害。探讨儿童的隐私权益保护问题，缘由是儿童相较于成年人，其认知能力和
行为能力更加受限，而受侵害程度更加严重。人脸识别以其自身特性，采取人脸数据无接触
性、更加便捷，对于儿童而言，人脸数据一经泄露，遭受的损害是十分巨大的。
年龄是判断民事权利能力的重要客观标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 1 条规定了儿童
的年龄为 18 周岁。⑲而在儿童信息保护领域，各国法律对于儿童年龄界限的规定并不一致。
美国 1998 年《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规定：从适用对象而言，主要针对三个特定的群体，
专门针对儿童的（分为两类：以儿童为主要，不以儿童为主要但包含儿童）；针对普通大众
但确知部分用户为 13 岁以下儿童的运营者；通过其他运营者收集或通知其他运营者通过自
身网络产品或服务来收集 13 岁以下儿童信息的。换言之，美国《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是
以 13 岁作为划分的标准。而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 8 条第 1 款则设定为 16 周岁，成
员国可以设定更低的年龄，但不得低于 13 周岁。随着《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生效，欧盟
成员国也将在处理儿童个人信息的年龄界限上做出相应调整，可自行调整的范围处于 13 到
16 岁之间。
综上，可以看出，尽管考虑到儿童权益的保护，各国在立法上纷纷做出相应的规定和具
体措施，以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但就儿童年龄的界定方面上，并未形成共识，判断标准是
不同的。然而，儿童的年龄界限究竟应如何明确，儿童处于何种年龄段，才能正确认识人脸
识别其背后的含义，这是容易产生区别的。另外，儿童根据人别识别情况下进行风险识别的
能力也不相同。不同年龄的儿童能力差异较大，即使相同年龄的儿童，因其生长环境不同，
能力差异也非常大。因而在儿童年龄的规定上，如何最大程度保护儿童的权益，亟待解决。
（三）域外人脸识别阶段处理儿童隐私信息的法律规定
2019 年初，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的公告》，根据 APP 专项治理工作组梳理，其中 60%
的 App 强制要求用户提供人脸信息。这些 App 将人脸识别作为身份核验的必选项，却没有给
出充分的理由。90%的 App 没有清晰说明收集使用人脸信息的规则。近 100%的 App 没有为用
户提供撤回同意的方法。⑳另外，也发生过商家公开兜售“人脸数据”的事件，其数量约 17
万条。在商家发布的商品信息中可以看到，这些“人脸数据”涵盖 2000 人的肖像，每个人
约有 50 到 100 张照片。因而，在人脸识别儿童隐私信息领域中，中国应如何完善相关法律
规定。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对儿童数据问题给予突出的关注，认为儿童在其使用网络时
不太了解其拥有的权利、数据处理的风险和后果，因而在采集处理等各个阶段中强调对儿童
权利的保护。㉑《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对于儿童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没有设立专门的章节，相
关条文散见于整部条例。其中共有 5 条“序言条款”涉及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正文条文共有
7 条。相较之前的法律法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对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更加详细。
⑲参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网站,ttps://treaties.un.org/pages/ShowMTDSGDetails.aspx?src=UNTSONLINE&tabid
=2&mtdsg_no=IV-11&chapter=4&lang=en%23Participants。
⑳参见冯群星：《App 专项治理工作组：已收到 500 余条涉及人脸识别的举报信息》,https://mp.weixin.qq.c
om/s/XOSD7G-kXaJYRbX7XoDhgg。
㉑参见王进：《论个人信息保护中知情同意原则之完善——以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为例》，《广西政
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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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 8 条第 2 款规定，在考虑到现有的技术水平的前提下，信息
控制者应当做出合理的努力以核实在此种情况下相关同意是否由相关儿童的监护人做出或
者授权。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仅仅规定了做出“合理的努力”，但并没有对“合理的努
力”做出进一步解释。相较于《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的“监护人
同意”制度规定得更加详实。
美国《儿童网络保护法案》和《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这两个法案规定，在美国司法管
辖范围内的网络运营商，必须制定相应的隐私政策，在向 13 岁以下儿童搜集个人信息时，
必须征得儿童父母同意，同时，必须保护儿童网络隐私和安全。㉒再者，探讨美国《儿童网
络隐私保护法》对儿童隐私信息的规定。美国《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的立法目的在于实现
父母对通过网络渠道收集儿童信息的控制。㉓从网站或在线服务运营者的义务而言，最为重
要的是父母知情，并取得可验证的父母同意。再者父母同意运营者使用但不得披露给任何第
三人的选择权，这个选择权是受限制的，如果是一个对外发布的 APP，那么不可能不进行发
布，所以这个选择权不是绝对的，而是根据产品的性能决定的。最后通过合理的措施保障儿
童数据的保密性和完整性，这里只要求“合理”，并没有如中国的《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
规定》详细。

四、完善建议
（一）立法模式：建立不同应用场景以保护儿童隐私信息
欧盟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出发，在人脸识别技术这一领域，若将儿童隐私信息过度拔高到
人权的高度，那么势必会影响这一新技术的发展。美国提出限制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显然法
律从来不应该阻碍科技的发展，相反应该促进科技发展。因而，在科技高速发展的进程中，
中国要走出一条独立的、创新的道路。人脸识别带来的法律问题，应明确区分不同的应用场
景。探讨技术是否滥用，是否应保守发展？不应该一概而论，技术并不区分好坏，而是在不
同应用场景下，探讨技术适用的边界和范围，才能充分保障权益。在统筹所有法律规定时，
无论是一般性规定或是特殊性规定，都应考虑在不同应用模式下的不同保护措施。
在人脸识别领域中，正如洪延青博士分析人脸识别的技术正在运用于计数、认证、识别、
监控、伪造与窥探六个场景。对于认证、识别场景可以适用个人信息保护中“知情-同意”
和个人敏感信息的框架予以规制。监控场景之下，需要考虑公权力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开展全
景式监控的正当性和比例性。㉔并且，无论不同应用场景下，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提出不
同要求。最为重要的是在尊重基本权利、自由的同时，出于国家安全、防卫、刑事犯罪调查、
公共利益、司法、财政利益等需要，对以上个人权利的行使或信息控制者、处理者对义务的
履行，另立法律条款或设置附则加以限定。㉕同时，面对科技界要求技术中立的呼声，在特
殊的领域，可能仍应该考虑对技术运用设置领域的黑名单。基于不同的应用场景，确定人脸
识别技术的应用范围和限制。但维护儿童权益、保障更易受到损害的特殊群体权益是不容忽
视的。
㉒吴沈括，黄伟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适用与商业合规》，《中国信息安全》2019 年第 10
期。
㉓参见黄晓林，李妍：《美国儿童网络隐私保护实践及对我国启示》，《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7 年第
4 期。
㉔《“人脸识别的运用于滥用——比较法上的回应”学术沙龙》, https://mp.weixin.qq.com/s/JSQ67syqhiFUjqu
q9DpqLQ。
㉕参见付微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法律保护模式与中国选择》，《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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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在保障人脸识别技术中的儿童权益，进行应用场景的区分。应用场景包括：其一
是人脸识别技术不能适用的领域，无论是等待技术发展成熟或是其它因素，暂时无法应用该
技术。其二是私主体利用人脸识别的领域，包括商场、宿舍、社区等等，区分主动识别和被
动识别。倘若当事人事先通过注册，已经对该技术应用掌握了解，那么相关主体需要严格信
息利用范围和目的。如果出现扩张的情形，需要进行告知征得同意等等；倘若当事人无意识
便被采集了信息，作为即时的人脸识别情况，儿童监护人享有删除该数据库保留信息的权利，
并且该数据库管理者不享有信息共享的权利。另外，分析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目的。倘若为
了社会利益，根据王利明教授的观点，“法律并没有规定各种利益保护的先后顺序，在此情
况下，裁判者应当通过对道德的、经济的、社会的，尤其是对立法目的考量来探求法律保护
的各种利益的位阶，依据利益位阶，进行妥当的利益平衡，来决定保护的先后顺序。”㉖其
三是公权力主体利用人脸识别技术的领域，最为关键的是区分必要性。例如在飞机场、地铁
站是否必须适用人脸识别技术，充分考虑技术风险和利益成本，是否基于原始设备即可满足
需求。再例如，儿童走失或者发生刑事案件时，并不完全考虑人脸识别技术的强入侵，而是
侧重保障儿童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等权益。在该应用场景下，就不过多考虑合理、适当、透明
度的规则，更不遑论数据库中信息的流转问题。其四是例外情形，出于国家公共利益的保护，
对儿童进行人脸识别，不受上述规则的限制。此类四个应用场景，按照级别的不同，适用相
应的规则。
最后，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场景，必须确保合法与合理，并避免侵入性过强的举措。
收集方在特定场景中所收集的数据，原则上不允许运用于其他的场景，除非该场景是在合理
的预见范围之内。如果擅自扩大或者改变数据的应用场景，收集方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㉗

（二）设定儿童年龄界限的区间范围
各国对于儿童隐私信息保护的年龄界限规定不尽相同，中国法律和行业自律规范对此也
并不一致。考虑到不同种类的商业信息，在不同国家儿童的年龄规定存在差异，因而引发实
践中的问题。再者，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也存在差异，以确定的年龄数额判断儿童的适宜地
位，实则无法充分评估儿童的所有情形。在年龄界限的设定上，美国（13 周岁以下）和欧
盟（16 周岁以下，13 周岁以上）设定单一年龄界限的方式较为简单，未能充分考虑儿童的
年龄跨度。
儿童年龄设定问题，涉及到个人敏感数据的范围，更围绕着相关的一系列保障措施。中
国在设定处理儿童的年龄界限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儿童年龄阶段的差异性，将保护年龄设定
一个区间范围，再根据随后涉及到的不同领域的问题，补充确定适用该领域的儿童年龄。区
间的最大值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之间的界限。而最小值为，处于最易受伤害阶段、并且对
人脸识别的应用领域没有完全认知的阶段。最为重要的是，关于年龄设定的区间，将其作为
一般性规定，在落实到具体领域中，由各个领域基于实践情况和案例分析，规定适用于该领
域的具体年龄界限。
（三）人脸识别阶段配套实施监管措施
人脸识别阶段中，区分主动识别和被动识别。被动识别集中发生于餐厅、商场、火车站
等等，相关主体出于公共秩序安全的保障进行采集儿童隐私信息，因而在相关主体获得儿童
㉖人工智能与网络法前沿：《“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现状与趋势研讨会”会议综述》,https://mp.weixin.qq.c
om/s/-T0dwxlUJHPTP1ASmgiJ-A。
㉗参见劳东燕：《人脸识别技术运用中的认知误区》,https://mp.weixin.qq.com/s/VqQ-0_2rmtZrKDKrz_dr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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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信息后，在实施层面应做出相应的限制，不得违法授权第三方获得儿童的隐私信息。而
其他非出于公共秩序安全进行采集，则应该受到惩罚。其次，主动识别中，知情同意原则需
要贯彻落实。在美国，强化了对消费者敏感信息的保护，具体而言包括：收集和处理一般信
息时，要求经营者预先通告以及提供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公开的“选择性退出”选项；涉及敏
感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时，需向消费者提供“选择性进入”选项。充分考虑儿童这一特殊的群
体，其他各方主体在收集儿童隐私信息时，应取得监护人同意，可以参考借鉴美国《儿童网
络隐私保护法》的经验。2013 年《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第 312.5 条列举“可验证的家长
同意”的 6 种情形，包括：父母签名的邮件、传真件或电子扫描件；金钱交易凭证；电话同
意；视频连线同意；政府签发的身份认证系统；邮件回复双重确认。㉘倘若一经同意许可，
人脸识别系统保存所有授权信息，在实施时自动与系统内部信息进行比较，不需要再对监护
关系、许可关系进行侵入，但是仍然需要对采集儿童隐私信息的人脸识别系统进行特殊规定，
限制使用的权利范围，任何超过其采集儿童隐私信息目的，而进行利用的行为，均需要监护
人的再次同意许可。数据库管理阶段的信息保护问题。最为重要的是尊重私人生活与个人信
息保护，儿童的相关信息设立单独的数据库，配套其监护人表示同意的记录。
因而，坚持信息处理的原则包括：合法、公平和透明。2020 年《民法典》第一千零三
十五条规定：收集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并符合以
下条件：征得同意、公开、明示处理等等。2019 年 8 月 23 日，支付宝发布国内首个“生物
识别用户隐私与安全保护倡议”，强调隐私保护坚持“最小、够用”的原则，并且对信息进
行加密保护，严格企业的责任和监督力，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另外 2020 年 1 月 20 日，中
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人脸识别线下支付行业自律公约》（试行），强调防范刷脸支付安全
风险，以此保障各方利益。在采集、存储、使用阶段提出具体措施，以此保障个人隐私。针
对儿童进行人脸识别时，充分告知信息使用的目的及范围，并且在信息共享中，严格审核第
三方利用信息所采取的行为，对相关主体坚持问责制。例如，在授权第三方采集相关信息时，
需详细列明所有获得信息的第三方主体；在罚金上，以高额的赔偿严惩违法利用相关信息的
行为人。㉙最后，针对数据库中存储的信息，儿童监护人有权利要求删除、并且对存储期限
进行约定。

参考文献：
[1]蔡星月.数据主体的“弱同意”及其规范结构[J].比较法研究,2019(04):71-86.
[2]陈志芳.俄用人脸识别追踪来自中国的潜在新冠肺炎患者涉歧视和侵犯隐私
[EB/OL].https://mp.weixin.qq.com/s/jg52bRHvka4rs5dD2i9-6w,2020 年 2 月 27 日访问.
[3]陈际红,韩璐.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案例、监管与合规
[EB/OL].https://mp.weixin.qq.com/s/WF_w891oyxzby76Hq2fGhQ,2020 年 2 月 18 日.
[4]程啸.论我国民法典中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J/OL].中外法
学:1-18[2020-06-19].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447.D.20200618.1527.010.html.
[5]丁晓东.个人信息权利的反思与重塑论个人信息保护的适用前提与法益基础[J].中外法
学,2020,32(02):339-356.
[6]冯群星.App 专项治理工作组：已收到 500 余条涉及人脸识别的举报信息
[EB/OL].https://mp.weixin.qq.com/s/XOSD7G-kXaJYRbX7XoDhgg,2020 年 5 月 23 日访问.
㉘参见付新华：《大数据时代儿童数据法律保护的困境及其应对——兼评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
规定》，《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2 期。
㉙参见殷峻：《网络时代儿童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基于美国和欧盟立法的比较研究》，《学术研究》

705

[7]付微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法律保护模式与中国选择[J].华东政法大学学
报,2019,22(06):78-88.
[8]付微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民事权利诉讼救济问题研究[J].法学杂志,2020,41(03):73-81.
[9]付新华.大数据时代儿童数据法律保护的困境及其应对——兼评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的相关规定[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0(12):81-93.
[10]洪延青.美国联邦隐私保护立法草案研究（四）：“生物识别信
息”[EB/OL].https://mp.weixin.qq.com/s/X_y0orCPKJ9XfEZjZ2Ei5g,2020 年 5 月 23 日访问.
[11]洪延青.人脸识别技术的法律规制研究初探[J].中国信息安全,2019(08):85-87.
[12]劳东燕.人脸识别技术运用中的认知误区[EB/OL].
https://mp.weixin.qq.com/s/VqQ-0_2rmtZrKDKrz_drbw,2020 年 5 月 23 日访问.
[13]刘双霞.国内的“刷脸支付”将如何发展？[EB/OL].
https://mp.weixin.qq.com/s/f4YxHPZKr0s06jFs6O2x6Q,2020 年 5 月 23 日访问.
[14]李伟.金融科技发展与监管[J].中国金融,2017(08):14-16.
[15]汪靖,符梦婷.美国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律制度经验与启示——基于 1998-2018 年处罚案
例分析[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9,38(04):120-127.
[16]美国<人脸识别道德使用法案>草案中译本[EB/OL].
https://mp.weixin.qq.com/s/F0JT6WGNzPFEk1bMeS0JWQ,2020 年 2 月 29 日访问.
[17]任颖.数据立法转向:从数据权利入法到数据法益保护[J].政治与法律,2020(06):135-147.
[18]人工智能与网络法前沿.“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现状与趋势研讨会”会议综述
[EB/OL].https://mp.weixin.qq.com/s/-T0dwxlUJHPTP1ASmgiJ-A,2020 年 6 月 2 日访问.
[19]“人脸识别的运用于滥用——比较法上的回应”学术沙龙[EB/OL].
https://mp.weixin.qq.com/s/JSQ67syqhiFUjquq9DpqLQ,2020 年 5 月 23 日访问.
[20]人脸识别的法律边界：中美欧隐私保护法律比较[EB/OL].
https://mp.weixin.qq.com/s/7T5qs9u3YMlFDjY8lh4c5A,2020 年 5 月 23 日访问.
[21]商希雪.生物特征识别信息商业应用的中国立场与制度进路——鉴于欧美法律模式的比
较评价[J].江西社会科学,2020,40(02):192-203+256.
[22]商希雪.个人信息隐私利益与自决利益的权利实现路径[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
报),2020,38(03):71-85.
[23]汤敏.个人敏感信息保护的欧美经验及其启示[J].图书馆建设,2018(02):41-47
[24]信通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英国 ICO 发布关于特殊类别数据的指南
[EB/OL].https://mp.weixin.qq.com/s/YVGVHaoexscbn-ytxeXuBA,2020 年 5 月 23 日访问.
[25]王叶刚.网络隐私政策法律调整与个人信息保护:美国实践及其启示[J].环球法律评
论,2020,42(02):149-161.
[26]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J].现代法
学,2013,35(04):62-72.
[27]王渊,黄道丽,杨松儒.数据权的权利性质及其归属研究[J].科学管理研
究,2017,35(05):37-40+55.
[28]王宝刚,张立先,马运全,荆伟,陈晨.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法律问题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
践,2013(02):74-79.
[29]邢会强.大数据交易背景下个人信息财产权的分配与实现机制[J].法学评
论,2019,37(06):98-110.
[30]信通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欧盟发布《面部识别技术：执法中的基本权利考虑》报告
[EB/OL].https://mp.weixin.qq.com/s/wJzyIPEpH0L3ezJ0aF6K2A,2020 年 6 月 2 日.
2018 年第 11 期。

706

[31]许可,金英.面部识别风险治理的关键在于场景——WEF 白皮书述评
[EB/OL].https://mp.weixin.qq.com/s/rdn-P-85WUVU4ed_2jKNyw,2020 年 5 月 23 日访问.
[32]殷峻.网络时代儿童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基于美国和欧盟立法的比较研究[J].学术研
究,2018(11):73-78.
[33]印度<个人数据保护法>（2019 年草案）全文翻译[EB/OL].
https://mp.weixin.qq.com/s/L3JMwowAZHNGlE1otjFHzw,2020 年 2 月 18 日访问.
[34]张新宝.个人信息收集：告知同意原则适用的限制[EB/OL].
https://mp.weixin.qq.com/s/cL-4xUSrjQuptYi5f6tiyA,2020 年 5 月 28 日访问.
[35]张忆然.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权利变迁与刑法保护的教义学限缩——以“数据财产
权”与“信息自决权”的二分为视角[J].政治与法律,2020(06):53-67.
[36]周斯佳.个人数据权与个人信息权关系的厘清[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23(02):88-97.
[37]智能法治研究院：明理计算法学沙龙第五期—未成年人网络保护[EB/OL].
https://mp.weixin.qq.com/s/W1Yp_2iaTCkDkLj1vTaHqw,2020 年 2 月 18 日访问.

707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投资规则新发展及对中国影响
黄媛媛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投资规则新发展显著：多边投资规则的构建困难重重、区域
规则发展迅猛且影响深远、双边投资协定占主导且“美式化” 、“南北”外资规则立场趋向对
立。世界新的投资事态也影响着“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投资，进而折射在沿线主要国家的投
资规则上。它们的规则呈现出多元化、复杂的特点和变化：整体投资规则水平低且难协调、
各国国内外资规则改革力度大且以促进外资为主。尤其是近几年，越南、缅甸、哈萨克斯坦、
老挝等国投资规则变化较大。在国际投资规则风云变幻背景之下，中国作为具有双重投资身
份的重量级投资国家，作为“一带一路”的主要倡议者，必须应对所面临的困难和调整，在国
内外投资规则上积极改革创新，引领“一带一路”投资规则。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际投资规则；多元化；引领

一、国际投资规则的晚近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速度减缓，国际投资竞争更加激烈，
原有的世界投资格局被打破。其中，中国作为一个新型的利益大国逆向发展。以美国为代表
的发达国家认为中国的“rising”不容小觑。美国甚至不惜与中国发起“贸易战” 以保障美国原
有的贸易投资利益。而中国的崛起，中国“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措施的提出
和实施，让中国开始以积极地姿态寻求发言权，参与投资规则的改革与重塑。在此背景下，
明晰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特点尤为重要。
（一）多边投资规则的构建困难重重
建立于 GATT1994 基础上，
后以 WTO 规则为主导的多边贸易投资规则往往具有统一性、
规则性、强制性强，成员国权利义务明确等特点。这一特点虽然强有力地约束了参与国的行
为，但是共同体规则要达成一致也非常不易。也正是因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和
复杂性，导致 1995 年多国发起谈判的《多边投资协定》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简称“MAI”）一直没能成功形成正式规则。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简称“TRIMs”)借助 WTO“一揽子协议”的东风，曾经与
WTO 贸易规则一起主导了多年的国际贸易投资市场，如今也因为双边、区域以及诸边规则
的兴起而呈现弱势之态。
2001 年由 WTO 启动的新一轮贸易谈判“多哈发展议程”，涵盖 8 个主要议题。尽管 2004
年在各方努力之下达成了《多哈回合框架协议》，但谈判困难重重，进展甚微，其中，农业
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是世贸组织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分歧最大、谈判最为艰难的两大
议题。2006 年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不得不批准中止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值得庆幸地是，
2013 年年底，僵持了 12 年的多哈谈判终于有了突破，WTO 成员方达成了《巴厘一揽子协
定》。该协定的达成对保障多边规则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二）区域规则发展迅猛且影响深远
与多边规则惨淡境遇相比，区域规则因其灵活性更受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青睐。随着区域
贸易投资一体化和“区域主义”的兴起，投资规则更丰富的区域贸易协定发展迅猛。据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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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统计，截止 2019 年 4 月 10 日，通告给 WTO 的、有效积极实施的全球区域贸易协定
总共有 472 个（非积极实施的有 686 个），相较于 2008 年的 252 个，增长了近一倍。其中
签订数量最多的区域是欧洲（100 个），其次是东亚（88 个）。1
同时，所涉议题广泛、影响深远的巨型区域贸易协定也是一大特色。包括以美国为主导
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
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 欧盟和加
拿大签订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简称
“CETA”）以及东盟为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等。这些巨型区域贸易协定将贸易问题和投资问题紧
密捆绑在一起，设“投资”专章作为重点谈判内容。而与投资密切相关的国有企业、环境与劳
工、技术、透明度等内容的谈判也必将对国际投资规则产生重大影响。
以 CPTPP 协议为例。尽管美国已经退出 TPP 协议，但以 TPP 为前身的《全面且先进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CPTPP”）
仍然在日本的主导下、澳大利亚等 10 国的参与下于 2018 年 3 月得以正式签署。CPTTP 保
留了 TPP95%的内容。CPTPP 除了“投资协议”和“投资授权”条款被暂停适用外原第九章“投
资”的内容基本都保留下来。全章通过 A、B 两部分予以确保参与者的投资利益。A 部分主
要规定了缔约方实体性权利和义务，共 17 条，涵盖“定义”、“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最
低标准待遇”、“征收和补偿”、“转移”、“履行要求”、“企业社会责任”等投资基本实体规则。
B 部分主要规定了“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的程序性规则，共 13 条，包括“磋商和谈判”、
“提交仲裁请求”、“进行仲裁”、“准据法”、“合并审理”、“裁决”。此外，还包括从 12 个有关
投资特殊问题的附件和两个负面清单附件。CPTTP 的生效不仅让参与国频频修改国内法规，
也给未来要加入的国家或地区的双边条约或国内相关立法提供了重要的蓝本。
（三）双边投资协定占主导且“美式化”
双边投资协定已成为是国际投资规则的主要依据。在2017年签订的18项国际投资协定中，
双边投资协定就占据9项，其他9项仅仅是带有投资条款的条约。根据《世界投资报告2019》
，
当前有效国际投资协定总数已有2018年的3317（2017年为3322 项），其中双边投资协定2932
项（2017年为2946 项），含投资条款的条约385项（2017年为376 项），有效的条约为2658
（2017年为2638 项）。
与美国早期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投资保证协定”不同，德国等欧洲国家发起的“促
进与保护投资协定”启动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简称
BIT）。“自2012 年以来，已有150 多个国家采取步骤，制订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新一代
国际投资协定。例如，一些国家根据贸发会议的国际投资制度一揽子改革方案对各自的条约
网络进行了审查，并修改了条约模式。”2
根据投资保护的水平和标准不同，学者又将现代双边投资协定分为两种，一种是欧式
BIT，一种是美式 BIT。欧式 BIT 主要保护投资者利益，以条约简约灵活著称。但其投资自
由化保护水平、投资者——东道国间投资利益冲突的协调能力往往不高。21 世纪之前不少
国家的 BIT 以欧式 BIT 为范本。如时至今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于 20 世纪 90 年代
的 BIT 就是参照欧式的范本。美式 BIT 主要以美国 BIT（2012）为范本，因为其在投资定
义、征收条款、公平公正待遇、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等焦点问题上规定详细且
1
2

http://rtais.wto.org/UI/charts.aspx
《2018 年世界投资报告：投资与新工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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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而被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纳。
BIT 趋向“美式化”的特点可以以欧盟—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简称“CETA”）所佐证。2014 年达成的 CETA，其投资章节
完全借鉴美国 BIT（2012）范本。一方面，改变原来欧式 BIT 投资定义和待遇标准含混不清
的作法，着墨于第 8 条，注重明确投资保护标准，限定“投资”、“待遇”、“征收”等核心概念
的范围。尽管 CETA 包括其最终的版本(2016)在美国 BIT（2012）基础上有了不小的变动，
但其无论在实体规则还是程序规则上都标志着高水平 BIT 规则“美式化”的发展趋势。在日韩
BIT 也可以看到不少美国 2012BIT 范本的影子。
（四）“南北”外资规则立场趋向对立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9 年世界投资报告》
，以美欧为主、代表“北方”
3
的发达国家和先进国家利用外资流量之所以下降 ，从经济原因看主要是美国税收改革刺激
跨国公司将利润汇回美国。其实，从法律原因上，这一趋势与“南方”所持有的外资规则立场
密切相关。
当前，南北外资规则立场日益趋向对立面已经非常明显。其中，“北方”主要采取限制或
规定外资的立场，4而代表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南方”采取促进外资的立场。这里以 2018
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投资举措为例。
2018年，全球各国共采取影响外商投资的投资政策措施112项，其中“限制性或规定性”
（restrictions or regulations）措施31项，“投资自由化、促进性、便利化”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promotion and facilitation）措施65项，而剩余16项投资措施为“中性或不确定性”（neutral or
indeterminate）。如图所示（世界投资报告2019第84面Figure III.1.），与以往相比，2018年“投
资自由化、促进性、便利化”措施数量骤降，而“限制性或规定性”措施骤升，对投资的影响
不容乐观。而根据图III.2（世界投资报告2019第84面Figure III.2.）发现，发达国家推出的29
项投资政策措施，有21项“限制性或规定性”，只有7项是“投资自由化、促进性、便利化”。
而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采取的42项政策措施有32项是“投资自由化、促进性、便利化”，只有
8项“限制性或规定性”，非洲则有14项“投资自由化、促进性、便利化”，8项“限制性或规定
性”投资措施。不可否认，“南北”立场之不同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北方”发达国家已经具有成
熟的市场经济，投资开放性和自由化程度本身比“南方”高很多，要采取更多的“投资自由化、
促进性、便利化”措施实然有限。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北方”采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势
必限制了外商投资，它们以国家安全、保护金融危机下国内产业、保护“战略性、关键性、
基础性”产业为“目标”的“限制性或规定性”投资政策措施也让全球投资规则的发展更加多样
复杂。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规则特点和发展变化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并没有约定固定的国家，这种开放的合作框架模式让试图参与
“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有更多的投资自主权。目前为止，已经参与的国家达到 65 位以上。
世界新的投资事态推动也影响这“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投资变化，进而折射在这些国家的投
资规则上。可以说，在国际国内两个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规则呈现出多元化、
复杂的特点和变化：

3

2018 年流向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 27%至 5570 亿美元，为连续第三年下降。流入欧洲的外国
直接投资减少了一半，至 1720 亿，是 15 年来的最低水平。
4
“限制”是指对设立外商投资施加限制的政策措施；“规定”是指对已建立的投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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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体投资规则水平低且难协调
经济基础与法律水平之间的关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得以真实写照：整体经济水平低
下决定了整体投资规则水平低下，差别迥异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投资规则冲突和难以协调。“一
带一路”倡议所形成的经济圈主要依赖于地缘政治关系，因此经济结构非常复杂。其中一些
较发达，一些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还有一些为最不发达国家5。经济发展水平的不
同也伴随着投资需求的不同，进而投资规则的差异性大。总体来说，“一带一路”区域的整体
投资规则水平较低，并且冲突多，难以协调。这在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投资争端的解决两
个问题上尤为突出。
其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呈形式化和低水平。以中国为例。
，22个与投资有关的区域协定
目前为止，中国已经签订了127个双边投资条约（109个生效）
（19个生效），其中，与“一带一路”56个沿线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签订了6个与投资有
关的区域协定。6双边投资协定无论在历史地位还是数量上占据主要地位。然而，这些协定
的大多数签署的时间都在 20 世纪80、 90 年代，以欧式模版为主，内容简单并且落后，主
要起象征意义。以新加坡、老挝、越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俄罗斯、柬埔
寨、泰国和阿联酋这十个国家为例，它们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主要的投资大国。然
、
而中国和这些国家签订的、至今仍然有效的BIT签订时间如下：中国——新加坡BIT（1985）
中国——泰国BIT（1985）、中国——马来西亚BIT（1988）、中国——巴基斯坦BIT（1989）
中国——老过BIT（1993）、中国——越南BIT（1993）、中国——阿联酋BIT（1993）、中国
——柬埔塞BIT（1996）；中国——印尼BIT（1994）已经终止，尚未有新协定；只有中俄BIT
（1990）终止，新的BIT在2006年签订，于2009年生效。若以2008年为分界线，顺应新国际
、中国——土耳其BIT（2015），
投资形势新签订的BIT只有中国——乌兹别克斯坦BIT（2011）
而后者还未生效。从内容上看，这些早期的BIT在投资的概念和性质、非歧视待遇（包括国
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一般例外条款等问题上或界定非常抽象模糊，甚至没有规定。由此
可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互相投资数量激增的背景下，BIT投资协定极度滞后情形
实为吊诡，这不仅不利于保障和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发展，甚至还为未来升级的投
资争端埋下隐患。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2018年60%的ISDS
案件都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及更早时间签订的BITs或者TIPs。7
其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争端多且难以协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极
易引发国家间的争端。这主要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往往采用以货物贸易为载
体带动资本性输出的贸易投资模式，沿线西亚、中亚等国政局不稳，投资风险较大等。”8因
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屡被投资者起诉，“从 1987 年至 2016 年，在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
作为被告最多的国家共 12 个，其中 6 个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它们分别是：捷克(34 起)、
埃及(28 起)、俄罗斯(24 起)、波兰(23 起)、印度(21 起)、乌克兰(21 起)。”9在整个全球投资
争端解决机制不完善的背景下，要投资者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的战争、革命、国有

5

具体来说，“一带一路” 沿线 65 个国家有 18 个高收入国家，22 个中高收入国家，23 个中低收入国家
以及 2 个低收入国家构成。
6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政策中心和中国商务部网站，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by-economy 截止 2019 年 8 月 9 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difang/201606/20160601331178.shtml.
7
See 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9: Special Economic Zones,UNCTAD/WIR/2019(2019),P.103.
8

杨荣珍、魏倩：
《“一带一路” 倡议下国际直接投资规则及中国方案研究》
，
《国际贸易》2018 年第 4 期，第
38-44 页。
9
韩秀丽、翟雨萌：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外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
，
《国际法研究》2017 年
第 5 期，第 20-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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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征收等巨大风险，给与投资者强有力的司法保障，要协调投资者——东道国间的利益冲
突，非常困难。伊朗、巴基斯坦、越南等 11 国家都不是世界主要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关
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简称《ICSID 公约》）的成员国，俄罗斯、泰
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了《ICSID 公约》但至今仍没有生效。而已经加入该公约或者在 BIT
中签有投资争端解决条款的，内容范围都大多局限在征收问题上。从已有案件的仲裁状况看，
现有仲裁条款和争端解决机制很难有效协调投资者——东道国双方的权益。
（二）各国国内外资规则改革力度大且以促进外资为主
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收入水平、投资水平、立法水平参差不齐，但是近十年来不
少国家加大国内外资规则改革的力度，力图顺应并促进国际投资规则发展。具体而言，其特
点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资立法法典化和内外资投资规则统一化。笔者认为，外资立
法模式其实可以分为四种：一种是没有任何专门外资立法，通过投资法法典来规范所有投资。
如马来西亚自一开始的法律依据是 1968 年《投资鼓励法》和 1986 年《投资促进法》
。第二
种是制定专门的外资法法典。如 1967 年印度尼西亚《外国投资法》
、1988 年缅甸《外国投
资法》
、1988 年老挝《外国投资法》
、1991 年菲律宾《外国投资法案》等。第三种是没有外
资法法典，也没有投资法法典，但是又专门针对外资的法律、法规。第四种（有学者把其和
第三种归为一种），依据其他法律法规规范外商投资。这样的国家比较少，如新加坡、阿联
酋、印度等。但是美国为首的不少发达国家实际上采取这样的模式。这些国家的企业注册法、
商业公司法、外汇管理法等民商事法是主要的投资规则。可以说，与美国等国不同，“一带
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大多数采取的是法典式的外资立法模式。截止目前为止，“一带一路”65
位国家中，只有 7 个国家未采用法典模式。
值得注意地是，“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外资投资规则还呈现出内外资投资规则统一
化的趋势。印度尼西亚 2007 年《投资法》代替了 1967 年《外国投资法》，蒙古国 2013 年新
《投资法》代替 1993 年的《外国投资法》。近几年，变化较大的国家是越南、缅甸、哈萨克
斯坦、老挝等国。
（1）越南：越南自 1986 年开始改革开放，1987 年和 1992 年分别针对外资、内资颁布
专门的《外国投资法》和《国内投资鼓励法》。2005 年这两部内外资法典统一为《投资法》
，
并在 2014 年得以修订。2014 年越南《投资法》增加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等制度。其第
一条“适用范围”规定“本法律系关于在越进行投资活动和越对外进行投资活动的规定。”第二
条“适用对象”中规定“本法律适用于与投资活动有关的投资商和组织、个人。”几乎将一切与
越南投资利益相关的对象都包纳其中，无论是在越南的内外资，无论实在境内还是境外。可
见越南现行的投资法不仅是包括外资投资规则，也涉及海外投资规则。
（2）缅甸：1988 年缅甸制定了《缅甸外国投资法》，被 2012 年《缅甸外国投资法》代
替。2016 年颁布的《缅甸投资法》（常被称为“新投资法”）取代了 2012 年《缅甸外国投资
法》和 2013 年《缅甸公民投资法》，对内外资统一适用投资规则。随后《缅甸投资法实施条
例》进一步细化了投资规则。2016 年缅甸投资委员会通过《Notification 26/2016》规范了投
资的项目类别（类似于中国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一旦缅甸“新投资法投资限制性清单”，缅
甸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会更加明确。2017 年新《缅甸公司法》的颁布也为缅甸利用外资提
供了更多便利。
（3）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2003 年颁布新的内外资统一的《投资法》
，自此 1994
年《外国投资法》、1997 年《国家鼓励直接投资法》废止。2012 年又进一步修订《投资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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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通过《关于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与完善投资环境有关部分法规进行修改和补充的法
案》进一步扩大投资优惠，改善投资环境。
（4）老挝：老挝的外资立法可谓循序渐进。随着老挝利用外资步伐加快，2004 年老挝
分别针对内外资制定《促进国内投资法》和《促进外国投资法》，取代了 1988 年《外国在老
挝的投资法》。2009 年《投资促进法》统一了内外资立法。2016 年 11 月颁布了新修订的《投
资促进法》
，修订范畴之大，为投资者扩大特许权范围，最大限度刺激老挝的投资效益。
二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规则以促进投资自由化为主，限制投资为辅。而且，近几
年，“一带一路”主要沿线国家成为全球实现投资自由化的主要力量，在促进开放自由的行业
涉及面非常广泛，包括农业，媒体，物流，采矿，能源，零售贸易，金融，运输，基础设施
和互联网业务。
一些国家几乎全面放开了投资产业。如蒙古国要求，除蒙古国法律禁止从事的生产和服
务行业（麻醉品、鸦片、枪支武器生产等）以外，都允许外商投资。2018 年 11 月印度尼西
亚修订投资负面清单，将五大领域 54 项业务排除出投资负面清单的有，允许外国投资者拥
有 100%股权。2019 年 1 月，卡塔尔原则上允许银行、保险等少数行业外的其他所有行业允
许外资 100%持股权。
一些国家放开一些特殊行业的外资持股要求。如印度放宽了单一品牌零售贸易，航空公
司和电力交流等行业；科威特允许外国投资者在科威特拥有和交易银行股；缅甸允许外资在
采矿业 100％持股权业，农业部门 80％的持股权，甚至允许外国投资者占据国内公司高达
35％的股份而公司地位和性质不变；菲律宾放宽了外资在当地资助的公共工程项目，私人电
台的建设和维修通信网络，互联网业务和融资公司的投资要求；越南允许外国投资者为建立
商品交易所提供资金，成为交易所的成员（经纪人或交易员）上没有任何所有权限制。
此外，还包括完善投资保障机制和投资审批制度、增加投资激策及优化各种跨国投资手
续等措施。如印度尼西亚废除外国投资者在股东变动，资本结构变动与转换等商业交易程序
的批准要求；波兰将此前仅在经济特区实施的财政激励计划延长至整个国家；泰国根据《东
部经济走廊法》给走廊投资者财政激励；哈萨克斯坦在仲裁制度的改革，便利外国投资者在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时选择适用外国法等；乌兹别克斯坦发展了一个特殊的信息门户网站，
在语言、居留许可、登记和税务等方面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服务。

三、国际投资规则发展变化对中国的影响
（一）逼迫中国投资规则不得不改革
一般而言，在投资体制、原则、待遇和保护等方面，一国国内投资规则应该基本上与所
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甚至于全球多边投资规则相一致。任何一方的变动改革都会影响（或阻
碍或促进）到另一方。在国际投资规则风云变幻背景之下，中国作为具有双重投资身份的重
量级投资国家，作为“一带一路”的主要倡议者，必须应对所面临的困难和调整，尽快改革现
有的投资规则。从已有的规则改变轨迹来看，中国投资规则的改革立场是支持世界多边贸易
投资规则10，尊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平等主体地位，倡导“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
任共同体”包容式发展路径，在国内外投资规则上积极改革创新。
10

2018 年 6 月发表《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以及 2018 年 11 月中国发布《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
的立场文件》，都明确申明“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坚定维护者和重要贡献者，全面参与世贸
组织各项工作，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尊重和全面履行争端解决裁决，深度参与贸易政策审议，
全力支持发展中成员融入多边贸易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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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包括与投资有关的自由贸易区协定、紧密经济伙伴协定，
已超过 249 项11，并积极参与《多边投资协定》
（MAI）、《跨国公司行动守则》等国际投资
公约的制定和实施工作。2012 年，我国开始大量修订双边投资条约。2013 年 7 月，中美双
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进入实质性谈判，谈判取得了重大突破。此后，
双方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基本完成了文本谈判的工作目标，并在 2015 年 6 月举行的第 19
轮谈判中交换了负面清单出价，正式启动了负面清单谈判。2013 年 11 月启动的中欧投资协
定谈判在 2015 年年底就协定范围已经达成共识，完成了中欧领导人设定的谈判目标在新一
轮的中外贸易投资谈判中，特别是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内容和结果直接对我国外资法
法律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根据“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原则”，当一国国内外商投资法与国
际投资条约的规定相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国际投资条约，除非属于中国缔约的保留条款范
围。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迫使我国快速总结和推广上海自贸区改革经验，在重构外资法、
改革外资审批制度时，明确解决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国家安全等实质性问题。
（二）促进中国引领“一带一路”投资规则
如今，“一带一路”投资规则的发展变化对整个国际投资形势的变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者，有机会参与其中，并有能力发挥引领作用。与传统国际规则
的“硬治理”相比，“一带一路”倡议偏向于“软治理”，认可参与国之间的各种差异，不严格限
制参与国的主体资格，提倡的开放、包容、共赢等理念。它不仅仅维护全球化，延续贸易自
由化，更将议题直接扩展到外汇、投资、金融、移民等多个领域。
当然，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的差异化，以及俄罗斯、印度、土耳其等国家的地
域优势性，中国要想完全引领涵盖整个区域的多边投资规则非常困难。当前，中国的引领性
表现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灵活签订差异化、区分制度环境的协定。“以中国总体制度评
价为标准，区分制度环境优于中国的国家和劣于中国的国家，并分别赋值 0 和 1，与 BIT 组
成交互项。检验结果发现，交互项 poorBIT 的系数为正且在 1%水平下显著，说明 BIT 的
签订对于制度环境相对中国较差的国家而言可明显促进中国对其直接投资。”12
具体来说，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可作为至少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对于制度环境较
优的欧盟成员国，可将中欧 BIT 作为模版。这些欧盟成员国几乎同时也与美国签订有 BIT，
平衡中美 BIT 和中欧 BIT 差异，改革国内外资规则，是为其中重点。二是充分发挥中国—
东盟协议的模版作用。东盟在“一带一路”区域是中国投资合作的重要伙伴。可以说，中国——
东盟投资协议代表着“一带一路”投资规则基本水平。无论是中国与东盟签署投资框架协议、
投资协议还是正在商谈的 RECP13相较于中美协议、中欧协议，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地域上，
中国——东盟投资协议优势明显，可以成为优化“一带一路”投资规则的主要模版。三是中国
带头与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签订 BIT 或者修订上世纪 80、90 年代的 BIT。以投资自由化为
目标，充分尊重这些国家的利益， 保留谈判和协议的弹性空间。

11

UNCAT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1, p.100.
王培志、潘辛毅、张舒悦：《制度因素、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面板数据》
，
《经济与管理评论》2018 年第 1 期。
13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by-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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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对华贸易新政策：趋势、困境及中国应对
冯春阳

摘 要：近年来，全球贸易时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欧盟的贸易政策变化
牵动着中欧市场的发展。疫情的冲击更是为欧盟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增添了未知数。其趋势不限于欧
盟的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贸易政策的“两重性”、全球贸易供应链的“脱钩”，还包括了对中美贸
易摩擦的不良后果的担忧。有必要深层次分析反全球化浪潮对欧洲的影响、欧盟对中美贸易第一阶段
协议的可能反应、欧盟对华市场开放的担忧以及中国与第三方的贸易政策调整。以应对知识产权、国
有企业、非市场经济地位等重要贸易议题的政策谈判。为进一步优化中欧市场竞争，中国应强化公平
竞争意识，减轻双边市场的扭曲，提升国内产业的竞争力，共同开拓和运营第三方市场，有针对性地
改良对欧贸易方针，以求重塑全球贸易规则。
关键词：欧盟贸易政策；保护主义；中美贸易摩擦；市场准入；第三方市场

引言
作为中国最大贸易出口方，欧盟的经贸政策在中欧关系中起到“推进器”和“压舱石”的作用，
也是中欧关系最紧密的利益纽带，更是“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重要风向标之一。1中欧的双边贸易额
占国际贸易总额的近三分之一。中国和欧洲平均每天的贸易额超过 10 亿欧元。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
伙伴，也致力于与中国建立良好的贸易关系，也积极支持中国融入全球经济。2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双
边贸易和投资额从 2010 年的 3974 亿欧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6044 亿欧元。32019 年欧盟发布的《中欧战
略展望》指出欧盟将中国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和系统的竞争对手。4这种两重性一直是欧盟对华经贸关
系的运作方针。52019 年末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欧关系的两重性有了新发展，不管是探索新领域的合
作，或是新型竞争的协调都面临着新课题。中国有必要分析欧盟经贸政策的动向和趋势，建设性的处
理分歧和摩擦，抓住机遇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互利、共赢的发展。
《中欧战略展望》承认中欧关系在挑战与机遇的平衡上发生了变化，并采取了更加果断与多面的
方法，将中国同时定义为竞争者、谈判伙伴和制度性对手。同时它又力求机遇公平与互惠、应用灵活、
务 实 和 全 面 的 方 式 建 立 双 边 关 系 ， 特 别 是 争 取 2020 年 年 底 之 前 达 成 《 全 面 投 资 协 定 》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62020 年 2 月欧洲商业发布了一份《欧盟与中国的关系：
全面的再平衡战略》的报告，该报告着眼于欧盟和中国如何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关系。其中提
出：近年来世贸组织改革的停滞、加上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放缓甚至逆转，影响了中欧公平的竞争
环境。
2020 年 4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预计，2020 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 为7.5%，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而后实现 9%的增长，中欧市场的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都会受到严


男；1996 年 3 月 9 日出生；工作单位：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崔洪建：《中欧经贸关系任重道远》，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0 年第 1 版。
2 See EU commission working document, country strategy paper, China, http://eeas.europa.eu/archives/docs/china/csp/02_06_en.
pdf, last accessed on 3 August 2020.
3 Eurostat,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 a statistical picture”,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pdfscache/50983.
pdf， last accessed on1 August 2020.
4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EU-China – A strategic outlook,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sites/beta-political/files/communi
cation-eu-china-a-strategic-outlook.pdf, last accessed on 6 August 2020.
5 张利华：《欧盟对中国政策立场新动向及应对建议》，《人民论坛·
学术前沿》2020 年第 8 期，第 1-8 页。
6 参见欧洲联盟驻华代表团官网，欧盟与中国，https://eeas.europa.eu/delegations/china/1066/欧盟和中国_zh-hans， last acc
essed on 2 Augus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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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响。7事逢这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导致中欧贸易和投资规模下滑等不得不面对的新挑战，有必要分析
欧盟对华贸易政策的新近趋势，有针对性地改良中国外贸策略。

一、欧盟对华经贸战略的趋势
中欧自 2003 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以来，中欧经贸合作在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也面临着
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新冠疫情的冲击使中欧经贸关系遇到一些新问题，对相互的关系认知、战略定
位和政策方向都产生了影响。目前，中欧双方都亟需在应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上达成
更多共识，探索后疫情时代合作的新出路。其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贸易增长动力不足。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下行减少了中欧之间的经贸需求，今年第一季度
中欧贸易下降 12.3%。8另据欧盟统计局 6 月 9 日消息，2020 年第一季度欧元区 GDP 环比下降 3.6%，
欧盟 27 国 GDP 环比下降 3.2%。9欧盟各国的经济下行为原本的欧债危机雪上加霜。中国是欧盟各行业
关键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国，10大流行下对全球贸易的阻断加剧了欧盟的供应链危机。
其次，欧盟在美中之间的立场摇摆不定。美中关系从经贸到政治关系继续恶化。从制裁中国企业，
到贸然违反领事关系法基本准则强令关停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美国的“美国优先”政策给既有的国
际格局、国际秩序及全球治理体系带来巨大冲击。美国动辄用加征关税威胁欧盟，欧盟国家的不安全
感上升。作为美国盟友，欧盟一直没有解除对华高新技术的出口，此种限制性政策严重制约了中欧贸
易。11
再者，欧盟民族主义汹涌。英国脱欧、叙利亚难民问题、民粹主义、恐怖主义及独立势力抬头等
多重挑战，让欧盟各国在内外政策上形格势禁。欧盟对会员国的领导力和控制力受到影响。“英国脱
欧”后各成员国的离心倾向使得欧盟在协调内部矛盾和债务问题中自顾不暇，进而导致对外关系包括
对外贸易中表现得谨慎掣肘、效率低下。特别在与中国合作中，部分欧盟成员国有明显的“排斥”倾
向，借口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和外资影响国家安全问题，阻碍中欧经贸合作的发展步伐。全球大流行时
期，部分欧盟成员国主张收回对外投资，重建欧洲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表现出对中国制造的不信
任。
最后，在中国竞争态度上的焦虑感是欧盟国家的“心病”。中国巨大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其贸易政
策对欧盟企业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从 2001 年的 4%迅速增长到 2017 年
的 15.2%。12而其在全球商品贸易中的份额在 2001 年至 2018 年间从 4.2%增长至 12.7%，全球服务贸易
中的份额增长则相对较慢，在 2005 年至 2018 年期间从 2.9%增长至 4.5%。13

数据参考《世界经济展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4/14/weo-april2020， 最后访问日期 2020 年 8 月 20 日。
8
参见 2020 年 1-3 月中国与欧洲国家贸易统计表，http://ozs.mofcom.gov.cn/article/zojmgx/date/，2020 年 7 月 26 日访问。
9 参见欧盟统计局 6 月 9 日消息，GDP down by 3.6% and employment down by 0.2% in the euro area， https://ec.europa.eu/e
urostat/news/news-releases?p_p_id=101_INSTANCE_jtJORfNw4amk&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
&p_p_col_id=column-2&p_p_col_pos=1&p_p_col_count=2&_101_INSTANCE_jtJORfNw4amk_delta=20&_101_INSTANCE
_jtJORfNw4amk_keywords=&_101_INSTANCE_jtJORfNw4amk_advancedSearch=false&_101_INSTANCE_jtJORfNw4amk_
andOperator=true&p_r_p_564233524_resetCur=false&_101_INSTANCE_jtJORfNw4amk_cur=2，last accessed on 26th July 2
020.
10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Study on the review of the list of critical raw materials,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
publication/08fdab5f-9766-11e7-b92d-01aa75ed71a1, last accessed on 26th July 2020.
11 郑腊香 ：《欧债危机下政治因素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及其 对策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12 年第 8 期，第 60-6
8页
12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acc_e/a1_chine_e.htm， last accessed on 26 August 2020.
13 The data based on UNCTAD data,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ReportFolders/reportFolders.aspx, last accessed on 26
Augus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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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下，中国领先的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在疫情防控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的总
体应对措施越来越多的挑战了人们对国际角色的长期看法。 14之后中国对欧盟的疫情防控提供了巨大
支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于 3 月 18 日用英法德三种语言感谢中国为欧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
支持。15而欧盟从对华的优势地位到现今的平起平坐甚至被中国后来居上。中国强大的治理优势、市
场优势、人力优势及产业优势扩大了中国的竞争力，也让欧盟对中欧的合作关系保有警惕。因而在中
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态度上，欧盟一直踌躇不前。欧盟委员会用替代国方法计算中国出口欧盟的产
品关税，致使中国对欧出口企业承受巨大损失和竞争压力。欧委会贸易司评估结果表明，中国获市场
经济地位后对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的就业市场影响最大。有鉴于此，在与欧盟磋商市场经济地位问
题时，中国应将工作重点放在这三个欧盟成员国。
欧盟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回应基于三个目标：（1）明确以保护欧盟利益和原则为前提，继续加深
与中国的洁处，以在全球范围内增加中欧的共同利益；（2）大力寻求平衡和互惠的条件来管理双方的
经济关系；（3）为保持繁荣的经济、价值管和社会模式，欧盟自身需要在某些领域适应变化。16从国
际贸易层面来看，欧盟重新审视了贸易供应链的韧性和多边贸易的取舍；从产业层面来看，体现为与
中国就国有企业、知识产权、工业补贴等议题谈判的积极态度；从地缘政治上看，中美摩擦让欧盟在
贸易政策上警惕于中美关系带来的风险。这些变化亦或是困境的深层次分析是中国作出贸易政策应对
的重要基础。

二、欧盟对华贸易政策的困境分析
（一）欧盟逆经济全球化主义兴起
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是与全球化（globalization）完全相反的过程，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定义的全球化17是从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国际移民、全球信息交流、全球合作等方面来判断，
当多项指标停滞甚至下滑时，即可断定逆全球化现象的产生。 18在经贸方面，欧盟国家也不时颁布逆
全球化政策和措施。例如： 德国于 2017 年通过了加强外国投资并购的监管新法规，规定如果股权收
购超过 25%的“核心基础设施”项目，德国政府便可以用“对公共秩序构成威 胁”为由对其进行调查
甚至可以阻止并购，次年又通过立法进一步降低了 调查门槛，将股权收购比例从 25%降到了 10%；法
国自 2019 年起开始对美国 的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科技巨头征收数字税。2020 年 7 月 10 日，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拟在 2021 年通过开征塑料税、碳边境税和数字税增加欧盟的预算收入，以用于
支付欧元复苏计划的本金和利息。 19对欧盟来说，中国是其行使贸易防御手段（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最严厉的交易方，在过去的十年中，欧盟对中国征收了 41 项反倾销/反补贴税，而中国仅对欧盟征收
了 12 项反倾销/反补贴税。20

14

See Janka Oertel, China, Europe, and covid-19 headwinds, https://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china_europe_and_covid_
19_headwinds, last accessed on 5 August 2020.
15 叶琦、王方、陶短房：《欧洲多国得到中国援助，中方：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环
球时报》2020 月 3 月 20 日版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q0wR， 2020 年 7 月 26 日访问。
16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EU-China – A strategic outlook,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sites/beta-political/files/commun
ication-eu-china-a-strategic-outlook.pdf, last accessed on 2 August 2020.
17 该定义认为，全球化就是因商品、服务贸易、 国际资本流动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而导致世界各国在以经
济为主的诸多领域里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包括产品、技术与服务在内的国际贸易不
断扩展；二是资本的跨国投资与流动日趋频繁；三是人口的跨国流动日趋便捷和增长；四是知识、文化的频繁交流和扩
散；五是各国政治协作的增强。参见“Globalization: Threat or Opportunity?” April 12, 2000,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
exr/ib/2000/041200to.htm， 访问时间 2020 年 8 月 1 日。
18 张刚生、严洁：《论美欧发达地区的逆全球化现象》， 载《国际观察》2020 年第 2 期，第 124-156 页。
19 参见欧盟拟于 2021 年起陆续开征塑料税、碳边境税和数字税，驻欧盟使团经济商务处， http://eu.mofcom.gov.cn/articl
e/jmjg/ztdy/202008/20200802989084.shtml，最后访问日期 2020 年 8 月 20 日。
20 See WTO report shows trade restrictions among G20 continuing at historic high levels, WTO, https://www.wto.org/english/ne
ws_e/news19_e/trdev_24jun19_e.htm, last accessed on 21 August 2020.

717

《欧盟贸易政策 2016~2021》提出，国际贸易政策必须带来经济增长、就业、投资和创新，要符
合欧盟对外行动的原则和目标，符合欧盟内部政策、社会模式和价值观。 21从中可以看出欧盟对国际
贸易追求绝不仅仅是自由贸易政策。自 2013 年欧债危机暴发后，欧盟内部就全球自由贸易还是保护欧
盟自身经济的立场产生矛盾。包括中美贸易冲突以来，虽然欧盟对华贸易也存在较大逆差，并且贸易
保护主义在欧盟内逐渐升温，但其贸易政策的核心仍然是自由主义，因此不会偏向美国一方。与 此同
时，由于欧盟对美国贸易存在顺差，其偏向中国一方的可能性也不大。 22因此，欧盟的贸易政策必然
是向他国施加影响的工具，而在对华贸易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是其对外贸易的目标。
更何况疫情大流行凸显了全球化的弊端：商品方面，由于大流行在不同时期袭击不同国家，各国
开始争相获取防控货物。供应链的终端引发了保护主义的再次抬头，除了中国的疫情防控高效让欧盟
忧虑自身的政策效率，特朗普政府的恶性保护主义更是让欧盟感到担忧。“美国优先”让特朗普病毒
对世界贸易的毒性可能比 COVID-19 更大。23疫情后各方吸取的教训之一就是要保证本国或本区域的
设备和药品等物资供应。从国际贸易来看，意味着制定保护主义政策，通过补贴或关税促进国内生产、
减少进口，保护该行业在本区域内的生产，缩短供应链。
对供应链而言，欧盟为提高区域内生产的韧性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各成员国和公司层面的供
应多样化、战略储备、供应链缩短及增加国内产量等。为了提高欧盟企业的竞争力，欧盟贸易政策报
告指出将帮助欧盟企业对外投资筛查和出口管制的问题，同时做到控制境内投资主体和投资目的，在
其威胁投资安全和公共秩序时作出反应。24
（二）欧盟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不信任
1.多边体系下贸易政策的冲突
由于欧盟在中欧贸易内的大量逆差，欧盟不断借助反倾销、反补贴调差和贸易政策制裁中国。中
国于 2001 年 12 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 15 节中国所
作承诺，采用过渡性安排即采用第三国替代价格来衡量补贴，同时规定应在加入之日后 15 年即 2016
年 12 月 11 日终止。此外，中国只要依据 WTO 成员的国内法证实其特定产业或部分具备市场经济条
件，则关于替代国做法的非市场经济条款不得在对该产业或部门适用。然而欧盟继续选择替代国做法
对中国产品开征高额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费。欧盟认为中国没有完全遵守承诺，在知识产权、国内补贴、
市场开放程度上的“不公平”贸易政策是欧盟对中国产生巨额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和产业模式的优化，中资增加了对欧投资和兼并的规模和力度，引起了
欧方的疑虑。尤其随着中国在欧盟投资迅速增长、经济活动日益增多、影响力不断增强，欧洲舆论场
兴起中国要“买空”欧洲的担忧，担心中国的介入会威胁欧盟核心技术、产业乃至生活方式。25继而
加剧了从成员国层面和欧盟层面开展的贸易保护主义。如德国修改《对外经济法》，降低兼并审核标
准。欧盟层面更是手段频出，2017 年，其为了获得更大的贸易政策操作空间，提议更改其反倾销法，
不再区分市场经济国家和非市场经济国家，在贸易保护措施方面以市场扭曲程度决定惩罚性关税税率。
26仅 2018 年，欧盟用所谓的贸易防御工具（trade defence instruments）调查措施中，10 项中有 6 项针对

21

See Strategic Plan 2016~2020, https://ec.europa.eu/info/publications_en, visited on 30th July 2020.

22季哲忱：《中美贸易冲突中欧盟的政策选择——基于贸易自由主义与重商主义的分析》，《国际关系研究》2019

年第
1 期，第 77-95 页。
23 Constantine Michalopoulos, EU Trade Policy after the virus: Som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 18 May 2020, https://www.elia
mep.gr/en/publication/η-εμπορική-πολιτική-της-εε-μετά-τον-κορ/, last accessed on 1 August 2020.
24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A renewed trade policy for a stronger Europe Consultation Note,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
docs/2020/june/tradoc_158779.pdf, last accessed on 6 August 2020.
25
参见刘作奎：《欧洲保护主义的兴起及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59-71 页。
26 丁纯 ：《中欧经贸关系 ：合作与竞争并存》，《中国外汇》 2017 年第 9 期，第 16-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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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7外资方面，欧盟更是为中国量身定制了外资审核制度。28在多边贸易体系方面，欧盟在与美开
展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TTIP）谈判时，实施中国除外战略（anyone but China）。
2.双边体系下贸易议题的冲突
而相对于美国对华展开的贸易压制，欧盟更加注重对中国的规范性约束，如行业标准、劳工权益、
环境保护和争端解决机制建设等。29如气候问题上，根据《巴黎协定》，中欧进行了双边和多边的强
力合作。2005 年 9 月 5 日，中国与欧盟在北京峰会上发表了《中国和欧盟气候变化联合宣言》，建立
了气候变化双边伙伴关系。2006 年 9 月 9 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中欧峰会上，双方领导人确认，中欧双
方承诺遵守该伙伴关系。30欧盟认为中国在气候问题上要负起责任，用针对性的贸易政策工具箱缓解
“搭便车”（free rider）的扭曲竞争。
在补贴方面，欧盟认为当前 WTO 在补贴通知和技术性贸易壁垒规则方面有缺陷。虽然《补贴与
反补贴措施协定》（以下简称 SCM 协定）要求成员方通知其补贴，31但实践中各成员提供的通报多不
准确。2018 年，WTO 秘书处为 WTO 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对中国进行第 7 次贸易政策审议准备了书面报
告。针对中国向 WTO 提交的补贴通知，该秘书处报告指出：1.通知的大多数计划未说明补贴总额，未
通知 2015 至 2017 年间的补贴；（笔者注：中国已分别就其于 2015 至 2016 年间、2017 至 2018 年间在
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给予或维持的补贴计划，向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委员会提交全面通知，并列明相应
的补贴金额。32）2.未提供其所通知计划以外的补贴的相关信息，从其他来源获得的信息表明，中国还
向智能制造、先进技术、新能源汽车和渔业提供大量支持。 33按照第二十一届中欧峰会上达成的共识，
双方应在中欧 WTO 改革联合工作组中讨论工业补贴问题。欧盟亦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向 WTO 总理事
会通报了“提高透明度和加强 WTO 协议中的通报要求的程序”。
针对国有企业，欧盟认为《SCM 协定》对“公共机构”的概念解释过于狭隘，使许多国有企业避
免适用该协定。而 WTO 秘书处报告也指出：1.国家对经济的参与程度仍然很大，中国国营贸易企业
（State Trading Enterprises, STEs）对谷物、糖、烟草、大米、玉米、棉花、煤炭、原油、成品油、化
肥、钨、茶叶、丝绸、锑和银等的进出口具有专营权，34在前 100 家最大上市公司中，除 1 家外，国家
持有公司的多数股权；2.未通知向国有企业提供的公共财政支持。35此外，由于中国政府可以利用国有
企业作为中介，将公共资金和补贴引导至国有企业的子公司或其他“独立”企业，因此可以规避政府
补贴的规定。36因此欧盟认为有必要定义“公共机构”以及评估“行使了有意义的控制权”。而参考
TPP 协定、USMCA 协定，国有企业议题纳入 WTO 框架内的多边协议已是大势所趋。
就知识产权（IPR）方面来说，保护和执行 IPR 以及消除强制性技术转让已成为欧洲企业日益重视
的优先事项。尽管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总体形势上仍让欧盟一直诟病：其一，中
27

See COM(2019)158/F1,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https://ec.europa.eu/transparency/regdoc/rep/1/2019/EN/COM-2019-15
8-F1-EN-MAIN-PART-1.PDF, last accessed on 1 August 2020.
28 The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Union - 2019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about-eu/history/2010-today/2019_en，last acc
essed on 1 August 2020.
29 王宏禹：《欧盟贸易战略的价值观导向及中国对策》，《理论学刊》2019 年第 3 期，第 87-93 页。
30 参见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滚动工作计划，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
_674915/t283033.s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20 年 8 月 14 日。
31
参见《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25 条。
32 New And Full Notification Pursuant to Article XVI:1 Of The GATT 1994 and Article 25 Of the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
ountervailing Measures - China, 19 July 2018, G/SCM/N/315/CHN ; 19 July 2019, G/SCM/N/343/CHN.
33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Trade Policy Review - Report by the Secretariat - China, 14 September 2018, WT/TPR/S/375/Rev.
1, p.11-12.
34
Working Party on State Trading Enterprises, State trading - New and Full Notification Pursuant to Article XVII:4(a) of the GA
TT 1994 and Paragraph 1 of the Understanding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XVII - China, 19 October 2015,G/STR/N/10/CHN
#G/STR/N/11/CHN#G/STR/N/12/CHN#G/STR/N/13/CHN#G/STR/N/14/CHN#G/STR/N/15/CHN.
35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Trade Policy Review - Report by the Secretariat - China, 14 September 2018, WT/TPR/S/375/Rev.
1, p.12.
36 Ru Ding, “‘Public Body’ or Not: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48, Issue 1 ,2014, pp. 167 – 1
89,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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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知识产权框架还不够完善；其二，欧盟认为中国对知识产权的执行力度不足；其三，欧盟认为中
国有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强迫技术转让实践。因此，欧洲企业呼吁通过适当的知识产权来创造一个公平
的竞争环境。另外，知识产权的执法以及地方法规的透明度问题也是欧盟关心的重点。中国在法律文
书公开量已经超过 1 亿份。37但欧盟仍认为在执法中可能存在对外国公司的歧视性问题，而司法文书
的公开不足（参见表 1）使得很难发现中外公司之间得任何歧视。也导致了欧盟对中国知识产权法律
环境的担忧。
欧盟认为“中国不能再被视为发展中国家”。38因此中国不应再被适用于特殊和差别待遇。欧盟
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角色和领先技术强国，与欧洲各大国一样，应伴随着更大的责任以维护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其体量相比拟的更大的互惠性，非歧视性和开放性。” 39欧盟不认为不同
的制度可以相容与共存， 必须将制度竞争置于中欧关系的前沿及核心地位。40因此，不难解释欧盟对
中国经济行为进行“政治化”解读的逻辑。
3.《外商投资法》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外商投资法》要求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除非负面清另有规定，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
则实施管理。如该法禁止政府使用行政手段强迫外国投资者转让技术。这些规定解决了外国投资者面
临的一些关键问题。但依然缺乏足够的细节条款和配套的司法适用解释。
首先，《外商投资法》措辞上比较模糊，多规定了原则性和宣示性条款。在具体实践中，尤其是
地方执法中，对该法的解释适用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其次，对欧盟关注的强制技术转让虽要求不得
适用行政手段强迫投资者转让技术，那么对于使用非行政手段强迫投资者转让技术如何界定？这些模
糊规定对执法机关的限制还有待斟酌。最后，该法仍然区分“国内”公司和“外国”公司，该方式容
易其他贸易方认定为不平等的对待，违反国民待遇原则。
《外商投资法》为中国吸引外资，提升营商环境创造了更好的条件，然而贸易公平不仅需要立法，
更需要司法和执法的配合。如何保证“国民待遇”、“尊重知识产权”等贸易合规实践，同时实现
《中国制造 2025》的预期目标，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目标，是当前亟需讨论的问题。
（三）中美经贸协议增加了中欧贸易的不确定性
美东时间 2020 年 1 月 15 日，中美双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
政府经济贸易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严重扰乱了欧盟对中国的贸易市场预期。《协议》作为一
个“不对称”的条约，规定中国有义务开放市场并购买大量美国产品，以避免美国施加额外的惩罚性
关税。具体体现在第六章“扩大贸易”，包含了针对中国增加进口美国商品和服务的具体目标。要求
中国在 2021 年进口的某些美国商品相对于 2017 年的基准增加约 950 亿美元。《协议》没有说明强制
增加的进口是通过提升数量还是提高价格，还是两者兼有，只是第 6.5 条第 5 款说明基于商业考虑开
展采购活动。与没有中美贸易摩擦及《协议》的 2021 年基准相比，欧盟对中国的出口可能损失约 110
亿美元。特别是在飞机，车辆，工业机械，光学和医疗机械，制药和农产品方面，负面影响最大。
中美贸易摩擦给世界贸易市场带来太多的不确定性，严重破坏了中欧贸易市场的稳定。自 2018 年
美国将对中国商品的平均进口关税从 3.8%提升至少 12%，随之中国将美国商品进口关税从大约 8.3%
提升至 18.3%。41《协议》中未见双方的关税承诺，只是要求大幅增加中国的进口，因此美国或许会降
低商品关税来实现。同时，由于该协议没对美国实质性承诺，因此无需获得美国国会同意而快速生效，

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 最后访问日期 2020 年 9 月 3 日。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EU-China: A Strategic Outlook”, 2019, p. 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sites/beta-political/f
iles/communication-eu-china-a-strategic-outlook.pdf, last accessed on 6 August 2020.
39 Ibid.
40 Barbara Lippert and Volker Perthes, eds, “Strategic Rivalry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uses, Trajectories, and Implic
ations for Europe”, SWP Research Paper 2020/RP 04. April 2020.
41 Data from Chad Bown via Internet (January 20, 2020)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investment-policywatch/trump-trade-war-china-date-guide>, last accessed on 1 Augus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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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间内也得以迅速影响世界贸易。另一方面，国会没有正是参与其中，美国总统可以很容易地解除
协议，这也变相增加了贸易政策地不确定性。
但是，《协议》在知识产权、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甚至争端解决的开放规定，变相为欧盟进入
中国市场提供了便利。《协议》的知识产权规定有利于欧盟等第三国的生产商。《协议》的第一章涵
盖了知识产权中商业秘密、制药产业、专利审查和纠纷解决、电子商务平台的盗版与假冒、网络侵权、
地理标志的市场准入、盗版和假冒产品的处理以及商标问题。特别是《协议》第 1.5 条对举证责任转
移的规定，使美国企业更易胜诉该类问题的案件。同时《协议》也规定中国要出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的行动计划，《协议》第二章、第三章也要求进行非歧视性的立法改革。《协议》第三章规定的食品
和农产品排除了卫生或植物卫生措施的限制，解除了一些国际贸易中可能产生的变相限制。附件四第
五条甚至允许中国进口激素处理的牛肉。这些都有利于欧盟对华贸易以及后续的中欧贸易协定谈判。
中国在《协议》第四章、第五章的金融服务议题和透明度议题中做出了较为广泛的承诺，包括取
消对外国股票的限制，允许美国独资服务供应商不迟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参与证券、基金管理和期货行
业。然而是否对第三方公司开放尚无定论。第五章禁止汇率操纵，但如何禁止及禁止范围缺少详细解
释。总之在中国时先监管环境现代化、提高透明度问题上，欧盟和其他第三方也可能从中受益。
《协议》在第七章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定非常简单，不涉及第三方仲裁。简而言之，任何一方违背
承诺都可以终止协议。第八章规定协议于 2020 年 2 月 15 日生效。总而言之，该协议让欧盟的对华政
策更加难以修正。首先该协议并非 WTO 框架下的自由贸易协定，虽然其多次提到了 WTO。但是其协
议范围过小，内容上亦不对称，对中欧贸易协定的谈判很难构成参照。其次，中美双方并无作出关税
承诺，也缺少对关键术语的通常定义，导致在许多领域的规定含糊不清。中方虽作出了《协议》购买
商品的承诺，但是结合当前经济形势及中美贸易数据，完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因此对中欧贸易
市场的冲击大小难以预估。
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是，《协议》对为未来第二阶段协议的谈判事件和内容保留了开放性。同时，
《协议》关注的是进口增加这一结果而非着重于降低贸易成本，其有可能违反了关贸总协定第 1 条排
除歧视性贸易政策的做法。当然对欧盟来说，被《协议》这种有管理的贸易对国际市场的影响是当务
之急，此种影响必然会以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
在过去的两年内，欧盟是中美紧张关系的受益者。特朗普政府颠覆了中美的正常贸易往来。然而
《协议》给予了中国在贸易谈判过程喘息的时间，2020 年的欧洲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强硬的
中国立场。在华为、香港和人权问题上，中国对欧洲的公开和私下态度更加明确，从斯德哥尔摩到柏
林的中国大使都直言不讳的警告欧盟的“错误”决定将对贸易造成影响。42在 2020 年下半年德国担任
欧盟轮值主席的领导下，各国政府肯定会再次认真考虑是否要进一步强化欧洲对华贸易政策的合作、
竞争亦或是敌对因素。而中美之间不管是实现经济脱钩还是减少贸易的相互依存关系，都会影响中国
与欧盟的贸易往来。且中美贸易冲突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可能让美国获得优于第三方的待遇，中国的应
对会影响欧盟对中国市场的预期。
在欧盟两个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战略竞争中，经济和安全因素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美两国
都没有回避利用其经济实力来追求安全和地缘政治目标。经济和安全领域之间的联系以及政策领域之
间的联系对于欧盟来说是严重不稳定的，因为欧洲的政策和工具并非针对经济，安全和战略目标日益
模糊的世界而设计。43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欧盟的贸易战略自主权和经济主权构成了严峻挑战。

42See

Andrew Small, Trading places: Europe and China in 2020, https://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2020_is_chinas_year_
of_europe, last accessed on 3 August 2020.
43 See Redefining Europe’s economic sovereignty，Jean Pisani-Ferry, Mark Leonard, Elina Ribakova, Jeremy Shapiro, and Gunt
ram Wolff，https://www.ecfr.eu/publications/summary/redefining_europes_economic_sovereignty, last accessed on 10 August 2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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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欧盟对中国开展“一带一路”次区域合作的担忧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东盟、南亚、中亚等区域的双边经济合作不断走向纵深。
2015 年 3 月中国公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建
设“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六大国际经济走廊作
为战略支柱。中国商务部的数据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年投资总额约为 150 亿美元。而在疫情影
响的 2020 年 1 月至 7 月，我们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 54 个国家非金融直接投资 721.8 亿元人民币，
且主要投向新加坡、越南、哈萨克斯坦、菲律宾等周边国家。
2018 年 11 月中国发布《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 年愿景》，为中国与东盟的长期战略伙伴关
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9 年 10 月，中国与东盟升级了《自由贸易议定书》。442020 年 6 月 23 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召开第 10 次部长级会议45，重申将在今年签署 RCEP 协定，
46 8 月 7 日，RCEP 贸易谈判委员会会议中各方重申在 2020 年如期签署协定的共识。47RCEP 的签署必
然会极大缓和新冠肺炎大流行给贸易、投资和全球供应链带来的损害，促进周边区域经济的复苏、平
衡和增长。以上重要举措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合作绘制了新蓝图，未来双方合作潜力巨大。
2020 年 7 月 14 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今年上半年东盟取代了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48
美国对中国电子制造业的持续抵制，带动了中国与东盟的电子制造链的升级，集成电路等进出口的贸
易活跃，拉动了贸易增长。另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升级议定书》的全面生效，在原产地规则、服
务贸易、企业投资、贸易通关协定等贸易便利化方面都降低了门槛，进一步释放了中国与东盟的贸易
活力。中美贸易摩擦促使中国大量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绕道”，东盟借其低关税的优势加大转口贸
易的力度。以越南为例，其不仅享有与欧盟和美国贸易最惠国的低关税待遇，借中美贸易摩擦“加码”
之势，凭借其劳动力、投资成本的低廉和政策优惠，对中国企业外迁制造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中国与东盟、中亚、日韩地区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加剧了欧盟对中欧双方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
而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7+1 合作”快速推进，使中国在中东欧的经济影响力扩大至政治领域。欧盟
担心“17+1 合作”会消弱欧盟内部的统一和凝聚力，中东欧成员国在涉及中国决议中可能会支持中国
或不赞成欧盟对中国施加压力。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东盟、中亚、中南欧等次区域合作的进
展让欧盟对华贸易的前景产生忧虑，甚至对欧盟的团结统一造成影响。这也变相导致欧盟在对华贸易
战略上的警惕。如 2019 年希腊计划入“16+1 合作”后，欧盟随之建立外资审查机制，严格审查中国
企业在欧盟的投资。证实欧盟对一体化大局和“整体”对外交流的保护。

三、欧盟对华贸易政策的应对
中欧在全球可持续发展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共同承诺和共同利益为双方经贸往来和在
第三国的合作提供了机遇。中欧应建立对话，寻求协同，共同承担联合国三大支柱——人权、和平与
安全、发展的共同责任.
中国是欧盟应对全球和国际挑战的战略伙伴。同时，在适用国际法、尊重善治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等方面也存在安全关切和分歧。中国有能力、有责任为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中国
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成果文件，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
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参见《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全面生
效》，商务部国际司，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zhengwugk/201910/41659_1.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20 年 8 月 12 日。
45 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员国和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和新西兰政府的贸易部长。
46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 10 次部长级会间会联合媒体声明，商务部新闻办公室，http://fta.mofcom.gov.
cn/article/zhengwugk/202006/42579_1.html，最后访问日期 2020 年 8 月 12 日。
47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举行贸易谈判委员会视频会议，商务部新闻办公室，http://fta.mofcom.gov.c
n/article/zhengwugk/202008/42917_1.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20 年 8 月 12 日。
48 参见《海关总署：上半年东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0/0714/c1004-3
1782975.html， 最后访问日期 9 月 1 日。
44

722

参与并支持伊核问题全面联合行动计划，是达成协议的首要因素，也是确保协议得到全面有效执行的
重要因素。欧盟和中国在亚丁湾和非洲之角海域协同开展反海盗行动，增强了这些地区航运的安全。
进一步合作对加强政治互信仍具有重要意义。中方将在确保朝鲜无核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欧盟也
愿与中方一道，支持阿富汗未来的和平进程和解决缅甸罗兴亚危机。
最近由 Atlantik-Brucke 和在中国的德国商会进行的调查显示，德国人现在认为中国是比美国更可
靠的合作伙伴，尽管中美两国爆发了贸易战，但大多数在华德国公司计划保持或增加他们在中国的投
资。49德国 ifo 研究所 7 月 14 日的文章表明，全球化进程的倒退将导致实际收入和经济繁荣丧失，疫
情对全球化国家和地区的冲击确实大于封闭经济体，但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参与国家的经济。ifo 国际
经济中心主任弗拉赫（LisandraFlach）表示，逆转全球化，例如大规模地将生产制造业带回德国，并
不是解决当前危机的办法，重新国有化和回迁产业将对德国经济实力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中欧互联互通平台为双方加强合作、开展互利透明合作提供了初步机遇，应不断扩大。它旨在根
据跨欧洲运输网政策的原则促进可持续的运输走廊。即将启动的欧盟和中国之间的铁路走廊研究，证
明了与跨欧洲运输网络政策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50
为应对欧盟平衡性和双重性贸易政策的挑战，并抓住中欧经济关系中的机遇，中国应追求四个关
键目标：

（一）强化中欧之间的公平竞争关系
中国应坚持以规则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力促 WTO 改革。具体而言，中国对所作出承诺参照
WTO 合规隐患完善多边规则，完善贸易补贴、知识产权及国有企业等横向议题。重点在于国有企业分
类改革的推进，应避免将部分商业性国企归于《补贴与反补贴协定》中的“公共机构”，尤其是在
“政府对企业行使有意义的控制权”方面要慎重对待。同时改善国有企业对政府补贴的依赖，系统性
的适应 WTO 或《中欧自由贸易协定》更为严苛的反补贴规则。
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包含许多中国对合资企业的要求容易被外方认定为歧视性待遇。国务院于
2017 年在《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51及《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
若干措施的通知》52中重申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对外开放范围，提生我国外商投资环境法治化、国
际化、便利化。此外，2018 年 6 月对负面清单的修订适当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限制。到 2019 年 G20 峰
会上，习近平宣布 2019 年负面清单的修订将进一步放宽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限制。53当前也需对《外商
投资法》的执行作出更细致的配套规范，增强国家对外国投资审查机制的透明度。
重视知识产权问题，执行 WTO 规则中严格的知识产权标准是当务之急。《第二十一次中国－欧
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强调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方面遵循国际标准的重要性。54中欧双方承诺将
努力在恶意注册知识产权权利、知识产权执法和商业秘密等共同商定的优先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且
致力于打造知识产权所有人可根据市场条款许可其权利并在法院和相关机构中有效执行这些权利的法
律环境。中国仍需采取行动改善和加强其知识产权制度。首先要提高中国对欧盟知识产权要求和执法

49

See Über die Umfrage, VERTRAUEN IN DER KRISE, https://www.atlantik-bruecke.org/wp-content/uploads/AtlantikBruecke
Umfrage2019.pdf, last accessed on 3 August 2020; Yasmin Samrai, Trading with the frenemy: Germany's China policy, https://w
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trading_with_the_frenemy_germanys_china_policy, last accessed on 3 August 2020.
50
Regulation (EU) 1315/2013 on Union Guidelin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European Transport
Network, OJ L 348, 20.12.2013, p. 1.
51 国发〔2017〕5 号，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1/17/content_5160624.htm，最后访问日期 2020 年 8 月 15
日。
52 国发〔2017〕39 号，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8/16/content_5218057.htm，最后访问日期 2020 年 8 月 15
日。
53 参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习近平 G20 峰会宣布 5 项重大举措，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lcoH，最后
访问日期 2020 年 9 月 1 日。
54
参见《第二十一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http://www.gov.cn/xinwen/2019-04/09/content_5381013.htm，最
后访问日期 2020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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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的认识，包括欧盟在强制性技术转让方面的 WTO 案例，以及欧盟针对窃取知识产权案件的“网
络外交工具箱”。如对即将生效的《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的严格遵守和执行。其次在贸易中严禁假冒
和盗版商品的输出，提升欧盟对中国的市场信心。最后，中国对知识产权在立法、行政及司法的实践
要尽量与国际接轨，消除欧盟认定的一些歧视性做法。
提高商业案例司法、执法的透明度，完善司法文书公开制度。结构透明、流程清晰的法律环境有
利于中国的外资引进和外企合作。首先，提高外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效率和可预测性提高。其次，
这也有助于解决中国与欧盟以及其他贸易伙伴之间因疑似歧视性待遇产生的紧张关系。最后，这也是
中国完善法律体系的必经之路，中国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也亟需坚实的法律保障来填补空白。这是
中国司法改革的成就展示，也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名片。
（二）减轻中美贸易战导致的市场扭曲
面对中美冲突的不断升级，欧盟在贸易政策上不选边“站队”，既保持对华贸易战略的疑虑和疑
虑，但也不追随美国所谓的“脱钩”和“围猎”。欧盟在对华贸易政策有显著的独立性。这以为中欧
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石，中国应在以下方面采取实际行动：
1.多边层面，拉拢欧盟参与 WTO 改革，用 WTO 规则解决市场扭曲问题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当前
的 WTO 规则是针对市场经济设计的，对贸易保护主义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迄今为止，改革世贸组
织的努力收效甚微，虽然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ulti-Party Interim Appeal Arbitration Arrangement
Pursuant to Article 25 of the DSU, 简称 MPIA）建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WTO 上诉机构瘫痪的困境，不
过具体适用的前景如何仍需实践。55中国应积极与欧盟在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环境商品等方面进行
谈判，从而倒逼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以及跨境数据传输、清洁能源等产业升级。
2.双边层面，建立中欧之间更加稳固的经济关系。减轻中美的贸易争端和贸易协议对中欧市场的
影响。中美的下阶段协议要强调对非歧视待遇、国民待遇等 WTO 规则。中国与欧盟应集中精力进行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的谈判，并参考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3.单边层面，中国应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抓住机遇保护本国的市场经济，以免受欧盟扭曲贸易
政策的影响。若欧盟继续违反承诺指责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或加大贸易保护力度和投资壁垒，或
通过长期的多边、双边谈判无法解决，中国应注重自身市场结构的优化和供应链的完善。
（三）增强中国自身在欧盟市场的竞争力
中国应继续深化改革，为了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和投资环境布局，完善产业竞争和救济机制，增
强中国对外产业的竞争力。同时，随着技术不断加大对经济的影响，大变局下的全球创新竞赛明显加
速。中国在全球研发总支出的份额已经从 2000 年的 5%增加到 2018 年的 21%。56
利用杠杆手段，分化欧盟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中国可以利用不对称的市场开放和经贸合作，离
散欧盟的集体行动。欧洲理事会在对外政策问题上从一致决定转为多数表决（ qualified majority
voting）。加上意大利、葡萄牙和卢森堡等几个欧盟成员国已与中国签署了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中国可以充分利用欧盟的内部分歧以及对中国的不同态度，系统的针对性的实施
对欧贸易政策。
（四）确保中欧在第三市场上的公平竞争与合作
疫情使欧盟认识到国际形势陷入竞争和对抗的趋势，因而更加坚决采取行动维护欧盟的利益和价
值。欧盟驻中国使团多次呼吁，希望中国减少在欧盟范围内的次区域合作。因此，中欧共同开发第三
2020 年 4 月 30 日，包括中国、欧盟在内的 19 各世贸组织成员正式向 WTO 提交通知，呼吁依据 DSU 第 25 条建立 M
PIA，以暂时替代为美国所阻挠而陷入停摆的原上诉机构。经过多轮磋商，19 个成员国中遴选出的 10 个仲裁员的名单
于 7 月 31 日正式确认，并在 8 月 3 日公布。
56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Scienc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EU”(2018), https://ec.europa.eu/info/public
ations/srip-report-2018_en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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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市场，基于双方各自在区域和产业领域的优势，走互利双赢的合作道路，是中欧贸易高质量发展的
前景。
自 2015 年 6 月，中法政府发布了《中法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第三方市场的合作理
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第三方市场合作也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程中的一个热点。 57中
国在第三国(包括西巴尔干半岛、欧盟邻国和非洲)的商业和投资活动已变得十分普遍。7 年来，中国已
经同 138 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货物贸易总额累计超过了 7.8 万亿美元，直接投
资超过了 1100 亿美元。中国的投资为许多接受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贡献。今年上半年，中国对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同比增长 19.4%，中欧班列运行 5122 列，有力促进了各国的就业和经济发展。
中国应积极与欧盟在第三国的贸易政策上结成伙伴关系，促进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对善政
的尊重。在需求驱动以及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中国应在非洲、拉美地区等对欧盟至关重要的地区借鉴
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影响力，为三边合作和积极参与提供重大机会。欧盟发布的《欧中战略展望》强
调了贸易的“欧洲方式”，不同于中国追求的“求同存异”，欧盟更有效地追求扩大其关键利益和地
区政策影响力，同时在加强贸易合作韧性下，确保遵守欧盟价值观、规范和标准，尤其是在关键领域
如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能源和基础设施。这需要中欧合作中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面协议，且
要优先处理合作协议的谈判，以便更有力地指导改革

结语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9 月 16 号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从-4.5%上调至-6%，中国经济将实现 1.8%
的增长，也是二十国集团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89%的欧盟企业不会考虑把产业链撤出中国，
中国仍是大部分欧洲企业的前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中欧应相向而行，不但宏观上达成《中欧合作
2025 战略规划》，为双方全方位对话合作提供制度性框架和平台。其次就中欧间贸易和投资的难点问
题也应早日达成共识，凝聚成双边投资协定和自贸协定，最后，中国奉行多边合作的贸易政策。对中
欧在第三方的经贸合作，应在当前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问题的基础上，推动能源技
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合作，为建立更可持续、更安全、更智能的全球经济体系作
出贡献。

中欧开展的第三方市场合作 项目涉及多个领域，在中法联合声明中，提及拟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的就有能源和基础
设施、交通、农 业、卫生、应对气候变化、金融和 保险等诸多领域。近年来比较大的项目是 2016 年 9 月 29 日中广核
和法国电力集团在伦敦签署的英国新建核电项目一揽子合作协议，与英国政府同步签署了欣克利角 C 核电项目收入及
投资保障等政府性 协议，并完成了相关公司的股权交割。
57

725

Eu's New Trade Policy towards China: Trends, Difficulties and China's Response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global trade has changed more than at any time in a century. As China's most
important trading partner, the eu's trade policy changes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no-European market.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has added uncertainty to the adjustment of the EU's trade policy towards China.
The trend is not limited to the rise of protectionism in the EU, the "duality" of trade policy towards China, the
"decoupling" of global trade supply chains, but also concerns about the adverse consequences of trade friction
with the US.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anti-globalization wave on Europe, the possible
response of THE EU to the first phase of China-Us trade agreement, the EU's concerns about the opening of
the Market to China, and China's trade policy adjustment with a third party. To address policy negotiations on
important trade issues such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non-market economy
status.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market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fair competition, reduce distortions in bilateral markets,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domestic
industries, jointly develop and operate third-party markets, and improve its trade policy with Europe in a
targeted way, so as to reshape global trade rules.
Key words: EU trade policy; Protectionism; Sino-us trade frictions; Market access; Third party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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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地区国际投资法律制度的发展与中国对非投资的保护
框架
陆宇

摘 要：
《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是泛非主义在非洲国际经贸法律制度构建中取得的重大进
展。《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投资章节将进一步体现非洲地区对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的关注，
其相关条款的设计将会对国际投资法制的发展走向产生影响。非洲地区投资法制框架的变化
以及中国国内外资管理体制改革为中非更新和完善海外投资保护体系提供了良好契机。为了
中非双方投资活动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应该从“内在需求”和“外部压力”两个层面对现有法律
与政策进行调整，为在国际投资法制变革中获取更多话语权奠定基础。
关键词：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可持续发展；投资合作；投资便利化

一、非洲地区的国际投资活动
非洲地区幅员辽阔，是陆地面积仅次于亚洲的世界第二大洲。从经济结构上来看，非洲
地区主要由初级产品输出国与自然资源原产国组成，各国吸收外国投资的规模大小、产业结
构、增长速度等方面特征都表现出较大差异。自 2015 年起，受全球资源价格、各国政治局
势、经济增长态势、吸引投资政策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非洲地区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
呈下降趋势。根据联合国贸发会（UNCTAD）发布的一系列《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7
年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继续下降至 420 亿美元，比 2016 年减少 21%，下降集中出现在
大型初级商品出口国。具体来看，北非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较上一年度减少 4%，降至 130
亿美元。其中，流入埃及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减少，但由于埃及的油气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
因此该国仍然是非洲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流入中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较上一年
度减少了 22%，降至 57 亿美元。其中，由于尼日利亚经济持续低迷，流入尼日利亚的外国
直接投资减少 21%，降至 35 亿美元。流入西非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较上一年度减少了 11%，
降至 113 亿美元。东非地区 2017 年获得 76 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比 2016 年减少 3%。在
南部非洲，外国直接投资减少 66%，降至 38 亿美元。其中，受初级产品市场波动和国内政
治不确定性的影响，流入南非的外国直接投资较上一年度减少 41%，降至 13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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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虽然连续非洲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但考虑到非洲各国良好的
自然资源禀赋、巨大的人口红利、城镇化的发展需求以及经济转型的持续推动，非洲地区依
然是经济全球化中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外界对非洲地区的国际投资发展前景仍持乐观态度。
联合国贸发会发布的 2018 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受非洲初级产品价格回升的市场预
期，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对促进区域间合作的正面激励作用。在全球投资环境改
善的前提下，流入非洲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会有所增加。

二、非洲地区的国际投资立法发展
进入 21 世纪以来，非洲国家为了吸引外国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纷纷制定
或修改相关国内投资法规，积极参与国际投资条约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努力为外国投
资进入非洲地区创造良好的投资法律环境。从法律总体框架和条文内容上看，非洲各国投资
立法具有鲜明的发展中国家立场。
（一）国内法层面
目前，非洲地区已有 47 个国家颁布了国内投资法规，分别是吉布提（1984）
、索马里
（1987）
、贝宁（1990）、乌干达（1991）
、莫桑比克（1993）
、佛得角（1993）
、厄立特里亚
（1994）
、摩洛哥（1995）
、中非共和国（2001）、毛里求斯（2001）
、苏里南（2002）
、喀麦
隆（2002）、刚果（金）
（2002）、刚果共和国（2003）、塞内加尔（2004）
、塞拉利昂（2004）、
赞比亚（2006）
、布隆迪（2008）、马达加斯加（2008）、乍得（2008）、南苏丹（2009）
、塞
舌尔（2010）、冈比亚（2010）、利比里亚（2010）、利比亚（2010）、几内亚比绍（2011）
、
马里（2012）
、毛里塔尼亚（2012）
、多哥（2012）
、加纳（2013）
、喀麦隆（2013）
、苏丹（2013）
、
肯尼亚（2014）
、埃塞尔比亚（2014）
、尼日尔（2014）、卢旺达（2015）、南非（2015）
、几
内亚（2015）、冈比亚（2015）、纳米比亚（2016）、阿尔及利亚（2016）
、突尼斯（2016）
、
埃及（2017）、安哥拉（2018）、布基纳法索（2018）、科特迪瓦（2018）
、埃塞俄比亚（2020）。
2
上述各国的投资立法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吸引外国投资和实现投资便利化的价值取向。例
如，
《埃塞尔比亚投资法》采用负面清单式的投资管理模式，除了法律规定的禁止类以及外
国投资者须与该国国内投资者合资经营的行业，外国投资者均可独资经营。3此外，
《埃及投
资法》针对不同类型的外商投资制定了不同的投资激励措施，包括一般激励措施、专项激励
措施和附加便利措施。根据不同的投资项目或投资指向的国内不同地区，外国投资者可以享
受免除印花税、公证费、关税减免、应税净利润中核减相应投资成本等各种优惠待遇。《埃
及投资法》还规定，在埃及投资和自由区管理总局及其分支机构中设立“投资服务中心”，为
投资者提供与投资业务相关的各项服务。4
除了吸引外国投资和实现投资便利化，非洲各国的国内投资立法还体现出在投资活动中
保障本地成分与可持续发展要求。例如，肯尼亚在 2016 年颁布的《矿业法》中规定了许多
本地成分要求，并设立了国家矿业公司以实施保障本地成分的规定。坦桑尼亚在 2017 年颁
布的《自然财富和资源合同（不合理条款审查和重新谈判）法》和《自然财富和资源（永久

1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8,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ir2018_overview_en.pdf.
UNCTA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Navigator, https://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InvestmentLaws.
3 UNCTA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Navigator：Ethiopia Investment Proclamation No1180/2020，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vestment-laws/laws/318/ethiopia-investment-proclamation-no1180-2020.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发展报告（2017-2018）
：非洲形势：新情况、新特点和新趋势[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 7 月出版，第 108 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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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法》中，也对在投资活动中保障本地成分提出了要求。科特迪瓦 2018 版投资法明确
指出，其立法宗旨是通过促进生产性投资和社会责任投资来促进可持续发展。由于非洲地区
的投资活动大多集中在能源和初级产品领域，出于保护本国自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非洲各国在国内法中设置了在投资活动中保障本地成分的条款。这些条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
了保护了本国自然资源主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效果，也有部分国家在实施相关条款时
由于配套机制不成熟而引发了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议。
在解决投资争端方面，非洲一些国家逐渐注重国内争端解决机制在处理国际投资争端中
的作用。近年来，由于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存在忽视东道国发展利益、
损害东道国合理规制权、裁决的不一致性等问题，遭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亚非拉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质疑，关于改革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的呼声持续高涨。一些国
家开始重新考虑东道国国内争端解决机制在处理国际投资争端中的作用。为了消除外国投资
者的疑虑，吸引更多外国投资，非洲大多数国家在其国内投资法中包含了投资者——东道国
争端解决机制，允许外国投资者通过如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国际商会仲裁院
（ICC）等国际仲裁机构来解决与东道国的投资争议。
然而，在近年来非洲国家投资立法中，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通过国内立法限制国际投资
仲裁的适用，有的国家要求外国投资者只有在用尽东道国当地救济的前提下，方可将投资争
议提交国际仲裁机构进行解决，有的国家则规定一些特定领域的投资争议只能在投资东道国
的相关机构内解决。例如，南非 2015 年颁布的《投资保护法》虽然保留了通过国际性仲裁
机构解决投资争议的可能性，但规定只有外国投资者在用尽当地救济且取得南非政府同意后，
才可将投资类争议提交国际仲裁机构进行解决。坦桑尼亚 2017 年颁布的《自然财富和资源
合同（不合理条款审查和重新谈判） 法》中排除了外国投资者通过国际仲裁或国际诉讼解
决争议的可能性。该法要求，外国投资者与坦桑尼亚政府之间就矿业开采所产生的投资争议
不得在坦桑尼亚以外通过仲裁或诉讼方式解决。
（二）国际法层面
对于非洲国家而言，双边投资条约同样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外国投资者对非洲国家的
法治化水平、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社会安全局势等缺乏信心，会给外国投资的可持续
发展带来诸多危机和挑战。外国投资者希望其母国政府与非洲国家签订双边投资条约，明确
投资者的权利与东道国的义务，以便对投资活动进行有效保护。其次，非洲许多国家希望通
过签署双边投资条约，体现东道国良好的投资法律环境，增强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吸引外国
投资，发展本国经济。
自 1961 年 5 月多哥与德国签署了非洲大陆上的第一个双边投资保护条约以来，迄今非
洲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已达 967 个（详见表 1）
。5为了应对当前国际投资体制中外国投
资者与东道国利益不均衡的问题，更好地平衡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非洲
国家在签署双边投资条约时，更加重视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例如，
贝宁—加拿大 BIT 中加入了社会化条款，规定要兼顾双方权利与义务，并强调外国投资者
履行其在东道国内的企业社会责任。

5

UNCTA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Navigator, https://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IIA/IiasB
yCountry#iiaInner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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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非洲各国缔结的 BIT 数量和生效的 BIT 数量
序号

国家

缔结的 BIT 数量

生效的 BIT 数量

1

安哥拉

13

5

2

贝宁

18

8

3

博茨瓦纳

9

2

4

布基纳法索

17

15

5

布隆迪

10

6

6

佛得角

9

7

7

喀麦隆

18

11

8

中非共和国

4

2

9

乍得

14

3

10

科莫洛斯

7

3

11

刚果

15

8

12

民主刚果

15

4

13

科特迪瓦

14

7

14

吉布提

8

3

15

多米尼加

2

2

16

多米尼加共和国

14

11

17

埃及

100

72

18

赤道几内亚

10

4

19

厄立特里亚

4

1

20

斯威士兰

6

2

730

21

埃塞俄比亚

31

21

22

加蓬

15

8

23

冈比亚

16

5

24

加纳

27

9

25

几内亚

24

8

26

几内亚比绍

2

1

27

肯尼亚

18

10

28

利比里亚

4

3

29

利比亚

37

25

30

马达加斯加

9

8

31

马拉维

7

3

32

马里

22

8

33

毛里塔尼亚

22

10

34

毛里求斯

46

27

35

赞比亚

14

6

36

津巴布韦

32

10

37

乌干达

15

6

38

尼日尔

5

2

39

尼日利亚

29

15

40

纳米比亚

15

9

41

摩洛哥

69

50

42

突尼斯

55

39

731

43

坦桑尼亚

19

11

44

卢旺达

10

4

45

塞内加尔

28

18

46

塞舌尔

4

2

47

塞拉利昂

3

2

48

索马里

3

2

49

南非

40

13

50

南苏丹

1

0

51

苏丹

29

14

52

多哥

4

3

53

莱索托

3

3

54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2

0

967

512

总 计

数据来源：UNCTAD, Investment Policy Hub（截至 2020 年 10 月）
在区域层面，为了推动非洲地区一体化的实现，非洲国家建立了许多诸边型经济共同体。
非洲各国希望通过这些地区性经济共同体能够逐步从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向自由贸易区乃至
非洲经济共同体过渡，最终在非洲大陆建立起与欧盟相类似的高度一体化区域组织。在投资
领域，各诸边型经济共同体分别建立了相应的规则或制度框架，在实现诸边整合的同时，也
造成了非洲大陆内部投资治理碎片化的困境。
2006 年 8 月，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制定了《金融和投资议定书》，该法已于
2010 年 4 月生效。2007 年５月，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通过了《东南非共
同市场共同投资区域投资协议》，但由于批准该协议的国家没有达到法定数量，该协议尚未
生效。2008 年 12 月，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在通过了《共同体共同投资规则补
充法案》
，该法案已于 2009 年 1 月生效。这几部诸边意义上的投资规则对各类投资事项作了
非常明确的规定，特别是它们都非常注重对投资者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例如，西非国家经济
共同体（ECOWAS）的《共同体共同投资规则补充法案》设置了专章来规定投资者的义务
与责任。6另外，为了进一步促进投资便利化与可持续发展，解决非洲地区投资规则碎片化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发展报告（2017-2018）
：非洲形势：新情况、新特点和新趋势[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 7 月出版，第 118 页。

732

困境，
非洲联盟于 2016 年公布了
《泛非投资法》
草案
（Draft on Pan-African Investment Code）。
该草案旨在促进外国投资，实现投资便利化以及投资保护，帮助非洲建立一个运作正常的共
同市场，并形成第一份具有国际投资条约范本效应的非洲地区投资条约。7由非洲区域性共
同体通过直接制定在成员国内统一适用的投资法律，会对实现共同体内的投资实体规则趋同
化产生积极影响。
关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面，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的《金融和投资议定书》
、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的《共同体共同投资规则补充法案》以及《东部和南部
非洲共同市场共同投资区域投资协议》中都作出了相近似的规定，即投资者与成员国之间的
投资争议可以提交给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法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法院或东南非共同市场
法院解决。2017 年非洲商法协调组织（OHADA）在修订后的《仲裁统一法》以及《司法与
仲裁共同法院仲裁规则》中规定，投资者与成员国之间的投资争议可以提交给该组织设立的
司法与仲裁共同法院通过仲裁方式解决。8上述各项实践与探索体现了非洲地区在创新区域
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方面做出的努力。
2019 年 5 月 30 日，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fCFTA）正式生效，该协定的最终落地标志着泛非主义的又一次胜利。AfCFTA 的实施目
标包括：非洲地区建立商品和服务的单一市场；建立一个跨越非洲大陆各国的关税同盟；大
幅削减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加强在投资、知识产权、海关和贸易便利化、竞争政策等与
贸易相关领域的合作；推动人员自由流动，最终促成非洲大陆的经济一体化。目前生效的
AfCFTA 第一阶段文本将在非洲大陆 24 个国家间生效，投资规则将会在第二阶段文本谈判
结束后达成。
通过分析第一阶段文本可以发现，促进可持续发展会是贯彻《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
的指导性原则，其投资章节或将具有以下较为鲜明的特点：
1. 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其投资章节预计将建立“投资管理”的制度框架，以促
进非洲内部投资，补齐资金缺口，进而促进非洲各国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和工业发展，创造就
业机会，减轻贫困，提高非洲国家的竞争力。
2. 在平衡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权利义务关系方面，AfCFTA 会给予各国政策空间，使
其可以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目标来确定符合的外国直接投资。例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基础
设施建设的外国直接投资。在这方面，
《南共体财政和投资议定书》在其附件 1 中为 AfCFTA
提供了有益的借鉴。9此外，鉴于《东南非共同市场共同投资区域投资协议》和《泛非投资
法》草案允许东道国政府起诉违反条约义务（环保、人权等）的外国投资者。AfCFTA 或许
会纳入较为明确投资者义务条款，并建立有效的实施机制。
3. 在促进投资便利化方面，AfCFTA 将着力降低非洲国家间的投资准入门槛，将各个国
家层面采取的投资便利化措施进一步加以整合，为实现非洲地区统一大市场奠定基础。
4. 在规则整合方面，从短期来看，AfCFTA 投资章节不会动摇非洲国家各自已经签订的
双边投资条约，但会对其修订、缔结双边投资条约起到示范作用。从长期来看，AfCFTA 或
将整合非洲各国以往缔结的区域性投资规则，借鉴欧盟的经验来实现区域投资规则的统一化。

7

Won Kidan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Trends and Africa's Dilemmas in the Draft
Pan-African Investment Code, 50 Geo. Wash. Int'l L. Rev. 523 (2018).
8 朱伟东.仲裁新规改革重点[J].中国投资,2018(04):84-85。
9 《南共体财政和投资议定书》
（SADC Finance and Investment Protocol，Annex 1）
：
https://www.sadc.int/files/4213/5332/6872/Protocol_on_Finance__Investment20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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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洲地区的国际投资仲裁实践
为了营造良好的商事环境，增强投资者和商人的信心，妥善解决各类投资争议，促进非
洲仲裁业的发展。非洲各国在积极融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同时，改革国内商事仲裁体
制，建设高水平的仲裁机构，构建现代化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一）国内仲裁
非洲地区已有 11 个国家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为蓝本制定或修改了国内
仲裁法。为促进商事争端解决的便利化，亚非法律协商组织（Asian-African Legal Consultative
Organization，简称 AALCO）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与埃及和尼日利亚签署协议，分别在开罗和
拉各斯成立了开罗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和拉各斯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开罗仲裁中心和拉各斯仲
裁中心还分别在 2014 年和 2013 年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签署合作协议，在解
决投资争端方面开展合作。
非洲国家的国内仲裁机构在近几年不断发展，如南非、莫桑比克、毛里求斯和刚果的一
些仲裁机构在 2007 年联合设立了非洲多元化纠纷解决（ADR）中心，肯尼亚在 2013 年成
立了内罗毕国际仲裁中心，毛里求斯政府与伦敦国际仲裁院在 2012 年联合成立了毛里求斯
国际仲裁中心，卢旺达在 2012 年成立了基加利国际仲裁中心，10上述实践既表明了非洲各
国国际商事法治环境的改善，也展示出了非洲商事法律服务业广阔的发展前景。
2018 年 9 月结束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2019-2021）》，对未来三年和今后一段时间中非各领域务实合作进行了规划，描绘了中非
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蓝图。作为“和平安全合作”的一部分，
《行动计划》第 6.2.12 项提
出：“继续完善‘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机制建设，不断提升论坛影响力和实效性，举
办‘国际投资经贸法律风险及对策研讨会’，继续开展法律人才交流与培训，不断完善中非联
合仲裁机制，推动中非联合仲裁中心发展，完善其在非布局，提升其国际影响力，鼓励并协
助中非高校共建中国—非洲法律研究中心和法律人才培训基地，加大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有关国家法律制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中方愿加强与非盟委员会在法律方面的交流与协
调。”11“中非联合仲裁机制”首次以国家战略的姿态呈现在世界舞台。非洲地区与中国领先的
仲裁机构一同建立中非联合仲裁中心（CAJAC）
，以解决中非企业之间的商业纠纷。中非联
合仲裁中心（CAJAC）充分利用了中非双方的现有资源。上海国际仲裁中心（SHIAC）和
南部非洲仲裁基金会（AFSA）是最早的两个受托仲裁机构，负责在约翰内斯堡和上海分别
建立两个中心。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6 月，在北京、深圳和内罗毕又分别建立了三个中心。
中非联合仲裁中心（CAJAC）的建立和运行，为促进、维护和加强中非贸易和投资，妥善
处理中非之间的贸易与投资争端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二）国际仲裁
非洲地区各国积极加入 1958 年《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
（简称《纽约公
约》），截至 2018 年 12 月，在《纽约公约》的 159 个成员国中，有 37 个成员国来自非洲。
朱伟东.非洲仲裁法律环境的现代化[J].国际工程与劳务,2018(08):53-54.
中国外交部网站：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 年）
，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
592067.shtml。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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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地区各国对国际投资仲裁同样不陌生。在 ICSID 项下，作为东道国被提起国际投
资仲裁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来自非洲的摩洛哥。12根据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的统
计，截至 2020 年 6 月，在该中心登记的 768 起投资争端案件中，有 199 起案件涉及非洲当
事方，占全部案件的约 26%，这些案件既包括依据 ICSID 仲裁规则也包括依据 ICSID 附加
便利仲裁规则提起的案件。13从产生时间上来看，2000 年后提起的案件有 105 起，这与 2000
年后非洲国家双边投资条约大量扩散有关。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非洲投资者针对非洲国家提
起的投资争议案件与非洲以外的投资者针对非洲国家提起的投资争议案件分布不均衡。例如，
根据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发布的《非洲发展报告（2017—2018）》中的统计显示，截
止 2017 年 5 月 31 日，有 135 起案件涉及非洲当事方，非洲投资者针对非洲国家提起的投资
争议案件仅占其中的 21%，而非洲大陆以外的投资者针对非洲国家提起的投资争议案件则
占其中的 79%。从上述案件涉及的行业来看，石油、天然气和矿业领域的投资争议案件位
居第一（33%），建筑业居于次席（10%），交通运输业和旅游业并列第三位（各占 7%）
。从
仲裁启动的依据来看，依据双边投资条约提起的投资争议案件最多（45%），其次是依据投
资者与投资东道国之间的投资合同提起的投资争议案件（39%），最后是根据投资东道国的
投资法提起的投资争议案件（16%）。14
（三）非洲地区部分涉华投资争端
目前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尚未产生中国海外投资企业与非洲地区投资东道国的投
资仲裁案件。通过下列两起可获悉的投资争议，征收、公平与公正待遇、保护伞条款等仍是
触发投资仲裁的“热点条款”。
1. 中国五矿资源有限公司 v. 刚果（金）
2018 年 1 月，刚果（金）对《采矿法》进行了全面修订，包括：对许可续期和转让的
限制；将国家在采矿业务中所持股份从 5%增加到 10%，并要求刚果（金）国民持有 10%的
股份；增加采矿企业对当地社区的社会责任要求；增加本地成分和加工要求；提高特许权使
用费；还有 50%的意外收入税。这一修法提案引起了诸多矿业企业的严重关切。2018 年 3
月，刚果（金）总统邀请包括英国兰德黄金集团、中国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
非盎格鲁黄金公司、瑞士大宗商品贸易商嘉能可、加拿大艾芬豪矿业、中国五矿资源有限公
司、中国紫金矿业在内的矿业公司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讨论了新《采矿法》的修订工作。
15 2018 年 9 月，中国五矿资源有限公司（MMG）根据中国—刚果（金）BIT 启动了与刚果
（金）的磋商。双边磋商涉及刚果（金）的新《采矿法》
，若磋商未能解决争议，中国五矿
资源有限公司将对刚果（金）提起投资仲裁。
2. 北京四达时代通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v.加纳
北京四达时代通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付费电视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之
一。2012 年，加纳通讯部授予该公司一份合同，将该国的模拟电视广播系统转换为数字广
播系统，以符合该国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牵头的一项国际协议承担的国际义务。其后，由于北
京四达难以从中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获得融资，项目流产，加纳政
12

Holiday Inns S.A. and others v. Morocco (ICSID Case No. ARB/72/1)，https://icsid.worldbank.org/en/Pa
ges/cases/casedetail.aspx?CaseNo=ARB/72/1.
13 The ICSID Caseload – Statistics Issue 2：https://icsid.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The%20
ICSID%20Caseload%20Statistics%20%282020-2%20Edition%29%20ENG.pdf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非洲发展报告
（2017-2018）
：非洲形势：新情况、新特点和新趋势[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 7 月出版，第 122 页。
15
万邦法律：
《刚刚，又有中企准备对东道国提起投资仲裁，这次是……》
，https://mp.weixin.qq.com/s/4XE
W6Gko8uvA0pzcmnNz_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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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最终在 2015 年 1 月解除了合同。北京四达在当地法院起诉未果后，加纳通讯部最终用竞
争对手 K-Net 公司取代了北京四达。北京四达认为加纳通讯部以虚假借口，不当终止了合同，
目的是将合同授予 K-Net。而加纳通讯部与 K-Net 存在利益耦合，该部的一位副部长曾是
K-Net 高管，也是终止双方合同的关键人物。

四、中国对非洲地区投资法律与政策的完善
2018 年 9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发表了《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
北京宣言》
，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0—2021 年）》
。这两项重要文件
为中非关系未来的发展确定了政治蓝图。2018 年，中国流向非洲的直接投资数量为 53.9 亿
美元，达到近八年来的最高水平（表 2）
。16 非洲地区广阔的市场、丰富的劳动力和矿产资
源，以及中国企业对国际市场、能源和劳动力的需求均成为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的驱动因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非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为中国企业进入非洲提供了重要机遇。17非洲地
区的基础设施与工业园区建设是中非投资合作的两大领域，这也使得建筑业、采矿业和制造
业成为中非投资合作的关键领域（表 3）
。
表 2：2008—2017 年中国对非投资统计（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直接投资
流量

33.7

32

29.8

24

41

53.9

27.1

直接投资
存量

261.9

323.5

346.9

398.8

433

461

443.9

项目

数据来源：2008—2019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表 3：2013—2017 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前五位的行业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项目

16
17

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8 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R],2019 年 9 月。
刘晨，葛顺奇.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革[J].国际经济评论,2018(05):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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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主要流向
行业
（按存量
由高到低
顺序）

1.建筑业

1.建筑业

1.采矿业

1.建筑业

1.建筑业

1.建筑业

1.建筑业

2.采矿业

2.交通运
输、仓储
和邮政业

2.建筑业

2.采矿业

2.采矿业

2.采矿业

2.采矿业

3.制造业

3.制造业

3.金融业

3.制造业

3.制造业

4.金融业

4.金融业

4.制造业

4.金融业

4.金融业

5.科学研
究和技术
服务业

5.科学研
究和技术
服务业

5.租赁和
商务服务
业

5.租赁和
商务服务
业

5.租赁和
商务服务
业

3.制造业
4.科学研
究和技术
服务业
5.农林牧
渔业

3.制造业
4.采矿业
5.金融业

数据来源：2013—2019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随着中国企业实力的不断增长，对海外市场的需求不断加大，这促使中国需要进一步加
强海外投资权益保障的法律与政策体系建设。此外，由于新冠疫情蔓延、地缘政治博弈加剧、
大国制度竞争公开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外部环境十分复杂，海外投资的不
确定性逐步加剧。为了保障中国对非洲地区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应对中国企业赴非洲投资过
程中不断出现新挑战与新风险，推动中非迈向包容共进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需
要进一步加强与非洲以及非洲各国的投资合作关系。针对“内在需求”与“外部压力”对中国构
建海外投资权益保障体系的交互作用，可以从法律和政策两个层面对中非投资法制框架进行
“升级换代”。
（一）法律层面
1. 实体性规则
首先，中国应积极推动同非洲国家商签更多的双边投资条约并且推动已签署的条约生效
实施。中国已同非洲国家签署 34 项双边投资条约，目前生效实施的有 18 项。一些中国海外
投资较多的非洲国家，如安哥拉、赞比亚两国还没有与中国签署双边投资条约，或虽已签署
但尚未生效，因而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活动缺少国际投资条约的有效保护。
其次，中国与非洲国家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在框架和内容上需要进行更新升级。18按照
双边投资条约的不同价值取向进行代际划分，可将目前存在的中国与非洲各国双边投资条约
划分出三代。第一代强调保障东道国权益，第二代强调维护投资者的权利，而第三代则强调
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权利的平衡与协调。第一代中国与非洲国家双边投资条约以中国－加纳
BIT 为例，该条约中对于是否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没有明确规定。条约的第 3 条和第
12 条规定了投资者享有公平与公正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前者不应低于后者。虽然该条约不
阻止东道国国内法律法规给予投资更优惠的待遇，但并没有载明给予国民待遇的表述。因此，
是否给予投资者国民待遇的权利保留在了东道国的手中。19第二代中国与非洲国家双边投资
条约以中国－尼日利亚 BIT 为例。在待遇条款方面，该条约规定了东道国应给予投资者公
平与公正待遇、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并且东道国还通过优先适用国内法上的优惠条款来

18
19

朱伟东.中非双边投资条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J].国际经济法学刊,2015,22(01):149-168。
韩秀丽.中非双边投资条约:现状与前景[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3):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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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投资者的权利。20第三代中国与非洲国家双边投资条约为中国—坦桑尼亚 BIT，该条约
在保护投资者权利的基础上，纳入了对东道国的维护国内安全、健康和环境的条款，并且在
转移条款中为东道国的合理规制设置了政策空间。21。中国－坦桑尼亚 BIT 在使投资者得到
更高标准的保护的同时，也为东道国基于正当目的而采取规制措施开辟了空间。
在内嵌式自由主义全球经济治理观念不断深化发展的背景下，国际投资条约更加注重投
资者与东道国利益的平衡与协调。中国作为双向投资大国的地位已不可撼动，在与非洲国家
谈判新的双边投资条约时，在实体规则的设计上应注意投资者权利和义务平衡问题，加强对
条约中社会化条款的关注度，对本地成分要求、劳工标准、环境保护、腐败等热点问题作出
回应，构建外国投资与东道国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高水平国际投资条约。
2. 程序性规则
由于条约缔结的时间跨度大，以及当事国立场多元的影响，中国与非洲各国在与国际争
端解决机制相关的若干条款设计上，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例如，中国—加纳 BIT 规定，投
资者只能就征收补偿额的争端提交国际特设仲裁庭，而仲裁庭适用的准据法应是东道国国内
法和该条约及缔约双方公认的国际法原则。22中国—加蓬 BIT 引入了磋商作为前置程序，但
是，能够提交国际投资仲裁的同样只是有关征收补偿额的争端，其他投资争端则要逐案同意。
23
中国—尼日利亚 BIT 没有对争议的类型进行限定，但对投资者设置了从协商到国内法院再
到国际仲裁的递进式争端解决路径。24相较之下，一些 BIT 进行了改进，在争端解决机制中
设置了“岔路口条款”，给予投资者在争端解决机制上的选择权。25作为中非高水平双边投资
条约的中国—坦桑尼亚 BIT 取消了对争议范围的限制性条款。该条约规定，缔约一方投资
者与缔约另一方之间有关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的任何法律争议，应尽可能由争议双方当
事人通过磋商友好解决，其中包括调解程序的应用。该条约还规定了三年内提请仲裁的时效
限制，以及要求国内行政复议作为前置程序，即“缔约另一方可以要求该投资者在提交国际
仲裁之前，用尽缔约另一方法律和法规所规定的国内行政复议程序。”
中国与非洲各国双边投资条约在争端解决机制条款设计上体现出的代际差异，需要在未
来进行重新商谈，与实体规则一并完成转型换代。随着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多边化改革的
不断推进，中非双方应积极参与，推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朝着公平高效的目标不断发展。
中国—尼日利亚 BIT 第二条第三款规定：
“缔约一方应保证给予缔约另一方国民和公司的投资以公正和
公平的待遇，并且不应以不合理或歧视性措施影响该国民和公司经营、管理、维持、使用、受益或处置其
投资。”该条第四款规定：“缔约一方应按照其法律法规给予该投资以不低于其给予本国国民投资的待遇和
保护，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国民和公司投资的待遇和保护。” 该条第六款规定：
“如果缔约一方根据其法律法规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或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比本协定的规定
更为优惠，应从优适用。
”
21 中国—坦桑尼亚 BIT 第八条第三款规定：
“尽管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以下情况下缔约方可
以通过公平、公正、非歧视和善意地适用本国法律阻止转移：
（一）破产、无力偿还或保护债权人利益；
（二）
有价证券、期货、期权和其他衍生品的发行、买卖和交易；（三）涉嫌刑事犯罪或行政处罚；（四）现金或
其他货币工具的转移申报；或（五）满足司法或行政程序的需要。”第四款规定：“国际收支遇到严重问题
或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缔约一方可以参照国际标准实施有关措施，暂时限制转移。这些限制应该在平等、
无歧视和善意的基础上实施。
”而在第十条规定了“健康、安全和环境措施”
。
22 采取类似做法的条约还包括：中国—津巴布韦 BIT、中国—埃塞俄比亚 BIT、中国—阿尔及利亚 BIT、
中国—埃及 BIT、中国—摩洛哥 BIT、中国—佛得角 BIT、中国—苏丹 BIT。
23 韩秀丽.中非双边投资条约:现状与前景[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3):48-57。
24中国—尼日利亚 BIT 第九条规定：
“缔约一方投资者与缔约另一方争议解决：
（一）缔约一方的投资者与
缔约另一方之间就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产生的任何争议应尽量由争议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二）如果
争议在六个月内未能协商解决，争议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接受投资的缔约一方有管辖权的法院；（三）
如果争议在诉诸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程序后六个月内仍未能解决，可应任何一方的要求，将争议提交专设仲
裁庭。如有关的投资者诉诸了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程序，本款规定不应适用。
”
25 例如：中国—突尼斯 BIT、中国—赤道几内亚 BIT。
20

738

“一带一路”建设使国际法向着互融共赢的包容性方向发展。26创造符合时代要求，高效公正
的中非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是国际法包容性发展的应有之义。目前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在
“国际化”和“专业化”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融合化”的发展趋势。国际商事争端领域的三种主要
解决渠道，即诉讼、仲裁和调解，现在已经更紧密地融为一体，彼此之间的边界已变得模糊。
27《泛非投资法》草案第 42 条对国际投资争端的替代性解决机制及其相互之间的衔接已作
出了规定。28 非洲地区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合作伙伴，应当在充分尊重国际
通行规则的基础上，更加紧密地结合双方经贸合作的实际情况，探索更适合双方实际情况的
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非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与产能合作领域中，国有企业参与程度较高。
中非投资合作主要聚焦发展议题，即使发生争议，解决投资争端应聚焦如何落实合作，实现
既定发展目标上，而非单一的获取赔偿、补偿。因此，需要中非在完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方
面进一步加强合作，探索建立中非新一代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并对相应的实体性条款变革进
行探索和验证。此举也会为构建中非之间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的贡献。
（二）政策层面
中国与非洲地区的经贸合作主要源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和发展优势，通过帮助非洲改
善贸易、投资以及基础设施条件，在非洲现有的农业部门之外建立起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相
对较高的制造业部门，从而推动非洲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共同发展。2015 年 1 月 27 日，中
国与非盟签署了中非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中国将在《非洲
2063 年愿景》的战略框架内，加强与非洲国家在铁路、公路、区域航空及工业化领域的合
作，促进非洲国家一体化进程。如今，中国企业已经在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肯尼亚和尼日
利亚等国开展了大量铁路、机场、工业园区和港口等项目的建设。29为了保证上述合作目标
的顺利实现，中国政府和企业还需要从多个角度采取配套的政策措施以应对外部竞争与风险
的挑战。
其一，完善中非合作论坛的平台沟通作用。持续推进中非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一带一
路”倡议与非洲区域、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对接，统筹规划双方投资合作的新格局。目前，
非洲国家和区域组织制定了多个发展规划，如近 30 个国家的工业化战略、“2063 年议程”、
“2016－2025 年工业化战略”等，联合国多次呼吁通过国际合作来协调推进非洲的工业化。
更为重要的是，非洲国家经济结构差异较大，不同国家的发展战略也显著不同，如何将中国
在多个领域的优势与东道国具体需求相结合，促进中国投资发挥最大作用，将是中非经贸合
作的关键。
其二，细化对中国企业面向非洲“走出去”的信息服务。针对非洲地区政治不稳定、法律
李万强，潘俊武.“一带一路”倡议:“东方”国际法的理念与实践[J].国际经济法学刊，2018(01):36-48。
单文华. 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中国方案[N]. 法制日报,2018-11-13(004)。
28 《泛非投资法》草案第 42 条：1. Member States may, in line with their domestic policies, agree to utilize the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In the event that the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is
agreed upon, the process below shall apply; a. Disputes arising between investors and Members States under the
specific agreements that govern their relations shall be resolved under those agreements; b. In the event of an
investment dispute between an investor and a Member State pursuant to this Code, the investor and the Member
State should initially seek to resolve the dispute within six months at the latest, through consultations and
negotiations, which may include the use of non-binding third-party mediation or other mechanisms; c. If
consultations fail, the dispute may be resolved through arbitration, subject to the applicable laws of the host State
and/or the mutual agreement of the disputing parties, and subject to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and d. Where
recourse is made to arbitration under Paragraph 3, the arbitration may be conducted at any established African
public or African privat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center. Arbitration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UNCITRAL) rules. 2. Once recourse is made to a particular forum of
dispute settlement, the forum chosen shall be used to the exclusion of the other. Decisions of this particular forum
shall be final.
29 贺文萍.中非命运共同体:历史基础、现实条件和发展方向[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2(05):89-96.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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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健全等不利因素，我国有必要成立对外投资合作咨询研究机构，一方面对非洲地区的投资
法律环境和政策进行跟踪与研究，另一方面针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对非投资政策进行研究，为
完善我国相关政策提供借鉴。需要指出的是，商务部在提供投资信息方面已经作出了很多有
益的尝试。近年来，为了鼓励对外投资，商务部推出了对外投资促进国别/地区系列报告，
同时也实施了“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要求驻外经济商务机构、商会及企业等以撰写
年度报告和不定期报告的形式，反映境外中资企业在东道国（地区）投资经营中遇到的各类
障碍、壁垒及相关问题。
其三，引导中国企业加强自身合规建设。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应遵照国际规则和惯例，提
升项目的透明度和开放性。注重保护东道国生态环境、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中国海外投资
企业还要加强研究东道国相关法律与政策，降低由于东道国政策不确定性而造成的风险。
其四，探索对非洲地区国际援助与国际投资的融合效应，使两者能够相互协调，共同发
展。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宣布将进一步加大了向非洲的资金注入力度。
中国将采取援助、投资以及援助和投资相结合等多种方式，减少非洲国家对单纯的援助的依
赖，帮助非洲国家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对外援助和对外投资结合方式是中国的一项创新举
措，把援助与国家战略高度契合的直接投资项目相融合，将中国援外资产转化为中资企业参
股控股的战略资产，提高援助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承包领域，通
过前期开发和投融资运作，带动中国工程承包企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参与后续运营管理，掌
握港口、铁路、电信等重要战略资源，提升项目的可持续性。30
最后，建立对外投资的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该机制要从政治风险、商务环境风险、安
全保障风险、市场稳定风险、环境风险、重大意外风险等多个层次出发，全面分析中企业国
在当地投资与运行的现状。另外，中国企业可针对政治风险进行投保。目前可供中国海外投
资企业选择的海外保险主要有两种。其一，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项下进行投保。其
二，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的海外投资保险业务，该项业务是为了应对中国投资者在
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险别包括征收险、汇兑险、战乱险以及政府违约险。随着中非合作的
不断深化，优化中国海外投资保险体系，也是实现中非投资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

五、结语
中国构建海外投资权益保护框架，须统筹考虑投资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国际投资环境
变化的外部压力。在《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全面落地和中国国内外资管理体制结构性重塑
的关键窗口期，为应对当下海外投资日益加剧的不确定性，中国应当与非洲就投资合作达成
符合各自发展现状的制度性安排。
非洲地区拥有数量庞大双边投资条约网络，在规则设计上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中国在
构建对非投资保护框架上应注重合作和发展导向，充分协调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权利义务
关系，促进外国投资者融入东道国经济发展大局，实现互融共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
与非洲应当在投资与投资者定义、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征收的认定与补偿标准、常设投资
争端解决机制方面积极探索符合可持续发展需求的规则范本。此外，中国在探索与非洲地区
建立制度性安排的同时还应当出台中国境外投资基础性法律，规范和保护中国海外投资企业
的投资活动，完善中国国际投资法律体系。

30

姚桂梅，许蔓.中国的引领作用与国际对非经贸合作的新特点[J].国际经济合作,2018(03):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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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融资结构搭建视角下海外投资风险管控
刘艳

摘 要：海外项目投融资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内容，为保障持海外投资的可持续性，
除了关注国别风险和行业风险，在具体项目的投融资结构搭建中，有必要充分考虑各主体关
系间所蕴藏的风险点，综合运用各类金融和法律工具，设置风险保障机制，从源头把控投资
风险。文章从新冠疫情大流行下“一带一路”投资的风险近况切入，以煤电一体化投资项目为
例，从海外投资项目融资结构搭建的视角，评析复合型投资模式项目的风险点，并提出海外
投资项目风险管控的建议。

海外项目投融资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内容，为保障持海外投资的可持续性，除
了关注国别风险和行业风险，在具体项目的投融资结构搭建中，有必要充分考虑各主体关系
间所蕴藏的风险点，综合运用各类金融和法律工具，设置风险保障机制，从源头把控投资风
险。下文将从新冠疫情大流行下“一带一路”投资的风险近况切入，从海外投资项目融资结构
搭建的视角，评析复合型投资项目的风险点，进而提出海外投资项目风险管控的建议。

一、“一带一路”投资风险近况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2020 年第二季度，IMF 预测全球 2020 年经济增长
率为-4.9%，世界银行将全球贸易规模总体下调 13%，各国面临着 3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
衰退。
根据穆迪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9 月期间最新发布的“一带一路”沿线 64 国主权评级，
仅有 23 个国家被评为投资级，占比 35.9%，43 个国家被展望为负面，占比 68.8%，目前偿
债率超过 20%的国别有 16 个，单一国别债务压力加大，对东道获得国融资带来不利影响。
在具体项目开发和执行层面，主要面临以下风险：
（一）企业市场开拓难度增加
鉴于国际宏观经济的恶化，有较强资金需求的国家财政趋紧，延迟或取消上马大项目的
规划，对投资项目的支持政策也在减弱，东道国政府或者业主将对项目发标、评标更加慎重，
金融机构放款也更加审慎，资本流动性进一步降低。我国企业在传统海外市场获取新项目、
成功签约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中国信保 2020 年 2 月对 338 家企业的调查中，56%的被调
查者反馈，正在前期谈判的项目受到疫情影响而进度放缓，项目签约不确定性增加。
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中美经贸摩擦影响进一步显现的背景下，中国企业一旦
错过时机，可能失去部分关键国别、关键市场的竞争机会。我国金融机构如果无法及时增强
企业信心，精准支持企业稳固和开拓市场，疫情对我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将进一步扩大。

（二）项目执行不确定性加大
在电力、基础设施、制造业、矿业等典型行业，海外投资项目受到的不利影响主要包括
劳工人员签证、入境受到限制。受项目设备、原材料进口、清关延迟等因素影响，工期延迟
刘艳：国际法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客户管理和市场开发部高级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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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比较普遍。在中国信保的调查中，82%被调查者表示项目建设/交付进展存在不同程度
延误，延误 1-3 个月的占比 69%，延误 3-6 个月的占比 16%，且有 52%被调查者表示希望与
业主协商变更合同条款，14%被调查者表示希望与金融机构商讨展延还款期，减少在建项目
受到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部分项目尚无法就延期达成一致。
（三）政治风险大幅上升
在疫情和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下，部分国家借题发挥，采取隐形手段进行干预或征收，海
外投资政府违约、间接征收等政治风险上升。在 WHO 宣布疫情构成 PHEIC 后，部分国别
在疫情持续期间或在疫情停止后的合理间内，如果东道国政府禁止或限制项目所需的中国人
员和/或货物入境，并将限制措施控制在合理必要的范围和时间内，东道国政府的行为可以
被认为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管理性行为，投资企业还可能面临难以被认定为征收的政治风险。
（四）商业风险普遍存在
受宏观经济下滑和疫情影响，外国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买家破产、项目延迟、终止的情
况增加，企业订单被取消、拒绝收货的商业风险有所上升，这都直接影响投资下游产业链的
持续性。

二、复合型投资模式的风险分析
（一）投资+F-EPC 模式
投资+F-EPC 模式是指，中资企业投资或参股项目公司，以项目公司为主体进行融资。
此模式包括三种情况：（1）承包商通过投小股，帮助业主解决项目公司资本金；（2）承包
商投入一定比例股份，参与项目管理，以更好满足融资方案设计要求；（3）企业通过投资
进行产能转移，并通过内保外贷等模式撬动资金来源。如在某国投资光伏、钢铁等生产企业，
一方面避免反倾销壁垒，另一方面降低融资和生产综合成本，平稳规避国家间的贸易摩擦。
（二）BT/BOT+F～EPC 模式
BT/BOT+F～EPC 模式下的项目主要由中方发起人统筹整体项目，通过股权收购、资产
收购、绿地投资及各类 BT/BOT 及其衍生形式承揽项目。此模式多适用于投资金额大且期
限长的电力、收费公路、铁路、地铁等基础设施项目、公用事业或工业项目，东道国与项目
企业间的系列法律文件是基础。在项目投资融资结构中，政府为项目控制主体，负责项目的
立项、特许权等授予；项目企业为执行主体，负责筹资、建设、运营及还本付息；发起企业
为风险承担主体，投入股本金启动项目，通过提供担保等方式进行融资；建设期资金多需要
银行参与提供。
（三）案例分析
2014 年，南亚某国拟开发建设该国最大的煤矿，同时，在该煤矿附近建设坑口电站。
中国某工程承包企业 A 与南亚某国企业 EP 以及东道国另外两家企业共同发起成立项目公
司。拟投资建设东道国 2X300MW 坑口煤电项目，总投资 12 亿美元，其中股本金 25%，其
余 85%建设资金拟通过融资方式解决。中资企业 A 作为项目持股股东的同时，也是电站的
EPC 承建方，负责电站的整体设计采购和施工，EPC 合同金额超过 7 亿美元，工作范围包
括设计、设备供货、土建安装和调试。项目的中国成分比例约为 80%，建设期约为 42 个月，
预付款比例为 EPC 合同金额的 15%。项目的投融资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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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是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在转型过程中走出去的典型案例，也体现了投-建-营一体化
的发展方向，即 EPC 承建商同时作为投资参股人参与，项目的融资来源既有来自中国的部
分，也有来自东道国的部分，项目建成后的运营成果由多方共同分享，与“一带一路”倡议共
建、共享、共赢的理念吻合。
该项目采用项目融资模式，担保主要依靠项目未来的收益，抵押担保安排遵循项目融资
的惯例操作，对每一项合同安排都要设置相应的担保措施，包括项目公司的资产抵押股权质
押和相关权益的转让，并按照国际电力项目通用性安排设置共管账户按排。根据银团的要求，
借款人大股东母公司就该项目提供额度不超过总预算 10%的追加投资担保，借款人也提供
偿债准备金账户，金额为未来一期还款金额。担保能力是否满足融资需求主要依靠项目的可
行性分析。
煤电一体是这个项目的一个特殊结构性风险。煤矿公司和电站公司为两家独立的项目公
司，其经营情况和盈利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响和牵制。因此，煤价和电价能够实现有效
传导，并保证两家项目公司均实现合理预期盈利是项目的前提。
在煤价方面，该国煤炭能源委员会通过一定程序调整煤价，使之反应煤矿的成本变化，
覆盖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最终将煤价传导给电站项目电费支付方。在电价方面，东道国电
力管理部门公布了该项目的前端电价方案。前端价格包含了燃料价格的变量部分及固定部
分，用以覆盖煤矿开采的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最终由该国输配电公司支付。在该项目下，
电价与煤价实现了较为合理的价格传导，燃料成本上升都将通过供煤协议和购电协议传导至
最终电费，只要购电方在电费支付方面正常履约，煤矿核电站均可实现正常运营和盈利。
本项目的核心是关于项目偿付能力的协议，包括 A 企业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特许权协
议”、“购电协议”和“执行协议”。对特许权协议，需要关注是否受本国 BOT 法保护、子协议
体系是否完整、是否有放弃主权豁免条款、承购条款是否清晰并与购电协议钩稽、支付违约
条款是否清晰可测算、直接协议条款是否清晰可执行等，还需要考虑通过海外投资险（违约
险）对特许协议提供信用保险保障。对购电协议，需要关注是否有照付不议条款、付款义务
是否无条件不可撤销、长期销售合同的期限是否覆盖还款期、是否有最低价格数量限制、与
执行协议的交叉违约机制是否可执行等，这些措施使私人财产权得到保障。对于执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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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争取由东道国政府的担保函，根据东道国政府的法律和惯例，可以通过签署担保函，或
者法律效力较弱的安慰函等，促使发挥好政府有效执行法律、提供政策支持的作用。
除了关注常规带资承建模式的全部风险，还需聘请专业律师参与基础协议的拟制和全程
谈判，以特许权协议（执行协议/BT 协议/BOT 协议）为基础，约定政府和投资人的权责边
界、利益分配原则、风险分担原则、争端解决机制、终止补偿方式、违约责任范围，明确特
许权协议与征地协议、原料供给、产品购买等子协议的关系，特别是各协议之间的勾稽关系，
明确交叉违约机制等。

三、从融资结构搭建规避风险的建议
（一）尊重商事合作基本逻辑
共建“一带一路”由具体的商事合作项目实现，商事合作追求互利共赢。宏观层面，国与
国之间的合作要平衡供给与需求、债务可持续与发展可持续、行业发展适度与项目轻重缓急；
微观层面，企业与企业之间要平衡风险与收益、担保能力与信贷规模，商务主体的履约能力、
偿债能力、行业地位、协调能力等，都构成了投融资模式搭建需要考量的要素。
每个海外投资项目都需要在商事逻辑下构建适合项目真实情况的投融资结构。例如，构
建 5 年期融资要匹配相应的经济性测算结果，PPP 模式要有东道国相应的法律体系支撑，农
业投资需要发起人深入了解对当地的气候土壤条件。因此，“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进，要在政
治合作的基础上，尊重经济法律和商业原理。
（二）有效整合项目信用资源
信用结构贯穿项目投融资结构的始终，体现了要素组合的特征。具体而言：（1）沿着
发起人脉络，需要了解项目公司、直接股东、最终控股方、自然持股人等树状图。（2）沿
着承包商脉络，需要了解母公司、分包商等施工团体。（3）沿着供应链脉络，需要了解采
购协议、销售协议、终端客户布局等资金回路。（4）沿着项目脉络，需要了解土地持有、
在建工程、相关权证、运营协议、保险协议等相关价值标的。将所有信用资源要素分析整合
后再设计信用结构，实现风险缓释。从实践经验看，担保资源不是的越多就越安全，能控制、
可执行、能变现才最为关键。
（三）推敲投融资方案配置
在项目谈判阶段，各方关注《简易保险融资方案》（以下称 TERM SHEET） 是目前有
效的做法，尽管 TERM SHEET 不具备法律效力，但该方案体现了投融资方案的核心要素，
可以通过几页文件展示投融资方案的结构、要点和要求，供融资参与各方结合诉求推敲投融
资方案的可行性，并进行优化完善，最终落地的投融资方案将转换为承贷、承保方案，基于
前期的多轮推敲，承贷、承保方案的信用结构会高度匹配，各类信贷保险条件设置也会更加
合理。
（四）构建沟通与协作机制
“一带一路”项目多数金额大、期限长、参与方多、结构复杂，信息不对称在任何商事活
动中都会存在。为提升沟通效率，保证各方预期和风险判断得到有效反馈，并在融资保险方
案中得到体现。融资银行和保险机构作为投融资方案的设计者和提供者，需要充分协商、联
合工作，并以企业为媒介采用与发起人、业主、政府、律所等有关各方的共同推进模式，如
实施联合会议、联合尽职调查、联合问题澄清等务实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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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综合运用保险和法律工具
根据项目各参与主体的法律关系，特别是项目融资类项目，诸多法律协议交叉覆盖了项
目链条的各环节，为保障无追索权的项目风险提供了保障。除了常用的账户质押、财产抵质
押等物权保障措施，对于政治风险、各类商业风险，还需要在当地或者我国购买保险，使项
目的风险形成闭环，使整个投资项目处于投资者可控、可预见的范围内。
例如，针对疫情期间无法就延期与业主协商一致的问题，业主或通过更换分包商等方式
解决延期的项目，企业后续涉及通过法律手段，主张不可抗力或出口信用保险索赔化解风险。
在中国信保关于建项目风险化解措施的调查中，7%被调查者表示将申请出口信用保险索赔，
尽管占比不高，但体现出口信用保险作为最后一道风险保障的作用。
综上，海外投资项目在前期商务谈判和融资过程中，就应秉持风险管控的理念，根据东
道国相关法律要求和项目特征，将风险管控的各类工具嵌入到投融资结构中，整合信用和商
务资源，提升海外投资项目的效率和安全性，保障我国海外投资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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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规则从强者优先向和谐共生演变的必然逻辑分析
代钰

摘要：与时俱进的国际规则是构建新时代国际法体系的基石。西方强权国家主导下的强者优
先的国际规则无法实现国际社会的永久和平和永动进步。世界各国需要另寻他路，中国贡献
中国智慧：“一带一路”建设是以和谐共生为本位的伟大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社会
实现和谐共生的最佳途径。
关键词：国际规则、强者优先、和谐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逻辑
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1

在世界疫情的冲击下，全球经济形势下滑，国际政治局面动荡。在西方强权国家的肆
意抹黑和全线围堵之下，原有的国际规则沦为强权主义国家的工具。新型大国的崛起促使发
展中国家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目标转变：从争取制定规则的表决权份额转为引领国际规则的
创新和改革。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冲破霸权的禁锢，构建新的国际法体系，倡导新的与时俱进
的国际规则。在动荡中求和平、谋发展，实现国际社会的永动进步与持久和平。
本文通过国际规则的理论分析，阐述强者优先的固有弊端，突出和谐共生的优势并展望，
阐明世界规则从强者优先向和谐共生演变的思想渊源、事实依据，得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
谐共生的最高表现形式。

一、国际规则
（一）国际规则的概念分析
国际规则是指对世界各国国际行为和国际互动有约束力的规定、原则、规范和制度。国
际规则可作狭义和广义理解。狭义的国际规则是指对国家行为和国际互动有约束力的规定，
广义的国际规则除了指令性规定，还包括指导性原则和规范，以及各种制度性安排。2
古今中外对国际规则有不同的定义。赫德利·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
、
研究》定义规则为 “要求或准许某一类人或团体以某种特定方式行为的一种指令性原则”。
3
克拉斯诺将国际机制定义为“在国际关系特定领域里行为主体愿望汇集而成的一整套明示
或暗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4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有关国际关系特定问题
领域内经由政府同意建立的有明确规则的制度”5简言之，国际规则是调整国际法主体的单方
行为以及主体间的互动行为的根基。
1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20 日，
第 2 版。
2
潘忠岐.广义国际规则的形成、创制与变革，国际关系研究,2016(05):3-23+152-153.
3
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p. 54.
4
Stephen Krasner，“Structural Causes and Ｒegime Consequences: Ｒ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 36，No. 2，Spring 1982，pp. 185 ～ 205. Stephen Krasner，ed. ，
International Ｒegimes，Ithaca，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p. 2.
5
Ｒ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Theory，
Boulder，CO. : Westview Press，1989，p.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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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规则的表现形式因分析角度不同而不同。布尔从维持国际秩序的角度将其分为三
类，当今世界政治中“根本性或宪政性的规范性原则”，国家间的“共处规则”，“管理国家间
合作的规则”。奥诺夫在《我们缔造的世界: 国际关系中的规则与统治》从功能的视角，将
规则区分为指导性规则、指令性规则和承诺性规则。阿姆斯特茨将其概括为政治规则、经济
规则、法律规则和道义规则。6科恩分为 7 类: 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文协定、非约束性成文协
议、君子协议、精神协议、默契协议、纯粹的默契协议和相互自我克制。7
从国家是否平等的角度下，国际规则可以分为不平等的强者优先规则和平等的和谐共生
规则。不平等的强者优先规则下，强权国家选择社会制度相近、国家利益趋同的国家进行阶
段性的合作，对其余国家进行霸权封锁。毫无包容性的恶性竞争是强者优先规则的基本表现。
平等的和谐共生规则是指兼顾世界各国的整体利益，谋求国家共同发展。宏观层面，世界局
势不由单一强国决定，更因两国关系而突变，而是受制于多个国家影响。微观层面，一国对
他国定位不局限于政治因素而简单划分伙伴关系或敌对关系。
（二）与时俱进的国际规则
国际规则同国际法相互影响，实现从外交到法律的历史演进。美国国际法学者路易斯·亨
金(Henkin)认为:“就国家间关系而言，文明的进步可以被视为从武力到外交，再从外交到法
律的历史演进。”8国际法是国家相互关系上行为的规范，9是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加以规范的
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10是对国家在它们彼此往来中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则的总体。11国
际法和国际规则都以独立国家为前提，形成于国际交往过程中，作用于国际秩序。国际法具
有法律性和普遍性，“共同同意”是国际法作为法律体系的依据。12国际规则易受国家实力对
比的影响，易于改变，预示着国际法的发展导向。因而要善用国际规则，制定国际法，建立
与时俱进的国际秩序。
正如我国著名国际法学者周鲠生先生所言，每一个时代凡属有许多国家并立，互相交往，
自然就有适应这个时代社会经济制度的国际交往规则或习惯产生。13众所周知，国际社会在
可预见的未来不会产生高于国家主权的最高权威。在此条件下，国际规则的主要制定者是主
权国家，国际规则的合法化需要诸多国家的认同与实践。而在强者优先规则下，强权国家是
国际规则的制定者，非强权国家只是参与者。迫于霸权的认同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只是暂
时的妥协，造成后续的矛盾累积。随着大国的崛起与强权国家的衰落，世界迫切需要可以解
决全球矛盾的新的国际规则。
国际规则必然走向和谐共生。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
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
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
14
推动国际规则变革的力量主要来自四个方面：首先是单一国家能力的局限，全球化之下各
6

Mark Amstutz，The Ｒules of the Game: A Primer on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08.
7
Ｒaymond Cohen，“Ｒules of the Gam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 24，
No. 1，March 1980，pp. 129 ～ 150.
8
Louis Henkin，How Nations Behave: Law and Foreign Policy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 ，
p. 1．
9
周鲠生: 《国际法》，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 页。
10
王铁崖: 《国际法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 页。
11
奥本海：《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 页。
12
奥本海：《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 页。
13
周鲠生:《国际法》(上卷)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40—41 页。
14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015 年 10 月 12 日) ，载《人民日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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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处于世界分工的不同阶段且受制于物资、技术局限。其次是全球公共危机的威胁，新冠疫
情是全人类生存的挑战，正如环境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再次是世界经济有效循环的需要，
强国的垄断和封锁只造成经济的倒退，没有受益国。最后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推动国际社会
融合，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用科技越过了距离的障碍，未来会用文化的包容性越过经济、政
治的阻碍。

二、不平等视域下强者优先的国际规则
强者优先的国际规则是指强权国家凭借国际地位优势，无视他国的生存发展需求，推行
霸权主义。基于利己主义将世界诸国划分为本国、他国，选择社会制度相近、国家利益趋同
的国家进行阶段性合作，对其余国家进行霸权封锁，以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毫无包容性的
畸形竞争是强权国家实现霸权的必经之路，也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弊端。
（一）强者优先国际规则的概念分析
强者优先最先源于生物进化。在《物种起源》
（1859 年）一书中，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提出进化是通过自然界中的自然选择实现的，即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后被搬入人类社会，产生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物界的自然选择曲解为人类
生存斗争，强套于凭借主观能动性发展的人类文明社会，表现为自由放任的社会达尔文个人
主义和社会达尔文种族主义。该思想可以追溯到赫伯特·斯宾塞，他认为宇宙间存在一种力
的永恒，人类社会只能顺其自然，强者应当存活，弱者该当死亡。个人剥削、国家侵略、种
族迫害被解释成正常的人类生存斗争。
美国“强者优先”规则是以残酷竞争为特征的秩序。十九世纪末期，美国处于新的工业化
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借势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需要完全自由的市场，而完全自
由的市场必然会产生恶性竞争。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规则的建立需要该思想的支持。早在
1850 年，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就提出：竞争确保了“适者生存”。
耶鲁大学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认为只要没有政府和改
革家的干预，激烈竞争就能促进社会进步。援助社会中的失败者只能造成不适者生存的结果。
萨姆纳曾说：“贫民窟的酒鬼就该呆在贫民窟，大自然也是用这种方法和过程淘汰不适者
的。”15
此次美国抗疫迟缓、举措不当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作祟。首先，对美国国内而言，个
人的自由高于集体的生命权，广大人民的生命利益是可以被“进化”掉的。其次，在国际上，
美国抹黑打压任何抗疫成功的国家，而不是团结国际社会，共同抗疫。
（二）强者优先的弊端：恶性竞争与战争
急于实现帝国梦的美国忽视了霸权的弊端。首先，恶性竞争必然导致极度不平等。社会
达尔文个人主义认为，资本家是强者，劳动者是可以任意剥削的弱者，不平等的地位是自然
淘汰的手段。恶性竞争必然伴随对劳动者的剥削压榨，随之出现罢工游行、暴力事件、种族
歧视。萨姆纳曾说：“贫民窟的酒鬼就该呆在贫民窟，大自然也是用这种方法和过程淘汰不
适者的。”其次，恶性竞争必然导致国家对外扩张。恶性竞争导致商品累积、国内市场饱和，
为开辟他国市场，必须进行侵略扩张。同时，为掩饰资本主义弊病、缓解国内阶级矛盾，美
国便借用社会达尔文种族主义将国内矛盾转移为国际矛盾，将侵略战争包装为正义之战。
2015 年 10 月 14 日，第 1 版。
15
【美】保罗·S.博耶：《美国简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年 8 月版，第 2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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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规则的国家竞争转为武力战争，无边界的强权自由转为单边霸权。美国前期资本累积
与后期商品输出都是以战争为手段实现的。美国 1776 年《独立宣言》建国，1783《巴黎和
约》美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后，迫不及待地开始西进运动——在美洲大陆上掠夺地盘并对印度
安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最为讽刺的是《独立宣言》和该种族灭绝政策出自“美国民主之
父”托马斯·杰斐逊。而后美国渐渐地不满足于在北美大陆上的扩张，为巩固其帝国地位转而
对亚非拉美多次发动侵略战争。16
美国常以“威胁论”渲染他国对世界的“危害”，以“保障人权”顺利变成“正义之师”。然而，
美国实力早已居于世界之最。在经济上，根据 2014 年的数据统计，世界 500 强企业中美国
拥有 128 家居世男第一。美国国内注册的跨国公司数量居于世界首位。军事上，美国总统特
朗普的“建设更好的美国”2020 财年预算案中军事支出增幅近 5%，是预算增幅最大的领域之
一。文化方面，美国一直讲求“天定命运”、“美国自信”，强调美国文化自身的优越性，掩盖
美国文化里的侵略性和不谦容性，使得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日益严重、阶级冲突日益加剧。
在科幻小说中所反映出来的扩张主义已经从地球发展到太空﹐比如好莱坞拍摄的《飞侠哥
顿：征服宇宙》的系列电影。
就“威胁论”而言，美国一贯坚持“亚利安人”优越论、“黄祸论”。究其实质是沙皇俄国、
德意志帝国、美帝国对中华的侵略，是一份份不平等条约。就“保障人权”而言，正如 1977
年美国总统卡特所说，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灵魂。美国在全球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
推行其霸权主义。将个人权利置于国家权力域外，翻过了国家主权的城墙。然而，人权是有
国界的。疫情期间，中国接回小留学生，给国外的中国人民无偿的抗疫物资，以国家名义向
其他国家进行医疗援助，这都是中国保障人权的措施。
贸易战、人权战都是美国推行霸权的借口，以短浅的目光实现暂时性的美国利益最大化。
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抗击疫情迟缓，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化。由此可以看出强权国家的“强者
优先”路径不适应国际社会的进程。在疫情面前，在人类共同面对的公共危机面前，没有国
家强弱之分、种族优劣之分，人类终将命运一体。

三、平等视域下和谐共生的国际规则
莱斯特·沃德（Lester Ward）在《动态社会学》（1883 年）中提出：“相对进化单位不是
个体而是社会本身。社会进步的实现，不是通过最大化竞争和任由失败者自生自灭，而是需
要实现无论贫富的所有人的康乐。”平等的和谐共生规则是指兼顾世界各国的整体利益，谋
求国家共同发展。宏观层面，世界局势不由任一强国决定，更不会仅仅由两大国关系而突变，
而是受制三个即以上国家影响。微观层面，一个国家对待另一国家不可简单划分友好国家或
敌对国家。
当今世界，新兴大国同老牌强国之间，为国际规则的制定权进行摩擦互探，并在摩擦碰
撞中萌生新机。国家间的碰撞摩擦是走向和谐共生的必经之路，世界矛盾沿着 6C 轨迹循环
往复、曲折前进，从恶性竞争转为良性竞争、合作。17究其实质是国际规则如何充分顾及世
界各国的利益，实现和谐共生，是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挑战。
（一）和谐共生国际规则的概念分析
16
美国发动的战争：美墨战争、美西战争、美墨战争、美菲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猪湾事件、入侵
柬埔寨、入侵格林纳达、空袭利比亚、袭击伊朗、古巴导弹危机、巴拿马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
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
17
6C 律，即矛盾—冲突—磋商—妥协—合作—协调—新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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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的经验是兼顾、共同发展。用于国际社会，就是和谐共生。在国际规则的制定
中，兼顾世界各国的整体利益，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使得多数国家得以发展。随着大
国的崛起和老牌强国的衰落，世界各国处于多方牵制的多元关系模式。宏观层面，世界局势
不由任一强国决定，更不会仅仅由两大国关系而突变，而是受制三个即以上国家影响。微观
层面，一个国家对待另一国家不可简单划分友好国家或敌对国家，世界各国终将多方牵制、
和谐共生、紧密合作。国家间关系的基本点在于国家之间的合作共赢。不分强弱、皆可合作。
西方帝国正趋衰落。近年来，美国接连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
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撕毁《巴黎协定》、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中导条约》、《开放天
空条约》等国际条约；制定干涉他国的国内立法，如“中东和平新计划”、“香港人权与民主
法案”等。凭借军事、经济、文化上的实力向国际社会施压，妄图制定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
规则，将各国置于美国国内法的管辖之下。这也恰恰预示着美国“帝国梦”的破碎。美国不再
是世界规则中独一无二的制定者，美国比以往更加孤立。一个国家的恣意妄为不会阻挡国际
社会的进步，反而会被国际社会所淘汰。
美国的帝国梦和中国的大国梦背道相驰。美帝国梦集中于美国一国利益的最大化，中国
的大国梦追求共生、共发展。大国担当下，强国发挥的是领导力，而非霸权。领导力下的全
球化是全球的多边主义，国家实力和大国担当决定国际地位，建立在国家主权平等之上。霸
权下的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单边主义，国家实力决定国际地位，建立在国家主权不平等的基础
之上。世界各国互相尊重主权，共创多方面合作的可能性，才可以实现真正的全球化。
和谐共生是托帕累托最优理论的实践。托帕累托最优理论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
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
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依据此理论，将世界资源的分配模式
达到一种理想状态，世界各国互通有无，实现世界事务的话语权的公平和经济发展的带动。
该理论的优点在于不损失各国的既得利益，在发展中实现各国多方牵制。各国积极寻求
合作机遇，发挥各自优势，尊重各自发展道路选择。立足于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基本国际
关系准则，聚焦于各国发展实际与现实需要，着力于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
（二）和谐共生的优势：改革开放与“一带一路”建设
为何中国可以和平崛起？可以抗疫成功？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给国民以国家保障。同美国的崛起相比，中国的复兴没有侵略任何国家。改革开放的成
功之处在于内需、外需两驱动，兼顾所有人民的利益，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
中国的国家保障使得中国没有贫民窟；中国能抗疫成功。
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是和谐共生的实践。“一带一路”建设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
各国是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不同性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具体的战略诉
求与优先方向不尽相同，但各国都希望获得发展与繁荣，这便找到了各国共同利益的最大公
约数。将一国的发展规划与他国的战略设计相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便成为各国实现双赢多赢
的重要前提。“一带一路”建设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
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一带一路”建设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首先，得到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
截至 2020 年 1 月底，已经有 138 个国家和 30 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 200 份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18其次，得到众多国际组织的理念认同。“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合作理念已被写入
18

摘自一带一路网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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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的成果文件。最后，得
到各国的国内措施对接。如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

四、和谐共生的最高表现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崛起预示着国际力量的对比正面临变化。2018 年 3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
宪法。19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国和谐共生的中国方案，以全人类的福祉利益作为最本质的目
标。人类命运共同体讲求主权平等、责任共担，寻求合作、开放包容，应对危机、永动循环。
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建立义利合一的国际规则，为人类发展寻求长久之计。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分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所在，首先是中国对国际新形势的应答。中国一贯坚持“天下为
公、协和万邦”的思想20，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更是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展外交。中国
的崛起没有侵扰周边国家，没有压榨本国国民，而是依靠党凝聚了全国人民的向心力，赢得
今日国际地位。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探索的脚步伸向无限未知，许多国际问题已然是
全球问题。只有和谐，才能共生。
其次是中国对“自由人联合体”的继承与创新。1848 年《共产党宣言》中描绘的奋斗目标是:“代
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
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1最后是中国对中西方思想的融会贯通。共同体的
思想在西方也早已存在：古希腊的城邦共同体、基督教的神的共同体、世俗国家的王的共同
体、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民共同体，及至启蒙运动以来的契约共同体，都是共同体的探索实践。
在现代西方共同体思想中，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把共同体划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
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三种形式，以此反映人类社会的共同体从低级到高级的动态演进过程。
2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建立符合全人类的福利体系的国际规则。在长期的国际关系发
展中，强权国家贯彻强者优先，主要以竞争者的角色参与全球化，致使国际关系偏向于竞争
体系，而非全人类的福利体系。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垄断在强权国家手中，
建立新秩序的不同类型的国家用不同的方式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
只关注于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但仅仅从个别国家的角度把握人类的发展方向，已经不能符
合现在的国际需求，更无法应对人类发展所面临的生存与发展的挑战。早在 1974 年 4 月，
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共同推动联合国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
《行动纲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规则制定的另一个高峰。它跨越了国境、种族，以实
现全人类的福祉为最终目标，将全人类重新团结在“人类”的未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特之处，首先是主权平等、责任共担。国际体系目前不能揭开国家
的面纱，国家仍然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活动者，但他们却也正在某种程度上面临主权渗透与
捍卫主权的难题。国际社会是一个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没有主权保障人权的实施便
无法落实一国国家责任，更无法实现人道主义援助。其次是寻求合作、开放包容。将当今世
19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第 12 段。
语出《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语出《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21
〔德〕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载 《马列著作选编 ( 修订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26 页。
22
斐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和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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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以东西、南北经济划分。东西注重制造新需求，以科技合作刺激世界市场的更新。南北注
重经济扶持，实现产业链的更新。东西南北各自发挥优势，实现良性合作。多多寻求合作机
遇，不以经济封锁、垄断为手段，共同营造良好的合作氛围。最后是应对危机、永动循环。
在“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不分种族、国家与宗教背景，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
事外，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高枕无忧。只有各国共进退，方可让世界上所有人民免受疾病国际
传播之害。当冠状病毒蔓延全球，国家整体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相一致。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图景
此次世界疫情是强者优先同和谐共生又一次较量。美国一贯遵循强者优先思想，追求无
限的财富积累和极度的权力扩张。疫情中，对内将国民的自由置于生命之上，忽视国民的生
命安全，放纵个人自由。对外拒绝对世界卫生组织进行财政支持，拒绝同其他国家达成抗疫
战线，肆意抹黑抗疫成功的国家，试图再次将祸水东引。
而中国忙于对世界各国的抗疫支援。中国政府已宣布向 83 个国家及世卫组织、非盟等
提出援助，包括检测试剂，口罩等医疗物资；向世卫组织提供 2000 万美元，支持其开展抗
疫国际合作；中国的地方政府、企业和民间机构，也向疫情严重国家施以援手。23种种举措，
皆显示中国的共同体思想。新冠疫情应作为中美关系的破冰口，而非是两国贸易战的升级。
中美两国要协力合作促使两国良性竞争，建立和谐的国际竞争关系，而非“修昔底德律”的战
争。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两国和谐共生。
1950 年至 2016 年，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款 4000 多亿元人民币，今后将继续在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加大对外帮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年均在 30%以上。未来 5 年，中国将进口 8 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 6000 亿美元的外来投资，
中国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 7500 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 7 亿人次。这将为世界各国发展带
来更多机遇。24
目前，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碰撞仍在持续。可在“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
不分种族、国家与宗教背景，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高枕无忧。只有
各国共进退，方可让世界上所有人民免受疾病国际传播之害。当冠状病毒蔓延全球，国家整
体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如何权衡？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个方案，也是一个答案。

结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跨越了国境的理念，挑战国家的义务界限。当今的国际规则，不再仅局
限于单一国家的整体利益，保障国民利益和推动人类发展是每一个文明国家的责任。一国主
权是保障人民利益的底线，是资金、思想、技术、商品和人员的流动的动力，而非阻力。国
际社会是一个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相互依赖的国际秩序、经济、环境以及医疗救助
等等。
国际规则必然从强者优先走向和谐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谐共生的最高表现形式。
捍卫国家主权至上，维护国家平等国际地位，实现各国多元发展，最终走向人类命运一体。
坚决反对战争，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积极促成国家间的有效对话，实现和平与发展。
23

摘自 2020.3.26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外交部副部长罗照辉讲话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20
日，第 2 版。
7

24

752

世界各国致力于全人类的利益福祉，实现人类的永动进步。简言之，世界各国必然走向包容
性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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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协定书》第 15 条与美欧“市场导向”标准视角下的中国“市场经济
地位”问题及应对之策
陈星宇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北京

摘

100044）

要：在 2016 年中国入世过渡期满 15 年后，学术界与实务界就《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15 条的法律效力展开激

烈争论，主要分歧为中国是否在第 15 条（a）款（ii）项中“替代国”方法到期终止之时自动取得市场经济地位。
本文认为“替代国”方法属于反倾销领域的技术性问题，不应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本身直接划等号，实际上，需要
首要关切应是“替代国”方法这一歧视性待遇是否真正终止，其次才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否被广泛承认。近年
内，逆全球化趋势席卷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肆意横行，美国与欧盟通过新的“市场导向”标准持续挑战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又一次被推上国际社会的风口浪尖，并呈现出新的复杂情势。对此，
中国需要在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双层视角下积极应对，维护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入世议定书》第 15 条；“替代国”方法；市场经济地位；市场导向标准；市场经济待遇

引言
市场经济地位是一个经济学上的专业名词，表示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状况。根据市场经济在国家经济中发挥的
作用，以及政府对国内经济的干预程度，一般将国家分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Full Market Economy Status，简称MES)
和非市场经济国家（Non-Market Economy，简称NME）。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源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
（以下简称《入世议定书》）中的第15条规定。2001年，中国为了加入世贸组织，在入世谈判中做出妥协，接受了
部分歧视性待遇条款，其中《入世议定书》第15条是中国入世“三大不利条款”中时效期最长的一项，又被称作“日
落条款”。根据第15条规定，在中国入世过渡期满15年后，其他 WTO 成员国应停止在反倾销调查中对中国使用“替
代国”价格比较方法。《入世协定书》第15条下的“替代国”方法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存在什么联系呢？由于“替
代国”方法往往与被调查国的市场经济状态挂钩，通常被视作非市场经济方法。随着2016年《入世协定书》第15条
（a）款（ii）项中“替代国”方法到期终止，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瞬间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与国
家间政治经济博弈的关键问题。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为《入世议定书》第15条的法律效力问题。第15条（a）
款（ii）项中的“替代国”方法在2016年12月11日到期终止后，中国是否自动取得市场经济地位，其他 WTO 成员
国又是否可以依据国内法否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从而继续对中国使用“替代国”方法；第二层面为美国与欧盟等国
家持续挑战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从2016年至今，美国与欧盟等国家不断有针对性地扩充其国内法中“市场导向”
标准的内涵，以此延续使用“替代国”方法，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的操纵下，原本仅涉及反倾销领域的市场
经济问题逐渐延伸至反补贴、国有企业领域，并以“毒丸”条款（poison pill）的形式被写入区域贸易协定中，2020
年的最新趋势显示美国甚至企图将其主导的八项市场导向标准发展为WTO体系下的多边贸易规则，以达到“借WTO
之手”来否定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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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入世协定书》第 15 条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事实上，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一直是 WTO 法律体系下的遗留问题，所有的 WTO 法律文件都没有明确规定市场
经济地位的概念与界定标准，只在反倾销规则中提及“市场经济条件”（market economy condition）这一词汇，即
以“替代国”方法作为对不具备市场经济条件的国家反倾销调查的价格比较方法。由于 WTO 成员国长期将中国视
作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在入世谈判时同意将第 15 条写入《入世协定书》。2016 年 12 月 11 日，第 15 条中的“替
代国”方法到期终止，但对于中国是否因此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争论并未落定尘埃。
（一）《入世协定书》第 15 条下的“替代国”方法
《入世议定书》第 15 条主要用以在对中国进行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中“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
（Price
comparability in determining subsidies and dumping）。1第 15 条共包含（a）（b）（c）（d）四款，其中（a）款和（d）
款对中国的市场经济条件有所涉及。
1. 第 15 条（a）款
WTO 成员国在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可对第 15 条（a）款中提供的两种价格比较方法进行选择，两种价格
比较方法分别规定在（a）款（i）项与（a）款（ii）项中。2第一种方法为如果中国出口企业能明确证明国内相关产
业具备市场经济条件，那么外国进口国在确定价格可比性时，应（shall）使用受调查产业在中国的价格或成本；第
二种方法为如果中国出口企业不能明确证明国内相关产业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外国进口国则可以（may）按具备市
场经济条件的第三国或第三方的价格或成本作为计算基准，此种方法亦被称作“替代国”价格比较方法。在这种情
况下，中国出口企业将承担较大风险，一方面，中国企业负有证明国内相关产业具备市场经济条件的举证责任；另
一方面，如果中国企业举证失败，进口国的调查机构则会使用“替代国”方法，通常情况下调查机构会选择价格或
成本相对较高的第三国作为价格比较的“替代国”，这样更容易得出中国产品存在倾销的结论，以“替代国”方法
计算出的倾销幅度远远大于实际情况，中国出口企业也不得不因此缴纳更高的反倾销税。
2. 第 15 条（d）款
根据第 15 条（d）款规定，在中国入世期满 15 年后，其他 WTO 成员国不能再以“替代国”方法作为对中国
反倾销调查的价格确定方法。3该款规定了（a）款（ii）项“替代国”方法的有效期限，意味着在中国入世过渡期满
后，无论中国出口企业能否证明国内的相关产业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其他成员国都不得再对中国使用第 15 条（a）
款（ii）项下的“替代国”方法。
（二）《入世协定书》第 15 条解读观点之争
由于《入世协定书》第 15 条规定存在模糊空间，国内外学术界对第 15 条的法律效力产生了激烈的法律争论，
争论的焦点问题为：第 15 条是否规定了中国在入世 15 年期满之日起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基于不同观点，学界
与政界主要分为“自动取得论”与“国内取得论”两大阵营。
1. 自动取得论
支持“自动取得论”的学者认为在第 15 条（a）款（ii）项中“替代国”方法到期终止后，中国将自动取得市
1
2

3

《入世议定书》第 15 条的标题为“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
《入世议定书》第 15 条(a)款规定：“在根据 GATT1994 第 6 条和《反倾销协定》确定价格可比性时，该 WTO 进口成员应依据下列
规则使用接受调查产业的中国价格或成本，或者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i) 如受调查的生产者能够
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 WTO 进口成员在确定价格可比性时，
应使用受调查产业的中国价格或成本。(ii) 如受调查的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
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 WTO 进口成员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
《入世议定书》第 15 条(d)款规定：“一旦中国根据该 WTO 进口成员的国内法证实其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则 (a) 项的规定即应终止，
但截至加入之日，该 WTO 进口成员的国内法中须包含有关市场经济的标准。无论如何，(a) 项 (ii) 目的规定应在加入之日后 15 年
终止。此外，如中国根据该 WTO 进口成员的国内法证实一特定产业或部门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 (a) 项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不得
再对该产业或部门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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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地位，届时，其他 WTO 成员国不能再对中国使用“替代国”方法。另外，从 WTO 法律体系下的其他反倾
销规则来看，WTO 成员国也无法再以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为由对中国使用“替代国”方法，中国出口企业将在
反倾销调查中享受和其他成员国出口商一样的平等待遇。
有学者指出除了《入世协定书》第 15 条，能对中国使用“替代国”方法的法律依据还有 1994 年《关税与贸易
总协定》（简称 GATT 1994）第 6 条第 1 款注释 2 与 WTO《反倾销协定》（简称 ADA）第 2 条第 2 款。4ADA 第
2.2 条主要针对市场经济国家，如果其他国家在否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基础上再以 ADA 第 2.2 条启动“替代国”
方法显然无法逻辑自洽，而 GATT 1994 第 6.1 条注释 2 适用条件苛刻，证明中国达到要求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
从 WTO 法律的角度来看，中国入世期满后几乎不可能再以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为由对中国使用“替代国”方法。
另外，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 Henry Gao 从第 15 条文本的形式逻辑上分析，认为虽然第 15 条未直接规定中国在 2016

5

年 12 月 11 日后自动取得市场经济地位，但第 15 条（a）款（ii）项中的歧视性待遇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
挂钩，歧视性待遇到期终止自然就意味着获得了相对的市场经济地位。6
2. 国内决定论
支持“国内决定论”的学者认为第 15 条（a）款（ii）项到期终止并不意味着中国自动取得市场经济地位。根
据第 15 条规定，虽然“替代国”做法在 2016 年 12 月 11 日之后应当终止，但由于该条款尚未规定中国由此获得
了所有 WTO 成员国对其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故在中国入世期满后其他 WTO 成员国还能以国内法或政治经济决
策来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进行认定，并以此作为继续使用“替代国”做法的法律依据。
欧洲律师 Bernard O’Connor 认为《入世议定书》第 15 条没有明确规定中国在入世期满之时自动取得市场经
济地位，第 15 条（d）款规定的是（a）款（ii）项的法律效力期限，在（a）款（ii）项失效后，第 15 条下的其他
款项仍具效力，将（a）款（ii）项的失效日理解为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生效日是一种误解，不符合国际条约的解释
原则。7还有学者指出第 15 条没有规定其他 WTO 成员国在中国入世期满后必须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义务，中
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应由 WTO 成员国自行认定。8另外，Jorge Miranda 曾提出“举证责任倒置”观点，认为在中国入
世期满 15 年之时将发生举证责任的倒置。9Miranda 还指出《入世议定书》第 15 条是针对中国的特别条款，特点是
以个例与事实相结合的方式来处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此种方式无法产生中国自动取得市场经济的法律效
果，无论是从第 15 条本身，还是在 GATT-WTO 反倾销领域的相关案例中都找不到“自动取得市场经济地位”观点
的法律支撑。有学者不赞同“举证责任倒置”观点，但同时指出第 15 条（d）款并未禁止使用所有歧视性待遇，因
此在中国入世期满后以其他形式使用“替代国”办法等非市场经济办法是合情合理的。10
（三）本文观点
本文仅认同“自动取得论”和“国内决定论”中的部分观点。“替代国”方法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两
个不同的问题，不能直接划等号，但由于两者联系紧密，将市场经济地位和“替代国”办法强行割裂开来未免有形
而上学之虞。11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自动取得问题上，本文赞同“国内决定论”的部分观点，即“替代国”

1994 GATT 第 6 条第 1 款注释 2（Note 2 AD Article VI：1）内容为：“各方认识到，在进口产品来自贸易被完全或实质上完全垄
断的国家，且所有国内价格均由国家确定的情况下，在确定第 1 款的价格可比性时可能存在特殊困难。在此种情况下，进口缔约方
可能认为有必要考虑与此类国家的国内价格进行严格比较不一定适当的可能性。”
5
See Christian Tietje, Karsten Nowrot, “Myth or Reality? China’s Market Economy Status under WTO Anti-Dumping Law after 20
16”, Policy Papers on Transnational Economic Law, p.2-12 (2011).
6
See Henry Gao, If You Don’t Believe In the 2012 Myth, Do You Believe In the 2016 Myth? Nov 30 , 2011, available at https://
worldtradelaw.typepad.com/ielpblog/2011/11/if-you-dont-believe-in-the-2012-myth-do-you-believe-in-the-2016-myth.html. visited on 4 M
ay 2020.
7
See Bernard O’ Connor, “The Myth of China and Market Economy Status in 2016”, available at http:// worldtradelaw.typepad.com/f
iles/oconnorresponse.pdf. visited on 4 May 2020.
8
See Laurent Ruessmann, Jochen Beck, “2016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n NME Methodology to Chinese Producers in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Global Trade and Customs Journal, p.457-463(2014).
9
See Jorge Miranda, “Implementation of the 'Shift in Burden of Proof' Approach to Interpreting Paragraph 15 of China's Protocol of
Accession”, Global Trade and Customs Journal, p.94-103(2014).
10
See Theodore R. Posner, “A Comment on Interpreting Paragraph 15 of China’s Protocol of Accession by Jorge Miranda”, Global
Trade and Customs Journal, p.146-153(2014).
11
参见葛淼：《论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自动取得——对落日条款的内在逻辑分析》，《生产力研究》2019 年第 7 期，第 1-9+161 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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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终止并不意味着中国自动获得了所有 WTO 成员国对其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在“替代国”方法的终止问题
上，本文赞同“自动取得论”的部分观点，即入世期满后 WTO 成员国将不得再以认定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为由
对中国使用“替代国”方法。与此同时，“自动取得论”和“国内决定论”中均有不合理的观点。
从第 15 条的文义出发，《入世协定书》第 15 条对中国是否在入世期满后自动取得市场经济地位语焉不详，将
第 15 条视作中国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法律基础欠妥，但这不意味着其他 WTO 成员国可以依据国内法或政治经济决
策来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进行认定，并以此作为延续使用“替代国”方法的依据。第 15 条明确规定了在入世期
满后 WTO 成员国应当停止以中国生产者不能证明产业的市场经济条件为由在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办法，
其他 WTO 成员国必须严格履行其承诺义务。换句话说，在 2016 年第 15 条（a）款（ii）项到期终止后，即使中国
出口企业不能证明其市场经济地位，WTO 成员欲使用“替代国”方法，也只能援引其他 WTO 条款，12而 GATT 1994
第 6.1 条注释 2 的门槛较高，几乎无法达到，因此再以合法途径对中国使用“替代国”方法的可能性非常小。中国
驻 WTO 大使张向晨曾指出“WTO 规则并没有关于市场经济的定义，世界上没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市场经济标
准。WTO 规则没有赋予任何成员方以自己的国内标准作为市场经济标准的权利”。 “国内决定论”以国内法或政
治经济决策来认定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在此基础上继续使用“替代国”方法的做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按第 15 条的文义解释，中国并未在入世期满时自动取得市场经济地位，但并不意味其他 WTO 成员国的认可是
肯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必要条件。WTO 法律体系下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一国经济体制是
否已达到完全市场化标准的问题，而是反倾销方面的技术性问题，仅在反倾销领域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 13认定中
国具有非市场经济地位与使用“替代国”做法应属于条件与结果的关系，前者为后者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并且附有
15 年的期限。15 年期限到来之前，满足条件将必然导致结果的发生。15 年期限到来后，即使满足条件，WTO 规
则强制结果无法发生。即使结果发生了，也并非由认定中国具有非市场经济地位这一条件导致的，此时认定中国具
有非市场经济地位这一条件便不再有存在的价值。14 WTO 上诉机构在 DS397 案件中也明确《入世议定书》第 15 条
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本身无关。15因此，本文认为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替代国”方法这一歧视性待遇是否真正地
终止适用，在这一前提下，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否被广泛承认显然并非首要问题。
然而美国与欧盟并不这么认为，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国家是“国内决定论”的坚定拥护者。目前 WTO 体制
下的法律规则对于市场经济地位的概念与界定仍处于空白状态，美国与欧盟等国家利用了这一点，在入世期满后不
仅没有终止使用“替代国”办法，反而针对中国的经济体制特点不断扩充其国内法中市场导向标准的内涵，以此对
中国延续使用“替代国”方法等非市场经济办法。

二、矛盾升级：美国与欧盟持续挑战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在中国入世期满后，部分支持“国内决定论”的国家并未遵守《入世协议书》第 15 条对中国停止使用“替代
国”办法，由于全球经济持续萎靡，贸易保护主义滋生，滥用“替代国”方法逐渐成为逆全球化趋势下的普遍现象。
在美国的操纵下，市场经济地位这一概念被写入区域贸易协定中，从反倾销领域延伸至反补贴、国有企业领域，甚
至存在发展为 WTO 体系下多边贸易规则的可能性。下文将对美国与欧盟立场进行梳理与解读，分析美国与欧盟持
续挑战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背后的实质目的。
（一）欧盟立场---新《反倾销基本条例》“市场扭曲”界定标准
2017 年 12 月 19 日，欧盟正式颁布了《反倾销基本条例》修正案（EU2017/2321），取代原来的《防止来自非
欧盟成员国倾销进口产品》（EC1225/2009）。欧盟新的立法旨在解决《入世议定书》第 15 条到期后中国在反倾销

12
13
14
15

See Watson, K., “Will Nonmarket Economy Methodology Go Quietly into the Night?: U.S. Antidumping Policy Toward China afte
r 2016” , Oct 28 2014, Cato Institute Policy Analysis,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2563404. visited on 4 May 2020.
同注 7
参见左海聪,林思：《2016 年后反倾销领域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法学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157-174 页。
参见张乃根：《<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15 段的条约解释——以 DS397 和 DS516 为例》，《法治研究》2017 年第 6 期，第 136-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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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待遇问题，并不涉及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与否。16欧洲议会议员曾多次公开反对欧盟委员会在市场经济地
位问题上对中国让步，并称欧盟新的立法试图在不违反 WTO 规则与继续使用“替代国”方法之间寻找平衡点。
事实上，在入世期满后，欧盟曾将中国从其原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列表中删除，但在《反倾销基
本条例》的修正草案中，欧盟废止了“非市场经济国家”列表，并引入“严重扭曲”(significant distortion)概念。在
正式颁布的《反倾销基本条例》修正案中，欧盟删除了原 1225/2009 号法令 2.7 条下的 5 条“市场经济待遇”( market
economy treatment，简称 MET)标准，并在新增的 2.6（a）款中以企业的生产和内部治理等是否受到国家实质性的干
预作为核心要素规定了六项“市场扭曲”（market distortion）界定标准，具体包括：（1）企业所服务的市场在很
大程度上受政府的控制或主管机关的政策监管与指导；（2）企业的定价与成本受政府干预；（3）存在或为支持国
内企业的歧视性措施或公共政策或者其他影响自由市场的因素；（4）公司法、破产法或财产法的缺乏或存在差别
申请或执行不充分；（5）劳工工资扭曲；（6）企业融资受制于公共政策目标或受制于政府。17只需满足“市场扭
曲”标准中的任何一项，欧盟就可以认定被调查国国内的市场经济存在“严重扭曲”。
从内容上来看，“市场扭曲”界定标准比原先的五条 MET 规则更具针对性，欧盟第 2017/2321 号法令主要针
对的是政府性干预行为及关于国有企业与政策的定性，虽然并没有明文规定“市场扭曲”标准是针对中国，但从 2017
年 12 月 20 日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市场做出的“严重扭曲”报告中可以看出，“市场扭曲”标准实际上是“替代国”
方法的变种。18在欧盟新颁布的法规下，中国企业仍未彻底摆脱在反倾销调查中遭受的歧视性待遇。
（二）美国立场---“毒丸条款”、市场导向标准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特殊规则
1. “毒丸”条款
2018 年 11 月 30 日，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签署了新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The United States
- Mexico - Canada Agreement，简称 USMCA）取代原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USMCA 中的一项排他性退出条
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USMCA 第 15 条规定“任何一方与非市场经济国签订自贸协定, 另外两方可以自行
选择在 6 个月后退出三方协定, 并达成自己之间的双边贸易协定。” 19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将此条款称作“毒丸”条
款，并表示“毒丸”条款可能会在未来美国与诸如日本和欧盟等其他国家和地区达成的贸易协定中被复制。国际社
会普遍认为美国拟定并推广“毒丸”条款是为了阻止更多的国家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借“毒丸”条款孤立中
国的意图众目昭彰。
2. 市场导向标准
2017 年 10 月 26 日，美国商务部（DOC）发布对华铝箔反倾销调查的备忘录，该备忘录名为《中国非市场经
济地位报告》。20美国做出此报告的主要依据是《1930 关税法》第 771 节第 18 条（B）款中判断市场经济地位的六
个要素：（1）货币的可兑换程度；（2）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3）设立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自
由程度；（4）政府对生产方式的控制程度；（5）政府对资源分配、企业的产出和价格决定的控制程度；（6）主
管机关认定恰当的其他规定。21

16

17

18

19

20
21

参见蒋小红：《中国“非市场经济待遇”之后倾销的计算方法——解析欧盟贸易救济立法的新发展》，《国际法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98-108 页。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REGULATION (EU) 2017/2321 OF THE EUROPEAN PARLIA
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2 December 2017 amending Regulation (EU) 2016/1036 on protection against dumped impor
ts from countries not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Regulation (EU) 2016/1037 on protection against subsidised imports fro
m countries not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7/december/tradoc_156470.amend.en.L338-20
17.pdf, visited on 8 May 2020.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on Significant Distortions in the Econom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
f China for the Purposes of Trade Defence Investigations,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7/december/tradoc_156474.pdf, visit
ed on 8 May 2020.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and Canada, Article 32（10）: “Non-Market Country
FTA“Entry by a Party into a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a non-market country will allow the other Parties to terminate this Agree
ment on six months’ notice and replace this Agreement with an agreement as between them (bilateral agreement).”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China’s Status as a Non-Market Economy, October 26, 2017, https://enforcement.trade.gov/download
/prc-nme-status/prc-nme-review-final-103017.pdf, visited on 2 May 2020.
参见姜栋：《美国反倾销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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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2 日至 2020 年 1 月 14 日，美国、欧盟和日本共同发布七份三方联合声明。美欧日三方在声明
中重点讨伐了“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并达成在未来打击“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的共同目标。在 2018
年 5 月 31 日发布的第三次三方联合声明中，美欧日确立了六项市场导向标准，用于认定企业和行业是否系以市场
为导向，具体内容包括：（1）企业关于价格、成本、投入、采购与销售等方面的决定系结合市场信号自由做出的；
（2）企业关于投资的决定系结合市场信号自由做出的；（3）资本价格、劳工、技术及其他因素系由市场决定的；
（4）资本分配决定或影响企业的决定系结合市场信号自由做出的；（5）企业适用的会计准则系以国际公认的会计
标准为准，包括独立核算；（6）企业受到公司法、破产法与私有财产法的调整；（7）企业以上所有的商业决策不
受严重的政府干预。22从认定因素来看，该标准趋向于欧盟第 2017/2321 号法令中的“市场扭曲”界定标准。
2020 年 2 月 20 日，美国向 WTO 提交了《总理事会关于<市场导向条件对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性>的决定》的
提案，要求 WTO 总理事以决议的方式发布市场参与者具备市场导向条件的八个要素：（1）企业根据市场信号自由
决定和作出关于价格、成本、投入、采购和销售方面的决策；（2）企业根据市场信号作出投资决策；（3）资本、
劳工、技术和其他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4）根据市场信号自由决定企业的资本配置；（5）企业接受国际公认的
会计准则，包括独立核算；（6）企业受市场导向的且有效的公司法、破产法和私有财产法的约束，并可以通过公
正的法律程序（如独立的司法体系）行使其权利；（7）企业能够自由获取相关信息，并以此作为其决策的基础；
（8）企业的上述决策无政府的重大干预。23此次美国向 WTO 递交的八项市场导向条件，是糅合美国国内法和欧盟
最新法规并在美欧日三方联合声明基础上继续演进诞生的产物，八项市场导向条件中的三项核心要素为：企业是否
依据市场信号自由做出决策，生产要素价格是否由市场决定，并且不受政府干预。
3. 非市场经济国家特殊规则
美国认为一些通过国家指导原则（state direction）来进行经济管理的国家给全球贸易带来了破坏性影响，而现
行的 WTO 规则无法有效约束这些国家的行为。因此，美国除了以 301、211 条款等国内法来对其认为损害美国利益
的“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进行贸易制裁，还致力于针对市场经济问题构建一套新的国际贸易规则，这套新规
则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市场导向条件的标准，基于这个标准将国家分为市场经济国家和非市场经济国家；二
是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再制定特殊的补贴与反补贴规则和国有企业规则。24

图 1 美国针对“非市场导向政策和做法”的制裁思路
美欧日三方认为一些国家的“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比如政府财政资助及支持产能扩张、补贴国有企业
等行为，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不公平的竞争，阻碍了创新技术的发展和使用、降低了国际贸易发展的运转程度
22

23
24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Joint Statement on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
he European Union, 05/31/2018,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may/joint-statement-trilateral-mee
ting, visited on 2 May 2020.
WTO General Council: The Importance of Market-Oriented Conditions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
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WT/GC/W796.pdf, visited on 2 May 2020.
参见管健：《WTO 改革综述之三：非市场经济新规则》，资料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国际贸易法评论”，2020 年 8 年 1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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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极有可能造成现行规则的无效，因此需要以特殊的反补贴规则和国有企业规则等加以约束和限制。
特殊的反补贴规则集中体现在美欧日第七份三方联合声明中，声明提出对现行 WTO 的补贴与反补贴规则进行
改革，集中在六个方面：一是扩大禁止性补贴的范围；二是举证责任倒置；三是产能过剩；四是反向通报；五是外
部基准；六是公共机构。25
国有企业问题是当下 WTO 改革中的重点议题，还被列为了中美第二阶段谈判的重要问题，美欧日三方还在讨
论更详细的国有企业的规则。26未来的国有企业新规则可能包括的内容，在 USMCA 和 CPTPP 中已经给出相当程度
的参考：一是国有企业的定义；二是非歧视和商业考虑规则；三是透明度规则；四是非商业支持规则；五是竞争中
立规则；六是其他实体规则；七是豁免和例外规则。27
（三）美国与欧盟立场的实质目的
虽然美国与欧盟等并未承认其打击“非市场导向政策和做法”的种种行径是针对中国，但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欧盟“市场扭曲”界定标准、USMCA 中的“毒丸”条款、美国八项市场导向标准以及美欧日三方发布的非市场经
济国家特殊规则均剑指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未来将会对中国的国际贸易带来沉重打击，美国、欧盟等国家
一系列持续挑战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行为难掩背后的实质目的。
1. 塑造中国不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形象
市场经济地位是国际社会和全球市场中的一种身份象征，美欧日等国希望继续塑造中国不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的
非市场体制国家形象。如今，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剧烈变动，传统发达国家发展放缓，新兴经济发展体迅速崛起，作
为世界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的经济体的中国，贡献着全球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一，让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深感威胁。美欧
日等国无视中国不断取得的市场化改革成果，指责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把中国视作国际贸易规则与全球经济秩序
的“破坏者”，并通过多边组织和双边谈判的压力推动变革，这些行为充分反映了美欧日等国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意
识形态偏见与其面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心态。
2. 继续对中国使用“替代国”价格比较方法
美欧日等国希望能维持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对中国继续使用“替代国”方法，满足国内利益集团的
贸易保护诉求。根据 WTO 的统计数据显示，1995 年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中国出口生产商被提起反倾销的案件总
数高达 1361 件，约占全球反倾销调查立案总数的四分之一，中国是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8前商务部部
长高虎城曾表示，据初步测算，在采用“替代国”办法的反倾销案件中，中国企业的平均反倾销税率比正常企业高
20%以上。美欧日等国将中国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能对中国名正言顺地使用“替代国”方法，借此将中国产品排
除在本国市场外，减少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遏制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良好态势。

25

26
27
28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n
d the European Union,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0/january/joint-statement-trilateral-meeting-tra
de-ministers-japan-united-states-and-european-union, visited on 2 May 2020.
同注 24。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 CPTPP）。
WTO, Statistics on antidumping,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adp_e/AD_InitiationsByExpCty.pdf, visited on 2 Ma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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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5 年-2019 年 6 月中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及同期全球占比29
3. 以反补贴、国有企业等为切入点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
根据荷兰 CPB World Trade Monitor 的统计数据，2019 年 4 月全球贸易额跌幅高达 2.2%，迎来近十年来的最大
降幅，如今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正在处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糟糕的阶段，国际贸易持续萎靡导致新贸易保护主义
愈演愈烈。有相关分析认为，美欧日三方联合设立的“标准”并不是实体性规则，主要目的在于日后给包括中国在
内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制定特殊的经贸规则打好舆论和理论基础。美欧日三方指责中国的经济体制，将原本仅涉
及反倾销领域的市场经济问题与反补贴、国有企业规则关联，想要制定一套特殊贸易规则来阻碍中国及其他新兴发
展中国家的发展，此举不过是借贸易救济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三、应对之策：双层视角下的法律对策
如今，市场经济问题已不仅只是“替代国”方法的关联问题，而是美国孤立与制裁中国的重要抓手，面对这一
挑战，中国应从国内与国际的双层视角下积极应对，维护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国家权益。
（一）国内层面的对策
1. 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重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在正面应对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基础上，也要正视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
发展水平较低，制度建设尚不完善，这正是欧美国家一直以来指责中国的原因所在。30推进市场化改革是建设与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绝非迫于欧美国家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推进市场化改革客观上有
助于缓解欧美国家与中国就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矛盾，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质疑。
国有企业是我国出口贸易的主力军，我国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应重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欧盟“市场扭
曲”界定标准、美国向 WTO 提交的八项市场导向标准以及美日欧三方声明中的特殊国有企业规则均强调企业与市
场、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容易以中国国有企业开刀将中国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并对国有企业适用不公平贸易规则。
对此，可通过国有企业分类分级“三三制”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31以应对欧美国家针对国有企业的
各项贸易保护措施。国有企业分类分级“三三制”改革路径包括：第一，区分政府和企业职能，横向分类。按国有
企业不同的功能和目标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一般竞争类)、公益类和国家安全类三类；第二，区分资本和企业，
纵向分级。按不同层级的政府投资股权关系将国有企业分为政府/资产监管机构→投资运营公司→投资企业三个核心
层级；第三，建立与分类分级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对不同情况、不同层级的国有企业采取不同的
领导方式，从内部优化国有企业的治理制度；第四，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以我国的公平竞争政策与联合国经合
组织（OECD）倡导的竞争中立原则为导向，根据国内竞争市场的实际情况有区别地树立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平
等待遇规则，“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32。
2. 完善反倾销调查应对机制，从三个方面提高应对能力
鉴于美欧日等国在短期内不会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我国在反倾销调查中将会持续遭受“替代国”方法
29
30
31
32

根据 WTO 官方统计数据整理绘制。
参见屠新泉,曹鸿宇：《“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与中国应对策略》，《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 年第 11 期，第 23-26 页。
参见韩立余：《国际法视野下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法学》2019 年第 6 期，第 161-183 页。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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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歧视性待遇，因此我国需要不断完善国内的反倾销调查应对机制，提高在反倾销调查不同阶段的应对能力，做
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淹。
一方面，我国应建立反倾销调查预警机制。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建立了反倾销预警机制来避免国内重点产业与
重点产品遭遇倾销风险，例如美国的“扣动扳机机制”、欧盟的“进口监测快速反应机制”等。我国商务部应在借
鉴他国反倾销调查预警机制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的反倾销“数据库”，对他国的原材料来源、技术水平、制造规模、
成本计算模式、国内市场价格以及政府对产业的保护水平进行监测、整理和分析，建立预警模型，构建和企业的沟
通机制，向出口企业提供他国贸易政策法规新动向、他国相关产品进出口数据、国际市场情况等信息，通过沟通机
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帮助我国企业免受外国的反倾销调查；另一方面，我国需在“替代国”价格的选择中掌握主
动权。实践中，进口国的反倾销调查机构倾向选择对我国不利的“替代国”，我国出口企业应及时与商务部、行业
协会进行沟通防止陷入被动局面，商务部与国内行业协会应辅助出口企业了解与掌握外国调查机构对“替代国”的
选择标准。在反倾销调查中，提供“替代国”的时间是有严格限制的，比如欧盟反倾销法规定被调查国出口企业应
在 10 内对“替代国”的选择提出异议，因此出口企业需在限期内迅速做出反应，在反倾销调查中主动提供适当的
“替代国”或对调查机构选择的“替代国”表达合理异议；最后，我国应提高在反倾销案件中对有利证据的关注力
与对不公正判决抗辩意识。实践表明，美国与欧盟对于相关立场中的各项标准存在任意解释的痕迹，在反倾销调查
中存在大量违规行为。我国在应对 DSB 专家组审理的过程中，要充分收集欧美国家政府及垄断巨头操控市场、调
查机构滥用自由裁量权、有悖 WTO 争端解决裁决先例以及违反 DSU 程序性要求的证据。不仅要从案件本身搜集证
据，还要跟踪美国与欧盟处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最新进展以及美国与欧盟在与其他国家的反倾销案件中
的态度，从欧美国家表明立场的政治决议与法律文件中收集有利证据。
3. 在遵守国际规则的前提下，适当运用贸易反制措施
欧美国家以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为由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措施时，我国可根据实际情况，在遵守国际规则的
前提下，适当运用贸易反制措施。实践证明，运用合理的贸易反制措施是应对不当反倾销调查的有效途径。以“欧
盟对华光伏反倾销案”为例。2014 年 6 月 5 日，欧盟宣布将对进入欧盟市场的中国光伏产品征收 11.8%的临时反倾
销税。由于欧盟执意对中国光伏产品采取不公正的征税措施，我国商务部当日决定对欧盟葡萄酒启动反倾销和反补
贴立案审查程序，中国的反制措施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国外媒体将此举称为中国对欧盟临时反倾销税的“反击战”。
接着中国又对宝马、奔驰、奥迪以及保时捷等欧盟进口车开展反倾销调查。2013 年 8 月 4 日，中方与欧盟委员会最
终以“价格承诺”协议达成友好和解，中国有力的反制措施为中国光伏企业争取到了宝贵的“喘息”机会。
“欧盟对华光伏反倾销案”证明了中国的反制措施在国际贸易博弈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在美国与欧
盟等国持续挑战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趋势下，我国不可不考虑采取一定的贸易反制措施。但我国在采取反制措施时
应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全面评估潜在风险。在采取反制措施前我国应全面评估反制措施存在的潜在风险，贸易战
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行为，我国应充分考虑反制措施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作出利弊权衡；第
二，制定有针对性的反制策略。欧盟内部法国、意大利与西班牙等国是打压中国光伏产品的主要推手，而中国是法
意西等国葡萄酒最大的出口市场，因此中国在“欧盟对华光伏反倾销案”中的反制措施可谓击中要害，最终获得显
著成效；第三，遵守国际惯例和国际规则。我国在采取反制措施时应保持必要的限度，避免违反《国家责任条款草
案》第 25 条、《保障措施协议》第 8 条等国际规则，防止采取过度的反制措施，给他国留下话柄。

（二） 国际层面的对策
1. 弱化 “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强调 “市场经济待遇”诉求
获得其他国家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并不等于享有了市场经济待遇。中国除了应当关注其他国家是否承认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还应当关注其他国家是否给予中国实质性的市场经济待遇。就反倾销替代性措施而言，除了
有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替代国”方法，还有针对市场经济国家的“特殊市场状况”（particular market situation）
条款。在“俄罗斯诉欧盟反倾销措施案”（DS474）中，尽管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已经得到欧盟的认可，但是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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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依然以“特殊市场状况”条款为依据主张采用“成本调整”(cost adjustment)方法来认定倾销幅度。332005 年，澳
大利亚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前者在对华的 8 起反倾销案件中扩大解释与滥用“特殊市场状况”条款。
由此可知，即使欧美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也很可能会依据 ADA 第 2.2 条“特殊市场状况”条款继续沿用

34

替代国的价格方法。35
鉴于此，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中国获得其他 WTO 成员国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但却没有实质性享受
“市场经济待遇”，此时，争取其他国家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无疑是炊沙作糜；又或者其他 WTO 成员国在
对华的反倾销调查中不再使用“替代国”方法，但由于中国未获得有关市场经济地位的广泛承认，在国际投资、金
融等其他领域中国依旧无法享受市场经济待遇，中国遭遇的歧视性待遇将会是一个无法填满的无底洞。因此，无论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被承认与否，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应是中国是否实质享有“市场经济待遇”，避免产生其他国家
彰市场经济之名，行损害中国经贸利益之实。
2. 解决 WTO 上诉机构“停摆”危机，恢复 WTO 争端解决机制正常运作
作为世贸组织“皇冠上的明珠”的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一直是保障多边贸易体制的正常运行的中流砥柱，在缓
解、消除全球贸易摩擦与冲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WTO 上诉机构是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国际
贸易“最高法院”之称。如今涉及中国的国际贸易救济案件越来越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件为“中国诉欧盟钢铁
紧固件反倾销措施案”（DS397）。36 2009 年 1 月 30 日，欧盟宣布对中国钢铁紧固件产品征收惩罚性反倾销税。
无奈之下中国将欧盟的反倾销措施诉诸 WTO 争端解决机制，2011 年，DSB 专家组裁定中国在原审中胜诉，作为败
诉方的欧盟虽然修改了相关立法，但并没有采取有效的履行措施，而是通过复审调查维持反倾销措施，反倾销税率
仅从 85% 微降至 74.1%，这一税率事实上仍将中方产品排斥在欧盟市场之外。中国被迫提起执行之诉，该案在 2016
年以中国的全面胜利拉下帷幕，欧盟方在上诉机构的督促下取消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反倾销税。除此案外，近几年的
“中国诉美国双反争端案”（DS449）37、“中国诉欧盟价格比较方法案”(DS516)38等案件也再次证明了 WTO 争端
解决机制对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争端中维权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美国对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满已由来已久，特朗普政府认为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裁决结果有失公
正，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为了避免其贸易保护措施收到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约束，自 2017 年起，美国就开始
以上诉机构存在多个系统性问题为由频频使用一票否决权，阻碍 WTO 上诉机构法官遴选，如今 WTO 上诉机构只
剩下一名法官，即中国籍法官赵宏。由于无法组成三人合议庭，WTO 上诉机构在 2019 年 12 月 10 日正式“停摆”，
WTO 争端解决机制也因此陷入前途未卜的状态。我国欲寻求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公正裁决，当务之急是与其他
WTO 成员国共同合作解决上诉机构的“停摆”危机，制定与完善临时替代方案以维持 WTO 争端解决的二审机制。
除此之外，我国还应持续推进上诉机构改革达到恢复 WTO 争端解决机制正常运作的最终目标。
3. 加强国家间的谈判与合作，就“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达成普遍共识
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成果本不需要其他国家的认可，但在美日欧三方致力于重塑非市场经
济国家特殊规则的趋势下，中国已无法避免在对外合作中谈及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同新兴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广阔的合作前景，中国可以本着合
作共赢的理念，将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纳入对外开放的议题，比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战略等，加强
与其他国家的谈判与合作，力图与更多国家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达成共识，在此过程我国应力争实现三个目标：
33
34

35
36
37
38

WTO, “DS474: European Union — Cost Adjustment Methodologies and Certain Anti-Dumping Measures on Imports from Russia”,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474_e.htm, visited on 4 May 2020.
参见齐琪, 杜仲霞：《“特殊市场情况”的规则解释与中国因应——以澳大利亚对华反倾销中的实践为例》，《华东经济管理》201
8 年第 6 期，第 43-50 页。
参见林中梁, 陈咏：《WTO 法与中国论坛 2019 年刊》，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06-109 页。
WTO, “DS397: European Communities — Definitive Anti-Dumping Measures on Certain Iron or Steel Fasteners from China”, http
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397_e.htm, visited on 8 May 2020.
WTO, “DS449: United States — Countervailing and Anti-dumping Measur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 https://www.wto.org/
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449_e.htm, visited on 8 May 2020.
WTO, “DS516: European Union — Measures Related to Price Comparison Methodologies”,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
u_e/cases_e/ds516_e.htm, visited on 8 Ma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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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需争取更多国家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在此基础上应重点强调市场经济待遇的细化与落实，将具
体的平等待遇规则写入双边或多边协定中；其次，在反对美国向 WTO 提交的八项市场导向规则问题上，中国需要
获得更多 WTO 成员国的支持，组成统一阵营阻止美国主导的市场导向规则成为 WTO 体系下的多边贸易规则；最
后，中国需与更多 WTO 成员国达成利益共识，避免新一轮的 WTO 改革方案中的各项议题与（非）市场经济地位
挂钩。这样不仅能使美日欧三方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特殊规则无法奏效于中国，还能使欧盟“市场扭曲”界定标准与
美国主导的八项市场导向规则有悖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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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fteen years after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in 2016, th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circles have had a heated debate on the legal effect of article 15 of the protocol to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The main
difference is whether China will automatically acquire the market economy status when the "surrogate country" method in
article 15 (a) (ii) expire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surrogate country" method is a technical issue in the field of
anti-dumping and should not be directly equated with China's market economy status itself. In fact, the primary concern
should be whether the 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of the "surrogate country" method is truly terminated, followed by whether
China's market economy status is widely recognized. In recent years, the trend of anti-globalization has swept the world,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unilateralism are rampant,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continue to challenge
China's market economy status by new market-oriented standards. China's market economy status has once again been
pushed to the forefro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 new complex situation has emerged. In this regar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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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 to actively respond from both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erspectives and safeguard China'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Key words: Article 15 of Protocol on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the "surrogate country" method; market economy
status; market-oriented standard; market economy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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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协议履行争议解决机制探析
——以新冠疫情带来的履行困难为视角
刘 瑛

张富娜

摘 要：《中美经贸协议》第 6.2.7 条与第 7.6.2 条分别规制履行能力受影响情况下的磋商
和特殊情形导致的迟延履行磋商，新冠疫情及中美采取的抗疫措施符合第 6.2.7 条与第
7.6.2 条规定的适用前提，这两个条款为应对《协议》履行问题提供了直接依据，中国可以
分别适用进行磋商以解决具体情况。当符合第 6.2.7 条与第 7.6.2 条适用条件时，《协议》
第 7.4 条的争端解决程序不适用。第 6.2.7 条与第 7.6.2 条磋商应遵循平衡和对等原则。WTO
争端解决机制则可以为违反 WTO 协定的措施争议提供解决途径。
关键词：中美协议；新冠疫情；履行磋商；争端解决

自 2018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3 日中美双方就贸易摩擦开展首轮磋商以来，历经 13 轮谈
判，美东时间 2020 年 1 月 15 日，中美双方在美国华盛顿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中美贸易磋商取得初步成效。
《协议》进入履行阶段，但随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
在中国爆发，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于日内瓦时间 2020 年 1 月
30 日宣布该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随着疫情愈演愈烈，2020 年 3 月 11
日，WHO 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新冠疫情为全球大流行。《协议》双方一为疫情最先爆发的
国家中国，一为目前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新冠疫情或将给《协议》履行带来困难，本
文探讨《协议》中与履行困难相关的条款。

一、《协议》中与履行困难相关的条款在新冠疫情下的适用
针对《协议》履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协议》已作出了一定安排，其第 6.2.7 条
与第 7.6.2 条可以适用于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多种情势带来的履行困难。
（一） 新冠疫情与第 6.2.7 条
第 6.2.7 条规定，“如中国认为其落实本章节义务的能力受到美国采取或未采取行动或
美国内其他情况的影响，中国有权提出与美国进行磋商”，新冠疫情中美国采取的行动和美
国的国内情况，确实影响了中国的履约能力。
1. 第 6.2.7 条解析
第 6.2.7 条适用的前提条件是“中国认为其落实本章节义务的能力受到美国采取或未采
取行动或美国内其他情况的影响”。该前提可拆分为两个子前提，且缺一不可。从美国角度
来说，美国采取或未采取一定行动（或可理解为作为或不作为，为便于论述，以下统称为“行
动”），或美国内出现了一些其他情况（为便于论述，以下用“新情况”指代）；从中国角
度来说，中国认为其落实《协议》第 6 章义务的能力受到了美国的行动或美国出现的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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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唯有这两个子前提均成立，第 6.2.7 条才可适用。而对此前提进行分析，可得出如
下结论：
第一，必须是美国的行动或国内出现的新情况影响了中国的履行能力，中国自身原因导
致的履行能力受影响，不在第 6.2.7 条调整范围内，不可以此作为提起磋商的事由；
第二，只有中国认为其履行《协议》第 6 章“扩大贸易”章节义务的能力受影响，才可
适用第 6.2.7 条，履行《协议》其他章节义务的能力受影响不在适用范围内；
第三，提起磋商，只需中国认为其履行能力受到影响即可，无需出现实质性损害后果，
中国亦无需采取其他行动。
2. 新冠疫情下第 6.2.7 条的适用
第一，新冠疫情下，美国有新情况出现。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并引起了连锁反应。2020
年 3 月 11 日，WHO 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新冠疫情为全球大流行病，五大洲无一幸免。1而
在美国，可追溯的最早确诊病例是 2020 年 1 月 21 日（发病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13 日），3
月之后，美国新冠疫情进入大规模爆发阶段。2此外，新冠疫情还引起了系列连锁反应，其
中就包括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3由于《协议》第 6.2.7 条并未对“美国国内出现的其他情况”
这一兜底性描述做出任何限制，遵循文义解释的原则，鉴于以上由新冠疫情引起的情况均为
罕见的重大情况，新冠疫情应当被纳入第 6.2.7 条规制的新情况之列。
第二，新冠疫情下美国采取了行动。新冠疫情下，美国动作不断。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
伊始，美国即采取系列针对中国的举措，停飞与中国间国际航班、全面禁止过去 14 天内曾
赴华旅行的所有外国人员入境、将赴华旅行风险级别提升到最高级别等。4美国境内爆发新
冠疫情后，美国的管控措施更为严格，美东时间 3 月 13 日 15：30，美国总统特朗普根据《全
国紧急状态法》宣布美国进入全国紧急状态，5继续限制从中国的旅行，6同时，加强对进口
中国产品的监督，采取更为严格的检测检疫措施，有关航班/列车/船舶限制性措施也将继续
实行。以上举措均属于美国在新冠疫情下采取的对应行动。
第三，新冠疫情下，美国可能存在不作为，即第 6.2.7 条所称的未采取行动。根据《协
议》第 6.2.4 条，美国应确保采取适当举措，以便有足够的美国商品和服务供中国采购和进
口。此条为美国设定了履行《协议》第 6 章的积极作为义务，如果疫情下，美国无法保证适
当举措的实施，导致没有足够的可供中国采购和进口的商品和服务，那么美国将涉及对该义
务的违反，同时也将构成第 6.2.7 条项下的未采取行动。当然，美国的疫情措施是否导致没
有足够的可供中国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以及程度，需要中国举证证明。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 visited on 25 May 2020.
3 月中旬之后，美国日新增病例不断攀升，美东时间 3 月 20 日至 3 月 21 日，日增近 5000 例；美东时间
3 月 29 日至 3 月 30 日，日增近 2 万例；中欧夏令时 4 月 9 日至 4 月 13 日五天日增均超三万例，https://ww
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ases-updates/cases-in-us.html, https://covid19.who.int/region/amro/country/us,
visited on 23 April 2020. 美国的疫情蔓延态势一直未得到有效控制，截至美东时间 2020 年 10 月 6 日，
美国累计确诊数逾 743 万，累计死亡人数近 21 万。https://covid.cdc.gov/covid-data-tracker/#cases_casesinlast
7days，2020 年 10 月 7 日访问。
3
3 月 9 日至 3 月 18 日，短短十天美股四次熔断，而此前美股历史上只熔断过一次。
4
White House, Proclamation on Suspension of Entry as Immigrants and Nonimmigrants of Persons who
Pose a Risk of Transmitting 2019 Novel Coronaviru, 31 January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
ntial-actions/proclamation-suspension-entry-immigrants-nonimmigrants-persons-pose-risk-transmitting-2019-nove
l-coronavirus/，另有其他措施见于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s-briefing-members-pre
sidents-coronavirus-task-force/, visited on 22 March 2020.
5
White House,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Declaring a National Emergency Concerning the Novel Coro
navirus Disease (COVID-19) Outbreak, 13 March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me
ssage-congress-declaring-national-emergency-concerning-novel-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outbreak/, visited
on 22 March 2020.
6
White House,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Is Taking Necessary Safety Measures at the Border to Preven
t Further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20 March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
dent-donald-j-trump-taking-necessary-safety-measures-border-prevent-spread-coronavirus/, visited on 22 March
202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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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中国履约能力受到前述新情况和行动、不行动的影响。美国是否出现新情况，或
是否有所行动，属于事实层面，非此即彼，容易判断，而第 6.2.7 条能否适用更为核心的要
素在于中国履行《协议》第 6 章义务的能力是否因美国的新情况或行动受到了影响。第 6
章名为“扩大贸易”，下设两条，分别是对该章目标的总结和在扩大贸易方面对中国的数量
要求以及其他事项，另有附件罗列该章提到的要求中国扩大贸易的领域。关于对中国的数量
要求方面，《协议》以日历年为单位，以 2017 年中国自美国的进口量为基准点，要求中国
在制成品、农产品、能源产品、服务等四个方面增加从美国的进口量，分配到 2020 年和 2021
年，共计 2000 亿美元。结合新冠疫情期间美国采取的措施来看，中国履行前述第 6 章义务
的能力的确受到了影响：首先，美国停飞与中国之间的国际航班，直接切断了“服务”这一
类目下商务旅行和旅游的途径，同时，将赴华旅行风险级别提升到最高级别令美国公民赴华
旅行可能性进一步降低；其次，随着新冠确诊病例在美国呈指数型增长，总统特朗普提出了
“三十天减缓病毒扩散计划”，呼吁民众居家学习办公，减少聚集，7疾控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亦向美国企业提出了社会隔离的建议，8而扩大贸易
需以美国的国际贸易企业作为进出口媒介，美国的国内生产停顿或者主要供应国内，导致没
有大量产品出口到中国，物流的卡顿亦引起贸易流程不畅；最后，中国对《协议》第 6 章义
务的履行依赖于美国足够的出口量保证，一旦美国不能采取适当举措保证供中国采购和进口
的商品与服务的数量，就可能违反第 6.2.4 条，导致中国对《协议》第 6 章项下义务履行不
能。所有这些因素都对中国履行《协议》第 6 章义务的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尽管《协议》对
扩大贸易数量要求以年为单位统计，但长达两三个月甚至更久的贸易阻碍对 2020 年计划完
成的影响仍旧不可忽视。9
综上，新冠疫情下，无论是美国出现的新情况本身，还是美国采取的限制性行动或没有
积极行动保障出口供应，都对中国履行《协议》第 6 章义务的能力造成了影响，第 6.2.7 条
可以适用于当前情形。
（二） 新冠疫情与第 7.6.2 条
第 7.6.2 条规定，“如因自然灾害或其他双方不可控的不可预料情况，导致一方延误，
无法及时履行本协议的义务，双方应进行磋商”。
区别于第 6.2.7 条仅适用于第 6 章义务的履行，第 7.6.2 条作为《协议》争端解决章节中
的一款，毫无疑问适用于整个《协议》任一章节下义务的迟延履行。同时，第 7.6.2 条并未
将援引主体限制在中国，中美两国任意一国出现符合条文要求的迟延履行，均可引用第 7.6.2
条与对方磋商。
第 7.6.2 条的适用前提是存在自然灾害或其他双方不可控的不可预料情况，且系由该情
况导致《协议》迟延履行，可以是一方，也可以是双方。
结合当下新冠疫情，第 7.6.2 条的适用前提一直存在。2020 年 1 月，中国大规模爆发疫
情，本次疫情兼具突发性、严重性，在较短时间蔓延全国，迫不得已，中国选择以牺牲经济
为代价抗击疫情，采取了封城、停工停产停学等强制措施遏制疫情进一步发展。新冠疫情的
出现实属双方不能预料、不可控制的事件，由此造成的中国对《协议》的迟延履行应由第
7.6.2 条调整。同时，若此阶段美国认为其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也可适用第 7.6.2 条。其后，
新冠疫情发展为全球大流行，美国成为新的疫情“震中”，特朗普政府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
White House, The President’s Coronavirus Guidelines for America: 30 Days to Slow the Spread, https:/
/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3/03.16.20_coronavirus-guidance_8.5x11_315PM.pdf, visited
on 11 April 2020.
8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guidance-business-response.html, visited on 25 Marc
h 2020.
9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柏林接受路透社副总编加洛尼专访时，曾被问及：中国在履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
协议关于进口更多美国产品和服务的承诺上是否面临困难？王毅表示，由于美国全面限制中美人员往来，
客观上会对履行协议带来一些困难。外长之表态亦可成为佐证。见 http://www.cankaoxiaoxi.com/finance/202
00215/2401975.shtml，2020 年 3 月 26 日访问。See also Wendy Cutler, Coronavirus outbreak may force U
S, China to rework trade deal implementation,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486489-coronavirus-ou
tbreak-may-force-us-china-to-rework-trade-deal, visited on 29 March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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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硬措施。同中国一样，此时若美国出现对《协议》义务的迟延履行，可引用第 7.6.2 条与
中国磋商，当然，中国也可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根据该条提出磋商。
尽管第 7.6.2 条的覆盖范围较广，但第 7.6.2 条绝不是一个万能条款，只有迟延履行与新
冠疫情间成立一般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方可启动第 7.6.2 条。

二、《协议》履行争端解决条款间的适用关系解析
第 6.2.7 条和 7.2.6 条规定了履行困难，也规定了磋商解决，但并无具体的程序规定，
而《协议》第 7.4 条规定了系统的争端解决程序。
（一） 《协议》第 7.4 条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
《协议》第 7 章题为“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其中第 7.4 条对争端解决程序做了详细
规定。根据第 7.4 条，如一方认为另一方的行为不符合协议，则该方可作为申诉方向另一方
（即“被申诉方”）的“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办公室”10提出申诉。之后，被申诉方应启动
对申诉的评估程序，并在 10 个工作日内结合申诉所涉问题的事实、性质和严重程度完成评
估。完成评估后，由指定官员11启动磋商程序，以达成解决方案。若无法达成解决方案，则
该关注将被提交至中国指定的副部长和美国指定的副贸易代表处理。如仍旧无法解决，中国
国务院分管副总理和美国贸易代表将在申诉方提请召开会议之日起的 30 个日历日内举行会
议以解决争端。
在通过前述程序仍然无法解决争端的情况下，中美双方应尽快就申诉方所受的损害或损
失的回应进行磋商。磋商成功，双方就该回应达成共识，则该回应理应得到履行；若磋商不
成，则从防止局势升级、维护正常双边贸易关系的目的出发，申诉方可以采取一些行动，包
括停止其在《协议》项下的某一义务，或采取其认为适当的、以相称的方式实施的补救措施。
针对申诉方采取的行动，被申诉方保留了在申诉方行动生效日之前启动中国国务院分管副总
理和美国贸易代表之间的紧急会议的权利。并且，如果被申诉方认为申诉方的行动出于恶意，
被申诉方可以向申诉方提交书面通知退出《协议》，相反，如果被申诉方认为申诉方的行动
出于善意，则被申诉方不得采取反制措施，或挑战相关行动。整个争端解决过程体现了较强
的官方主导色彩，而非法律主导色彩，着重以外交方式解决争端，而非法律方式。
目前，美国已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设立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办公室，该办公室将监督中
国根据第一阶段协议履行其承诺的情况，并将与中国相应的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办公室合
作，以解决因《协议》履行事宜而引起的争端。12但是，中国尚未宣布成立该办公室，就目
前新冠疫情全球爆发态势以及《协议》履行现实情况来看，中美双方就《协议》履行问题产
生争端在所难免，中国在抗击疫情之余，宜尽快根据《协议》要求成立“双边评估和争端解
决办公室”，避免在未来的争端解决中处于劣势地位。
（二） 第 6.2.7 条与第 7.4 条的适用关系
1. 第 6.2.7 条与第 7.4 条同时适用的可能性
第 7.4 条项下，整个争端解决过程从申诉方提起申诉开始，而申诉的必要条件是申诉方
认为被申诉方的行为不符合协议。如此，判断适用第 6.2.7 条情形下能否同时适用第 7.4 条
的磋商机制，首先就要判断，第 6.2.7 条所述情形是否“不符合协议”，即是否涉及中国或
美国对《协议》项下义务的违反。
根据《协议》第 7.2.2(c)条，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办公室的职责：一是评估本协议履行相关的具体问题；
二是接受任何一方提交的与协议履行相关的申诉；三是尝试通过磋商解决争端。
11
根据《协议》第 7.2.2(b)条，指定官员由中美双方各自指定，负责协助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工作。
12
USTR, USTR Announces Formation of Bilateral Evalu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Office Pursuant to
U.S.-China Phase One Agreement, 14 February 2020,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
s-releases/2020/february/ustr-announces-formation-bilateral-evaluation-and-dispute-resolution-office-pursuant-uschina-phase, visited on 19 April 20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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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新冠疫情从定性上应该属于“事件”或“情况”而非“行为”，不在第 7.4 条的
适用范围内。
其次，诚如前文所述，美国针对新冠疫情采取的“行动”已然符合第 6.2.7 条的适用条
件，中国可以主张第 6.2.7 条下的磋商，但目前美国采取的行动集中在交通运输、边境措施
和国内居家办公的安排，而《协议》第 6 章并不涉及这些方面，因此前述措施并非一般性的
“不符合协议”。
再次，《协议》第 6.2.4 条为美国赋予了采取适当举措以令美国有足够商品和服务供中
国采购和进口的义务，如果因为美国国内的持续限制措施，导致美国无法提供足够的商品和
服务，而美国又没有采取适当措施保障第 6 章约定的商品和服务的出口，违反第 6.2.4 条义
务，则可以构成“行为不符合协议”，从而符合第 7.4 条的适用前提。但是，目前尚无证据
表明美国的国内措施造成没有足够用于供中国采购和进口的商品和服务，而美国联邦政府也
已经发布复工指南，13如果美国各州逐步复工，则在以年度为计量的第 6 章义务下，违反的
概率不大，但也不排除疫情恶化导致该项义务的违反，进而引起《协议》第 7.4 条的适用。
当然，此时如果影响了中国履行第 6 章义务的能力，第 6.2.7 条也应同时适用。
2. 第 6.2.7 条与第 7.4 条的适用关系
在内容上，第 6.2.7 条与第 7.4 条的规制对象都包括行为，也分别给行为增加了限定条
件，第 6.2.7 条规制美国采取的影响中国履行《协议》第 6 章义务能力的行为或不作为，第
7.4 条规制不符合协议的行为或不作为，二者的规制对象可能存在重合。一个行为可能同时
符合第 6.2.7 条和第 7.4 条的要求，如美国刻意减少商品和服务出口量，可能影响到中国履
行扩大进口的义务的能力从而落入第 6.2.7 条适用范围，同时，该行为也可能违反美国在第
6.2.4 条下确保提供足够的美国商品和服务的义务，不符合协议。设若同时符合第 7.4 条和第
6.2.7 条的适用前提，二者的适用关系为何？
在《协议》体系上，第 6.2.7 条与第 7.4 条分属不同章节，《协议》也没有对二者关系
做出其他安排，二者应是并列关系，而且诚如前文所分析的，尽管存在交集，但二者的适用
条件不同。当出现第 6.2.7 条与第 7.4 条竞合时，笔者认为，应适用第 6.2.7 条。
一方面，第 6.2.7 条是适用于第 6 章履行争议的特别程序，而且设定了更具体的适用前
提条件，即仅在美国采取或未采取行动或美国内其他情况影响了中国履约能力的前提下，相
反，第 7.4 条的争议解决程序适用于《协议》所有章节，前提则是宽泛的一方行为不符合协
议，按照特别优于普通的一般原则，14在符合第 6.2.7 条适用条件的情况下，应优先适用第
6.2.7 条程序。
另一方面，区别于《协议》其他章节的义务，第 6 章项下义务呈现出更大的对磋商的依
赖性。第 6 章对扩大贸易义务的要求仅具体到以年为单位的增加量和以制成品、农产品、能
源产品、服务为分类方式的大类区分，对具体二级目录的增加进口额以及具体的履行过程并
无规定，对各具体问题进行再磋商、谈判随着《协议》的履行是必要的。在第 6 章文本本身
规定不够具体的情况下，相较于提交第 7.4 条争端解决程序的首先评估合规性，双方先行磋
商，对使《协议》履行向着正确方向发展更为有利。15
进而，诚如前文所分析的，同时符合第 6.2.7 条和第 7.4 条适用条件的情况是美国违反
第 6.2.4 条义务未采取适当举措保障足够的出口商品和服务，而且影响了中国的履约能力，
此时中国可以援引第 6.2.7 条开展磋商。由于第 6.2.7 条未进一步规定程序，可以借助第 7.4
White House, Guidelines for Opening Up America Again,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
s/2020/04/Guidelines-for-Opening-Up-America-Again.pdf, visited on 1 May 2020.
14
古祖雪：《国际法体系的结构分析》，《政法论坛》2007 年第 6 期，第 72 页。See also UN, United N
ations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Vol. XXI 100, adopted on 18 Feb. 1977, https://legal.un.o
rg/docs/?path=../riaa/volumes/riaa_XXI.pdf&lang=O, visited on 5 May 2020.
15
See Wendy Cutler & James Green, Two Months In: Assess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U.S.-China Phase
One Trade Deal, https://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two-months-assessing-implementation-us-china-phase-o
ne-trade-deal, visited on 20 Apri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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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搭建的机构，比照指定官员磋商程序。而在磋商之后，已经没有空间适用第 7.4 条，因为
按照第 7.4 条，如果无法解决争端，则会进入损失谈判，双方就申诉方所受损害或损失的回
应快速进行磋商，而作为申诉方的中国此时履约能力因为美国未能采取适当举措保障足够的
出口商品和服务供应受损，虽然影响中国履约，但中国作为申诉方并无损失，只是无法完成
第 6 章约定的进口。因此，在同时符合第 6.2.7 条和第 7.4 条适用条件的情况下，应直接适
用第 6.2.7 条。
结合当下疫情，美国采取的行动已经符合第 6.2.7 条的适用条件，中国可以主张第 6.2.7
条下的磋商。但目前，美国采取的限制行动集中在交通运输和边境措施以及对国内企业做出
居家办公的安排，而《协议》对这些方面均没有涉及，亦未规定附加义务，美国是否未采取
适当举措保障供中国采购和进口足够商品和服务尚不确定，第 7.4 条是否适用不确定。如果
疫情持续发展，有证据证明美国未采取适当举措保障第 6 章所规定的足够的出口商品和服
务，则违反《协议》第 6.2.4 条，第 7.4 条程序可适用。如果同时影响了中国的履约能力，
则第 6.2.7 条程序也适用，当同时符合二者适用条件时，应只适用第 6.2.7 条。
（三） 第 7.6.2 条与第 7.4 条的适用关系
第 7.6.2 条和第 7.4 条同位于第 7 章，但第 7.6.2 条设置了一种类似中国法上不可抗力或
美国法上商业不能的特殊情况迟延履行的磋商程序。
1. 第 7.6.2 条优先于第 7.4 条适用
第 7.6.2 条适用于特定情形下的迟延履行，与适用于所有不符合协议行为的争端解决的
第 7.4 条间是特殊条款与一般条款的关系。
《协议》为一些义务设定了明确的履行期限，如第 3 章附录 8 第 2 条规定，如果美国执
行了由中国海关总署与美国农业部共同确定、用于查看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为美国肉
类、禽肉、肉类产品和禽肉产品输入中国发放的出口证书的系统并证明其可靠性和安全性，
则中国应在 2020 年 2 月底前使用该系统认定证书；又如，第 4 章金融服务章节规定中国应
不晚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取消保险等金融服务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取消部分歧视性监管流程。
16
《协议》还有一些条款限定了审查期限，例如，《协议》共有 3 个条款规定中国在 30 个
工作日内履行相应义务，11 个条款规定中国应在 1 个月内履行相应义务，另有 2 个条款规
定中国应在 60 天/2 个月内履行相应义务。此外，第 6 章规定了中国扩大购买美国的商品和
服务的义务，而且设定了年度额度，未能完成年度任务同样构成迟延履行。第 7.6.2 条仅适
用于因自然灾害或其他双方不可控的不可预料情况导致的迟延履行，而迟延履行当然也属于
第 7.4 条所规定的不符合协议的行为。按照特别优于普通的一般原则，17当符合第 7.6.2 条的
适用条件时，应优先适用第 7.6.2 条的磋商程序。
在程序上，第 7.4 条分为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办公室评估、副部长和副总理两级争端解
决程序、损失磋商、采取行动等步骤，而第 7.6.2 条程序是直接磋商，无需经过评估程序，
亦没有关于损失与损失回应磋商、补救措施等的规定。由于第 7.6.2 条调整的迟延履行因自
然灾害或其他双方不可控的不可预料情况而起，而通常这些情况具有突发性、严重性，损害
后果还存在一定的延续性，对《协议》履行的影响也往往是急促的、直接的，此种情形下立
即开始磋商才是最大限度减小损失的良方，评估并不必要。
第 7.6.2 条无论在内容还是程序上都有其独立地位，应被视作第 7.4 条的特殊条款。一
般情况下的迟延履行应定性为第 7.4 条的“不符合协议”，适用第 7.4 条的规定，但当符合
第 7.6.2 条的情形出现时，应直接适用第 7.6.2 条，而排除第 7.4 条的适用。
2. 符合第 7.6.2 条的迟延履行不适用第 7.4 条
见《协议》第 4.6 条、第 4.7 条。
古祖雪：《国际法体系的结构分析》，《政法论坛》2007 年第 6 期，第 72 页。See also UN, United N
ations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Vol. XXI 100, adopted on 18 Feb. 1977, https://legal.un.o
rg/docs/?path=../riaa/volumes/riaa_XXI.pdf&lang=O, visited on 5 May 202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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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4 条适用的前提是一方有“不符合协议”的行为，与第 7.6.2 条对应的则是迟延履
行，但第 7.6.2 条的适用前提是“因自然灾害或其他双方不可控的不可预料情况”导致的未
能及时履行，又令第 7.6.2 条具有了免责条款的特征。
在笔者视野所及范围内，未见国家间经贸协定中有类似第 7.6.2 条的表述。美国主导的
WTO 系列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都
只有一般例外、安全例外、外汇收支失衡等保障措施的规定，其中例外的内容和事项都是特
定的，并无“不可控的不可预料情况”这样的宽泛表述。唯一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是《马拉喀
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以下简称“《马拉喀什协定》”）第 9 条第 3 款，规定在例外
情况下，部长级会议可以决定豁免某成员方根据《马拉喀什协定》和其他多边贸易协议所承
担的某项义务。但这里的“例外情况”（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与《协议》第 7.6.2 条所规
定的“自然灾害或其他双方不可控的不可预料情况”还是有较大区别。一方面，《马拉喀什
协定》所列“例外情况”包罗甚广，除了包括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预料不可控制的事件，18
还包括成员方主观上出于政治或经济目标的考量申请豁免，19而《协议》则将适用范围严格
限制为“自然灾害或其他双方不可控的不可预料情况”，将单纯的主观利益考量因素排除在
外，限缩性更强；另一方面，《协议》第 7.6.2 条的适用具有暂时性，磋商后《协议》履行
还将回归正轨，而《马拉喀什协定》第 9 条第 3 款则因“集体豁免”的存在20和第 9 条第 4
款对“延长豁免期限”的规定21而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直接修改条款内容的性质，22成员方可
以获得长期甚至永久豁免。23
相比之下，“不可控的不可预料情况”从表述上更类似民商事合同以及近年来在公私主
体间的行政合同、特许协议、保证协定中也有运用的免责条款，与中国法上的不可抗力和情
势变更、美国法上的履行艰难相对应。在第 7.4 条已经对一方违约作出一般规定的情况下，
第 7.6.2 又对特定情形的不履行作出特别规定，而且其规定的特定情形类似合同和法律上的
免责事由，因此可以将第 7.6.2 条归列为第 7.4 条的例外。
顺着这个思路，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第 7.6.2 条仅规定了磋商这一争议解决方式。符合
第 7.6.2 条适用前提的迟延履行可以免责，双方应协商调整《协议》具体事项的履行时间乃
至内容，也因为免责，不会产生损失赔偿，因此不再适用依据第 7.4 条在磋商和处理不成情
况下的后续损失磋商和行为。当然，第 7.6.2 条磋商仍有必要依托双方依据第 7.4 条建立起
来的争端解决机构、平台和人员。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Employment Verbatim Report of the Ninth Meeting of Committee V Held at Church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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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tner, The Law and Politics of WTO Waivers: Stability and Flexibility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64(1
st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9
Isabel Feichtner, The Law and Politics of WTO Waivers: Stability and Flexibility in Public Internation
al Law 65(1st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0
GATT,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Decision of 25 June 1971, L/3545; GATT, Trade Negotiatio
ns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Decision of 26 November 1971, L/3636; WTO, General Council Decision
of 15 June 1999, Preferential Tariff Treatment for Least-Developed Countries, WT/L/30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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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可延长、修改或终止该项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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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bel Feichtner, The Waiver Power of the WTO: Opening the WTO for Political Debate on the Recon
ciliation of Competing Interests, 20(3)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2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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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WTO1999 年 1 月 15 日通过了对最不发达国家的优惠关税待遇豁免，期限为 10 年。到期后，2009 年
又依据《马拉喀什协定》第 9 条第 4 款延长豁免期限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2019 年，该豁免再次被延期至
2029 年 6 月 30 日。WTO, Preferential Tariff Treatment for Least-Developed Countries, WT/L/304;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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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第 7.6.2 条优先于第 7.4 条适用，第 7.6.2 条本身的内涵也意在否认符合其前提条
件下的迟延履行构成“不符合协议”，符合第 7.6.2 条的迟延履行直接适用第 7.6.2 条即可，
而无需适用第 7.4 条。诚如前文所分析的，新冠疫情属于第 7.6.2 条所规定的其他双方不可
控的不可预料的情况，因此与新冠疫情有因果关系的迟延履行并不属于“不符合协议”的行
为，双方应直接按照第 7.6.2 条进行磋商，而不必适用第 7.4 条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论证
迟延履行的因果关系时，主要考虑新冠疫情对迟延履行的贡献大小。24

三、WTO 争议解决机制在《协议》履行争议中的作用
《协议》第 7.6.1 条规定，双方确认各自在 WTO 协定和其他共同参加的协定项下相互
间的现有权利和义务。作为 WTO 的核心组成部分，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似乎也将成为中
美双方面对履行纠纷时可以诉诸的渠道，但是， WTO 争端解决机制并不能用于解决《协议》
履行的纠纷。
（一）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不适用于《协议》履行争议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DSU）第 1.1 条规定，其规则和程序应适用于按照该谅解附录 1
所列各项协定（即“涵盖协议”）的磋商和争端解决规定所提出的争端，简而言之，WTO
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成员方之间因 WTO 体系中涵盖的各协定而提起的磋商或争端解决， 25
包括《WTO 协定》规定和 DSU 规定下的权利和义务的磋商和争端解决，26但不包括《协议》。
DSU 未明确说明双边贸易协议能否被纳入 DSU 调整范围，但是，GATT 时期的做法是，
原则上一项根据双边协定所提出的权利请求不能诉诸总协定的多边争端解决程序，27争端解
决机构（Dispute Settlement Body, DSB）先前报告给出的答案也是否定的。在欧共体商用船
舶贸易案中，专家组审查了欧共体与韩国之间的双边协议并指出，该协议不是 DSU 第 1 条
和第 2 条所指的“涵盖协议”，强调对该协议的行文进行审查仅出于便于专家组认定双方争
议的症结所在，并不意味对该协议做出任何解释，也不涉及对双方在该协议下的权利义务做
出任何安排。28类似的，在欧共体和部分成员国影响大型民用飞机贸易措施案中，欧共体提
出，专家组在审查提交给它的事项时应直接适用欧共体与美国之间的 1992 年协议的规定，
而专家组则认为，DSU 第 7.2 条要求专家组“解决争端各方引用的任何涵盖协议中的相关条
款”，1992 年协议并不是 DSU 附录 1 所涵盖协议的清单中包含的内容，
同样也不在 GATT1994
所包含的任意一项文书中，因此专家组无权确定 1992 年协议所规定的当事方的权利和义务。
29

综上，DSU 规则和 DSB 实践均表明，只有因“涵盖协议”而起的争端才可被提交至
DSB，30显然，中美双方关于《协议》的履行纠纷本身不在 DSU 的适用范围内，因此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不能用于解决中美双方的《协议》履行纠纷。而如同履行纠纷不在 DSU 适用
范围一样，中美双方关于《协议》履行纠纷磋商不成，也不构成因“涵盖协议”而起的争端，
DSU 也不可成为中美双方磋商不成的救济途径。即使没有层层规定，从效率的角度出发，

24

参见吕宗澄、李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民事合同法律关系的影响》，《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1 期，第 42 页。
25
陈立虎：《论 WTO 争端解决机制适用的协定、诉讼和主体》，《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年第 1 期，第 64 页。
26
The Secretariat of WTO, A Handbook on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37 (1st ed., Cambridge
Press 2004).
27
陈立虎：《论 WTO 争端解决机制适用的协定、诉讼和主体》，《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年第 1 期，第 65 页。
28
EC-Commercial Vessels, WT/DS301/R, para.7.131.
29
EC and certain member States-Large Civil Aircraft, WT/DS316/R, para.7.89.
30
See Christina Voig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solving Conflicts
Between Climate Measures and WTO Law 307(1st ed., Brill | Nijhoff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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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DSU 作为磋商不成的救济途径也不妥当，DSU 解决争端的周期过长，31无疑不利于《协
议》的履行和中美双方经贸谈判的继续进行。
（二） 可以适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情形
《协议》第 7.6.1 条规定《协议》并不影响中美双方在 WTO 项下现有权利义务的再确
定，但该规定是一般意义上的，而且《协议》并无类似《美墨加协定》争端解决章第 3 条的
争端解决机构选择的条款，32因此双方是否可以诉诸 WTO 争议解决并不那么明确。本文认
为，该条赋予了中美双方在发生涉及 DSU 涵盖协定的争端时，诉诸 WTO 解决争端的权利，
依然是磋商先行。
面对因《协议》第 6.2.7 条和第 7.6.2 条而起的履行纠纷，中国首先应把握磋商机会，争
取纠纷的妥善解决，但如果依旧磋商不成，诚如前文所分析的，此时美国不能适用《协议》
第 7.4 条的补救措施。而如果此时美国转而又对中国继续加征关税、施加进出口配额或采取
其他不符合 WTO 协定的措施，中国则可以诉诸 WTO 争端解决机制，促使美国履行《协议》。
当然，目前上诉机构停摆，虽然中国和欧盟等十六个成员已经倡议临时仲裁上诉机制，33但
该程序的启动依赖双方同意而且裁决并无直接约束力，WTO 争端解决机制面临前所未有的
挑战，即使中国向 DSB 提起申诉，也极有可能无果而终，因为美国可以不同意诉诸临时上
诉仲裁。但至少美国在《协议》中表现出对 WTO 协定的认可使得争端解决机制仍有“用武
之地”，中国应在遵守 WTO 相关规定的同时，适时诉诸 WTO 所提供的争端解决机制，合
法合理运用报复、仲裁等手段，表达自身诉求，维护自身利益。
（三）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与《协议》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
尽管目前情况下，《协议》第 7.4 条无法适用，但是其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间的关系
还需厘清。《协议》实体部分包括技术转让，知识产权，食品和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宏
观经济政策、汇率问题和透明度，扩大贸易六大章节，其中多数与 WTO 的调整范围相重叠。
面临争议，现实的问题是：《协议》争端解决机制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孰先孰后？若一方
依据《协议》第 7.4 条向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办公室提出申诉，而另一方直接向 WTO 起诉，
又该如何？遗憾的是，《协议》中并无条款对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与《协议》自身争端解决
机制的适用问题做出说明，而 WTO 自身也缺乏相应的协调机制。34针对实践中广泛存在的
自由贸易协定、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与 WTO 之间的管辖权冲突问题，学界涌现了各类观点，
如司法包容策略、明示选择管辖权及为选择性管辖权设限、司法礼让或共同管辖等，35或可
为《协议》争端解决机制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认定提供思路。
DSU 下，没有上诉时争端解决最长期限可达一年，存在上诉时可达一年零三个月。而《协议》秉持快速
解决争端原则，所设置的争端解决机制下，争端解决期限最长为 122 天（截至回应磋商之前，回应磋商无
期限限制）。
32
《美墨加协定》第 31.3 条：机构选择
1、如果根据本协定和争端当事方已加入的另一项国际贸易协定（包括世贸组织协定）发生争端，则投诉方
可以选择解决争端的机构。
2、一旦投诉方请求根据本章设立一个专家组或将所涉争议提交给第 1 款所述协议的专家组或法庭，则所作
选择具有排他性，应排除其他机构的适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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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危地马拉、中国香港、墨西哥、新西兰、挪威、新加坡、瑞士、乌拉圭，达成《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
排》（Multi-Party Interim Appeal Arbitration Arrangement，MPIA)并通报争端解决机构（Dispute Settleme
nt Body, DSB）。MPIA 将适用于上诉机构目前悬而未决的案件和此后的上诉案件，包括执行阶段的上诉，
直至 WTO 上诉机构重新运转。但目前，成员国相应的国内程序尚在进行中，仅欧盟理事会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正式批准 MPIA。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20/march/tradoc_158685.pdf, https://www.consil
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0/04/15/council-approves-a-multi-party-interim-appeal-arbitration-arran
gement-to-solve-trade-disputes/, visited on 18 April 2020.
34
参见王春婕：《区域与 WTO 管辖权冲突协调机制探析——以 NAFTA 的实践为例》，《东岳论丛》20
12 年第 12 期，第 178 页。
35
参见顾益民：《WTO 与 CAFTA 争端解决管辖竞合之法理与对策》，《理论界》2011 年第 12 期；陈
儒丹：《TPP 中选择性排他管辖权条款的效力研究》，《政法论丛》2016 年第 5 期；张虎：《中韩 FTA
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的冲突及协调》，《山东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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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新冠疫情下，中美任意一方采取了不符合《协议》及 WTO 规定的措施，将同时符合
《协议》争端解决机制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条件。就二者适用顺序而言，宜先行适
用《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即《协议》第 7.4 条。原因如下：第一，如前所述，《协议》中
并无类似《美墨加协定》争端解决章第 3 条的争端解决机构选择的条款，因此双方是否可以
诉诸 WTO 解决争议并不那么明确，还有待中美双方的进一步考量；第二，诉诸 WTO，由
于目前上诉机构停摆，美国并未加入临时上诉仲裁机制，美国可以阻挠将专家组报告提交争
端解决机构通过，WTO 争端解决可能无果而终，即便通过，之后的执行程序也耗时较长；
第三，新冠疫情的特殊性质使充分磋商有其必要性，因此，优先适用《协议》争端解决机制，
有利于中美双方充分表达各自观点，进一步推进纠纷的妥善解决。此外，若适用《协议》第
7.4 条后，双方达不成解决方案，也无法达成损失赔偿合意，申诉方采取其认为适当的、以
相称方式实施的补救措施，而该补救措施违反 WTO 规定，诚如之前所述，《协议》第 7.6.1
条赋予了中美双方在发生涉及 DSU 涵盖协定的争端时，诉诸 WTO 解决争端的权利，此时
被申诉方依然享有依据第 7.6.1 条诉诸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利。
综上，《协议》第 7.6.1 条确认中美在 WTO 协定和其他共同参加的协定项下相互间的
现有权利和义务，该条款表明双方仍同意受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约束。即使《协议》是游
离于 WTO 之外的双边协议，WTO 争端解决机制不可直接用于解决《协议》履行纠纷，但
是理论上，如果一方的贸易限制措施违反 DSU 涵盖协定，WTO 争端解决机制仍有适用空间。
此外，若出现同时符合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与《协议》自身的争端解决机制适用条件时，《协
议》争端解决机制应优先适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依《协议》只有与中国磋商的程
序性义务，没有同意中国延迟履行的实质性义务。因此，中国如果诉诸 WTO 可能只有道义
上的作用，很难取得法律上的效果。

四、结语
根据《协议》第 6.2.7 条和第 7.6.2 条，针对新冠疫情期间出现的《协议》履行问题，中
美双方应及时启动磋商机制。北京时间 2020 年 5 月 8 日，中美两国代表进行了通话，表示
要加强宏观经济和公共卫生合作，努力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落实创造有利氛围和条
件，也同意继续保持沟通协调规定，为《协议》履行释放了利好信号。但新冠疫情对《协议》
的履行造成困难确属不争的事实。美国总统在不同场合指责中国履行迟延并表达希望中国履
行的意愿，而中国如果有履行迟延，也确实是因为新冠疫情和中美双方采取的防控措施。中
美双方应充分利用《协议》第 6.2.7 条和第 7.6.2 条规定的磋商机制，尽快就有关的迟延履行、
履行不能等问题开展磋商，重新调整第一阶段协议预期，使《协议》的履行重新步入正轨，
也为将来第二阶段协议的谈判工作做好必要铺垫。磋商中需秉承对等原则36与平衡原则37，
秉持互惠互利的态度。由于这两个条款均没有规定具体的磋商程序，双方宜依托第 7.4 条所
建立的机构和指派的人员，首先磋商确定具体的时间表和程序，如双方通过磋商不认为中国
落实第 6 章义务的能力受到美国采取或未采取行动或美国内其他情况的影响，或全部或部分
延误并非自然灾害或其他双方不可控的不可预料情况所致，则可以切换到一方行为不符合协
议情况下的第 7.4 条争议解决程序。同时，不可忽视 WTO 在应对《协议》履行问题中可发
挥的积极作用，对于涉及 WTO“涵盖协议”下的争端，中美双方也应遵循《协议》第 7.6.1
条的指引，诉诸 WTO 争端解决机制予以解决，不过 WTO 自身的困境可能会为实际操作带
来一定阻碍。新冠疫情下，中美双方应通力合作，共同推进《协议》履行问题的妥善解决，
以进一步缓和双方冲突，促进双方正常经贸关系的恢复和维持。

对等原则体现在中美《协议》的诸多条款中，也是 WTO 协定的要求，特别是体现在当某一成员违反承
诺时，作为其贸易伙伴的其他 WTO 成员可获得撤回或中止实质上对等的减让的权利，与《协议》履行困
难在适用情境上相吻合。
37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20 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和 2019 年年度报告》中表达了其对平衡的诉求。US
TR, 2020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9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Tr
ade Agreements Program,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2020_Trade_Policy_Agenda_and_2019_Annual_Re
port.pdf , visited on 1 March 2020, p.19.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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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lementation 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COVID-19
LIU Ying & ZHANG Fu-na

Abstract: Article 6.2.7 and Article 7.6.2 of the Agreement respectively regulate the consultations
under the situation where the performance capacity is affected and the consultations of delayed
performance due to special circumstances. COVID-19 and the anti-epidemic measures taken by
China and the US met the applicable premises specified in Article 6.2.7 and Article 7.6.2. These
two clauses provide a direct basis for dealing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and thus
China can conduct consultations to resolve specific situations. When the application conditions of
Article 6.2.7 and Article 7.6.2 are met, the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 in Article 7.4 of the
Agreement could not be applied. The consultations based on Article 6.2.7 and Article 7.6.2 shall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balance and equivalence.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can
provide a solution for disputes that arising from violating WTO agreements.
Key Words: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COVID-19; implementation
consultation; dispute 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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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232 措施”法律性质之辨析
——以 DS544 案为切入
周艳云
（常州大学法学院，江苏常州 213164）

摘 要：在 DS544 案中，美国“232 措施”的定性问题为中美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学界目
前对此问题的论证尚不充分。美国将“232 措施”单方面认定为国家安全措施的做法并未获
得大多数国家和权威国际组织的认可。美国“232 措施”不属于 WTO 认可的可享受免责的
国家安全措施的范畴。美国“232 措施”在其构成因素和法律特征的诸多方面与保障措施相
吻合，而且美国“232 措施”的核心部分，即措施的核心功能与保障措施相契合。美国“232
措施”不应定性为国家安全措施，而应定性为保障措施。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美国“232 措施”；法律性质

美国商务部依照《1962 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 条款在 2018 年 3 月起对中国进口美国的
钢铝产品分别加征 25%1和 10%2的关税，中国将美国诉至 WTO 争端解决机构，请求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项下解决“232 措施”争端。3
在中美“232 措施”争端的 DS544 案中，中美争议的焦点法律问题系对中美贸易战中美国
所实施的“232 措施”的法律性质的精准识别。美国坚称“232 措施”是国家安全措施。若美
国“232 措施”被认定为是国家安全措施，美国能依据 GATT1994 第 21 条的安全例外条款
免除其违反 WTO 义务的责任，4中国、欧盟、印度等 WTO 成员国的反制措施即为非法措施。
而中国、欧盟、印度等 WTO 成员国则批驳称美国“232 措施”本质上应是保障措施，5因而，
美国不能援用 GATT1994 第 21 条的安全例外条款免除其违反 WTO 义务的责任，因美国“232



周艳云：常州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
1Adjusting Imports of Steel Into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the Annex, To Modify Chapter 99 of the ar
monized Tariff Schedule of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 9705, issued on 8 March 2018)，8
3 FR 11625-11630, March 15, 2018. at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presidential-proclamat
ion-adjusting-imports-steel-united-states/,July.6, 2019.
2Adjusting Imports of Aluminum Into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the Annex, To Modify Chapter 99 of
the Harmonized Tariff Schedule of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 9704, issued on 8 March
2018)，83 FR 11619-11624, March 15, 2018. at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presidential-p
roclamation-adjusting-imports-aluminum-united-states/,July. 16, 2019.
3 United States – Certain Measures on Steel and Aluminium Products Request for Consultations by CHI
NA，WT/DS544/1 • G/L/1222 • G/SG/D50/1.
4GATT 第 21 条规定：“本协定不得解释为：（a）要求任何缔约方提供其根据基本安全利益认为不能公布
的信息；或（b）阻止任何缔约方为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对下列事项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任何行动：（i）有
关裂变材料或提炼裂变材料的原料；（ii）有关武器、弹药和军火的运输或直接和间接供军事机构用的其他
物品或原料的运输；（iii）战争或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状态期间；或（c）阻止任何缔约方根据《联合国
宪章》为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而采取行动。
5中国、印度、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挪威、俄罗斯、瑞士、土耳其认为美国“232 措施”本质上构成保障
措施。

779

措施”受损的 WTO 成员国依据《保障措施协定》第 8 条第 2 款亦有权采取反制措施。6
那么，美国“232 措施”的应然法律性质究竟为何？美国“232 措施”是否属于 WTO 所认可
的国家安全保障措施？美国“232 措施”是否契合 WTO 保障措施的构成要件及其认定标准？
上述问题为国际经济法学界亟待辨明解决的问题。

一、美国为232措施2国为国际经济法学界亟 or 国家安全措
施
（一）“232措施”被识别为保障措施之观点
7
中国、
欧盟、
印度等 WTO 成员国将“232 措施”定性为保障措施，
认为美国滥用 GATT1994
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歧视性地对部分成员国进口美国的钢铝产品采取 232 措施，此措施实
际上是保障措施。美国“232 措施”严重背离非歧视原则，严重损害了中国、欧盟、印度等
WTO 成员国的利益。8

中国在设立专家组的申请中指出，美国称“232措施”是由于国家安全原因而采取的。然
而，究其实质而言，美国实施“232措施”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国内钢铝产业因外国钢铝产品的
高量进口所遭受的损害。美国是通过暂停或撤回美国应承担的WTO关税减让义务的方式以
实现救济美国国内钢铝产业的核心目标，以保障美国国内相关产业的经济利益。美国“232
措施”无论是单独实施还是共同实施，都不符合美国根据《保障措施协定》所应承担的义务。
9
且将美国“232措施”定性为保障措施，方能将该措施纳入《保障措施协定》的范畴予以规制
和调整。在实施“232措施”的过程中，美国却违背《保障措施协定》所设定的成员国应承担
的多项义务。
欧盟也将美国“232措施”识别为保障措施。欧盟在设立专家组的申请中指出，美国“232
措施”是由于某些产品的进口对美国国内钢铝产业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或重大损害的威胁，为
保护美国国内钢铝产业免受来自进口的竞争，而对进口的钢铝产品征收额外的进口关税或采
取其他贸易限制措施。欧盟认为美国“232措施”不符合美国根据《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定所
应承担的义务。10且仅有将美国“232措施”识别为保障措施时，该措施才受《保障措施协定》
的规则所调整和规制。欧盟认为美国“232措施”不符合美国根据《保障措施协定》规则所应
承担的义务，说明欧盟也将美国“232措施”识别为保障措施。
印度也将美国“232措施”识别为保障措施。印度在设立专家组的申请中指出，美国“232
措施”无论是单独施行或是共同施行，均不符合美国依照《保障措施协定》的实体性规则与

6《保障措施协定》第 8 条第 2 款规定：“提议实施或延长保障措施的成员应向作为有关产品的出口方对其
有实质利益的成员提供事先磋商的充分机会，若磋商未能在 30 天内达成协议，则受影响的出口成员有权在
不迟于该保障措施实施后 90 天，并在货物贸易理事会收到此中止的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天期满后，对实施
保障措施成员的贸易中止实施 GATT 1994 项下实质相等的减让或其他义务，只要货物贸易理事会对此中止
不持异议。”
7中国、印度、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挪威、俄罗斯、瑞士、土耳其认为美国“232 措施”本质上构成保障
措施。
8中国、印度、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挪威、俄罗斯、瑞士、土耳其等出口钢铝到美国的 WTO 成员国。
9 United States – Certain Measures on Steel and Aluminium Products Reques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anel by China，WT/DS544/8.
10 United States – Certain Measures on Steel and Aluminium Products Reques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anel by the European Union，WT/DS5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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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性规则所应承担的义务。11印度认为美国“232措施”违反了多款《保障措施协定》的规
则，而只有当成员国实施的措施被视为是保障措施时，该措施才受《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则
所调整和规制。印度认为美国“232措施”违反了多款《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则，说明印度也
将美国“232措施”识别为保障措施。
加拿大、墨西哥、挪威、俄罗斯、瑞士、土耳其在设立专家组的申请中也指出，美国“232
措施”违反了多款《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则，12而只有当成员国实施的措施被视为是保障措
施时，该措施才受《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则所调整和规制，说明上述国家亦将美国“232措施”
识别为保障措施。
（二）“232措施”被定性为国家安全措施之观点
美国将“232 措施”定性为国家安全措施。美国在基于国家安全限制钢铝进口的系列行政
命令和行政文书中均将“232 措施”定性为国家安全措施而非保障措施。美国在钢铝进口特定
措施案的抗辩中及其在“232 措施”的反制措施案的设立专家组申请中均将“232 措施”定性为
国家安全措施而非保障措施。
从美国“232 措施”的实施目的而言，美国认为钢铝产品进口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损害或
损害威胁，其采取“232 措施”的目的主要是为防止和减少钢铝产品进口对美国国家安全所造
成的损害或损害威胁，为保障美国国家安全而对钢铝产品进口采取限制性措施，而非仅保护
美国国内钢铝产业的利益。13因此，美国“232 措施”主要是国家安全措施，而非保障措施。
从美国“232 措施”的法律依据而言，美国认为 1962 年《贸易扩张法案》第 232 条款
为保障国家安全条款。美国采取保障措施的法律依据是 1974 年《贸易法》第 201 条款。美
国采取“232 措施”的法律依据系 1962 年《贸易扩张法案》第 232 条款而并非 1974 年《贸易
法》第 201 条款。14故而，美国“232 措施”应定性为国家安全措施而非保障措施。中国、欧
盟、印度等 WTO 成员国认为 232 措施不符合《保障措施协定》不存在法律依据。中国、欧
盟、印度等 WTO 成员国不能依据《保障措施协定》第 8 条第 2 款采取反制措施。

二、美国“232措施”是否为国家安全措施之辨
（一）美国“232措施”不属国际经贸领域中国家安全措施之范畴
欲明确国家安全措施的范围需先明晰何谓国家安全。最先应当界定“安全”的基本含义。
在《布莱克法律词典》中，安全被界定为不受攻击与不处于危险境地的情形。15在《韦氏词
11 United States – Certain Measures on Steel and Aluminium Products Reques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anel by india，WT/DS547/8.
12 United States – Certain Measures on Steel and Aluminium Products Reques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anel by Turkey，WT/DS564/15；United States – Certain Measures on Steel and Aluminium Products
Reques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anel by Switzerland，WT/DS556/15；United States – Certain Measur
es on Steel and Aluminium Products Reques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anel by the Russian Federatio
n，WT/DS554/17；United States – Certain Measures on Steel and AluminiumProducts.Request for the Est
ablishment of a Panel by Norway，WT/DS552/10；United States – Certain Measures On Steel And Alumi
nium Products Reques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anel By Mexico，WT/DS551/11;united states certain
measures on steel and aluminium products reques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anel by Canada,WT/DS550/
11.
13 United States – Certain Measures on Steel and Aluminium Products Communic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WT/DS544/2.
14 United States – Certain Measures on Steel and Aluminium Products Communication from the united s
tates，WT/DS548/13.
15 BLACKS LAW DICTIONARY. (1979):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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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中，安全指保障并使之不处于危险与恐惧之中。16在《牛津高阶英语词典》中，安全指
保障人与国家等主体并使之不处于攻击与危险状态。17综合上述解释可知，安全措施应指保
障人与国家等主体免受攻击并不处于危险状态的措施。措施是实现人与国家等主体免受攻击
或危险的保障。“国家安全”一词被美国作家利普曼在其《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最先提出，
其认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为保障其国家合法利益而采取的避免战争措施，及特殊情况下利用
战争方式保障其国家合法利益的措施。18可见，国家安全措施主要与战争相关，指国家避免
战争与应付战争的措施。
从历史维度观之，国家安全的观念因二战而激发诞生并逐渐演化。国家安全观念是在战
争状况下源于国家追求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诉求而衍生与发展。因而，美国学者布朗主
张国家安全指国家的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国家安全措施仅指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
的措施。19罗伯特·J·阿特也主张国家安全仅限于保卫国家免受军事攻击与侵略的范畴。20美
国学者史蒂芬·沃尔特亦主张国家安全仅是与战争有关的政治与军事安全，反对扩展国家安
21
全的范围。 上述观点被国际条约所认可与采纳，如 GATT1994 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则吸收
了上述观点，将国家安全主要限定为国家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
冷战结束后，国家经济问题、生态问题、网络信息安全问题等被学者们上升至国家安全
的高度进行考量，部分国家和学者提出拓展国家安全范围的观点与构想。如丹麦学者维夫和
怀尔德与英国学者布赞所合著的《新安全论》中呼吁国家安全应含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
社会安全、经济安全与环境安全。22 俄罗斯学者沙瓦耶夫也认为国家安全的范围应当拓展，
应当融入经济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技术安全等方面的内容。23 上述观点虽被美国、
俄罗斯、蒙古等部分国家所采纳，24 但并未获得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国家和权威国际组织的
普遍公认。
从国际实践观之，世界各国和各国际组织普遍公认与战争相关的国家政治与军事安全为
国家安全，即国家保障其政治与军事安全的措施为国家安全措施的认定在国际上是不存在异
议的。而国家经济安全、信息技术安全、生态坏境安全、金融货币安全、食品与文化安全、
能源与资源安全等却并未被世界各国和各国际组织公认为是国家基本安全，仅少数国家单方
面将国家经济安全、信息技术安全、生态坏境安全、金融货币安全、食品与文化安全、能源
与资源安全等视同为国家安全，单方面将国家经济安全措施、信息安全措施、生态安全措施、
金融安全措施、科技安全措施等宣称为国家安全措施，此种国家的单方面的认定与声明并未
获得权威的国际组织和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少数国家单方面将国家经济安全措施、信
息安全措施、生态安全措施、金融安全措施、科技安全措施等认定为国家安全措施的做法并
未形成世界公认的国际惯例。且此种扩大性认定多为政策性宣言，真正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国

16〔美〕梅里亚姆·韦伯斯特：《韦氏法律词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96 年版，第 494 页。
17〔英〕韦迈尔：《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六版）》，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55
页。
18 E. Jensen. "Balancing Security and Growth: Defining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19, 2010, pp.161-186.
19 Institute, Worldwatch. State of the World 1999: A Worldwatch Institute Report on Progress Toward a S
ustainable Society. State of the world 1996 : a worldwatch institute report on progress toward a sustainab
le society, 1996, p.98.
20 Art, Robert J. "A Defensible Defense: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
curity, Vol.15, 1991, pp.5-53.
21〔英〕巴瑞·布赞：《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 页。
22〔英〕巴瑞·布赞：《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 页。
23〔俄〕A.X.沙瓦耶夫：《国家安全新论》，季正矩译，军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5-29 页。
24 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Home land Securit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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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经济安全、信息技术安全、生态坏境安全、金融货币安全、食品与文化安全、能源与资源
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更少。25
国家单方面通过国内立法将国家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金融安全、科技安全
等归入国家安全的范畴，其效力在不同领域是迥然不同的。国家单方面将国家安全所作的扩
大解释只在其国内有效，在国际经济领域和国际经济组织层面则无效。国家可将部分重要的
经济安全措施、信息安全措施、生态安全措施、金融安全措施、科技安全措施提升至保障国
家安全的高度以敦促国内行政机构实施，但其实施的前提是必须不得背离在此领域中国际法
的所涉规则，不得违反国际社会公认且通用的国际惯例，不得违背国际组织的宗旨和运行原
则。
高度自由的国际贸易是 WTO 不懈追求的目标和致力实现的宗旨，亦是国际经济法的立
法与适法的初衷。而成员国将 GATT 第 21 条中的国家安全进行扩张解释会增加对自由贸易
的限制，解释扩张的幅度越大对自由贸易的限制就越强。因此，从国际经济组织与国际经济
法制的维度而言，国家将对保障国家基本安全不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经济安全措施、信息安
全措施、生态安全措施、金融安全措施、科技安全措施等宣称为国家安全措施进而对国际自
由贸易进行限制的做法是违反 WTO 法和其他国际经贸规则的。在国际经贸领域，此种扩张
解释与扩大认定是不成立和无效的。虽然国家安全在国际经贸领域中是国家在违反国际经贸
规则时通用的免责理由。国家源于国家安全考量而违反及 WTO 法等国际经贸规则仅是允许
在极其特殊的个案中适用的特例。国际经贸法制及 WTO 法仅允许在国际自由贸易侵害或威
胁国家基本安全的情形下，国家才可采取国家安全措施来限制国际自由贸易。
鉴于此，美国“232 措施”实为钢铝贸易领域的国家进出口管制措施，对保障美国基本国
家安全不起决定性作用。美国单方面将其认定为国家安全措施的做法未获得国际经贸领域中
权威的国际组织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不符合国际经贸法制的宗旨与原则。故而，美国
将“232 措施”认定为国家安全措施是不成立的，也是无效的。
（二）美国“232措施”背离WTO的国家安全理念
国家安全措施通常被认为系国家为保障国家基本安全利益所采取的措施。不同的国家和
学者因其所持的国家安全观不同，其对国家安全措施范围的界定亦随之而不同，进而其所作
出的此措施是否是国家安全措施的判定结论也截然不同。因此，判断某措施是否是国家安全
措施，应首先明晰其所立基的国家安全观。
国家安全观可分为狭义的国家安全观与广义的国家安全观。狭义的国家安全观，亦称为
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仅将国家安全限定为保障国家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政治与军事等方
面的安全。26 国家采取的保障国家的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的措施才是
国家安全措施。广义的国家安全观极大拓展了国家安全的范围，不仅将国家的主权、领土、
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安全视为国家安全，亦将国家经济安全、信息技术安全、生态坏境安全、

25 2015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仅将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大国家经济利益视为国家基
本安全而归入国家安全范畴。如《国家安全法》中专门和具体规定国家经济安全的条款是第十九条，第十
九条规定：“国家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全预防和化解经济安全风险的制度机
制，保障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产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
大经济利益安全。”
26 任卫东：《传统国家安全观:界限、设定及其体系》，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 年第 4 期,第 7
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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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货币安全、食品与文化安全、能源与资源安全等视为国家安全。27 因此，在广义的国家
安全观的主导下，国家所有的措施均可被视为是国家安全措施。
鉴于美国“232 措施”争端最适格的处理机构为 WTO 争端解决机构，对美国“232 措施”
是否是国家安全措施的判断必须置于 WTO 争端解决的语境中进行分析。在 WTO 争端解决
的语境下，国家安全不应被无限的扩张解释，应采用国家安全中无争议的核心涵义和范围，
排除掉其外延涵义与范围。国家安全应指国家的基本安全，即仅指涉及国家根本安全利益的
国家安全事项。若国家安全指广义的国家安全，则国家的任何措施均可被认定为是国家安全
措施，国家的任何违背 WTO 义务的措施亦可被认定为是国家安全措施，并可通过援用国家
安全例外条款而免除其违背 WTO 义务的责任。如此，WTO 的整个法律体系将形同虚设，
WTO 自由贸易体系则名存实亡。
从 WTO 争端解决的实践亦可知，WTO 纳用的并非是美国在实施“232 措施”中所强调的
广义的国家安全观。WTO 争端解决机构为避免成员国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多将国家安
全限定为成员国的领土与主权相关的军事、政治安全，多将国家的政治措施与军事措施以及
对保障国家基本安全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安全措施视为是国家安全措施，并未将国家所采取
对保障国家基本安全不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安全措施、信息安全措施、生态安全措施、金融
安全措施、科技安全措施等视为国家安全措施。因此，美国“232 措施”并非 WTO 所认可的
国家安全措施。
（三）美国“232措施”悖离WTO安全例外条款中“国家安全”之界定
GATT1994 第 21 条安全例外条款规定国家采取的措施必须是“保护基本安全利益”的措
施才可认定为是符合 GATT1994 第 21 条安全例外条款的国家安全措施，国家才能免除其违反
WTO 义务的责任。“国家基本安全利益”解决的是事项性问题，何种事项符合国家安全例外
28

条款，其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界定“国家基本安全利益”的范围。
1、从语义解释维度析“国家基本安全利益”

从条约的文义解释的维度而言，GATT1994 第 21 条中的“基本安全利益”条款设立的真
正价值在于区分此安全利益是“基本”的国家安全利益还是“非基本的”国家安全利益。“国
家基本安全利益”重心应在“基本”上，强调 GATT1994 第 21 条中的国家安全利益不是普通
的安全利益，因为任何与国家有关的行为均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国家安全利益，只有涉及国
家必不可缺的最基本的安全利益的事项才属于 GATT1994 第 21 条调整的范畴。
从条约的上下文解释的维度而言，“基本安全利益”术语的上下文对其涵义的解释具有
重要价值。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的规定，“基本安全利益”应按 GATT1994
第 21 条（b）款上下文并参照 GATT1994 的宗旨与目的所涵有的通常意思而善意解释和准确
界定“基本安全利益”。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的规定，“基本安全利益”应
按 GATT1994 第 21 条（b）款上下文并参照 GATT1994 的宗旨与目的所涵有的通常意思而善意
解释和准确界定“基本安全利益”。WTO 上诉机构曾在“美国汽油案”中指出，“恣意解释
将致使条约的段落与条款的存在无价值和无意义，因而，条约解释者不能恣意解释条约的段

27 周叶中, 庞远福：《论国家安全法:模式、体系与原则》，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
6 年第 3 期，第 90 页。
28 Emmerson, Andrew, Conceptualizing Security Exceptions: Legal Doctrine or Political Excus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11, 2008, pp.13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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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落与条款”， 此为 WTO 争端解决机构所确立的 WTO 条款的有效性解释原则。依照上述解释
原则，GATT1994 第 19 条赋予成员方在紧急情况下为保护国内产业采取限制措施的权利。
30

GATT1994 第 19 条应指的是产品大量进口的情况下所导致的进口国国内产业安全利益的损

害及其威胁，国家的某一产业安全难以涵盖国家基本经济安全。GATT1994 第 21 条中“基本
安全利益”应解释为涵括国家多数核心产业的基本安全利益，GATT1994 第 21 条中“基本安
全利益”认定的关键在于此安全利益对国家而言是否是最基本的、最必不可少的、关涉到国
家基本经济命脉的安全利益。
在“乌克兰诉俄罗斯与转运有关的措施”（DS512）案中，专家组对 GATT1994 第 21
条中的“国家基本安全利益”进行了极为细致的解释。专家组指出国家安全措施应为保障国
家基本安全利益的措施，国家安全利益涵括国家基本安全利益和国家非基本安全利益。国家
安全利益系国家安全利益的核心组成部分，但国家基本安全利益的范围较国家安全利益的范
围而言更为狭窄，仅指保障国家基本生存所必需的利益，多指保障本国领土与主权完整，免
除外部军事侵略及威胁，且与国家根本职能相关涉的利益。3131总而言之，专家组认为国家
安全措施多指涉及国家的主权、领土、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安全。32
2、从历史解释维度析“国家基本安全利益”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2 条规定考察条约之准备工作及缔约之情况是解释方法之一，
也称为历史解释方法。我们可通过考察 WTO 协定起草者制定安全例外条款的意图，来判断“基
本安全利益”的范围。在《国际贸易组织宪章》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Charter，
ITOCharter）起草之时，没有单独的安全例外条款，其被包含在宽泛的一般例外条款之中。
一般例外条款涵括安全例外的规定，一般例外的适用限制也适用于安全例外，即国家采取的
安全例外措施不能对他国造成任意性或不合理的歧视，亦不能变相限制国际贸易。然而，随
后制定的《哈瓦那宪章草案》将安全例外的规定从一般例外条款中剥离出来，并独立成为安
全例外条款。通过考察 GATT1994 第 21 条的制定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起初安全例外的规定是
包含在一般例外条款之中的，而后独立为单独的安全例外条款。《国际贸易组织宪章》的一
位起草者指出安全例外条款的目的在于维护真正的安全利益，并防止成员方为保护本国产业
而适用此条款。33 从本质上而言，安全例外条款并非关注一般国家利益，其强调的是最基本
的国家安全利益的维护。根据起草者的意图，“基本安全利益”也不应包括非基本的某一产
业的危机和困难。
3、从目的解释维度析“国家基本安全利益”
在瑞典鞋类进口限制案中，瑞典对特定的鞋类产品实施全球进口配额，并主张其是基于
安全原因采取限制措施，宣称“国内生产的大幅度下降对瑞典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而经济

29 Appellate Body Report,United States-Standards for Reformulated and Conventional Gasoline, WT/DS2
/AB/R, para.23.
30 GATT1994 第 19 条“对某些产品的进口的紧急措施”的规定：“如因意外情况的发展或因一缔约国承担本
协定义务（包括关税减让在内）而产生的影响，使某一产品输入到这一缔约国领土的数量大为增加，对这
一领土内相同产品或与它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严重损害或产生严重的威胁时，这一缔约国在防
止或纠正这种损害所必要的程度和时间内，可以对上述产品全部或部分地暂停实施其所承担的义务，或者
撤销或修改减让。”
31 Panel Report, Russia - Measures Concerning Traffic in Transit ,WT/DS512/R,Para.7.132-7.133.
32 Panel Report, Russia - Measures Concerning Traffic in Transit ,WT/DS512/R,Para.7.130-7.131.
33 Macrory, Patrick F. J. , A. E. Appleton , and M. G. Plumme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eg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nalysis .”10.1007/b99293 (2005):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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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专家组认为成员方应当区分“商业目的”和“基本的国家安全
目的”，根据 GATT1994 订立之初起草者的目的是平衡国家安全利益与自由贸易，瑞典对鞋
类产品进行进口限制不符合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条件，因其未将安全例外条款用于保障国家
安全，而滥用于救济国内鞋类产业危机。34 最终，瑞典在 1977 年自愿地取消了限制措施。
瑞典对鞋类产品所采取的进口限制是一个将 GATT1994 第 21 条安全例外条款滥用于维护某一
产业安全和非基本国家安全利益的例子。
虽然从法律意义上说，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不具有先例效力，亦对后续案件不具有
直接的法律拘束力，但是它们构成对 WTO 成员的合理预期。据学者统计，在 WTO 早期所公开
的 54 个专家组报告和 38 个上诉机构报告中，先前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中的观点均被频繁
援引。35 在实践中，当事方将继续向专家组引用以前的报告，而且专家组将继续采用以前的
推理方式考虑它们。从效果上看，WTO 判例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36 因此，根据“瑞典鞋类
进口限制案”专家组的观点，成员方应当区分“商业目的”和“真正的国家安全目的”，WTO
安全例外条款的“基本安全利益”应当不包括非基本经济安全利益，国家某一产业安全不属
于基本经济安全的范畴。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 WTO 安全例外条款的“基本安全利益”的条约解释，还是 WTO 争
端解决机构的相关争端解决实践，都一再证明国家某一产业安全利益不构成国家“基本安全
利益”。美国“232 措施”实为保障美国国内钢铝产业安全利益的进出口贸易限制措施，其
所保护的仅为美国钢铝产业的安全利益，并非国家“基本安全利益”。因此，美国“232 措
施”仅能被识别为产业保障措施，不能被认定为国家安全措施。

三、美国“232措施”是否为WTO保障措施之析
（一）WTO保障措施的构成要件及其认定标准
《1994 年关贸总协定》第 19 条 37 及《保障措施协议》第 2 条第 1 款 38 均对保障措施进
行界定。基于对 GATT1994 第 19 条与《保障措施协议》第 2 条第 1 款的分析可知，WTO
成员有权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符合 WTO 保障措施规则的保障措施。当国际贸易出现未曾预料
的发展，此发展客观导致某特定产品大量输入某 WTO 成员境内，并进而致使成员国国内生
产直接竞争产品或同类产品的产业遭受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在此紧急情况下，WTO
保障措施规则赋予此进口成员国以非歧视方式限制此特定产品的进口。因此，保障措施是进
口成员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措施，保障措施是以防止进口剧增对成员国内相关产业所致损害
为目的，以减轻国内产业损害和便利国内产业调整为边界，以进口成员暂时违反其应承担的
承诺义务为实施方式的贸易救济措施。39

34 Panel Report, Sweden-Import Restrictions on Certain Footwear, WT/DS86/R, para.56...
35 丁伟、朱榄叶：《当代国际法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文集：国际经济法卷》，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45 页。
36 Mavroidis, PalmeterPetrosC.“The WTO Legal System: Sources of Law.”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
national Law Vol.92, 1998, pp.398-413.
37 GATT1994 第 19 条第 1 款(a)项规定：“如因不能预见的情况和一缔约方在本协定下负担包括关税减让在
内义务的影响,进口至该缔约方领土的产品数量增加如此之大且情况如此严重,以致对该领土内同类产品或
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则该缔约方有权在防止或补救此种损害所必需
的限度和时间内,对该产品全部或部分中止义务或撤销或修改减让。”
38 《保障措施协定》第 2 条第 1 款规定：“一成员只有在根据下列规定确定正在进口至其领土的一产品的
数量与国内生产相比绝对或相对增加,且对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
威胁,方可对该产品实施保障措施。”
39 莫世健：《贸易保障措施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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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保障措施规则并未对保障措施的构成要件及其认定标准作明确规定。但在 WTO
争端解决实践中，上诉机构对保障措施的构成要件及其认定标准作出了解释。上诉机构在中
国台北诉印尼某些钢铁产品保障措施案（DS490）和越南诉印尼某些钢铁产品保障措施案
（DS496）中的报告对如何认定一个措施是否构成保障措施做出了的法律解释。上诉机构认
为，在独立和客观审查一个措施是否构成保障措施时，不仅必须鉴别出此措施与保障措施的
法律特征相符的所有方面，关键需要确认此措施的核心部分是否符合保障措施的核心认定因
素。
在中国台北诉印尼某些钢铁产品保障措施案（DS490）和越南诉印尼某些钢铁产品保障
措施案（DS496）中，争议措施是印度尼西亚在依据其国内保障措施法进行调查后对镀锌铝
钢板加征的特定关税，而且基于 WTO《保障措施协定》第 9.1 条“发展中国家成员”的规定，
印度尼西亚加征的特定关税不适用于 120 个发展中国家。与本案相关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印度
尼西亚在 GATT1994 第 2 条项下的减让承诺表中对镀锌铝钢板产品并没有承诺任何约束性
关税义务。这意味着印尼有权在任何时候将镀锌铝钢板的进口关税提高到任何水平。
虽然在本案审理过程，起诉方中国台北和越南以及被诉方印尼均认为争议的措施是一个
保障措施，但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均认为此案所争议的特定关税措施并非 GATT1994 第 19
条意义上的保障措施。
上诉机构解释指出，第一，成员国实施的符合 GATT1994 第 19 条和 WTO《保障措施
协 定》 的措施 必定 为保障 措施 ，但实 质构成 保障 措施 的国家 单方措 施却 不一 定符合
GATT1994 第 19 条和 WTO《保障措施协定》规则。因此，成员国实施的措施符合 GATT1994
第 19 条和 WTO《保障措施协定》规则并非此措施构成保障措施的唯一识别标准。40
第二，国家单方措施必须涵括如下法律构成要素才能被识别为保障措施。
首先，国家单方措施已修改或撤销此国家在 GATT1994 中所承诺的减让，此国家单方
措施已部分或全部暂停或终止此国家在 GATT1994 中所应承担的义务。
其次，国家采取此措施的实质目的在于防治或救济本国国内产业因外国竞争产品的进口
增加所遭受的严重损害。
再次，鉴别国家单方措施是否构成保障措施，首先必须归纳出国家单方措施的全部法律
特征，并辨识出其中的核心特征，然后将此国家单方措施的法律特征与保障措施的法律特征
进行比对分析，重点比对国家单方措施的核心法律特征与保障措施的核心法律特征，若两者
的法律特征，尤其是核心法律特征相契合时，国家单方措施应被认定为是保障措施。
最后，在辨别国家单方措施是否是保障措施时，应对国家单方措施法律特征的所有相关
因素进行考量与评估，下述因素亦应予以考察：国内法所设定的此国家单方措施之法律特征、
国内法所设定的国家实施此单方措施的法定程序、就此国家单方措施向 WTO 保障措施委员
会所作之通报。当然，任何一个因素本身均非具有唯一决定性。41
鉴于国家具体实施的单方措施法律特征纷繁复杂，必须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鉴别某国家
单方措施是否构成 WTO 法层面上的保障措施。在越南与中国台北诉印尼的钢铁产品保障措
施案中，即便印尼是依据国内的保障措施法进行调查并得出结论，并通报 WTO 保障措施委
员会，依然被上诉机构认定为该措施不是保障措施。因此上诉机构要求专家组“鉴别出与一

40 Appellate Body Report, Indonesia — Iron or Steel Products (Chinese Taipei), para.57.
41 Id., para.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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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措施的法律特征相关的所有方面，并确认哪些方面是该措施的核心部分”。42 也就是说，
判断一措施是否为保障措施需要在个案里具体分析，在认定一个措施是否构成保障措施时需
要综合考虑此措施的法律特征相关的所有方面，并确认哪些方面是该措施的核心部分，并比
照该措施的核心部分是否契合保障措施，如相符则可认定此措施为保障措施。因此，就必须
基于美国 232 措施的个案情况，结合 WTO 上诉机构对保障措施认定标准的分析结论来辨识
美国“232 措施”的法律性质。
（二）美国“232措施”构成WTO保障措施之析
1、美国“232措施”与保障措施在法律特征上的契合
上诉机构在中国台北诉印尼某些钢铁产品保障措施案（DS490）和越南诉印尼某些钢铁
产品保障措施案（DS496）中认为，在独立和客观审查一个措施是否构成保障措施时，必须
鉴别出此措施的法律特征相关的所有方面。
美国“232 措施”同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国家安全措施一样，均是对约束关税义务的例
外，均是特殊贸易情况下的救济措施。但美国“232 措施”具有区别于反倾销、反补贴措施、
国家安全措施，却类同于保障措施的独有法律特征。
（1）美国“232 措施”实施的前提条件类同于保障措施实施的前提条件
美国在钢铝产品进口美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两份调查报告中所论证的美国“232 措
施”实施的前提条件实际上类同于保障措施实施的前提条件。43
首先，美国钢铝进口调查报告中阐述了由于存在不可预见的发展导致钢铝产品的进口美
国的数量增加。美国商务部在《钢铁进口美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调查报告》中申明：“美
国是全球钢铁进口量最多的国家。美国 2017 年进口钢材的数量远超过 2016 年，美国国内钢
材的消费量的 30％以上为进口钢材产品。美国钢材出口量仅为美国钢材进口量的四分之
一。”44 美国商务部在《进口铝对国家安全影响的报告》中声明：“2016 年，美国的原铝进口
量是其国内产量的 5 倍；进口市场份额约为 90%，高于 2012 年的 66%。2016 年美国铝（包
括原铝及下游产品）消费量的 64%来自进口。2016 年美国进口的铝类产品总量为 590 万公
吨，比 2013 年的 440 万公吨增加了 34%。2017 年前 10 个月，铝材进口量同比增长 18%。
铝行业下游部门的进口，如铝条、棒材、板材、铝片、铝箔、线材、管材，从 2013 年的 120
万公吨增长到 2016 年的 160 万公吨，增长幅度达 33%。2016 年全年，对于本次调查所涵盖
的铝产品类别，美国的贸易逆差为 72 亿美元。”45 可见，美国商务部在《钢铁进口对美国国
家安全影响的调查报告》和《铝进口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调查报告》中列举大量数据来证
明由于钢铝产业存在不可预见的发展以及美国钢铝产品的进口量大为增长的事实。
其次，美国在钢铝产品进口美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两份调查报告中实质上详细论证
了外国钢铝产品进口美国数量增涨肇致美国国内生产的钢铝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产

42 Id., para.60.
43 保障措施实施的前提条件如下：A.无法预料的发展存在；B.进口的相对增加或进口的绝对增加；C.严重
损害进口国国内生产直接竞争产品或同类产品的产业的利益，或严重损害威胁进口国国内生产直接竞争产
品或同类产品的产业的利益；D.特定产品的进口增长与进口成员国国内产业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44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The effect of imports of steel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at https：//www.c
ommerce.gov/sites/commerce.gov/files/the_effect_of_imports_of_steel_on_the_national_security_-_with_redactio
ns_-_20180111.pdf, July.16, 2019.
45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The effect of imports of aluminum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at https：//
www.commerce.gov/sites/commerce.gov/files/the_effect_of_imports_of_aluminum_on_the_national_security_-_
with_redactions_-_20180117.pdf. July.1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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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利益遭受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威胁。同时，调查报告中指明外国钢铝产品大量输入美国
与美国国内产业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美国商务部在《钢铁进口美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影
响的调查报告》中申明：“外国钢材过度向美国进口已肇致美国国内钢铁行业遭受损害。大
量美国钢铁厂倒闭，钢铁行业工人失业率增加，美国国内钢铁厂所生产产品在美国国内的销
售量下降，美国国内钢铁产业所占美国国内钢铝产品市场的份额亦随之逐渐减少。美国钢铁
企业边际年净利润的减缩亦凸显美国钢铁行业的萧条与衰退。”“外国钢材产品向美国进口
的增涨肇致美国国内钢铁产出量的减少和钢铁产能的停滞。”“从 2000 年到 2018 年，钢铝
产品进口过量肇致的竞争加剧和替代国内钢材，导致六座转炉设备关闭和四座以上设备空转
（设备数量减少超过 50％），国内钢铁产业 35％的工人失业，肇致美国国内钢铁产业整体
平均运营净收入从 2009 年以来一直是负值。”46 美国商务部在《进口铝对国家安全影响的报
告》中也声称：“铝的大量进口对美国原铝行业的经济福利和产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尽管美国和全球对铝的需求不断增长，但美国的铝产量却在下降。2016 年，美国的原铝产
量约为 2015 年的一半，2017 年的产量进一步下降。目前美国冶炼厂的产能为 43％，年产量
为 78.5 万公吨。而在 2013 年，美国的产量每年约为 200 万公吨。自 2012 年以来，共有 6
家冶炼厂永久倒闭，3500 名工人失业，每年的产能损失为 113 万吨。在 2013 年至 2016 年
期间，原铝行业的就业岗位锐减 58%，从 1.3 万岗位减少至 5000 岗位。”47 可见，美国商务
部在《钢铁进口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调查报告》和《铝进口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调查报
告》中所列举的大量数据均是用于证成外国钢铝产品进口美国数量增涨肇致美国国内生产的
钢铝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产业利益遭受严重损害，或外国钢铝产品进口美国数量增涨
严重威胁美国国内生产直接竞争产品或同类产品的产业的利益。并且，调查报告证明外国钢
铝产品大量输入美国与美国国内产业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再次，美国商务部在调查报告中从如下四个方面论证钢铝进口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影
响：第一方面，钢铝对美国国家安全而言极为重要；第二方面，输入美国的钢铝产品不断增
加严重损害美国国内钢铝相关产业；第三方面，输入美国的钢铝替代产品的不断增加侵害美
国国内经济；第四方面，美国国内经济被全球钢铝产能过剩所削弱。调查报告的第一方面的
论证实则是为 232 钢铝措施强加上国家安全的帽子，却并不具有证明力，因为任何产品均对
国家安全有影响，任何产品从某种维度而言对美国国家安全均重要。调查报告实际上主要论
证的是第二、三、四方面，此三方面论证的逻辑进路与保障措施实施必要性的论证逻辑是一
致的，均是先论证特定产品进口不断增加，再论证国内相关产业出现萧条、衰落等严重损害
情形，最后论证进口增长与产业衰退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而，进口国需对特定的进口产品
采用类同于保障措施的限制进口措施。从美国商务部的调查报告以及总统文告观之，其内在
论证逻辑进路与 WTO 保障措施规则所要求的国家证明其符合保障措施实施条件的论证逻辑
进路高度契合。钢铝进口调查报告论证逻辑符合产品进口状况符合保障措施实施条件的论证
逻辑。美国实际上是证明其符合实施保障措施的条件，实际证成了美国“232 措施”符合
WTO《保障措施协定》的保障措施实施条件要求。因而，美国 232 措施实施条件类同于保
障措施实施条件。
（2）针对的贸易类型类同于保障措施
美国“232 措施”与保障措施均是在公平贸易状况中针对特殊危急情势而采取的贸易救济
46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The effect of imports of steel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at https：//www.c
ommerce.gov/sites/commerce.gov/files/the_effect_of_imports_of_steel_on_the_national_security_-_with_redactio
ns_-_20180111.pdf. July.16, 2019.
47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The effect of imports of aluminum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at https：//
www.commerce.gov/sites/commerce.gov/files/the_effect_of_imports_of_aluminum_on_the_national_security_-_
with_redactions_-_20180117.pdf. July.1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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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美国“232 措施”与反补贴反倾销措施截然不同，美国“232 措施”并非针对倾销与补贴
等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232 措施”是在公平贸易状况中针对突发紧急情况而采取的贸易救
济措施，是在对方国家并不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情况下所实施的进口限制措施。美国在钢
铝产品进口美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两份调查报告中并未指责钢铝出口国存在不公正贸
易的做法，钢铝出口国并不存在违反 WTO 规则的行为。故而，美国实施“232 措施”并非
针对钢铝出口国的不公正贸易行为，并不以不公平进口为必然前提。因此，美国“232 措施”
类同于保障措施，“并不以不公平进口为必然前提”。48
（3）调查证明内容类同于保障措施
在证明内容方面，美国“232 措施”与保障措施相一致。保障措施证明的内容是特定产品
的进口剧增导致国内对应产业的严重损害，无需证明出口国存在补贴或倾销行为。美国在钢
铝产品进口美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两份调查报告中实质也是证明钢铝剧增导致国内钢
铝产业的严重损害，且并未证明钢铝出口国存在倾销和补贴等不公平贸易行为。
232 调查所证明的内容恰证成美国“232 措施”的主要法律性质并非国家安全措施。232
条款规定国家安全保障措施实施前提是“关税或其他进口限制措施的减让或取消会威胁或损
害国家安全”，49 美国在钢铝产品进口美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两份调查报告中，虽然对
进口钢铝产品对国家安全影响有论及，但却并未有充分证据证明钢铝产品的进口会直接严重
威胁或损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仅能证明钢铝产品的进口会间接影响美国国家安全，但并未
达到威胁或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严重程度。因此，美国 232 措施主要性质并非国家安全措施，
而主要是保障措施。
（4）实施方式类同于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的具体实施方式主要是加征额外的进口关税和采取配额与数量限制。美国在钢
铝产品进口美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两份调查报告中提议对输入美国的钢铝产品实行全
球配额限制或全球关税限制。美国总统在加征钢铝关税的总统令中谋求与钢铝出口国达成自
动出口限制协议或其他有序销售安排。50 可见，美国 232 措施与保障措施实施方式相类同，
都涵括加征关税、配额限制和数量限制等措施。因此，美国“232 措施”与保障措施在措施实
施方式方面是相类同。
（5）实施期限趋同于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在实施期限方面较反倾销、反补贴等限制进口措施的实施期限更长。保障措施
在实施 4 年后应当终止，但在存在特殊例外情形时，保障措施仍可超期继续实施。但无论何
种情势，保障措施在实施 8 年后必须终止。美国“232 措施”并未存在配额和关税的终止期限
的规定，也就是说，其实施期限为较长时期，直至完全实现美国采取此措施的目的为止。美
国“232 措施”的长期实施期限不同于反倾销、反补贴的短期实施期限，类同于保障措施的长
期实施期限。可见，美国 232 措施在实施期限上与保障措施相趋同。
（6）无司法审查类同于保障措施
法院享有对本国政府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利。51 一国国内法院有权对本国行政

48 张乃根：《WTO 贸易救济争端裁决的执行及其比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5 期，
第 36 页。
49 王秋怡：《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国际论坛》2018 年第 3 期，第 35 页。
50 孔庆江：《特朗普政府的“公平贸易”政策及其应对》，《太平洋学报》2018 年第 10 期，第 51 页。
51 江必新：《行政程序正当性的司法审查》，《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7 期，第 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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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实施的贸易救济措施的合法性展开司法审查。例如，当一国行政机关实施反倾销与反补
贴措施时，该国法院有权迅速审查和最终裁定政府在反倾销和反补贴中的行政行为，有权依
照法定程序对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WTO《保障措施协议》却没有关于对成员国政府的保障措施进行司法审查的规定。各
国的保障措施法也多未存有对政府保障措施进行司法审查的规定。与之相同的是，美国“232
条款”虽有国会否决总统对石油及石化产品进口的调整措施的规定，但并未存在对“232 措
施”进行司法审查的规定。因此，在对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方面，232 措施与保障措施相同。
2、美国“232措施”与保障措施在构成要素上的契合
上诉机构在中国台北诉印尼某些钢铁产品保障措施案（DS490）和越南诉印尼某些钢铁
产品保障措施案（DS496）中认为，保障措施内含两个构成要素：一是该措施已修改或撤销
此国家在 GATT1994 中所承诺的减让，措施已部分或全部暂停或终止此国家在 GATT1994
中所应承担的义务；二是国家采取此措施的实质目的在于防治或救济本国国内产业因外国竞
争产品的进口增加所遭受的严重损害。
就第一个构成要素而言，比照上诉机构在 DS490 和 DS496 案中的法律解释可知，美国
采取“232 措施”将钢铝产品的进口关税分别提高 25%和 10%，已修改和违背美国依据
GATT1994 第 2 条所做的钢铝关税的减让承诺，因为美国在 GATT1994 的货物减让表中对这
些钢铁和铝产品承诺的约束性关税基本上都是零，最高也不超过 6%。“232 措施”已经部
分中止和修改美国在 GATT1994 项下的钢铝关税的减让义务，因此“232 措施”已经满足保
障措施的第一个构成要素。
就第二个构成要素而言，美国的中止或撤销减让所实质追求的效果是设计用于阻止或救
济成员国内产业因涉案产品进口增加所导致的国内产业的严重损害。美国在其 232 调查报告
中并没有直接引用保障措施里的“严重损害”的用语，而是故意以过量进口“削弱国内经济”
并因此进而“威胁损害国家安全”的措词企图混淆视听。
为了支持“威胁损害国家安全”这一结论，美国在钢铝产品进口美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
的两份调查报告中分别论述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包括：（1）钢铁或铝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具
有重要意义；（2）钢铝产品输入美国对美国产业的经济福祉产生不利影响，包括价格下降、
工厂关闭、财务困难和资本支出减少等；（3）过量进口替代了国内的钢铁和铝产品，带来
了削弱国内经济的严重后果；（4）全球钢铁和铝产能过剩进一步削弱了国内经济。在上述
四项内容中，仅第一项涉及国家安全，其他三项均为钢铝进口对美国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及
危害后果。
美国商务部在钢铝进口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的调查报告中所做出的损害或威胁美国国家
安全的论证与《保障措施协定》第 4 条的产品进口导致国内产业严重损害或威胁的证成要求
相一致，即钢铝进口美国造成美国国内钢铝产业状况的重大全面减损，钢铝进口影响国家安
全的考虑的因素与认定“严重损害”所必须评估的因素实际上也是一致的。可见，钢铝进口主
要危及的是美国国内经济，并未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直接或重大的影响和威胁。美国“232
措施”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国内的钢铝产业，防止钢铝进口进一步危害美国国内经济。
故而，美国“232 措施”虽有保护国家安全的考虑，但其主要功能是避免外国钢铝产品的进
口美国的数量增长对美国国内的钢铝产业和美国国内经济的“严重损害”，减轻或消除美国国
内钢铝产业中的“钢铝价格下降、工厂关闭、财务困难和资本支出减少等”的重大全面减损情
势。总之，美国 232 措施实质上是保障措施，间接兼具微弱的国家安全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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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钢铁产品输入美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调查报告》和《铝产品输入美国对美
国国家安全影响的调查报告》中，详细列明了钢铝产品的进口的绝对或相对增长，并以数据
说明美国国内钢铝产业因此所遭受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并明确指出钢铝产品的进口
增长肇致美国国内钢铝产业出现严重损害或严重威胁美国国内钢铝产业利益，着力证成钢铝
产品进口美国的数量增涨与美国国内钢铝产业的萧条之间存有直接因果关联。由此推之，美
国采取“232 措施”的根本出发点就是美国认为国外钢铝产品大量输入美国，并进而致使美国
国内生产直接竞争钢铝产品或同类产品的产业产生严重损害或出现严重损害威胁。美国在此
情况下暂时背离其应承担的 WTO 义务，实行对部分国家进口的钢铝产品加征 232 关税的措
施。美国采取“232 措施”最直接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美国国内钢铝产业发展，所实际和主要
追求的效果是促进美国钢铝等制造业的繁荣。从此维度而言，美国“232 措施”实质是保障措
施。美国为便于此措施的实施，故意以国家安全保障为名行保障措施之实，国家安全仅是规
避 WTO 规则规制的借口。
3、美国“232措施”与保障措施在核心功能上契合
美国“232 措施”最核心的部分应为其主体功能。归根到底，美国的各种具体的“232 措施”
均是为实现其最主要的功能而存在和运作的，美国“232 措施”的运行与停止是以此措施之功
能的实现及其实现程度为标准的。美国“232 措施”的实质性质的认定应以美国“232 措施”的
核心部分，即美国“232 措施”客观上所已达到或能达到的主要功能为判断标准，应剖析措施
采取方所实际追求的主要功能，并以此来判断美国“232 措施”的真实性质。美国“232 措施”
的核心功能就是国内产业的救济和调整。美国政府采取“232 措施”最直接与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救济和调整美国钢铝产业。美国“232 措施”的核心功能与保障措施功能相一致。具体而
言，美国“232 措施”的核心功能与保障措施功能相一致之处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美国“232 措施”在帮助企业重塑竞争力功能方面与保障措施相一致。
保障措施的最基本的功能是帮助企业重塑竞争力，实现产业的救济和调整。特定产品的
大量进口会肇致进口国国内相关企业的产品产量与销量下降，造成国内企业所占有的国际、
国内市场份额降低，导致相关国内企业的利润下降和亏损增加，进而丧失竞争力。进口国政
府采取保障措施的目的是为国内产业提供临时的保护措施。52 政府采取保障措施，限制进口，
减少国内产品的竞争，为国内产业赢得调整时间，可增强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53
美国政府采取“232 措施”主要是帮助钢铝企业重塑竞争力，实现钢铝产业的救济和调
整。美国正处于钢铝等传统制造产业结构大幅度调整的时期，若美国政府不采取“232 措施”
等限制钢铝进口措施来减弱外部的激烈竞争对美国国内钢铝产业的巨大冲击，就可能阻滞或
破坏美国钢铝等传统制造产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改革，进而影响或冲击美国国内的政治、经
济和社会的稳定。54 美国政府采取“232 措施”所实质追求的就是通过“232 措施”减少阻
碍美国钢铝等传统制造产业结构调整和改革的外部竞争因素。55
美国“232 措施”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功能是为了减轻因钢铝进口增加对国内钢铝产业的
冲击，为钢铝产业争取调整的时间和机会。由于美国国内钢铝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为避免美国钢铝行业陷入更恶劣处境，美国政府采取减少进口的方式对美国钢铝等制造业进
行救济，美国采取“232 措施”进行钢铝产品的进口限制。“232 措施”本身不是产业调整手
52
sis
53
54
55

Ahn, Dukgeun. RESTRUCTURING THE WTO SAFEGUARD SYSTEM. The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
of the WTO/FTA System. (2006):111.
Walsh, Jennifer , et al. Legal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West Pub. Co. (1995):65.
席涛：《产业政策、市场机制与法律执行》，《政法论坛》 2018 年第 1 期，第 53 页。
江小涓：《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政策》，格致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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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措施本身并不能直接保证美国国内钢铝产业结构调整的实现和成功，但“232 措施”能
为进口国政府和受损产业自身提供产业调整的时间和机会。
总而言之，美国对进口的钢铝产品征收“232 关税”所能达致的直接效果和功能就是降低
外国钢铝产品进口美国的数量，从而为美国国内钢铝企业赢得时间进行调整和改革，增强国
内钢铝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在帮助重塑企业竞争力方面，美国“232 措施”与
保障措施功能相一致。
其次，美国“232 措施”在帮助产业有序收缩功能方面与保障措施相一致。
有序收缩系政府进行产业调整的一种方式。有序收缩是指国内企业将生产资料从原生产
行业中抽离出来转而输入其他更具生命力的新行业。因进口增加而受损的国内产业进行自我
救济的方式之一就是转产，即退出原行业投入有生命力的新行业。但若转产过程过于仓促，
则会滋生诸多弊端，甚至转产失败。若政府采取措施帮助企业转产，实现产业的有序收缩，
可消解转产所致的弊端。保障措施有助于企业实现有序收缩。56 保障措施主要功能在于其可
减缓受损国内企业的收缩率，减轻进口对国内企业的生产要素与劳工要素的冲击。57 保障措
施可降低失业成本，有利于生产资源的有序转移。58
美国对进口的钢铝产品采取“232 措施”能避免外国商品大量涌入美国国内市场进而对本
国钢铝产业的剧烈冲击，从而能给予本国钢铝企业及其工人足够的时间进行调整，能帮助不
能获得竞争力的美国钢铝工业有序的收缩，使劳动力能有序转移。因此，在帮助企业有序收
缩的功能方面，美国“232 措施”与保障措施相一致。
再次，美国“232 措施”在衡平救济及财富重新分配的功能方面与保障措施相一致。
保障措施具有衡平救济及财富重新分配的功能。衡平救济及财富重新分配理论从衡平法
的角度诠释了保障措施存在的合理性。尽管保障措施可能会导致社会整体福祉的降低，但保
障措施可以帮助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逐渐脱离困境，有助于受损产业及其产业工人顺利转
入新的有利生存环境。59 美国对输入的钢铝产品采取“232 措施”能够减轻钢铝产品的高量输
入对美国国内钢铝产业整体的冲击，且能够扭转美国国内钢铝产业的整体亏损，能使美国国
内钢铝亏损企业中失业的劳动者能在国内其他盈利的企业中再就业。因此，在衡平救济及财
富重新分配的功能方面，美国“232 措施”与保障措施相一致。
综上所述，在措施的外在特征、内在构成、核心功能方面，美国“232 措施”与保障措
施相一致。美国“232 措施”无论是在措施的外在形式方面还是措施的内在实质方面，均与
保障措施均极度契合。因而，美国“232 措施”应定性为保障措施。

结语
在中美“232 措施”争端的 DS544 案中，中美争议的焦点法律问题系对中美贸易战中美国
所实施的“232 措施”的法律性质的精准识别。然而，在美国“232 措施”的法律性质的认
定方面，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美国坚称“232 措施”是国家安全措施，而中国、欧盟、

56 Cabral, Célia Costa, P. Kujal, and E. Petrakis. Incentives for Cost Reducing Innovations Under Quanti
tative Import Restraints. The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of Innovation. (2000):265.
57 Raj Bhala&Kevin Kennedy, World Trade Law, Lexis Law Publishing, (1998):986.
58 Office, Congressional Budget . "Has Trade Protection Revitalized Domestic Industries?.".
59 Howse, Robert.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198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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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等 WTO 成员国 60 则批驳称美国“232 措施”本质上应是保障措施。
美国单方面将“232 措施”这一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认定为国家安全措施的做法并未获
得权威的国际组织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并且，依据 DS512 案中专家组对 GATT1994
第 21 条中“国家安全”的解释，国家安全指主要涉及国家的主权、领土、政治、军事等方面
61
○
的国家基本安全。 美国“232 措施”不属于 WTO 认可的可享受免责的国家安全措施的范
畴。因而，美国“232 措施”不应定性为国家安全措施。
上诉机构在 DS490 和 DS496 案中对保障措施的认定基准作出权威法律解释，在判别措
施是否构成保障措施时，不仅此措施与保障措施在法律特征的所有方面相符，且最关键之处
在于此措施的核心部分契合保障措施的核心认定因素。美国“232 措施”不但在其内在构成
因素和外在法律特征的诸多方面与保障措施相吻合，而且美国“232 措施”的核心部分，即
措施的核心功能方面与保障措施相契合。因而，美国“232 措施”无论是在措施的外在形式
方面还是措施的内在实质方面，均与保障措施均极度契合。美国“232 措施”应定性为保障
措施。

60 中国、印度、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挪威、俄罗斯、瑞士、土耳其认为美国“232 措施”本质上构成保
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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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Legal Nature of the “232 Measures”of the United States in
Sino-US Trade Fri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S544 case
Zhou yan-yun

（Shiliang Law School of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164, China）

Abstract:In the DS544 case, the qualitative issue of the US “232 Measures” is the focus of the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The problem has not been resolved.The United
States unilaterally considers “measure 232”as a national security measure,which has not been
recognized by most countries and authoritati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The US “232
Measures”do not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measures that can be exempt from
liability and are recognized by the WTO.The US “232 Measures” is consistent with safeguard
measures in many aspects of the constituent factors and legal characteristics.Moreover, the core
functions of the US “232 measure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safeguard measures.The US “232
measures” should not be characterized as national security measures, but should be characterized
as safeguard measures.
Key words: Sino-US trade war, US “232 measures”, legal nature

795

美国高技术安全管控的机制演变与动向评析
——基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
安清峰

摘 要：美国高技术产业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占据着至高之地，随着中国在内的新兴技术国家
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攀高，美国采取更为严苛的管控措施，以维持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除了利用传统的关税与非关税措施建立贸易壁垒，近年来，尤其是特朗普总统上台后通过修
订立法，借用国内、国际双管齐下的出口管制体系、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单边贸易救济措施
等对高技术产业实施严格把控。中国作为美国的“特别关注国”，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强
征关税，且以出口管制、投资限制、贸易调查等多种方式遏制中国高技术之发展，中国应取
其之道，从国内立法、制度建设以及拓展区域合作多个层面，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积极寻
求保护途径。
关键字：高技术管控；出口管制；安全审查；贸易救济

一、引 言
在贸易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融合创新、智造的高技术已经成为当前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
战略要素。毋庸置疑的是，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国家，在高技术领域已然成为“霸
主”，并且成为世界各国及地区进行高技术贸易与投资的首选目的地。然而，面对世界范围
内大量的高技术交流，美国注意到本国的高技术地位越来越受到来自国际贸易的威胁与挑
战，于是采取出口管制、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以及单边贸易保护等措
施对高技术进行安全管控。近年来，尤其是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强力推行“美国优先”的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将矛头指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技术国家，也指向欧盟、加拿
1
大、澳大利亚等盟友。 美国频繁通过国内立法，实施更加强硬的高技术保护限制措施：利
用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以下简称 BIS）实施出口管理，
调节商品和技术的出口和再出口；通过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 CFIUS）对外国的高技术投资进行全面的监测、评估与安全审
查；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以下简称 USTR）对知识
产权的市场准入等问题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

二、美国高技术安全管制的践行机制
（一）“双规制”出口管制体系

1

安清峰：华侨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法学硕士。
《2019 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环境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综合司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发布《中国对
外贸易形势报告》
，其中指出 2019 年世界经济发展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增长动能趋缓，各国政策向内倾
斜，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
“逆全球化”趋势导致全球经贸摩擦加剧。美国采取的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
加大了全球贸易发展风险，尤其针对中国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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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维持经济领先地位的常用手段，美国完善的高技术出口管制体系起
2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历史根源出发，美国的技术出口管制呈现国际与国内保护的“双轨
制模式”。一方面，就国际层面而言，美国在国际多边出口控制机制下积极推进技术出口管
制 。 以 美 国 为 首 组 建 的 “ 输 出 管 制 统 筹 委 员 会 ”（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to
Communist Countries，以下简称 COCOM），最先开始对包括中国、前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
3
国家实行禁运政策和高技术贸易限制。 虽然该组织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而宣告解散，但是它
所制定的禁运物品列表后来被美国与其他 32 个国家共同签署的《关于常规武器与两用产品
和 技 术 出 口 控 制 的 瓦 瑟 纳 尔 协 定 》（ 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on Export Controls for
4
Conventional Arms and Dual-Use Good and Technologies，以下简称 WA）所继承， 并在此基
础上建立起新的多边出口控制机制，中国同样在被禁运国家之列。此外，美国为了促进国家
安全和实现外交政策的目标，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技术扩散到国际恐怖主义和有问题的
最终使用者手中，美国对敏感设备、软件和技术的出口加以控制，并于上个世纪中后期先后
参与构建并加入多个国际不扩散机制，如核供应国集团(Nuclear Suppliers Group，以下简称
NSG)、导弹及技术控制体制(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以下简称 MTCR) 及澳大
5
利亚集团(Australia Group，以下简称 AG)等。
另一方面，从国内层面来看，美国主要依靠《出口管制法》对高技术出口进行把控。美
国的《出口管制法》可以追溯至 1917 年 10 月通过的《与敌对国家贸易法案》
（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 of 1917，以下简称《与敌贸易法》）。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意识到
保护国家核心技术的重要性，所以《与敌贸易法》规定了美国总统在国家处于战争或其他紧
急状态期间，有权调整与敌对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后，《1949 年出口管制法》正式通过，
在当时国际环境下，主要禁止军民两用核心技术流向社会主义国家。此后经过多次修改，形
成了《1979 年出口管制法》，该法案长期以来对美国技术出口管制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扭
转在八十年代国际贸易中的逆差，美国推出了著名的《出口管制条例》
（Export Administration
6
Regulation，以下简称 EAR），其中对中国企业加强了出口管制。 与此同时，依托该法的执
行，美国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由商务部、国防部、国土安全局、司法部、国务院、财政部等机
构协同办公的全面管制体系。
（二）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措施
关税壁垒是美国在经济上对高技术实施安全管制的重要工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
义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各国普遍高筑关税壁垒，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贸易保护主
义盛行，即使在 GATT 的运行下，经过多轮谈判，关税水平已大幅下降，但关税壁垒仍不
失为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战的重要武器之一。尽管后来 WTO 建立，通过实质性削减关税等措
施，但美国通过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显著优势地位，通常对外国高技术商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
以提高进口产品成本和削弱其竞争能力，从而达到限制进口、保护本国高技术产品在国内市
场上竞争优势的目的。
建立非关税壁垒同样是美国采取高技术限制的措施之一。从理论角度来说，非关税壁垒
2
3

4

5
6

凌辉：
《美国出口管制对我国科学仪器发展的影响与对策分析》，
《国际贸易》2014 年第 1 期，第 21 页。
“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即 1949 年建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其宗旨是执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政
策。1952 年成立的中国委员会是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执行机构。其中，禁运产品有三大类，包括军事武器
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战略产品。
与 COCOM 一样，WA 同样包含两份控制清单：一份是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涵盖了先进材料、材
料处理、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传感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船舶与海事设备、
推进系统等 9 大类；另一份是军品清单，涵盖了各类武器弹药、设备及作战平台等共 22 类。
彭爽：
《出口管制研究》，2012 年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 97—100 页。
魏简康凯,宿铮：《美国出口管制改革的竞争情报分析》
，《情报杂志》2019 年第 4 期，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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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是进口国家在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时对出口国家实行的一种反制行为。 由于非关税壁垒较
关税壁垒具备更强地灵活性、针对性与隐蔽性，美国近年来在实施关税壁垒的同时，较大力
度地投入对非关税壁垒的建立，其中“技术性贸易壁垒”即从商品标准、商品专利和商品技
术层级等构筑的技术性关卡更是成为高技术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新障碍。WTO 许可其成员
根据《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以下简称 TBT 协议)
8
制定和实施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等 TBT 措施， 同时要求各成员方有义务向其他
成员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拟订技术法规、建立标准化机构、合格评定等方面的技术援助。
9
但在实践中，美国并未严格遵守协议条款，仍然制定复杂、苛刻、多变的 TBT 措施，要求
对进口产品的技术要求高于本国产品，或高于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同类产品，限制包括中国在
内的多个国家的高技术产品进入其国内市场。
（三）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
美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在高技术安全管控领域可谓成果显著。虽然美国国家安全审
查立法起源时间很早，但彼时的安全审查范围与审查内容较为局限，内容上仅针对敌对国家
的在美投资进行审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开始改革，根据美国第
11858 号行政命令，1975 年对外资进行审查的机构 CFIUS 设立，后其发展成为一个多机构
10
委员会，负责执行法律规定的审查任务和总统可能指定的其他任务。
以 1986 年日本富士通公司收购美国高技术公司仙童半导体公司为开端，美国加强了外
国投资对高技术领域的安全审查。为此，美国于 1988 年通过了著名的《埃克森-弗洛里奥修
正案》，授权总统禁止外国收购、兼并及接管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高技术产业交易。作为对
该法案的响应，美国总统里根于 1988 年和 1991 年相继发布第 12661 号行政命令和《外国人
兼并、收购和接管条例》，使保护本国高技术产业更具有操作性。后，为了更好地监控外资
对国家高技术产业的影响，美国于 1992 年又通过《伯德修正案》，加强对外国政府控制企业
的强制调查权。2007 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
（Foreign Invest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2007，以下简称 FINSA）又对“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进行了规定，涉及外国政府的
投资交易，CFIUS 应当对进行安全审查。此外，事关国防的重要关键技术、关键部件或关
11
键技术项目的交易， 以及对美国至关重要的系统和资产（无论是实体或虚拟）的关键基础
12
设施，也属于 CFIUS 的管辖交易范围。 可以看出，此阶段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在美国核
心技术安全管控实施的法律力量愈加凸显。
（四）单边贸易救济措施
贸易救济措施是对在对外贸易领域或在对外贸易过程中，一国国内产业由于受到不公平
进口行为或过量进口的冲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本国政府给予帮助或救助而采取的措
施。一般地，各国针对贸易救济采取的方式主要是反补贴、反倾销和保障措施，但以上贸易
救济措施无法满足美国对高技术安全保障的全面管制。由于美国在高技术领域占据领先位
置，尤其是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面对的挑战与竞争愈加凸显，故美国以《1930 年关税法》、
7

吴婷婷：《非关税壁垒对中国出口贸易三元边际的影响分析——基于反倾销贸易壁垒的实证检验》，2019
年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 23 页。
8
根据 WTO《TBT 协议》的规定，WTO 成员有权制定和实施旨在保护国家或地区安全利益、保障人类、
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出口产品质量等的技术法规、标准以及确定
产品是否符合这些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合格评定程序。以上措施对贸易的限制不应超过实现合法条件下所
必需的程度。See TBT Agreement，Article 2.2.
9
See TBT Agreement，Article 11.1.
10
See FINSA，SEC.3(k)(1).
11
See FINSA，SEC.2(a)(7).
12
See FINSA，SEC.2(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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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贸易法》及《1988 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为法律依据，实施知识产权相关贸易制
裁措施，如“337 条款”和“特别 301 条款”。这两个条款一个保护美国内部市场，对知识
产权保护及其市场准入等方面作出规定，一个制约与其有贸易往来的国家的贸易政策和法
13
律，即外部市场，从而形成了具有体系性的知识产权贸易保护网络。 另外，依据《1974 年
贸易法》的授权，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进口至美国的产品进行全球保障措施调查，对产品
进口增加是否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作出裁定措施。

三、美国推行高技术安全管控的新动态
美国对高技术安全管控已经形成了完备的运行机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一直占据着至高
之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完成经济发展的同时一直饱受来自美国的出口管制、关税与
非关税壁垒、外资安全审查及贸易救济措施的冲击。近年来，随着中国在世界前沿技术领域
的崛起，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开始拥有话语权，美国“另辟蹊径”通过多方位立法以及重新部
署贸易救济措施向中国发难。尤其是 2017 年特朗普上台之后，其奉行“美国优先”的施政
理念以及制定的一系列对外经济政策，都直观地表现出美国想要扼杀中国高技术的意图。
（一）革新出口管制法
如果说 EAR 保证了美国在技术研发以及制造行业的领先地位，那么 2018 年 8 月通过并
作为美国《2019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重要一部分的《2018 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
（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以下简称 ECRA），又进一步完善了 EAR 的细节，强化了对高
14
技术领域的管制，从而维持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优势，确保其国家安全。 ECRA 将现
有的美国出口管制实践纳入了立法，为现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规则提供永久的立法基础。同
时该法案扩大了美国出口管制法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对美国的“新兴和基础技术(emerging
15
and foundational technologies)”的出口控制作出了新的规定。 结合同时颁布的《2018 年外
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以
下简称 FIRRMA），其中相关规定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即作出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措施，尤
其是对中国高技术出口实行的最新限制。此外，ECRA 虽然对“新兴和基础技术”给出了定
义，但是该定义过于宽泛和开放，所以赋予总统与商务部等部门建立一个程序完善的审查机
16
构，对将来不可预测到的新兴高技术提供定期的、持续的保障与管控。
随着美国出口管控力度的加强，出口管制改革“已见成效”
。2018 年 11 月 19 日美国商
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提出了一份针对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框架方案，列出了十四个
考虑进行管制的领域，包括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在内的核心技术。2019 年 5 月 13 日美国
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宣布将十二个外国实体和个人添加到该局的实体列表中，该表中受管制
物品的出口、再出口或国内转让时要受特定许可证要求约束的外国方名称，以确保敏感技术
的安全性，而这十二个实体和个人中就包括在中国和中国香港设立办公地点的四个实体和两
17
18
个中国人。 随后的 5 月 15 日，美国商务部又宣布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加入实体名单。 由
13

14

15

16
17

王晓先：《美国“337 条款”与“特别 301 条款”的比较及应对》，《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1 期，第 37 页。
夏梦雅：
《美国加强出口管制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影响与对策分析——以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为例》
，
《成
都行政学院学报》2019 年第 4 期，第 58 页。
ECRA 明确以下因素将作为识别“新兴及基础技术”的重要考量因素:（1）国外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的
发展；（2）根据本法实施的出口管制可能会对美国此类技术的发展产生影响；
（3）根据本法实施的限制
出口的有效性，以限制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向外国的扩散。See ECRA，H.R.5515，SEC.1758(a)(2)(B).
See ECRA，H.R.5515，SEC.1758(a)(1).
See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Identifies Entities of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 ， https://www.
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19/05/department-commerce-identifies-entities-national-security-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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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出口管制将来仍然作为美国限制其他主体，尤其是中国的重要手段，直接或间接地
实现其对高技术安全管控的目的。
（二）操控多边出口管控体系
国内出口管制制度改革与国际多边出口管制体系协调一致的举措，对构成美国潜在威
胁的其他国家的高技术产业形成了有力狙击。为了契合国家安全利益和外交政策的要求，美
国通过修改国内管制清单并向国际组织提议修改清单的方式，多次影响 WA、NSG 等机构
对国际多边出口管制清单的内容作出调整。可见，美国不仅通过修改国内管制清单限制高技
术出口，还通过上述做法限制非成员或缔约国获得先进技术，操控多边出口管制机构形成技
术封锁网，从而实现高技术垄断的目的。此外，美国近年来积极操纵制定新的区域贸易协议，
对涉及本国前言技术的知识产权进行区域保护，从而实现对高技术安全管控的目的。如在最
新达成的美墨加协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以下简称 USMCA）中，提
19
出建立适当的版权安全港，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和可预测性保护。 制定新的知识产权条款
继续为创新者提供强有力的专利保护，以确保包括中小型企业在内的美国创新主体在国际贸
易中专利技术受到保护。
（三）扩大外国投资安全审查范围
如上文所述，作为美国《2019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重要一部分的除了 ECRA 以外，
还有针对 CFIUS 改革的 FIRRMA 对涉及美国关键技术的外国投资执行严密的国家安全审查
制度。作为改革的重点，首先，FIRRMA 在 FINSA 的基础上细化了“关键技术”定义，并
增加“关键技术企业”和“重要基础设施企业”概念，以此加大对投资关键技术和重要基础
设施的监管力度。FINSA 对“关键基础设施”的释义为“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包括有形的
20
或虚拟的，如果丧失能力或遭到破坏将对国家安全产生削弱性影响的体系和资产。” 但其包
含内容并不十分明确。鉴于“关键技术”重要地位的进一步提升，FIRRMA 将“关键技术”
的定义扩大至包括例如军需物品、核设备、零部件、材料、软件和技术等在内，同样包括
21
ECRA 第 1758 条所规定管制的新兴和基础技术。 其次，FIRRMA 对任何外国人投资美国
关键技术和重要基础设施投资做出了明确地类型化规定，CFIUS 有权对导致相关企业权利
22
变化的投资进行审查。 而任何可能导致外国控制美国企业的权利变化的投资也将成为列入
23
24
审查的范围。 再次，FIRRMA 首开先例，新增了“特别关注国”概念， 将矛头直指包括
中国在内的极个别国家，面对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崛起，美国感受到巨大的市场，采取这种
针对性极强的外资监管措施，作为防范美国工业和技术优势被侵蚀的手段。

18

19
20
21

22

23

24

Dec.15，2019.
Se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nounces the Addition of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to the Entity List ，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19/05/department-commerce-announcesaddition-huawei-technologies-co-ltd.Dec.15，2019.
See USMCA，Article 20.14.
See FINSA，SEC.2(a)(6).
这里的“关键技术”还包括“根据多边贸易体制，包括因与国家安全、生化武器扩散、核不扩散或武器
科技有关的原因”或“与地区不稳定或秘密窃听有关的原因”而被控制的任何技术。See FIRRMA，
H.R.5515，SEC.1703(a)(6).
该投资类型分为三类：第一类：拥有、经营、制造、供应或服务关键基础设施；第二类：生产、设计、
试验、制造、制造或发展一项或多项关键技术；第三类：保存或收集美国公民的敏感个人资料，这些资
料可能以威胁国家安全的方式被利用。See FIRRMA，H.R.5515，SEC.1703(a)(4)(B)(iii).
See FIRRMA，H.R.5515，SEC.1703(a)(4)(B)(iv).
美国在对“国家安全”进行审查时，CFIUS 应考虑所管辖交易是否涉及特别关注的国家，若该国已宣布
其战略目标是获得一种关键技术或关键基础设施，这种关键技术或关键基础设施是否影响美国在国家安
全领域的领导地位。See FIRRMA，H.R.5515，SEC.170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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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网络化经济时代，网络信息技术又成为国际贸易中除了涉及商业技术优势竞争之
外的又一核心问题，这也使得高技术的出口管控变得更为敏感和重要。美国在数次中美贸易
摩擦中对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发难，并将其列入实体名单，正是由于该公司在信息网络高技术
领域的研究成果卓越，尤其是自去年以来该公司 5G 通信技术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在新一
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之下，美国不得不对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全球市场范围内实行贸易制
裁，限制其高技术资源进一步应用与扩展。
（四）重启单边贸易保护措施
在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过程中，美国除反复使用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救济措施之外，又
重新启用涉及知识产权领域的“特别 301 条款调查”
、
“337 条款调查”以及采取全球保障措
施的“201 条款调查”。首先，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曾多次就知识产权纠纷对中
国发起“特别 301 条款调查”。2017 年特朗普政府利用国内贸易法进行的单边贸易行动，重
新对中国展开知识产权相关的“301 条款调查”，继而引发的中美贸易战也是以高技术出口
全面限制为核心特征，其目的是遏制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全面崛起，继续占领全球高技术领
25
域之高地。 其次，美国对中国发起“337 条款调查”愈加明显。2018 年对中国企业发起“337
26
调查”的案件数量就达到了 19 件，占全球涉案企业调查总数的 38%。 尽管该数据低于之
前两年，但仍处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受理“337 条款调查”案件的历史高位，来自中国的
企业已然成为美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重点关注国家。最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依据《1974 年
贸易法》第 201 条款，自 2018 年宣布对进口光伏等产品实行全球保障措施，而中国作为光
伏制造大国，产能在全世界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此番发起的“201 条款调查”，中国无疑
成为美国推行高技术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之一。

四、中国应对美国高技术安全管控的反制措施
（一）加紧制定本国出口管制法
虽然我国已经通过行政法规和规章等法律形式，初步建立起涵盖军品、核、导等两用物
项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但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一向侧重对进口违规行为的执
法，而对出口的管制表现地相对宽松。近几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美国利用其
自身技术优势，借用严格的出口管制法律对中国高技术企业进行贸易限制或制裁。为此，中
国将出口管制法列入立法工作计划，并于 2017 年 6 月 6 日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
法（草案）》
（以下简称“草案”）
，对管辖范围予以扩大，出口管控力度明显增强，对违法行
为的处罚幅度大大提高。2019 年 5 月 11 日，中国又明确将出口管制法列入年度立法计划，
于 12 月 23 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草案进行审议，值得注意的是，除将两用物项、军品、核
纳入管制物项外，草案还明确将“其他与履行国际义务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的货物、技术、
服务等物项”纳入管制物项，对出口、在出口及转移等均列为管制行为，最终将实现出口管
27
制物项及行为的全覆盖。 这意味着中国出口管制体系正式进入立法阶段，出口管制法的颁
布不仅将为中国维护贸易秩序和国家安全提供后盾支持，也将成为中国应对美国技术制裁的
一项重要的反制措施。
25

26

27

刘薇：
《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对中国科技的影响分析——基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
《工业技术经济》
2019 年第 9 期，第 35 页。
冉瑞雪、黄胜等：
《2018 年度中国企业应诉美国 337 调查综述》，2018 年，涉及中国企业的“337 调查”
为 2003 年 之 后 的 最 高 比 例 。 快 资 讯 网 ： https://www.360kuai.com/pc/9fb8f954e6161c411?cota= 4&tj_
url=so_rec&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访问时间：2019 年 12 月 20 日。
中 国人 大网 ：《 我国 立法 提 升出 口管 制 法治 化水 平 》，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912/a293
b081af1a43c6a6bd43dac6b61e3f.shtml.访问时间 2019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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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中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
作为对本国高技术安全管控的有效途径之一，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在国际经贸往来中
一直充当着重要角色。2018 年美国通过 FIRRMA 对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进行一轮改革，
28
旨在限制中国并购、投资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 虽然当前中国高技术的发展仍然需要
依靠进口，但中国在诸多核心技术领域同样具备国际市场竞争优势，这也正是美国忌惮中国
高技术全面崛起之重要缘由。中国需要通过完善本国安全审查制度，在国际投资中保护本国
技术的同时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美国形成技术优势力量制衡，所以，完善中国外商投资安
全审查制度与应对美国实施安全审查制度阻止中国投资并购高技术，两者始终是同频共振。
中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构建时间较晚，制度结构的基本建立以 2011 年《国务院办
29
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为标志。 2019 年 3 月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对影响或者可
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进行安全审查。但是由于规定模糊，审查主体、审查程序、决策
及监督机制等方面未与时俱进制定新规，仍需后续立法完善，学者们也因此提出质疑，认为
应当明晰和细化安全审查制度的结构、内容，以使安全审查制度能够发挥实效功能。笔者认
为，在中美贸易局势日益趋紧的情况下，中国应加紧完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使其成为
投资并购领域反制美国高技术管控的重要途径。
（三）借助区域贸易协定规制力量
美国加强高技术安全管控的目的之一是出于保护本国的知识产权，而知识产权纠纷问题
长久以来是中美贸易摩擦中争议的焦点。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一项
重要的制度安排，在国际出口贸易中发挥着市场势力效应的重要作用。中国若想在国际高技
术领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要向美国学习如何保持技术领先地位。笔者认为，一方面需要投
放更多的成本到技术研发上，另一方面，在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应将知识
产权保护规则融入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寻求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交流的新途径。目前，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RCEP”）是
中国积极参与谈判的重要区域贸易协定，其中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议题成为谈判的重点。近
年来在多轮谈判中，各国结合区域内知识产权现状，尝试选择符合共同利益的知识产权保护
30
规则，且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值得关注的是，RCEP 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既
有原材料供应国也有制造业大国，这是该组织的优势所在，既能为新兴产业供给充足的基础
资源，也能满足高技术所需的市场资源，作为其中的知识产权发展大国，对中国无疑是有利
的。因此，中国应当借助 RCEP 的区域力量，增强自身抵御经济和贸易风险的能力，尤其
是在美国对中国进行技术威胁时，能够从容应对挑战。

五、结 语
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已经对国际经济形势产生了巨大变化，各国都在抢占新兴技术的制高
点。在中美双边经贸往来中，美国对高技术实行更加严格的管控，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
任以来，其实行“美国优先”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并通过立法将高技术安全管控提升到新
的高度，虽然遭到国际社会诸多非议，但是不免也为各国敲响了警钟。就中国而言，一方面，
美国管控本国高端技术以抑制中国的发展，同时引发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盟国跟风对中国限
28
29
30

梁一新：
《美国对华高技术封锁：影响与应对》，
《国际贸易》2018 年第 12 期，第 23 页。
江山：
《论中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法律建构》，
《现代法学》2015 年第 5 期，第 90 页。
刘宇：
《ＲCEP 知识产权文本模式谈判进路及其选择》
，《国际经贸探索》2018 年第 4 期，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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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销售新兴技术，无疑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带来恶性后果；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一定程度上
受到美国技术以及经济上的压制，但是此过程是双向的，同样会损坏美国企业的切身利益，
不利于其本国国内市场的良性发展，所以中国应积极应对美国实施的各项贸易管制措施。同
时，通过完善本国出口管制、安全审查等法律制度，强化国际层面的区域合作，提高和促进
高技术领域的保护力度及创新能力，以此降低或规避美国高技术安全管控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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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and trend of high-tech security control in the United
States——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rade fr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 Qing-feng

Abstract：The US high-tech industry occupies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system. As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city of emerging technology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keeps rising, the US adopts more stringent control measures to maintain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n addition to establishing trade barriers through traditional tariff and
non-tariff measures,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after President trump came into office, he has
adopted revised legislation to strictly control high-tech industries throug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xport control system,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system and unilateral trade remedy
measures. China as a " special concern" in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imposed on products from
China, and to export control, investment restrictions, such as trade investigation of a variety of
ways to curb China's high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take its way, from domestic
legisl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exp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on several levels,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go out" actively seek protection way.
Key Words：High-tech control; Export control; Security review; Trade rem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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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济贸易协议》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兼析《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三）
》
李仲琛
（复旦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上海

255100）

摘 要：自 2018 年贸易摩擦以来，中美双方经贸领域合作挑战巨大，美方越来越关注中国科
技产业的发展，并积极利用商业秘密打压中国企业。2019 年中美双方签署了《中美经济贸易协
议》
，商业秘密是该协议的重点内容之一。为理清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
解决措施，并且履行《中美经济贸易协议》中规定的义务，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的侵犯商业秘
密罪。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定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两个部分，定性部分是指该罪的构成要件， 定
量部分是指该罪要求“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
。结合学界讨论以及司法实践情况，侵犯商业秘
密罪存在以下问题：
（一）从定性角度看，侵犯商业秘密罪构成要件自 1997 年以来 从未修改
过，不仅逐渐无法适应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而且与商业秘密侵权民事规则的 脱节现象也愈
发明显。
（二）从定量角度看，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重大损失范围及其认定方 法存在如重大损
失的范围不明确、重大损失认定方法缺失等问题，导致该罪的定量分析一 直是司法实务中的重
点和难点。又因为商业秘密侵权民事法律规范经多次修订后，侵权损 失的认定方法更加明确、
完善，所以在司法实务中，出现了采用商业秘密侵权损失的认定 方法认定刑事重大损失的做法。
（三）不仅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罪过是否包括过失、重大损失 是否应包括间接经济损失等理论纷
争由来已久，而且学术理论成果与司法实务的脱节现象 也越发明显。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对 2016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间内的侵犯商业秘密罪案例进 行
了实证研究，逐一分析案例中的商业秘密构成要件和重大损失内涵范围及其认定方法，并形成
数据图表，总结规律与经验。经实证分析，结合《中美经济贸易协议》和现有文献，本文针对
上述问题提出如下解决方案：
（一）在定性部分修改该罪构成要件。第一，扩大侵犯商业秘密罪
客体的保护范围并修改犯罪行为的规定；第二，修改该罪的主体并明确其罪过为故意；第三，
规定该罪的免责事由。
（二）在定量部分明确重大损失的范围及其认定方法。首先，对于重大损
失的范围，应当明确：第一，重大损失的内涵范围不应包含非物质损失；第二，间接经济损失
应当属于重大损失的内涵范围；第三，重大损失不应扣除犯罪成本。其次，对于重大损失的认
定方法，应当明确：第一，重大损失认定方法具有适用顺序，具体顺序为：被害人损失-被告人
获利-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商业秘密研发成本；第二，根据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与重大损失的因
果关系确定具体案件应当适用的认定方法；第三，当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人同时造成了多种损失
时，应分为两种情况讨论：一是一行为导致多种损失时，应当计算不同行为所造成的不同损失，
择一重者处罚。二是多行为导致多种损失时，应当按照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适用的
重大损失认定方法，再累计损失数额。
关键词：商业秘密；中美经济贸易协议；侵犯商业秘密罪；刑法

随着新冠疫情对各国经济的冲击越来越大，加之上一轮科技红利逐渐探底，各国经济正逐
步走入低谷阶段。在现有经济和世界格局下，各国之间进行存量竞争的态势也越发明显。为了
防止我国通过科技“后来居上”，美国打击我国的重中之重即是我国的高科技企业, 王牌之一
则是商业秘密，天津大学教授张浩被美国法院宣判构成盗窃商业秘密罪、经济间谍罪便是一个



李仲琛，复旦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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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证。1由于我国日前与美国的综合国力尚有差距，因此在做好应对更差局面准备的同时，也要
遵循现有的规则制度，占据法律与道德高地，“以不变应万变”。
《中美经济贸易协议》第一章有关“知识产权”的内容中，针对“商业秘密”做出了专门
规定。在《中美经济贸易协议》签署后，为了落实协议的内容，我国必然会修改侵犯商业秘密
罪的相关规定，“两高”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三）》（下文简称“《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解释（三）”）和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
的《关于修改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决定》即是修改的阶段性结果。本文认为
前述阶段性结果并不是侵犯商业秘密罪相关规定修改的终点，为了美国将来可能的商业秘密刑
事发难，本文将分析《中美经济贸易协议》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影响 并提出我国的应对措施。

一、《中美经济贸易协议》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影响
《中美经济贸易协议》专门规定了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条款，会对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产
生重要影响。由于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法院采用传统的四要件理论模式分析侵犯商业秘密罪，因
此下文也将按照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四要件展开分析。
（一）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客体和犯罪行为
1.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客体
虽然《中美经济贸易协议》没有对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作出具体规定，但是未来侵犯 商业
秘密罪在修改时，应当扩大构成该罪的商业秘密保护范围--将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保 护客体扩张
为包括经营信息和技术信息在内的商业信息。之所以这样修改的主要原因是使 得刑事法律与民
事法律同步并衔接。商业秘密的相关民事法律经过多次修改，已经将商业秘密的信息类型扩张
为保护包括经营信息和技术信息在内的商业信息，而侵犯商业秘密罪 自 1997 年以来未曾修改，
因此造成了民事法律规定和刑事法律规定的脱节问题。刑法无法威慑那些具有社会危害性，但
是又不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行为，产生了介于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之间的“灰色地带”。
尤其是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数据时代，种种商业模式都逐渐体现出“流量为王”、“数据至上”
的特点，因此数据的保护对于企业也越来越重要，而数据，尤其是大数据，存在不能被归类为
经营信息和技术信息的可能性，将商业秘密的客体 范围突破“经营信息”和“技术信息”的二
分法，有利于数据的保护。
2.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行为
《中美经济贸易协议》第一章第二节第 1.8 条规定，“中国的刑事程序和处罚应至少将出
于非法目的，通过盗窃、欺诈、实体或电子入侵的形式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以及未经授权或
不当使用计算机系统的行为列为禁止行为。”2《中美经济贸易协议》作为我国与美 国缔结的
双边条约，本身即是我国的法律渊源，具有约束力，并且不同于其他国际条约，其对我国的国
内法将会产生更加重要的影响。从目前我国对《中美经济贸易协议》的转化情况看，其作用类
似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而我国 1993
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基本就是该备忘录的国内转化法。另外，在中美双方针对《中美经济
贸易协议》谈判期间，《反不正当竞争法》又做了相应的修改， 2019 年修改的《反不正当竞
争法》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中明确增加了“电子侵入”的方式。
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获取商业秘密的不正当手段包括“盗窃、利诱、
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因为该法律条文本身即是采用了“开口”的行为规定，所以法官
在适用过程中可以对“其他不正当手段”进行解释。而且司法实践早已认可将“电子侵入”作
为侵犯商业秘密的不正当手段之一。例如，在蔡永拿、蔡连刚侵犯商业秘密一案中，被告便是
采用了电子侵入的方式获取了原告的商业秘密，法院认定该种方式构成不正当获取权利人商业
秘密的行为。3因此，第 1.8 条看似增加了多种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但实际上对我国现有法律
1

参见网易新闻，《刚刚！天津大学教授被美裁定经济间谍罪！》httos://3g.163.com/news/article/FG8CB89D05
11DT6P.html。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第一章第二节第 1.8 条第二款。
3
参见蔡永拿、蔡连刚侵犯商业秘密罪案，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 03 刑初 115 号/201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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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司法实践具有一定影响的只有一种，即“未经授权或不当使用计算机系统的行为”。即使第
1.8 条的前半句“将出于非法目的，通过盗窃、欺诈、实体或电子入侵的形 式侵犯商业秘密的
行为”被规定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对我国的法律和司法实践影响也较小。
关于“未经授权或不当使用计算机系统的行为”，早在 2009 年，我国便在《刑法修正案（七）》
中增加了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中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再加上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上述罪名已经较为全面的规制了“未经
授权或不当使用计算机系统的行为”，再将这种行为专门加入到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行为当
中会造成刑法分则各罪名规定的不协调问题，使得罪名之间缺少联系，犯罪行为重复、冗余。
从《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解释（三）》第三条的规定来看，我国的立法者仍然倾向于将《中
美经济贸易协议》中的文本直接作为新规定的依据。4第三条基本沿袭了《中美经济贸易协议》
第一章第二节第 1.8 条的规定，稍微改变了措辞，这种转化方式，稍显简单。本文认为，在对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进行修改时，应当对我国的刑法分则进行全盘考虑，并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
况，再制定新司法解释或者修改现有规定，以使得法律修改更加适应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为知识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法律环境。
（二）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体和罪过
1.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体
《中美经济贸易协议》第一章第二节第 1.3 条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责任人的范围，“中国
应将侵犯商业秘密的'经营者'定义为包括所有自然人、组织和法人”。5该条款主要针对《反不
正当竞争法》中关于商业秘密侵权责任人的规定，由于之前《反不正当竞争法》只规制经营者
的行为，对于经营者之外的行为人是否可以受到其规制，存在争议，因此《中美经济贸易协议》
专门规定中国需要扩大“经营者”的内涵范围，涵盖一切自然人、组织和法人，这也是《反不
正当竞争法》在 2019 年修改时在第九条中增加一款“经营者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
组织实施前款所列违法行为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的原因。
但是，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罪而言，其第四款规定“本条所称权利人，是指商业秘密的所有
人和经商业秘密所有人许可的商业秘密使用人”另外，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条的规定, 单位也
可构成本罪的主体。因此，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体本身便包括所有自然人、组织和法人，当然，
前述主体必须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关于侵犯商业 秘密罪主体的特殊
限制。因此，《中美经济贸易协议》第一章第二节第 1.3 条的规定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罪主体的
影响较小。
2.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罪过
《中美经济贸易协议》第一章第二节第 1.8 条规定，“双方应规定刑事程序和处罚适用 于
对故意侵犯商业秘密的处理”，这明确了侵犯商业秘密罪罪过为故意。6与此对应，美国《经济
间谍法案》（EEA）中的两个商业秘密罪名均要求犯罪人具有故意，而且这种故意包含两个层
面：第一，侵犯或将要侵犯商业秘密的故意，该故意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 接故意；第二，
犯罪行为有益于除商业秘密权利人外的第三人的故意，此处的第三人在《经济间谍法案》
（EEA）
第 1831 条中为外国政府、机构或代理人，在《经济间谍法案》（EEA）第 1832 条中为除商业
秘密权利人外的任何人。该规定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影响相对较大，明确了本罪罪过只能为
故意，解决了本罪罪过是否应包含过失的争议。
（三）侵犯商业秘密罪的重大损失
《中美经济贸易协议》第一章第二节第 1.7 条专门针对启动商业秘密刑事执法的门槛做出
4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三条，“采取非法复制、未经授权
或者超越授权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等方式窃取商业秘密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的‘盗窃’以贿赂、欺诈、电子侵入等方式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
第一项规定的‘其他不正当手段’”。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第一章第二节第 1.3 条第二款。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第一章第二节第 1.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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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规定。中美双方约定中方应分两步取消任何将商业秘密权利人确定发生实际损失作为启动侵
犯商业秘密刑事调查前提的要求。两个步骤分别是：第一步，作为过渡措施，可以由“补救成
本”证明“重大损失”；第二步，完全取消将商业秘密权利人确定发生实际损失作为启动侵犯
商业秘密刑事调查前提的要求。7
该条实际上是美国针对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所提出的最核心的要求。美国的法律将侵犯商
业秘密相关罪名规定为行为犯，即不要求犯罪结果便可以构成犯罪。而我国的侵犯商业秘密罪
是结果犯，必须要求犯罪行为对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了重大损失方可构成犯罪。如果取消了重
大损失的入罪门槛，对于我国的商业秘密刑事保护将是重大变革，可以预见,此种修改将会使得
商业秘密刑事案件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从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来看，这种修改是
弊大于利的，可能成为跨国公司打压我国企业的武器。
正因如此，中美双方代表在谈判时，针对该问题付出了大量努力，最终达成一个折中的意
见。中美双方目前约定的并不是完全取消“重大损失”的入罪门槛，而是约定取消将“重大损
失”作为侵犯商业秘密刑事调查的前提要求。也就是说，“重大损失”仍然是侵犯商业秘密罪
定罪量刑的标准，但是在刑事调查时，“重大损失”不作为调查前提。受该规定影响最大的是
公安机关，因为现在商业秘密权利人报案后，公安机关会要求商业秘密权利人证明自己受到了
“重大损失”方才立案调查，而商业秘密权利人又往往难以证明该种“重大损失这是商业秘密刑
事案件数量极少的关键原因之一。如果刑法相关规定作了上述修改，那么商业秘密权利人通过
刑事手段保护自身商业秘密的难度将会大大降低。而且此种修改也不会对于我国的知识产权犯
罪体系造成很大的影响。鉴于我国刑法中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均 要求有犯罪数额，因此取消侵
犯商业秘密罪重大损失的入刑标准也会使得侵犯商业秘密罪在侵犯知识产权罪名中较为特殊，
不尽协调，目前的规定可以说是找到一个双方均可以接受的平衡点。2020 年 9 月 17 日颁布的
《关于修改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决定》照搬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解释（三）
》
的规定，规定可以由“补救成本”证明“重大损失”，满足了《中美经济贸易协议》第一章第
二节第 1.7 条针对启动商业秘密刑事执法门槛的第一步要求。8
关于重大损失可以由补救成本来证明，其对于现有的司法实践影响有限。《中美经济贸 易
协议》第一章第二节第 1.7 条规定的补救成本为“例如为减轻对商业运营或计划的损害或重新
保障计算机或其他系统安全所产生的成本”，但在实践中，这些补救成本已经被用来证 明重大
损失，例如在蔡永拿、蔡连刚侵犯商业秘密一案中，法院认定，原告由于被告的行为所造成的
将原有防伪标签升级为安全芯片防伪标签以及导致前期采购的原有防伪标签废 弃的补救成本
均可作为重大损失。9
从《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解释（三）》第三条的规定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 院
没有取消重大损失的入罪门槛，并且在第四条、第五条明确规定了重大损失的认定方法。 这表
明之后侵犯商业秘密罪仍然将作为“结果犯”长期存在，而不会像美国一样，改为“行为犯”。
虽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解释（三）》标志着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相关规定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是其仍然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1）没有明确界定重大损失的内涵范围；（2）未明确规定
不同重大损失认定方法之间的适用顺序，如此便未能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损失数额“唯证据
论”的问题；（3）意图根据不同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匹配认定方法，但未建立损失与行为之间
的因果关系，导致行为与其社会危害程度不相匹配；（4）未明确规定商业 秘密商业价值的认
定方法，其规定商业秘密灭失时，损失数额可以根据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计算，但是又未规定
商业价值的计算方法，使得该规定的落实存在很大障碍；（5）没有规定多种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同时存在时的重大损失认定方法。

二、我国针对《中美经济贸易协议》的应对措施
根据上文《中美经济贸易协议》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条款对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
7
8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第一章第二节第 1.7 条。
《关于修改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决定》第一条第四款。
前引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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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修改产生的影响分析，本文认为，为履行《中美经济贸易协议》义务，并结合我国 的商业秘
密刑事保护现实情况，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修改重点应集中于以下方面。
（一）扩大侵犯商业秘密罪客体的保护范围并修改犯罪行为规定
1. 扩大侵犯商业秘密罪客体的保护范围
首先，将商业秘密的范围从“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扩张为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在内的
商业信息”。如此，可以弥补原规定信息分类不周延的短板，使得不能被归类为经 营信息和技术信
息的其他商业信息在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下也能够成为侵犯商业秘密 罪保护的客体。

其次，删除商业秘密的“实用性”要件。现行刑法规定商业秘密需要具备实用性的原因是
立法者认为只有在商业秘密具备了现实操作的可能性之后，才能够被刑法规制。而且刑法和民
事法律不同，具有谦抑性，如果不规定实用性，而仅要求具备价值性就认定其构成商业秘密，
有可能造成刑罚的滥用。10但实际上，某种信息是否具有实用性不应影响其 可否构成商业秘密，
例如，在新药研发过程中，会存在大量的实验数据，该些数据在成药之前，尤其是实验早期的
数据或是错误数据，很难讲其具有实用性，但是该些数据对于新 药研发企业而言无疑是十分重
要的。如果必须要求商业秘密具备实用性，则该些数据不能得到刑法的保护，这对于该些数据
的权利人来讲是极为不利的。这也是 2017 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商业秘密的实用性要
件删除的原因。
最后，明确商业秘密应具有相对秘密性并且具有一定的新颖性。本文统计了近五年来所有可以
在公开渠道检索到的侵犯商业秘密罪案件，商业秘密的秘密性是侵犯商业秘密罪案件中最主要的争
议焦点。11秘密性也是商业秘密区别于其他信息的最根本的属性，是决定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最
权威的因素。12秘密性应当从两方面加以限定，从商业秘密权利人的角度出发，应要求商业秘密具有
相对秘密性，而非绝对秘密性。相对秘密性，简单而言，即是不能为不负有义务的人所知悉。13从侵
犯商业秘密人的角度出发，需要商业秘密具有一定的新颖性，从而与公知技术相区分，避免商业秘
密的过度保护。从保护侵犯 商业秘密人的角度出发，商业秘密的新颖性需要由商业秘密权利人举证
证明，证明内容包括：商业秘密的内容、与其他公知技术的区别以及商业秘密的作用或效果。
总体而言，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修改应呈现既扩张又限缩的态势，既应赋予商业秘密权利人充分
的权利保护自己的智力成果，又要防止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过度扩张，影响知识的自由传播和使用，
避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14
2. 修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行为规定
为了履行《中美经济贸易协议》中方的义务，并且更好地与商业秘密民事法律衔接，根据《中

美经济贸易协议》第一章第二节第 1.8 条规定，《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解释（三）已经将“欺诈、
电子入侵的形式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解释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以“其他不正
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并且将“非法复制、未经授权或超越授 权使用计算机系统等方
10

参见杜国强：《侵犯商业秘密罪“重大损失”的理解与认定兼析“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 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国检察官》2007 年第 12 期，第 44-46 页。
11
案例具体为：（2016）赣 0429 刑初 36 号；（2015）肇中法刑一终字第 97 号；（2015）厦刑终字第 590 号；
（2015）西刑初字第 449 号；（2015）管刑初字第 580 号；（2015）满刑初字第二百一^九号；（2015）温 鹿
刑初字第 1818 号；（2016）京 02 刑终 535 号；（2016）黔刑终 593 号；（2016）黑 01 刑终 649 号；（201 5）
浙绍刑终字第 874、875 号；（2016）粤 12 刑终 268 号；（2017）黔 03 刑初 115 号；（2016）浙 0783 刑 初
1012 号；（2017）闽 0902 刑初 428 号；徐某侵犯商业秘密罪案；（2017）粤 1973 刑初 914 号；（2017）皖 08
刑终 218 号；（2017）晋 01 刑终 31 号；（2017）陕刑终 29 号；（2016）浙 03 刑终 1451 号；；（2017）湘 0408
刑初 208 号；（2018）渝 05 刑初 95 号；（2018）粤 0306 刑初 229 号；（2017）晋 0622 刑初 71 号；
（2 018）粤 03 刑终 2393 号；（2018）湘 04 刑终 158 号；（2017）苏 10 刑终 199 号；（2018）粤 13 刑
终 361 号；（2019）京 02 刑终 425 号；（2018）闽 0102 刑初 961 号；（2019）京 0109 刑初 106 号；
（2018）粤 060 7 刑初 7 号；（2019）冀 0291 刑初 5 号；（2019）鄂 05 知刑初 2 号；（2019）湘 0902 刑初
335 号；（2019） 京 01 刑终 329 号。
12
参见孔祥俊（主编）：《商业秘密司法保护实务》，中国法制岀版社 2012 年版，第 123 页。
13
参见孔祥俊：《商业秘密保护法原理》，中国法制岀版社 1999 年版，第 42 页。
14
参见唐稷尧：《扩张与限缩：论我国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基本立场与实现路径》，《政治与法律》2020 年
第 7 期，第 42-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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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窃取商业秘密”的行为解释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的“盗窃”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解释（三）的规定基本照搬了《中美经济贸易协议》第一章第二节第
1.8 条的规定，仅措辞稍有改变。但是，如上文所述，这种规定方式过于简单，没有周全考虑我
国刑法各罪名之间的协调性。本文认为，“未经授权或者超越授权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等方式
窃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二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处罚。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针对“侵
入前款规定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
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的行为进行了专门规定。按照文
义解释，其所规制的行为包含了“未经授权或者超越授权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等方式窃取商业
秘密的”行为，因此，本文认为，“未经授权或者超越授权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等方式窃取商
业秘密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二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处罚，避免各罪名之间犯罪行为重复冗余的
问题，也使得各罪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互相协调。

（二）修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体并明确该罪罪过为故意
1. 修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体
如上文所述，《中美经济贸易协议》第一章第二节第 1.3 条的规定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
主体影响较小。但是根据我国立法者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解释（三）》、《反不正当竞争法》
（2019）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等一系
列文件中所体现出的“移植”《中美经济贸易协议》中规定的立法习惯，其应会通过颁布司法
解释的形式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体做出修改，将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四款“本条所称权利
人，是指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和经商业秘密所有人许可的商业秘密使用人”的规定解释为“刑法
第二百一十九条第四款所称的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和经商业秘密所有人许可的商业秘密使用人包
括所有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2. 明确该罪罪过为故意
明确侵犯商业秘密的罪过为故意，不包括过失。实际上，在司法实务中，侵犯商业秘密罪
的罪过限于故意的观点已经趋于统一。在本文所统计的案例中，没有一个案例将侵犯商业秘密
罪的罪过定为过失。并且从学理层面而言，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罪过应仅限于故意，不包括过失。
纵观我国的刑法的规定，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刑罚均是不同的，这是由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所
决定的。若将侵犯商业秘密罪第二款的主观层面界定为包括过失，而该罪的刑罚又仅有一种情
况，不对故意和过失进行区分，这无疑违背了罪责行相适应原则。“使故意与过失犯罪适用同
一法定刑，就不能使刑罚的性质和强度与犯罪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相称。”15因此，侵犯商业秘
密罪的罪过仅限于故意。与此对应，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的“应知”应理解为“推定知
道”，而不是“不知道”16该观点也反映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 解释中，2011 年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的《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6 号）
第十条规定：“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规定的‘非法收购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中的‘明知’
，
是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17该司法解释不仅将“明知”解释为“知道”与“应当知道”，而
且还明确规定了三种客观情形作为判断“应当知道”是否存在的标准。可见，该解释条款中的
“应当知道”其实就是“推定知道”或“推定的明知”。因此，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中
的“应当知道”应当解释为“推定知道”或“推定的明知”，属于故意的范畴。
（三）界定重大损失的内涵范围并修改其认定方法
1. 界定重大损失的内涵范围
重大损失的内涵范围是指可以被纳入到重大损失的损失范围，重大损失内涵范围是认定重
大损失的首要步骤，只有在明确了重大损失内涵范围后，重大损失的认定方法在适用时才有明
王庆国、丁敏：《侵犯商业秘密罪故意形态之再提倡--以刑法解释学为视角》，《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2014
年第 8 期，第 44-52 页。
16
参见陈兴良：《“应当知道”的刑法界说》，《法学》2005 年第 7 期，第 80-84 页。
17
《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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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范围和限制，重大损失绝不是指因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所造成的任何损失。首先，重大损失
的内涵范围不应包含非物质损失，即便是名誉、荣誉等非物质损失，最终还是体现为物质损失；
其次，重大损失的内涵范围应当包含间接经济损失，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资产，其一个很重要的
特点是可以获得预期可得利益，包括许可使用费、转让费等等，而这些损失又往往表现为间接
经济损失，若将该些预期可得利益排除，不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最后，重大损失
不应扣除犯罪成本，刑法的制定目的就是惩罚犯罪，从 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角度来考虑，行为
人侵犯商业秘密的目的是不正当使用商业秘密，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其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相
统一，侵犯商业秘密罪案件中被告人主观上所 要侵犯的商业秘密是全部的“商业秘密价值”，
而非扣除犯罪成本后的商业秘密价值。
2. 修改重大损失的认定方法
在界定了重大损失的内涵范围之后，需要根据重大损失的认定方法计算具体的重大损失数
额。
（1）重大损失认定方法具有适用顺序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解释（三）》第五条第二款规定，重大损失认定方法具有适用顺序，
即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的计算方法顺序为：首先，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
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其次，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权利人
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再次，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这
实际上就是“被害人损失-被告人获利”的适用顺序。也就是说，
《知识产权 刑事案件解释（三）》
认可了“被害人损失-被告人获利”的适用顺序。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解释（三）》的官方解读，其认为“商业秘密研发成本”只有在侵犯商业
秘密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的情况下方能适用。
但是，从本文统计的案例样本来看，在司法实践中，很有可能既无法认定“被害人损失”，
也无法认定“被告人获利”，按照《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解释（三）》的规定则无法处理此种情
形。这也是《专利法》第六十条规定“被侵权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 确定的，参
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的原因。同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解释 （三）》规定
“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后，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 损失数额可以根
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确定，但该损失数额低于商业秘密合理许可使用费的，
根据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然而，商业秘密权利人肯定会争取更大损 失数额，故而本项规定看
似协调了与前项的规定，实则为司法实践带来了新的认定难题。 因此，本文建议，应在《知识
产权刑事案件解释（三）》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重大损失认定方法的适用顺序，仍然使用四种
传统重大损失认定方法，并且其适用顺序为：被害人损失-被告人获利-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商业秘密研发成本。
（2）根据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与损失的因果关系确定重大损失认定方法
由于重大损失由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所造成，相应的，重大损失的认定方法也应当按照 损
失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重大损失是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所造成的结果，二者之间 需要具
备因果关系。“刑法因果关系呈现出‘两点一线’的判断结构。‘两点’即危害行为和危害结
果，‘一线’即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连接。在这组关系中‘两点’是刑法因果关系
的基本元素，必须要在这两点中去界定刑法因果关系，缺少其中任何一点属性 的因果关系都应
排除在刑法考察的视野之外”。18因此，重大损失的认定方法必然建立在其 与侵犯商业秘密行
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基础之上。
遵循损失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将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分为两大类、三小类。两大类
是指按照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是否导致商业秘密丧失了权利属性，可以将行为分为披露行为和未
披露行为。三小类是指，将前述行为分为两大类后，按照商业秘密是否被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
（以下简称“使用行为”）而获利，又可以将未披露行为分为使用行为和仅非法获取但未使用
的行为。虽然仅非法获取但未使用的行为在实践中出现的可能性很低，但是为了论述的完整性，
18

储槐植、魏颖华：《渎职罪因果关系的判断》，《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8 年第 1 期，第 5-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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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然对其进行讨论。仅非法获取但未使用的行为例如权利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只
将该商业秘密存储在唯一介质上，而其技术人员将该介质盗走，虽未使用但导致商业秘密权利
人无法再使用该商业秘密。
1）未披露行为
未披露行为可分为使用行为与仅非法获取但未使用的行为。
对于使用行为而言，现有法律规范对于如何处理非法使用、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行为的
认定方法已经较为明确。具体认定方法如下：（1）根据商业秘密侵权赔偿数额认定方法计算重
大损失。即，商业秘密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可以根据商业秘密权利人的产品因侵权所
造成销售总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商业秘密权利人销售量减少
的总数难以确定的，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可
以视为商业秘密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2）在商业秘密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
难以确定时，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计算，即， 根据该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
总数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一般按照侵权人
的营业利润计算，对于完全以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按照销售利润计算。
例如，在彭梵侵犯商业秘密罪一案中，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涉案
商业秘密因被告的侵权行为而为公众所知悉，故不能仅以商业秘密权利人的研发投入数额确定
赔偿数额，而应当以商业秘密权利人产品销售量的减少乘以商业秘密权利人在该期间正常的销
售价格下的利润率。19这说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没有披露行为时，应当按照商业秘密权
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计算重大损失。
对于非法获取商业秘密但尚未使用、允许他人使用、披露且不影响权利人使用商业秘密的
行为，应当按照商业秘密合理许可使用费认定。原因为：由于前述行为仅仅是被告人获取了商
业秘密但是没有施行其他的行为，也就是说没有其他行为给权利人造成除被告人知悉商业秘密
之外的额外损失，因此，此时权利人的损失可以等同看作权利人将商业秘密许可给被告人使用
的情况。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商业秘密权利人并未许可过商业秘密的情况，因而不存在实际的
商业秘密合理许可使用费。此种情况下，可以采用研发成本加利润 乘以剩余使用年限的认定方
法。例如，在俞科侵犯商业秘密罪一案中，上诉人提出了许可使用费不能假设、评估，本案中
并无可参照的许可使用费，应当按照专利法的规定确定损 失数额的上诉意见。而浙江省绍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指出，本案中商业秘密并无类似的许可费参照，也无法再还原犯罪行为实施之前
的状态计算实际损失，因此根据研发成本及该商业秘密每年可能产生的利润计算被害人如果许
可该技术可能带来收益更符合本案的客观实 际。尽管评估得出许可使用费损失价值是一种假
设，但该假设由原始凭证以及相关财务资料为依据，且刑事案件中对无法还原的财物评估价值
在刑事司法实践普遍采用。被告单位及被告人等虽然对该评估方法提出异议，但也无法提供更
为合理的评估方法，故该评估方法得出的评估结论应当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信。20
2）披露行为
对于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需要分情况讨论。第一种情况，行为人向特定范围内的人公开，
且后者采取了保密措施，称作“部分披露行为”。这里的保密措施不要求必须采取如安全系统、
认证系统等等技术措施，只要是合理的保密措施即，甚至是口头约定，只要确实起到了约束前
述特定范围人的保密效果，也可以被认为是采取了保密措施。此时，该商业秘密仍具有秘密性，
其商业秘密权尚未完全丧失，因此可以按照商业秘密合理许可使用费认定重大损失。
第二种情况，行为人向特定范围内的人公开，但后者未采取保密措施，使得商业秘密处于
随时可被获知的状态，或者行为人向不特定人公开，称作“完全披露行为”。此时，商业秘密
的秘密性已经丧失，因此相应的商业秘密权利亦即不复存在，可以按照商业秘密的实际价值计
算。这种公开披露商业秘密行为的性质，与有形财产犯罪中的毁坏行为是十分相似的，使得财

19
20

参见彭梵侵犯商业秘密罪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黔刑终 593 号/2016.12.26。
参见俞科侵犯商业秘密罪案，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绍刑终字第 874、875 号/201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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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价值完全丧失。21因此，应当按照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人所公开披露的 商业秘密的实际价值
计算商业秘密权利人的损失。《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解释（三）》第五条第一款第五项也规定此
种情况下应当按照“商业秘密商业价值”计算重大损失数额，即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可以根
据该项商业秘密的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综合确定。该规定采用了“综合确
定”的兜底型立法技术，优点十分明显，可以防止挂一漏万，但缺点也非常突出，即又给司法
实践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何“综合确定”？本文认为，商业秘密的实际价值可以拆分为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商业秘密利用前的研发成本，另一方面是商业秘密利用后带来的预期收益，此预
期收益既包括竞争优势，也包括可以为权利人带来的现实利益，而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恰好可
以反映这部分预期收益。因此商业秘密的实际价值可以看作是商业秘密研发成本与商业秘密合
理许可使用费的和。如此，已经全面覆盖了商业秘密的整个研发和收益周期，既不会遗漏损失
类型，也不会给司法实践造成新的认定困扰。
非法获取商业秘密但尚未使用、允许他人使用、披露且使得权利人无法使用商业秘密的情
况，与“完全披露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一致，应按照“完全披露行为”处理。
综上，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与损失的因果关系确定重大损失认定方法的具体内容可以归纳为
下表：
表 1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与认定方法对应表
序号
1.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使用、允许他人使用行为

认定方法
商业秘密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
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

非法获取商业秘密但尚未使用、
2.

允许他人使用、披露且不影响权 商业秘密合理许可使用费
利人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

3.

部分披露行为

4.

完全披露行为

商业秘密合理许可使用费
商业秘密的实际价值（商业秘密利用前的研
发成本+商业秘密合理许可使用费）

（3）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人造成了多种损失
提出该问题的原因为，在某些案例中，例如朱国虎侵犯商业秘密罪案中，被告人同时实施
了使用、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和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因此法院在认定重大损失时，认为被
告人给被害人造成的重大损失既包含研发成本和保密费用等研发费用损失，也包含因商业秘密
遭侵犯而导致现有客户流失和涉案产品销量异常减少而带来的现实损失。22 由此，反映出另一
个问题，即当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人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了多种损失 时，应当如何认定重大损
失。
具体而言，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人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多种 损失又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一行为导致多种损失。例如，黑客通过破坏商业秘密权利人构建的保密措施窃取了商
业秘密，由于保密措施失效，导致商业秘密向不特定人公开。此时，应当计算不同的损失，择
一重者处罚。
二是多行为导致多种损失。此时，应当先按照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适用的重大
22
损失认定方法，再累计损失数额。具体认定方式如下表所示。

21
22

参见陈兴良：《侵犯商业秘密罪的重大损失及数额认定》，《法律适用》2011 年第 7 期，第 32-34 页。
参见朱国虎侵犯商业秘密罪案，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肇中法刑一终字第 97 号/2016.3.19。

813

表 2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人造成多种损失时重大损失认定方法表
序号

行为
非法获取

23

使用24

部分披露

完全披露

认定方法

1.

1

0

0

0

D

2.

1

1

0

0

D+A/B

3.

1

1

0

1

D+A/B+C

4.

1

0

0

1

D+C

5.

0

1

0

0

A/B

6.

0

1

0

1

A/B+C

7.

0

0

0

1

C

8.

1

1

1

0

D+A/B+D

9.

1

0

1

0

D+D

10.

0

1

1

0

D+A/B

11.

0

0

1

0

D

注：在上表中，1 代表是，0 代表否。A 代表被害人损失，B 代表被告人获利，C 代表商业秘密
价值，D 代表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

三、结论
侵犯商业秘密罪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中美经
贸摩擦的加剧及延续，其研究意义更加凸显。中美双方达成的《中美经济贸易协议》将对我国
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分析了《中美经济贸易协议》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条
款对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修改产生的影响，并总结司法经验，提出侵犯商业秘密罪
的修改重点应集中于以下方面：
（一）扩大侵犯商业秘密罪客体的保护范围，包括：将商业秘密的范围从“技术信息 和
经营信息”扩张为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在内的商业信息”、删除商业秘密的“实用性”
要件和明确商业秘密应具有相对秘密性并且具有一定的新颖性。
（二） 增加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行为，规定“未经授权或者超越授权使用计算机信 息
系统等方式窃取商业秘密的”行为依照刑法二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处罚。
（三）修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体，通过颁布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 体
做出修改，将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四款的规定解释为“本条所称的商业秘密的所有人 和经商
业秘密所有人许可的商业秘密使用人包括所有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四） 明确侵犯商业秘密的罪过为故意，不包括过失，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中的
“应当知道”应当解释为“推定知道”或“推定的明知”，属于故意的范畴。
（五） 界定重大损失的内涵范围并修改其认定方法。
（1）重大损失的内涵范围不应包 含
非物质损失、重大损失的内涵范围应当包含间接经济损失、重大损失不应扣除犯罪成本。（2）
需要遵循被害人损失-被告人获利-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商业秘密研发成本的适用顺序, 明确禁
止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损失数额“唯证据论”现象。（3）重大损失由侵犯商业秘密行 为所造成，
23

此处的“非法获取”指非法获取商业秘密但尚未使用、允许他人使用、披露且不影响权利人使用商业秘密的
行为。
24
此处的“使用”指使用、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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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重大损失的认定方法也应当按照损失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4）商业秘密的实
际价值可以通过商业秘密研发成本与商业秘密合理许可使用费的和计算。（5）当侵犯商业秘密
行为人同时造成了多种损失时，应分为两种情况讨论：一是一行为导致多种损失，此时，应当
计算不同的损失，择一重者处罚。二是多行为导致多种损失，此时，应当按照行为与结果之间
的因果关系确定适用的重大损失认定方法，再将各种损失累加计算。
总体而言，《中美经济贸易协议》对于我国的商业秘密刑事保护影响相对缓和。相对于我
国目前的商业秘密刑事保护水平，将《中美经济贸易协议》中的商业秘密条款转化为国内法也
有利于对于我国商业秘密的保护。但是，仍然要谨防对商业秘密的刑事规定进行“大跃进”式
的修改，应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在现有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的基础上，结合《中美经济贸易协
议》，进行审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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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下投资仲裁司法审查之可仲裁性问题
——兼论黑龙江等诉蒙古案对我国的启示
范晓宇

摘 要：美国纽约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对黑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等诉蒙古仲裁案
的审理及裁决涉及美国法下“可仲裁性”问题。美国法下的可仲裁性实际指的是关于仲
裁管辖权的系列问题，而不仅是“不可提交仲裁解决的事项”。在仲裁实践中，美国已
基本确立了支持仲裁政策、对自裁管辖权的保守态度、将可仲裁性问题二分为实体可仲
裁性与程序可仲裁性，并且对可仲裁性的裁决权按“明确无误”标准进行分配。我国对
仲裁裁决管辖权的司法审查方面存在较大的立法空白。在国家立法层面明确对仲裁的基
本态度，对仲裁管辖权问题的司法审查方式、步骤、权限分配进行细化，将有利于提高
我国作为仲裁地的吸引力。
关键词：司法审查； 可仲裁性； 管辖权； 自裁管辖权原则； 明确无误

Arbitrability of judicial review of investment arbitration under
United States law
ABSTRACT: The hearing and arbitration of the China Heilongjia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Technical Cooperative Corp., et al. v. Mongolia arbitration cases in the Federal District
Court of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volve a series of
issues of arbitrability under US law. The arbitrability under US law refers to a series of issues
concerning the jurisdiction of arbitration, not just “subject which is not capable of settlement
by arbitr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arbitration, the US has established a basic policy of
Arbitration Support, a conservative attitude towards Competence-competence, and divided
the arbitrability issue into “substantial arbitrability” and “procedural arbitrability”. The
arbitrability of the arbitral award is assigned according to the “Clearly and Unmistakably”
standard. However, China’s legislation on judicial review of the jurisdiction of arbitral
awards is relatively large blank. To clarify the basic attitude towards arbitration at the
national legislative level, and to refine the judicial review of arbitration jurisdiction issues,
procedures, and power allocation will help increase China’s attractiveness as an arbitration
venue.
Keywords: Judicial Review；Arbitrability；Right of Jurisdiction; Competence-competence;
Clearly and Unmistakably

一、问题的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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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等诉蒙古仲裁案基本概要
2017 年 6 月 30 日，黑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等诉蒙古仲裁案（以下简称黑龙
江等诉蒙古案）仲裁庭在美国纽约作出仲裁裁决，一致支持蒙古国的主张，对管辖权条
款中“涉及征收补偿额的争端”的含义作出狭义解释，从而裁定对本案无管辖权。对于
中国“第一代”BIT 中“涉及征收补偿额的争端”一词，以往三个案件的仲裁庭均作出
广义解释，而黑龙江等诉蒙古案仲裁庭却“打破常规”作出狭义解释，这引起了仲裁申
请人的不满。在仲裁裁决作出后，三家中国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向仲裁地法院——
美国纽约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并请求法院发布命令，迫使
蒙古能够按条约规定重新参与投资仲裁程序以解决征收争端。2019 年 11 月 19 日，美
国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了中方投资者要求撤销裁决以重新仲裁的请求，支持了蒙古国申
请确认仲裁裁决的请求。美国法院认为中国三家公司在仲裁过程中已经放弃了对仲裁庭
管辖权的异议权，因此在裁决作出后中国三家公司便无权再对仲裁员决定“可仲裁性”
这一事项提出异议。
（二）一般意义上的“可仲裁性”
一般而言，“可仲裁性”(Arbitrability)指的是某种纠纷能否通过仲裁途径解决，其
定义和内涵实际上因法域而异。大多数法域下的“可仲裁性”，更多地以“争议事项的
可仲裁性”这一概念出现，指的是“国家出于公共政策之考虑，对所有可提交仲裁解决
之事项限定一个范围，从而排除那些国家认为因公共政策之原因只可提交本国的法院解
决而不可提交仲裁解决的事项”
。
“可仲裁性”被国家广泛用于从立法层面限制仲裁所能
解决的纠纷类型，如大多数国家国内立法规定行政纠纷、人身纠纷、环境损害纠纷、亲
属、家庭等非商事领域的争议为“不可仲裁事项”，不允许通过仲裁解决。但从黑龙江
等诉蒙古案美国法院的司法裁判中可以发现，美国法下的“可仲裁性”似乎“与众不同”
。
该案中“可仲裁性”并不是国家在立法层面上限制仲裁可以解决的具体争端类型，而是
聚焦于管辖权争议的有关问题。虽然美国法下的“可仲裁性”也被用于对仲裁庭可决定
争议的公共政策限制，但在美国政府“支持仲裁”的有力政策下，部分传统不可仲裁事
项逐步向可仲裁方向发展，导致公共政策对可仲裁性本身的限制并不如过去那么重要。
相比而言，美国法下“可仲裁性”内涵的另一方面——管辖权问题，是更具争议的，也
正是美国法院对黑龙江等诉蒙古案司法审查的关键所在。因此，本文拟讨论的是目前国
内尚缺乏关注的美国法下“可仲裁性”的管辖权方面，而不是《纽约公约》中的不可仲
裁事项，亦不是美国法下公共政策对可仲裁性争议事项的限制。
（三）美国法下“可仲裁性”的系列疑问
在美国法院看来，中国投资者积极参加仲裁程序的行为达到了“明确无误”的标准，
证明中国投资者“明确无误”地同意将“可仲裁性”问题交由仲裁庭裁决。但在美国法
视角下，究竟何为“可仲裁性”？可仲裁性问题的裁决主体究竟是仲裁庭还是仲裁所在
地的国内法院？可仲裁性问题裁决是否存在职能分配标准？如何理解“明确无误”的具
体内涵？在仲裁庭已对可仲裁性问题作出裁决后，仲裁所在地的司法审查机关是否有权
推翻既有裁决？这一系列疑问都紧紧围绕美国法院在仲裁裁决司法审查中的一大关键
要素——“可仲裁性”展开。鉴于上述疑惑，本文拟通过梳理美国法院的相关判例，考
察其对仲裁司法审查尤其是有关“可仲裁性”问题的司法实践，并结合美国纽约州南区
联邦地区法院对黑龙江等诉蒙古案裁决的司法审查中关于可仲裁性的裁判依据，尝试揭
开美国法下“可仲裁性”的面纱。

二、美国法下的可仲裁性概念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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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仲裁性的实质内涵
美国法下的可仲裁性含义非常广泛，其不仅仅被用于在立法层面上限制可仲裁的具
体争议类型，还包含更多管辖权问题，如某争议是否属于当事人仲裁协议的范围、仲裁
协议是否有效和可执行。
作为普通法系国家，美国法下可仲裁性的内涵与具体适用，主要是由法院通过先例
建立起来的。在美国判例法中，“可仲裁性”这一术语，一般指的是双方当事人是否已
将某一特定争议提交仲裁。可仲裁性具有潜在的不同含义，可以涵盖仲裁员审理争议权
力的若干要素，包括被指控受约束的人是否确实同意仲裁、仲裁条款的具体范围、以及
对仲裁庭可决定争议的公共政策限制。而本文拟讨论的可仲裁性，是指双方当事人是否
已将某一特定争议提交仲裁。一般而言，此层面的可仲裁性问题包含两个方面，其一，
有关当事方是否受特定仲裁条款约束（即仲裁条款的存在）；其二，具有约束力的仲裁
条款是否适用于特定类型的争议（即仲裁条款的具体范围）
。对于前一个方面，仲裁协
议的存在是一个相对纯粹的事实问题，相对而言较为容易作出判断。关键在于可仲裁性
问题的后一方面，即仲裁条款的具体范围。在实践中，当事方通过在合同中缔结仲裁条
款的方式对争议进行仲裁达成合意，可当争议实际发生后，当事方往往辩称已发生的特
定争议不在仲裁协议的约定范围内。因此可以说可仲裁性问题的根本在于，在当事方明
确同意进行仲裁时，他们同意仲裁的具体争议是什么？而这个问题也决定了仲裁庭对特
定类型的争议是否具有管辖权，是否有权对特定争议进行具体裁决。
（二）美国法下可仲裁性概念的重要性
对于在美国作出的涉及外国实体的仲裁裁决，当事人在不满裁决结果时可以根据
《美国联邦仲裁法》(The Federal Arbitration Act,FAA)第 10(a)或者《纽约公约》第 5 条
提出撤销裁决的请求。而寻求撤销仲裁裁决的一方当事人通常可以要求重新审理可仲裁
性问题，包括某一特定争议是否属于仲裁条款范围的问题。美国法在可仲裁性问题上并
没有区别对待国内仲裁和国际性仲裁，而是将针对国内仲裁案件的相关判例法直接适用
到国际性仲裁中来。此种做法虽然引起了一些争议，但目前美国法尚未对争议作出解决
性尝试，而是仍采取国内仲裁和国际性仲裁同等对待的做法。
可仲裁性的问题，既可能发生在仲裁开始之际，也可能发生于仲裁结束之后，还可
能发生在当事人拒绝主动履行裁决时。具言之，在仲裁协议执行阶段（认定仲裁协议是
否有效阶段），仲裁庭需分析当事人所提出的仲裁请求是否属于条约中仲裁条款的适用
范围；在仲裁程序进行中及裁决作出后、执行前这一阶段，当事人对仲裁庭管辖权或裁
决提出异议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围绕争端的可仲裁性展开；在仲裁的一方当事人未自主
履行裁决，另一方申请执行裁决阶段，法院亦需要考察争端的可仲裁性，如若不符合可
仲裁性的要求，将导致裁决被拒绝承认或执行。尽管处理这些问题可能发生于仲裁程序
的不同阶段，但其所关系到的可仲裁性问题具有同一性。有权机关认定仲裁庭欠缺相应
的管辖权时，可据此撤销裁决。在国际投资仲裁中，通过审查当事方之间是否存在有效
的仲裁协议、仲裁庭所裁决的投资争端是否超出 BIT 争端解决条款所限定的事项范围，
仲裁地的国内法院可以作出影响投资条约解释，从而进一步影响国际投资规则形成的司
法审查。
（三）“实体可仲裁性”与“程序可仲裁性”之区分
美国法院将关于仲裁裁决在管辖权和可受理性方面的司法审查，笼统地称为“可仲
裁性”问题。在判例法中美国法院主张，
“仲裁程序性问题”
（也称为“程序可仲裁性”）
与“可仲裁性问题”（也称为“实体可仲裁性”）是有明显区别的。“程序可仲裁性”，
是指当事各方可能在仲裁程序本身的进行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规定，例如仲裁请求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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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要求当事人必须以特定方式提出仲裁请求、通知要求、禁止反言和其他类似的辩
护。而“实体可仲裁性”，是指当事人是否受仲裁条款约束的相关争议。可见美国法下
“实体可仲裁性”这一术语范围是有限的，不包括其他“程序性入门问题”(procedural
gateway questions)。
有学者提出，美国法下的“实体可仲裁性”实质上相当于某些欧洲学者所提出的国
际投资仲裁管辖权异议中的“管辖权(Jurisdiction)”问题；而美国法下的“程序可仲裁
性”则相当于仲裁请求的“可受理性(Admissibility)”问题。对于管辖权问题，仲裁庭
在裁决中对管辖权有无及其范围的认定结论仍然可能遭受事后审查，但是裁决中就可受
理性的认定则不得在程序终结后被再次审查。而在美国法下也存在对应的规则，即对“实
体可仲裁性”问题可能遭受法院的事后审查；但对“程序可仲裁性”问题法院则会大幅
尊重仲裁庭已作出的裁决结果。
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某个问题是由法院还是仲裁庭解决，取决于该问题是“实体可
仲裁性”问题还是“程序可仲裁性”问题。对于“程序可仲裁性”问题，即关于是否遵
守该程序规定以及如果不遵守该规定后果的相关争议，将由仲裁庭（而不是法院）解决。
如果仲裁协议中没有证据表明当事方打算让法院解决此类程序性问题，美国法院就不会
就此类“程序性入门问题”的实质性、正确性进行独立审查，而是尊重仲裁庭的裁决结
果。对于“实质性可仲裁性”问题，则需要以是否存在“明确无误”的证据为标准，在
仲裁庭和仲裁地法院之间进行裁决职能的分配。在缺乏“明确无误”证据表明当事人把
可仲裁性问题交由仲裁庭决定时，推定法院有权对可仲裁性问题进行司法裁决。此时，
美国法院将独立于仲裁庭已作出的裁决，从头重新解决具有争议的“实质性可仲裁性”
问题。在存在“明确无误”证据表明当事人将可仲裁性问题交由仲裁庭解决时，法院则
会在司法审查时会最大限度地尊重仲裁庭的既有判断，而仅仅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撤销
裁决。关于“实体可仲裁性”与“程序可仲裁性”的区分规则由美国法院在以下判例中
确定。
1. Howsam 诉 Dean Witter Reynolds，Inc.案
在 Howsam 诉 Dean Witter Reynolds，Inc.一案中，当事人选择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NASD) 作为仲裁机构，且签订了 NASD 的
统一提交协议(Uniform Submission Agreement)。统一提交协议规定争议必须按照 NASD
的仲裁程序规则进行仲裁，而该仲裁规则规定：
“若纠纷发生已经过六年，则该争议便
不可在 NASD 下进行仲裁”。鉴于此，迪恩·维特（Dean Witter）提起诉讼，要求联邦
地方法院（Federal District Court）拒绝豪萨姆（Howsam）的仲裁请求，并寻求禁止豪
萨姆进行仲裁的禁令。迪恩·维特主张双方之间的争议发生于六年前，而豪萨姆的索赔
并不及时。联邦地方法院驳回了迪恩·维特的请求，认为是否已经超过时限应由 NASD
仲裁员适用 NASD 仲裁规则作出解释和裁决，法院对该问题无管辖权。然而，作为上
诉法院的第十巡回法院推翻了地区法院判决，认为 NASD 规则的时限规定属于“可仲
裁性”问题的范畴，而可仲裁性问题应由法院决定。由于上诉法院与初审法院在此问题
上存在分歧，因此该案最终由最高法院进行定夺。最高法院进一步推翻了上诉法院的裁
决，裁定 NASD 时限规定更像是仲裁程序性问题，因为 NASD 时限规定是关于仲裁及
时性的规定，属于仲裁的程序性先决条件，其并不像可仲裁性问题那样，决定当事方是
否受仲裁条款约束。因此对于仲裁程序性问题，除非合同中有明确的相反规定，否则法
院表示该程序性问题将由 NASD 系统下的专家仲裁员适用仲裁规则进行裁决。NASD
法案第 10324 条(NASD Code section 10324 )也规定:“仲裁员有权解释和确定本 NA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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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下所有条款的适用性。”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断，当事各方打算将关于 NASD 时
限规则的含义交给相对更为专业的 NASD 仲裁员（而非法院）来解释。
2. BG Group PLC v. Republic of Argentina 案
BG Group PLC v. Republic of Argentina 案中法院同样对“程序可仲裁性”问题和“实
体可仲裁性”问题予以区分。2007 年，仲裁庭裁决阿根廷政府因违反“公平公正待遇”
而应赔偿 BG 公司 1.85 亿美元。此后，BG 公司向仲裁所在地法院，美国哥伦比亚特区
联邦初审法院寻求确认并执行该裁决。此案经历了一波三折：首先由哥伦比亚特区联邦
初审法院确认仲裁裁决；然后上诉法院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推翻初审，以仲裁庭对本
案无管辖权为由撤销仲裁裁决；最后，联邦最高法院以七票对二票的投票结果否决了第
二巡回法院的意见，认为仲裁庭关于管辖权的裁定是合法的，并重新确认了该仲裁裁决。
该案的焦点在于英国-阿根廷 BIT 第 8（2）条第（a）款，该款规定：投资者必须
首先在缔约方法院寻求救济的 18 个月后方可提起投资仲裁。而阿根廷政府主张，BG
公司并未遵守仲裁协议的该先决条件——“将争议提交东道国法院 18 个月后提起仲裁”，
因而仲裁庭对此不具有管辖权。对于“寻求东道国救济后 18 个月才能提起仲裁”这一
先决条件究竟是“程序可仲裁性”问题还是“实体可仲裁性”问题，美国法院内部存在
一定争议。本案所涉的英国-阿根廷 BIT 纳入了《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简称为《UNCITRAL 仲裁规则》），该规则第 23 条
第 1 款规定：“仲裁庭有权力对其自身管辖权作出裁定，包括对与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效
力有关的任何异议作出裁定。”这体现了双方对仲裁庭在“可仲裁性”问题方面具有自
裁权限的承认。但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认为由于 BIT 第 8（2）条第（a）款的存在，
BIT 对《UNCITRAL 仲裁规则》的纳入具有时间限制。在仲裁申请人未满足该时间限
制的情况下，《UNCITRAL 仲裁规则》第 23 条（1）款规定的仲裁庭自裁权限并不能
适用。上诉审中巡回法院将该时限规定视为“实体可仲裁性”问题，认为必须重新审查
是否有“明确无误”的证据表明当事方将可仲裁性的决定权下放给仲裁庭。巡回法院认
为，“在签订普通合同的情况下，应由当事方自行确定特定事项是由仲裁庭或法院来决
定。但如果合同对此事保持沉默...则法院推定当事方愿意由法院而非仲裁员决定关于
‘可仲裁性’的争议。” 因此，巡回法院重新审查了管辖权问题，认为仲裁庭并无管
辖权，从而作出撤销裁决的决定。而最高法院内部的大多数法官认为，18 个月的当地
诉讼要求属于“程序性先决条件”，而并非是与仲裁协议的存在、有效性、或范围相关
的“实体可仲裁性问题”。而对于时限、通知要求、禁止反言等程序性先决条件，是推
定由仲裁庭进行解释，以裁决这些程序性先决条件是否得到了适当遵守。对于程序性先
决条件仲裁庭具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进行事后司法审查的法院对仲裁庭的已决
裁决不会轻易推翻，而是采取高度尊重的审查标准。
3. 总结
尽管美国法下力图区别对待“实体可仲裁性”和“程序可仲裁性”
，但一个问题什
么时候是“实体可仲裁性”问题，通常是备受争议的。因为正如“管辖权”和“可受理
性”两者之间总是存在难以区分的情况一样，美国法下“实体可仲裁性”和“程序可仲
裁性”的区分标准也不够清晰明确。在 BG Group PLC v. Republic of Argentina 案中，尽
管联邦最高法院的多数法官认为 18 个月的当地救济，属于程序可仲裁性问题，应由仲
裁庭自行决定。但也存在少数异议观点认为，不遵守当地救济的 18 个月时限要求就意
味着没有达成仲裁协议。而是否达成仲裁协议是一个“实体可仲裁性”问题，需要法院
独立审查。首席法官罗伯茨也在反对意见中声明：“在现有的仲裁协议下，关于同意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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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的问题与单纯的程序要求之间的区别有时似乎难以捉摸。就技术逻辑而言，即使是最
平凡的程序要求也可以作为同意仲裁的条件而被改写。”

三、美国法下的“明确无误”标准
（一）确定可仲裁性问题的职能分配标准——“明确无误”
对于关键性的可仲裁性问题究竟应由谁进行裁决呢？即在法院还是仲裁员两者之
间，谁有权决定当事各方是否同意仲裁？由谁来决定可仲裁性的问题，通常是当事人在
缔结仲裁条款时容易忽视的部分。因此为避免当事方在无合意的情况下被迫仲裁，美国
最高法院对可仲裁性问题的职能分配设定了一个相当严格的标准。即除非存在“明确无
误”(clearly and unmistakably)的证据表明当事方愿意将可仲裁性问题由仲裁庭决定，否
则可仲裁性问题将由法院进行司法裁决。
然而，可仲裁性的职权分配标准其实构成了美国“支持仲裁”整体政策的一个例外。
鉴于美国国会在联邦仲裁法(the U.S. Arbitration Act )第 2 节明确确定了“支持仲裁”政
策，大多数州法院和联邦法院意识到，联邦仲裁法旨在制定一套有利于仲裁的全国性政
策。因此“在不与当事方意图明确相反的情况下，应将模凌两可的合同条款解释为有利
于进行仲裁。”美国法下建立起的“支持仲裁”政策，通常使得有关仲裁问题的不确定
性都以有利于仲裁的方式加以解决。但对于当事各方是打算由法院还是仲裁庭对可仲裁
性问题作出裁定，则要求更高的证明标准。在 First Options 案中最高法院表明，尽管联
邦的一般政策倾向于“支持仲裁”，但要使仲裁员有权决定可仲裁性问题，各方必须通
过“明确无误”的证据表明其意图。理由是，仲裁协议实质上是一项当事人放弃诉诸法
院系统解决争端的协议，而进入法庭是美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一理由符合这样一
种观点，即除非一方当事人同意，否则不得强迫该方当事人对某一问题进行仲裁。因此，
要求必须存在“明确无误”的规定将可仲裁性问题交由仲裁庭决定，实际上是要求此种
“弃权”必须是当事人的真实意图，不允许当事人被迫放弃了请求法院对可仲裁性问题
进行司法裁决的机会。出于此种考虑，法院在可仲裁性问题上打破了“支持仲裁”的一
般原则，仅在达到“明确无误”的高标准时才将可仲裁性问题的管辖权还给仲裁庭。
“明确无误”是对可仲裁性问题进行职能分配的标准，这一标准由美国法院在判例
法中逐渐明确下来。该标准最早在 1986 年的 AT＆T Technologies 案中提及，并由最高
法院在该案中确定。最高法院得出结论：法院不应假定当事人同意仲裁，除非有“明确
无误”的证据表明他们同意由仲裁庭裁定可仲裁性问题。若当事人在协议中明确地表明
将可仲裁性问题交由仲裁庭，可仲裁性问题将由仲裁庭决定；反之，在缺乏“明确无误”
证据的情况下，将由法院来裁定可仲裁性问题。但是 AT＆T Technologies 案判决的问题
在于，法院并没有详细说明哪种语言足以满足“明确无误”的标准。
在随后的 First Options 案中，最高法院继续完善了这一职能分配标准。在当事各方
“明确无误”地同意将可仲裁性问题提交仲裁本身来解决的情况下，法院在事后司法审
查过程中会大幅尊重仲裁庭已作出的裁决，仅仅进行形式上的恭敬审查(deferential
review)后便对裁决予以确认；但若不存在“明确无误”的证据，法院将会独立于仲裁
庭关于可仲裁性的既有决定，对可仲裁性问题进行严格的全新审查(de novo review)。形
式上的恭敬审查意味着法院仅仅会在仲裁出现《联邦仲裁法》第 10 条中规定的狭窄撤
销理由时，撤销仲裁裁决。在不存在上述撤销理由时，法院大部分时候都会尊重仲裁庭
的裁决。在 First Options 案中，当事人没有签署包含任何仲裁条款的协议，并且在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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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还提交了一份书面备忘录，以对仲裁员审理案件的能力提出反对意见。法院认为，
双方当事人没有达到“明确无误”地将可仲裁性问题提交仲裁庭解决的标准，因此地区
法院享有对可仲裁性问题的管辖权。可 First Options 案中，最高法院仍没有向下级法院
指明，确定“明确无误”标准的具体参数是什么。
（二） “明确无误”标准的具体参数
从 AT＆T Technologies 案和 First Options 案可以发现，虽然“明确无误”标准被最
高法院确认为确定可仲裁性问题的职能分配标准，但是如前所述，这种标准实际上是很
不清晰的。法院并没有指定何种合同语言能够满足“明确无误”的标准。因此下级法院
在确定此标准时往往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 First Options 案之后，美国地方法院一
直试图界定当事方何时达到了“明确无误”的标准，但却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什么是“明
确地”(clearly)以及“无误地”(unmistakably)，这个问题仍有待回答。是需要通过在谈
判过程中达成一项关于可仲裁性职能分配的明确声明，还是仅通过纳入仲裁规则的方式
表明其意图也成立？尽管下级法院几乎一致认为在可仲裁性问题上适用“明确无误”的
标准是合同解释的问题，但对于在解释中应采用哪种特定合同原则，他们尚未达成共识。
随着美国判例法的发展，这个问题也有了一些答案。美国法院确定，若当事方将仲裁规
则纳入仲裁协议中，且该仲裁规则明确授权仲裁庭裁决可仲裁性问题时，则可以视为当
事方已“明确无误”地将可仲裁性问题委托给仲裁庭解决。
1.一般国内商事仲裁中“明确无误”标准的适用
该规则首先在美国一般的国内商事仲裁判例中得到了确定。在 Qualcomm v. Nokia
案中，联邦巡回法院认为，双方“明确无误地”通过将美国仲裁协会（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AAA）仲裁规则纳入其协议的方式，将可仲裁性问题的管辖权交给仲裁员。
因为 AAA 仲裁规则第 7（a）条规定：“仲裁员有权对自己的管辖权作出裁决，包括对
仲裁协议的存在，范围或有效性或对任何请求或反请求提出的可仲裁性异议。”同样，
在 Contec Corp.诉 Remote Solution Co.案、Terminix International Co.诉 Palmer Ranch
LTD.Parnership 案中，法院都认定，纳入 AAA 仲裁规则的仲裁协议“明确无误”地证
明了当事各方有意由仲裁员来决定可仲裁性。在 Apollo Computer 诉 Berg 案中，第一巡
回法院认为，纳入国际商会（ICC）仲裁规则的协议符合明确无误的证据标准，因为 ICC
规则授权仲裁员确定可仲裁性。
2.国际投资仲裁中“明确无误”标准的适用
至于国际投资仲裁的可仲裁性职能分配标准，美国法院通过对以下投资仲裁案的司
法审查，也确定了“明确无误”标准。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明确无误”内涵与国内一般
的商事仲裁一致，即允许当事方通过纳入授权仲裁庭决定可仲裁性的一般仲裁规则，从
而将可仲裁性“明确无误”地交给仲裁庭决定。
（1）Schneider v. Kingdom of hailand 案
Schneider v. Kingdom of Thailand 案（简称为施耐德诉泰国案）稍微明确了在国际
投资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中如何适用“明确无误”标准。此案表明，通过在双边投资条
约中纳入授权仲裁庭裁决可仲裁性的仲裁规则，可以证明当事方“明确无误”地将可仲
裁性交由仲裁庭解决。在 Walter Bau v. Thailan d 案中，仲 裁 庭 认 定 东 道 国 违 反
2002 年 德 国 -泰 国 B IT 项 下 的 公 平 公 正 待 遇 条 款 ， 裁 定 德 国 投 资 者 沃尔特
鲍尔公司（Walter Bau AG）胜诉。于是，施耐德（Schneider）作为德国沃尔特鲍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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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破产管理人，并向美国纽约南区寻求确认仲裁裁决。施耐德诉泰国一案的焦点在于，
高速公路建设、收费项目是否是 BIT 中规定的“合格投资”(“approved investments”)。
纽约南区法院认为，收费公路项目是否属于“合格投资”的问题涉及仲裁协议的范围，
而不是仲裁协议的形成。因此，纽约南区法院认为无需对仲裁裁决进行重新审查，于是
在完成对仲裁协议进行了形式性的恭敬审查后便确认了仲裁裁决。泰国对纽约南区法院
的确认判决进行上诉，认为纽约南区法院应该独立裁决仲裁庭的管辖权问题，而不是仅
仅对仲裁裁决进行形式上的恭敬审查。第二巡回法院认为，纽约南区法院在进行恭敬审
查之前，应该先确定是否有“明确无误”证据表明双方同意将仲裁协议的范围问题由仲
裁庭来决定。第二巡回法院发现，该案中确实存在“明确无误”的证据。2002 年 德
国 -泰 国 B IT 纳 入 了《 UNCITRA L 仲 裁 规 则 》作 为 B IT 下 的 仲 裁 程 序 规 则 ，
而《 UNCITRAL 仲 裁 规 则 》第 23 条第 1 款规定了仲裁庭具有自裁管辖权。因此第
二巡回法院认为当事各方明确纳入授权仲裁员决定可仲裁性问题的仲裁规则，构成了
“明确无误”的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将可仲裁性问题委托给仲裁员的意图。因此，由
于已经满足了“明确无误”标准，对此裁决美国法院将无需进行独立的重新审查，而仅
需进行恭敬审查，并大幅度地尊重仲裁庭已作出的仲裁裁决。
（2）Republic of Ecuador v. Chevron Corp.,案
Republic of Ecuador v. Chevron Corp.,案（简称为厄瓜多尔共和国诉雪佛龙案）中厄
瓜多尔-美国 BIT 对可仲裁性问题的裁决职能分配并未保持沉默。厄瓜多尔-美国 BIT 第
6 条规定，投资人可以根据 UNCITRAL 仲裁规则提交仲裁。而如前所述，UNCITRAL
仲裁规则第 23 条第 1 款授予了仲裁庭对可仲裁性问题的裁决权。因此，厄瓜多尔是允
许仲裁庭裁决可仲裁性问题的，包括对雪弗龙公司的投资是否满足 BIT 下的“投资”
含义这一问题。一旦地区法院断定当事方已经将可仲裁性问题交由仲裁庭裁定，则法院
不再需要独立确定雪弗龙公司的投资是否满足 BIT 下的“投资”含义，而需要对仲裁
裁决予以尊重。基于此，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及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均支持了雪佛
龙公司确认仲裁裁决的请求。
3.小结——美国法对自裁管辖权的态度
在上述案例中纳入的仲裁规则，无论是 AAA 仲裁规则第 7（a）条、ICC 仲裁规则
第 6（2）条、抑或是 UNCITRAL 仲裁规则第 23（1）条，均规定“仲裁庭有权对管辖
权自行作出决定”。而这其实是自裁管辖权原则(Competence-competence)的体现。自裁
管辖权原则, 其核心就是主张由仲裁庭决定自己是否具备该仲裁案件的管辖权。作为现
代商事仲裁的重要理论之一，自裁管辖权原则已经成为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世界各
国仲裁立法与实践的一种趋势而被普遍接受。该原则的合理性主要是出于对仲裁及时、
高效原则的追求，防止法院对仲裁程序带来不必要的拖延。美国虽然整体政策是“支持
仲裁”，但对于自裁管辖权却相对保守。一方面，美国已经出现一些仲裁规则确立了自
裁管辖权原则，如前述案例中提及的 AAA 仲裁规则、NASD 仲裁规则等，并且美国法
院在判例法中承认纳入涵盖自裁管辖权原则的仲裁规则，可以被视为达到“明确无误”
标准；但另一方面，当仲裁协议中欠缺纳入自裁管辖权原则时，则推定法院对可仲裁性
问题具有管辖权。也就是说在可仲裁性问题上，美国以仲裁庭没有自裁管辖权为原则，
以当事人“明确无误”地授权仲裁庭有自裁管辖权为例外。可见，与世界上其他全盘支
持接受自裁管辖权原则的国家相比，美国对自裁管辖权原则的立场确实略显保守。

四、黑龙江等诉蒙古案中的可仲裁性分析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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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中的可仲裁性分析
蒙古案中，中国三家公司请求纽约南区法院对仲裁庭关于争议不可仲裁的裁定进行
重新审查，并撤销该裁决，迫使双方返回仲裁，就案情作出裁决。而蒙古则请求纽约南
区法院遵从仲裁员的推理，并确认该裁决结果。法院认为：中国公司通过发起仲裁，坚
决主张仲裁庭的管辖权，并积极参与长达 7 年的仲裁程序的行为，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裁
决作出后反对仲裁员决定可仲裁性的机会。因此，双方明确无误地同意将可仲裁性问题
提交仲裁庭审理。但究竟何种表现构成了蒙古案中“明确无误”的证据？法院在审查了
中国-蒙古 BIT（以下简称中蒙 BIT）和当事方在仲裁过程中的行为后，认为尽管中蒙
BIT 规则本身没有“明确无误”的证据表明当事方打算将可仲裁性问题交由仲裁庭，但
中国公司在仲裁期间的行为已经表明其意图。
1. 中蒙 BIT 协议本身是否构成“明确无误”标准
经过审查中蒙 BIT 的规定，法院发现双边投资条约中不包含任何关于哪个机构可
以决定可仲裁性的明确规定，因此条约本身并未达到“明确无误”的标准。但蒙古认为
已经达到该标准，指出中蒙 BIT 第 8 条第（5）款的第一句规定“法庭应自行决定其程
序”(“The tribunal shall determine its own procedure”)，基于此蒙古认为该条款应被视
为广泛授予仲裁庭仲裁权力（包括可仲裁性的裁决权）的概括授权条款。但是美国法院
拒绝了这种主张，理由是“程序”(procedure)一词的含义并未涵盖“管辖权规则”(rules
detailing jurisdiction)。
《布莱克法律词典》将“程序”定义为“特定的方法或行动过程”，
以及“进行民事或刑事诉讼的司法规则或行为”。而正如美国《规则授权法》(The Rules
Enabling Act 28 U.S.C. §2072 )授权最高法院有权“规定一般实践规则和程序”，但并
不允许最高法院设定法院的管辖权。这也可见，“程序”一词并不涵盖“管辖权”。并
且，中蒙 BIT 也没有纳入任何授权仲裁庭裁决可仲裁性问题的仲裁规则。从上文分析
可知，在厄瓜多尔诉雪佛龙案中，第二巡回法院考虑了厄瓜多尔-美国 BIT 以纳入
UNCITRAL 仲裁规则的方式，授权仲裁庭自行裁定可仲裁性问题。 但是中蒙 BIT 并未
纳入类似的仲裁规则。
2. 当事方的行为是否构成“明确无误”标准
蒙古主要主张中国公司在仲裁期间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仲裁员有权决定可仲裁性
的默认。具体而言，仲裁是由中国公司提起的，他们在第一次提交仲裁请求时就提出了
支持本案可仲裁性的论点，并且在讨论可仲裁性的过程中，中国公司从未表达反对意见。
但中国公司称，其在仲裁过程中的行为并没有达到在美国 First Options 案中的“准确无
误”标准。
在 First Options 案中，仲裁被申请人请求最高院撤销仲裁裁决。该案中因被申请人
从未签署过仲裁协议，因此其只能通过发送备忘录的方式向仲裁庭提出管辖权异议。仲
裁结束后，仲裁被申请人向联邦法院寻求救济，要求法院重新审查仲裁员关于该争议可
仲裁性的裁决。联邦法院裁定，鉴于被申请人的出庭人数有限，被申请人没有默认仲裁
员享有决定可仲裁性的权力，并确认下级法院重新审查。但是蒙古案的事实与 First
Options 案不同，First Options 案中的被申请人是完全反对达成任何仲裁协议的，而蒙古
案中很明显 BIT 条文中规定了仲裁条款；First Options 案中被申请人仅仅以发出一个反
对可仲裁性的 memo 行为参与了仲裁，但是蒙古案中中国公司积极参与了长达七年的仲
裁过程；另外蒙古案最具区别的一个因素是，仲裁是由中国公司发起的，并且在第一次
提交文件时就主张了仲裁庭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美国法院认为，蒙古案中的中国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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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与 First Options 案中的被申请人并不相同，蒙古案的中国公司作为仲裁申请人，有
权利选择在何处、何种方式和何种基础下发起仲裁。但他们一开始就没有选择去法院
（Rather than go to a court and compel arbitration），而是选择把可仲裁性问题交给仲裁
员处理。这样的行为，构成了弃权（waiver）。正如判例 Opals on Ice Lingerie v. Bodylines
Inc 案中所提及的：“如果一方当事人参加仲裁程序而未及时反对将争议提交仲裁，则
该方当事人可能已放弃其反对仲裁的权利。”
法院的推理与 2007 年 Halcot Navigation Ltd. Partnership v. Stolt-Nielsen Transp.
Group 案中 Marrero 法官的主张一致。在 2007 年的案件中，仲裁被申请人向专家组提
交了一份材料，要求当事各方提交简报（briefifing），以便该专家组可以审理可仲裁性
纠纷。Marrero 法官裁定，在被告拒绝提出管辖权异议之后，被告又试图让地区法院审
查仲裁庭的管辖权决定，从而“为自己创造双赢的可能结果。首先，让仲裁员有权对可
仲裁性问题进行裁决，如果对被申请人有利，则接受仲裁庭的裁决；如果对被申请人不
利，则拒绝该裁决，并请求法院进行司法审查。”这种观点在另一案件，Cleveland Elec.
Illuminating Co. v. Utility Workers Union of America 案中也出现过。法院认为，“未能反
对仲裁庭的仲裁能力是联邦法院审查中放弃该论点的理由”。美国法院指出，在最初的
请愿书中中国公司提出了他们希望仲裁庭决定可仲裁性的愿望，并在至少三份正式请愿
书提出了这些论点。在第一次程序性会议上，仲裁申请人同意在解决争端的同时决定管
辖权。美国法院认为：“在启动整个诉讼程序、确定管辖权问题、参与七年仲裁间三家
中国公司从未提出异议之后，现在却向美国法院提出要求，声称可仲裁性问题不属于仲
裁庭的裁决范围。这是完全不合理的。”因此，法院裁定可仲裁性问题的决定权已经“明
确无误”地提交给了仲裁庭。法院因此尊重仲裁庭的裁决。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对管辖权问题，当事人在仲裁程序的不同阶段，包括仲裁受理前、仲裁程序进行过
程中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执行阶段、均有权提出异议。但从黑龙江等诉蒙古案在美国司
法审查的结果来看，该案三家中国公司选择在仲裁裁决作出后的司法审查阶段提出管辖
权异议，对其是较为不利的。因为，基于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价值理念追求，国际仲裁界
业已发展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弃权（waiver）理论。如果仲裁庭根据已知事实认定当事人
早已获悉管辖权异议的相关情形，却未能适时提出，则仲裁庭有权在综合考虑案件其他
情况的前提下，判定当事人默示放弃异议权，从而取得了管辖权。黑龙江等诉蒙古案便
是如此，因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不及时、仲裁申请人的身份、仲裁过程中积极参加仲裁程
序的行为，被美国法院认定为“弃权”，不再享有对管辖权的异议权。因此，在有充分
证据证明管辖权异议时，有异议的当事方应在仲裁程序的初期阶段尽早提出异议，从而
及时捍卫其自身的正当权利。
在进行完如上分析后，可以回答在前文中提及的关于美国法下可仲裁性的系列问题。
在美国法视角下，“可仲裁性”的内涵广阔，不仅仅包括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限制，也
包括更多管辖权问题。而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后者，即双方当事人是否已将某一特定争议
提交仲裁。在美国一贯支持仲裁的政策性下，其对可仲裁性问题却十分谨慎，规定了细
致的裁决权能分配标准——“明确无误”标准。“可仲裁性”问题的裁决主体究竟是仲
裁庭还是仲裁所在地的国内法院，取决于是否存在“明确无误”的证据证明当事人将可
仲裁问题交由仲裁庭。即以法院控制对可仲裁性问题的最终管辖权为原则，以当事人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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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约定为例外。并且，美国法院将关于仲裁裁决在管辖权和可受理性方面的司法审查，
笼统地称为“可仲裁性”问题，但在判例中却明确区分了两者。对于管辖权问题（即美
国法下的实体可仲裁性），适用“明确无误”标准分配仲裁庭和法院的职能权限；对于
可受理性问题（即美国法下的程序可仲裁性），则由仲裁庭进行处理，充分尊重其裁决。
在判例的发展过程中“明确无误”的具体内涵得到丰富，当事人纳入含有自裁管辖权的
仲裁规则可以视为达到“明确无误”标准。在本文提及的黑龙江等诉蒙古案中，中方当
事人的行为即被视为满足该标准，美国法院在完成基本形式审查后作出了拒绝撤销仲裁
裁决的判决。美国法院认为，“本案中中国公司积极参与长达七年的仲裁”的行为，已
经构成“弃权”
，视为对可仲裁性问题异议权的放弃。
（二）启示
美国法用“可仲裁性”概念来表达仲裁管辖权的相关问题，实属较为独特。而在其
他法域如某些欧洲国家，管辖权相关问题通过使用“管辖权”和“可受理性”概念予以
界定。在仲裁实践中，管辖权作为国际仲裁庭审理案件的基本前提，往往成为仲裁案件
争议的核心。管辖权的成立以当事方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仲裁合意为前提，这在国际仲
裁案件审理中已经成为普遍性共识。虽然各国关于仲裁裁决司法审查的规定不尽一致，
但在“自裁管辖权原则”和“支持仲裁”政策的推动下，各国普遍在对仲裁裁决的司法
审查予以较为严格的限制，在进行形式上的程序审查后，尽量尊重仲裁庭在裁决中已作
出的关于管辖权方面的既有裁定，仅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作出撤销裁决的结果。
相对而言，中国在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审查方面存在差异。如，中国法下的“可
仲裁性”概念较为狭窄，仅用于对可以通过仲裁解决的纠纷范围的限制；中国法下的管
辖权相关问题并没有用“可仲裁性”概念来表达，也并没有对管辖权问题和可受理性问
题实行区分对待；比较于美国仲裁司法追诉的上诉机制，中国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审
查实行否定式的内部逐级上报制度。此外，在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审查方面，我国也
缺乏诸多相应的制度安排，如中国仲裁法只规定了机构仲裁，对临时仲裁没有明文规定；
对法院启动司法审查程序未设定任何限制、对涉外仲裁裁决程序方面的审查较为狭窄、
未规定关于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时限、对受理当事人申请法院司法审查权的缺乏监督等。
为增强我国国内仲裁机构的竞争力，我国作为仲裁地的吸引力，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
（1）尽快完善对仲裁裁决司法审查的相关规定，在修订仲裁法时对仲裁管辖权问
题的司法审查方式、步骤、权限分配进行细化规定，降低司法不确定性；
（2）借鉴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基本趋势，确立“支持仲裁”政策，推动中国成为“仲
裁友好”（arbitration friendly）的国际争端解决中心；
（3）尽快在仲裁法中明确我国对“自裁管辖权”的态度，是如美国的保守接受还
是如某些欧洲国家的全盘支持，以避免实践中的不必要争议。
鉴于仲裁在国际纠纷争端解决中的重要地位与我国提升自身实力、提升我国在国际
争端解决中地位的远大宏图，仅通过建立更多的仲裁机构与颁布更多的机构性仲裁规则
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国内仲裁机构之间以及与外国仲裁机构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机构之
间的竞争，更是国家法治层面的竞争。因此，提升国家层面的仲裁规则立法水平、提高
司法透明度、彰显司法公正、实现仲裁国际化自治与国家司法监督之间的适当平衡，其
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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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下涉及敏感个人数据交易的认定及
应对——以 TikTok 事件为例
李扬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

430073）

摘 要：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数据对于社会治理、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全所具有的重
要价值，国家的政府在对数据安全的监管方面日益趋向严格和全面并由此直接导致数据跨境
传输的相关投资行为遭受更多阻碍。2020 年 8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依据 CFIUS 对我国字节
跳动公司并购 musical.ly 交易的审查结果签发行政令要求封杀字节跳动公司旗下 TikTok 应用
程序业务。目前中美经贸关系相对紧张，该事件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其
在反映出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从而为打击我国企业寻求合法性的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对于数
据跨境流动欠缺系统规制等问题。因此，本文以此次事件为例，在分析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
度对涉及敏感个人数据交易认定因素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国内国外相关制度和规则构建的建
议，以便为我国数据处理企业在将来可能面临的更多挑战中寻求应对措施。
关键词：外资安全审查；TikTok；敏感个人数据；数据安全；国家安全

一、引言
外国投资对于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绝大多数国家在投资自
由这一方面都主张开放友好的外资政策以吸引外资。但是与此同时,外国投资企业出于财富
的权属、掌握或垄断核心技术等原因也会在促进东道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掠夺资源、
环境污染、冲击民族品牌、威胁产业甚至国家安全等问题。1为此,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外资安
全审查制度以便在利用外资促进本国发展与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美国作
为最早实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国家之一，在历经《1950 年国防生产法》、相关修正案以
及 2007 年通过的《外国投资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FINSA”）等立法改革后，系统、独
立却逐渐体现出投资保护主义特征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得以确立和完善。近年来，随着我国
在信息技术等科技产业领域的高速发展以及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数量的增加，美国逐渐加强了
对我国企业赴美投资的关注度，并以其在 301 报告中认为的我国政府指使企业通过投资并购
途径获取尖端技术为由对国际贸易进行扭曲进而引发贸易战。2在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单边贸
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的影响下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对我国企业的针对性和政治性愈加明显，
这一特征从 2018 年发生的蚂蚁金服收购速汇金、中国重汽收购 UQM 等多起因外资安全审
查委员会（以下简称“CFIUS”）审查未通过而被迫终止的交易事件中可以得到体现。3同年美


李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
1 胡振虎等：《美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对中国影响及应对策略分析》，《财政研究》2017 年第 5 期，
第 89-99 页。
2 雷雨清等：《美国对华 301 调查及中国反制措施的法律分析》，《经贸法律评论》2019 年第 1 期，第 18-31
页。
3 葛顺奇等：《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与东道国安全审查新制度》，《国际贸易》2019 年第 10 期，第 49-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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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以下简称“FIRRMA”）更是在扩张外资安全审
查范围和权限的同时明示了对我国的重点关注。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字节跳动公司于 2017 年与另一家中国公司 musical.ly 公司之间的
并购交易也被纳入 CFIUS 的审查范围之内，并且在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审查之后该交易被认
定为涉及公民敏感数据从而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依据 CFIUS
的审查结果以及《全国紧急状态法》等法案于 2020 年 8 月 6 日、8 月 14 日先后两次签发行
政命令，禁止境内个人及企业与字节跳动公司的任何交易并要求字节跳动公司出售或剥离其
公司旗下短视频播放应用与 musical.ly 应用平台合并后针对北美市场提供服务的 TikTok（抖
音海外版）应用程序业务。4在经历 TikTok 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以及美国商务部对禁令的
推迟决定等进展后，美国联邦地区法院于美东时间 2020 年 9 月 27 日作出了裁决以暂缓实施
关于 TikTok 下架的行政命令。5虽然相关行政命令被暂缓实施但仍未被取消，字节跳动公司
也在继续与美国相关公司进行谈判。至此，TikTok 事件的发展有待进一步观察。上述法院
的裁决在体现出美国对 TikTok 的疯狂打压有悖国内法律和国际贸易常态的同时，也使我们
看到美国国家安全概念政治化、广泛化的趋势以及对涉及个人敏感数据交易认定的任意性和
不公开性。数据的流动与利用已成为与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产业密不可分的要素，
抛开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强加“莫须有罪名”的影响，如何认定涉及敏感数据交易的范围将直
接影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预期以及我国对国内数据和国家安全的维护。此外，如何在中美
关系现状下解决 TikTok 事件以及今后如何有效应对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将是我国需要重点考
虑的问题。

二、涉及敏感个人数据交易的认定及外延
数字化经济以及各国政府对投资的介入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漏洞让美国议员担心外
国政府会利用漏洞来转移美国目前占据优势的相关技术，从而取代美国在这些技术领域的优
先地位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技术安全造成危害。6对此，为了维护美国多年来所积累的技
术与产业的优势，弥补安全审查制度在数字化、全球化经济下出现的漏洞以及对外国国家战
略作出积极地应对与调整，对 CFIUS 进行改革、扩大委员会的管辖权从而限制美国技术转
移的意义就得以体现，这些改革举措中就包括增加了对涉及敏感个人数据交易的审查权限。
（一）涉及敏感个人数据交易的认定因素
1. 外资企业所接触的数据是否属于敏感个人数据
TikTok 作为互联网企业其在提供视听服务、日常运营与商业推广等活动的同时接触、
收集以及处理数据是开展业务所必须，那么当其接触到何种数据时会被认定为涉及到了敏感
个人数据从而应当接受外资安全审查？国际上对于个人数据的定义存在三种立法例：（1）
关联性，即涉及自然人身体、心理等各方面信息的数据；（2）隐私性，即涉及自然人不愿
为外人所知信息的数据；（3）识别性，即能够依据该数据直接或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7
目前理论与实务的通说为识别性，例如我国《民法典》将个人信息定义为能够单独或与其他
环球网：《特朗普刚刚宣布：将禁止 TikTok 在美国运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3zHyI9dhM9
W?spm=C73544894212.P59792594134.0.0，2020 年 10 月 5 日访问。
5
人民日报：《TikTok 暂缓下架 美法官：政府单方面决定没听原告意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1679063110762020089&wfr=spider&for=pc，2020 年 10 月 5 日访问。
6
冷帅：
《欧盟外资监管和安全审查立法的评估与应对——基于<建立外国直接投资监管框架条例>的分析》，
《现代法学》2019 年第 6 期。
7
黄国彬等：《个人数据的概念范畴与基本类型研究》，《图书情报工作》2017 年第 5 期，第 41-49 页。
4

829

信息结合从而识别出特定自然人的信息8，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规定个人数据是指
一个身份已经或可以被识别的自然人的所有信息9。根据 FIRMMA 及美国财政部出台的实施
细则的内容可以看出相关规则并未对敏感个人数据给出明确定义，而是采用列举的方式进行
说明。10从其列举的 11 类数据11的内容上来看已基本能包含个人的身体、心理、财务、通讯
以及生物识别等各方面内容，因此本文认为在 FIRRMA 并未给出明确定义的情况下可以采
用关联性与识别性相结合的认定标准来判断外资企业在进行交易时所接触到的数据是否属
于敏感个人数据，进而对自己的交易行为进行预判。
2. 交易是否会导致敏感个人数据跨境流动
美国对 TikTok 发难的理由在于认为 TikTok 可能会将用户资料数据传输至中国，这将大
大增加国家重要安全信息暴露在外国人面前并经分析处理后泄露国家重要机构和人员信息
的可能性。因此可以看出 CFIUS 审查的另一个要素是在企业接触敏感个人信息后是否会导
致数据的跨境流动。关于该事项的认定在国际上存在两种标准：第一种标准将数据流动的客
观走向作为考量因素，认为当数据真实地在物理上跨越了国境时即完成了跨境传输；第二种
是以主观认定为标准，即当数据存在被境外人员或组织获取的可能性时就可以视为发生了跨
境流动。12但是这种主观认定的可能性也需要具备一定的证据予以佐证，否则任何对数据的
获取和接触都会被视为将数据传输至境外。在 CFIUS 不透明的审查制度安排下，其对敏感
个人数据跨境传输的认定标准往往不得而知，但从以往受审查交易的审查结果来看美国更倾
向于选择裁量权较大、解释更任意的主观认定标准来强化其对外资安全审查的权力。
3. 交易是否会造成特定不良后果
CFIUS 对涉及敏感个人数据的交易进行审查的根本目的在于阻断因数据流动所导致的
威胁国家安全状况的发生，因此 CFIUS 审查并进行认定的结果因素为相关交易所导致的数
据流动是否会造成危害国家安全的后果。随着信息科技对人类社会的深度渗透，人们在日常
生产生活中所创造以及获取的信息都以更为无形且便捷的方式予以记录和存储——电子数
据，通过对海量电子数据的分类、分析和处理将可以得到一个个人、组织乃至国家在某一方
面的信息。在经历众多网络违法犯罪、互联网企业信息泄露事件之后，各国都注意到电子数
据的安全不仅涉及到个人信息和隐私，甚至还可能通过影响政府的选举结果等途径危及到国
家政治安全，数据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因此结合 FIRRMA 第
308 节中的规定，CFIUS 在认定一项涉及敏感个人数据的交易是否应被禁止时应在充分考察
网络在新领域所发挥的作用的同时，全面考虑敏感个人数据的流动是否会加剧网络安全的脆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
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
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
9
丁晓东：《什么是数据权利?——从欧洲<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看数据隐私的保护》，《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21 期，第 39-53 页。
10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Treasury Releases Final Regulations to Reform National Se
curity Reviews for Certain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Other Transa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https://home.
treasury.gov/
news/press-releases/sm872，2020 年 10 月 5 日访问。
11
（1）可用于分析或确定个人财务压力或困境的数据；（2）消费者信用报告数据；（3）申请（健康、专
业责任、抵押或人寿）保险时填写的信息；（4）与个人身体、心理或者心理健康状况有关的数据；（5）
非公开电子通讯数据；（6）地理位置数据，包括从手机信号塔、WiFi 接入点和可穿戴电子设备获得所获
得的地理位置数据；（7）生物识别信息，例如指纹和面部扫描；（8）用于生成政府身份证明的数据；（9）
与特定个人“保密级别状态”相关的数据；（10）“保密级别”申请表中的数据；（11）基因检测结果。
12
王燕：《中资数据处理企业在美国投资面临的安全审查及法律应对———以 TikTok 在美国被封杀为例》，
《法治社会》2020 年第 5 期，第 45-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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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性并利用其所能发挥的作用影响到国家安全的稳定13。
（二）中美关系对涉及敏感个人数据交易认定的影响
不同于欧盟将个人数据看作人权和消费者权利的观点，美国作为支持数据自由流动的代
表国家则更看重数据自由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其防止数据本地化的立场在区域和多边贸易
体制下均有所体现。但美国在为其本国企业破除数字贸易壁垒的同时却给我国企业赴美投资
创设层层阻碍，这种对我国“特别关注”的理由之一是我国在《中国制造 2025》中明确规划
在十大领域、五大工程实现工业化的目标让美国意识到我国正在投资发展的人工智能、虚拟
现实等技术与其预期将成为未来创新基础的技术领域相一致并可能对其已有优势造成威胁。
14
此外中美关系现状下外资安全审查制度更是利用国家安全政治化这一趋势从而成为了打
压我国企业的工具，这一特征在认定 TikTok 交易是否涉及美国公民敏感个人数据中得到了
体现。
首先，CFIUS 审查 TikTok 与 musical.ly 之间交易时并未明确该交易所涉及数据内容的
类型，而是仅以敏感个人数据这一宽泛且不确定的概念作为审查结果的依据。相较于“个人
身份信息”这一更为标准具体的概念来说，敏感个人数据的表述则显得较为主观且范围更广。
敏感个人数据可能包括“个人身份信息”，如个人的身份证号码或教育经历，但前者也可能包
括传统上与“个人身份信息”无关的信息，如个人的生物特征信息、互联网历史和社交媒体数
据，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蓄意的举动即将敏感个人数据视为进一步扩大 CFIUS 审查范
围的另一种手段。15
其次，CFIUS 对 TikTok 与 musical.ly 之间交易会导致敏感数据流动到中国进而威胁美
国国家安全的审查结果并没有证据予以支撑。TikTok 和 musical.ly 公司出于提供服务与开展
业务的需要，不可避免地会收集并处理用户的信息数据，在此前提下字节跳动公司已依照美
国相关法律规定将美国用户数据与其他业务相分离并储存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此外还严格控
制员工对信息数据的访问。CFIUS 的审查显然已超越了数据跨境流动的客观认定并在背离
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作出了无法使人信服的结果。
最后，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对不同立场国家的区别对待也成为我国企业在美投资受挫的重
要原因。以往的审查结果表明 CFIUS 在审查英国等美国盟友国家的投资交易时往往放宽标
准，例如英国能够在美国创建铁行轮船公司并掌握着美国重要港口的运营权，但是在 2006
年阿联酋迪拜的世界港口公司欲通过并购英国铁行轮船公司时该交易却因 CFIUS 认为阿联
酋与 9.11 事件存在关联进而会威胁国家安全为由最终终止了该交易的进行。16因此 TikTok
作为我国投资者，其原本在 FIRRMA 出台前就已经完成了的交易也被纳入到审查范围之中
正是中国作为“特别关注国家”的体现。
综上，在目前中美关系的影响下，CFIUS 针对涉及敏感个人数据交易的认定正在无限

美国国会网, The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Sec.308, https://www.congress.go
v/bill/115th-congress/senate-bill/2098，2020 年 10 月 3 日访问。
14
沈伟：《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变迁、修改及影响——以近期中美贸易摩擦为背景》，《武汉科技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1（06）期，第 654-668 页。
15
J. Russell Blakey，THE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THE DO
UBLE-EDGED SWORD OF U.S. FOREIGN INVESTMENT REGULATIONS，Loyola of Los Angeles La
w Review, at https://1.next.westlaw.com/Document/I77b6bae2f22f11eabea4f0dc9fb69570/View/FullText.html?or
iginationContext=kcTableOfAuthorities&transitionType=Document&contextData=(sc.Search)&docSource=4523e
6f810364406b76dc16e9da1e80f&rank=1&rulebookMode=false,2020 年 10 月 3 日访问。
16
孙南申，胡荻：《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立法改进与完善建议——以<外国投资法（征求意见稿）>
为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5 年 17（04）期，第 82-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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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解释敏感个人数据范围的同时，以主观感受判断数据的流动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这
种对数据安全概念无限强化和泛化的审查行为不仅背离了美国在加强国际数据流动方面的
主张，更是增加了我国数据处理企业在美投资的风险并将对中美双边投资的自由化造成严重
打击。

三、从 TikTok 事件看我国的应对措施
（一）充分利用东道国国内司法救济
外资安全审查是东道国在引进外资以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保障本国国家安全不受外资
威胁的重要制度，以美国为例的有关国家在通过该制度对外资交易进行审查时往往因标准模
糊、程序不公开等原因使收到不利审查结果的投资者不能信服。此时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和
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衡量，不同的国家对于该审查结果是否受到司法监督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并且根据审查结果是否豁免于司法审查可以分为实体可诉、实体不可诉以及不可诉的立法模
式。但在实践中即使有些国家赋予投资者通过司法获得救济的途径也仅是起到宣示效用而并
不具有实际意义。17美国的相关立法采用不可诉模式，即在 TikTok 事件中即使字节跳动公司
积极配合调查并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数据不会被中国政府所获取，其也不能针对 CFIUS 所
作出的审查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然而，CFIUS 的审查也并非绝对不受司法
的控制，例如此前罗尔斯公司诉奥巴马政府一案中，美国总统奥巴马依据 CFIUS 认为罗尔
斯公司收购风电项目的交易涉嫌威胁国家安全的审查结果签署总统令以阻止该交易的进行，
随后罗尔斯公司以奥巴马违反美国宪法关于“非正当程序剥夺财产”的规定为由起诉奥巴马
政府并得到了上诉法院的支持，案件最终通过双方的全面和解得以解决。18该案件表明虽然
CFIUS 的审查结果不接受司法审查，但其审查过程仍然不能违背宪法或者侵犯宪法所赋予
投资者的权利。目前，TikTok 也以特朗普签发的行政命令违反宪法为由向美国联邦地区法
院提起诉讼并且法院经审查已作出裁定暂缓实施关于禁用 TikTok 的行政命令。然而，通过
国内司法制度寻求救济的弊端在于联邦地区法官虽然有审查和否定总统行政命令的权力，但
是此次 TikTok 提起的诉讼中法官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只是暂停了商务部的执行令而并没有
将其取消或者审查总统的行政命令从而导致该事件的后续发展尚未可知。
（二）诉诸 WTO 争端解决机制
WTO 争端解决机制（DSB）因在解决成员国贸易纠纷过程中推动了国际法治的发展而
被视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和可预见性的重要保障。作为 WTO 成员国，我国可以在其他
成员国不履行其所承诺义务的情况下诉诸 DSB 并交由专家小组裁决。尽管 DSB 上诉机构因
法官遴选程序被美国所阻挠并由此导致上诉机构停摆并暴露出了 WTO 制度层面存在的一些
问题，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任何制度的创设与发展都会遇到需要靠人类智慧来予以解决的
问题，因此美国的极端行为也不会阻止 DSB 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道路上逐渐走向完善。
因此就目前现状来看，一方面我国依然可以通过专家小组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我国企业的
正当利益并利用专家小组审查结果形成国际舆论压力进而限制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的不当
行为，另一方面我国已与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在希望保证 DSB 继续运作的共识基础上建立了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机构（MPIA）作为上诉机构停摆期间的临时安排以解决成员之间的贸易
纠纷。就 TikTok 事件来说，由于美国并未加入 MIPA 因而如要诉诸 DSB 就只能依靠专家小
漆彤：《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决定的司法审查》，《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 73（03）
期，第 142-150 页。
18
同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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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审查，如果一方对专家组报告有异议也无法进入上诉程序从而会导致案件处于悬而未决
的状态。
（三）加强中美对话，发挥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
在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中国家安全相较于其他法律概念则具有更明显的政治意义，因
此在类似于 TikTok 交易受审查的事件中，美国对中国企业所发起的国家安全审查大多是政
治问题法律化这一政策导向的体现。对于本质是政治问题的纠纷来说利用法律解决途径就显
得收效甚微。首先，我国应加强中美对话，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协商、调解等纠纷
解决方式从而维护我国企业利益的同时避免矛盾冲突加剧所带来的不利后果。19其次，虽然
目前中美之间区域性或双边投资协定尚无关于相关问题的仲裁条款作为启动投资者诉东道
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的依据，但是可以通过借助与美国存在投资协定国家的子公司提
起仲裁。此外，对于 TikTok 事件则可以依据《ICSID 公约》第 25 条规定在取得美国政府同
意之后将争议提交 ICSID 进行解决。最后，我国可以依据《中美贸易协议》中关于双边评
估和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来寻找潜在途径，例如通过“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办公室”来处理双
方在履行协议中所提出的申诉并尝试使用磋商的方式解决争端，从而避免经济贸易纠纷所带
来的不利影响扩散至双边关系以及更广泛的领域之中。20

四、TikTok 事件对我国的启示
TikTok 事件在体现出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政治化趋势的同时也揭示出我国数据处理
企业在应对域外干涉时的被动性。除去政治因素的影响，国际规则关于数据利用的不统一以
及我国对跨境数据流动立法规制和监管的不足也是导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受阻并难以维权
的原因。TikTok 事件并不是个案，因此对内以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为鉴来具有针对性地
强化我国对数据安全的维护和对数据流动的规制，对外推动完善关于数据利用的国际经贸规
则，从而在保护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同时构建国际平等参与的数据流动平台。
（一）对内：完善我国关于外资审查机制和数据流动规制
1. 在法律上以美国为借鉴完善我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
目前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平衡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与维护国家安全之间的矛
盾则需要在借鉴美国的基础上，具体结合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实际的经济模式、产业结构
以及国际关系等因素来完善我国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出
台使安全审查制度上升到了法律的层面并明确了该制度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在此
之前因为规定相关内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位阶较低、内容有限等而导致我国的制度无法应对
日益开放的外资领域对其提出挑战的问题，与此同时外商投资法规定内容的原则性也表明我
国在今后的立法过程中需要以现有规定为框架，进一步进行专门立法来完善扩充。
“国家安全”作为安全审查的核心标准，其边界不宜过于清晰，否则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
外国投资对国家安全的挑战；其边界也不宜过于模糊，否则外国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会因风险

Lola Akin Ojelabi, Mary Anne Noone. From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to pluralist dispute resolution:
towards an integrated dispute-resolution mechanism in China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in
Context,2020,16(2).
20
刘禹，李旭：《美国国家安全审查下中美投资争端解决的路径》，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356.
F.20200807.1145.004.html，2020 年 10 月 7 日访问。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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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可预测性而消退。21在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美国安全审查的政治属性加强的政治经济背景
下，我国安全审查制度中对“国家安全”的界定应结合实时背景，一方面加强对外国投资者与
外国政府之间联系的考察，将可能受外国政府控制的外国投资重点纳入威胁国家安全的交易
之中；另一方面加强对公民个人数据和信息网络的重点关注，做到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也
能使网络数据安全体系可控可管。
2. 强化对国内相关企业数据流动的管理以积极应对审查
目前我国关于数据跨境规制的规定分布零散且层级较低，未能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跨境
数据管理体系22，这一制度空缺导致我国数据处理企业对内无法准确识别数据处理的合规
性，对外在国际纠纷中因无相应制度支撑而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完善我国数据跨境规制的
法律保障将有利于相关企业对外投资前的风险评估并可以在陷入国际纠纷时为该企业提供
证明其对数据处理行为合法合规的有力证据。首先，在立法方面，我国《民法典》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已在个人信息保护和关键信息设施方面做出了原则性的
规定，总体上来看我国对于跨境数据流动的管理较为保守，但是对数据流动的限制在一定程
度上也会阻碍相关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参与度和竞争力。23因此，更为具体的保护措施和配套
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以平衡个人信息、国家和数据安全同数据流动自由化之间的矛盾。其
次，在机构设置方面，出于对企业和个人数据流动进行规制的监管机构的空缺，我国应在已
有的由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领导的监管体制的基础上增加与国际相接轨的数据监管机
构以减少国际经贸往来中的数据交易摩擦。
3. 加强对我国企业的指导与监管
虽然 FIRRMA 以及实施细则的出台使投资者难以预料风险并安排其投资行为，但是近
年来仍然有我国企业成功收购美国目标公司的经验可供借鉴，例如中国泛海控股集团通过隔
离敏感数据并保证防止泄露相关数据的方法使 CFIUS 同意其对 Genworth 的收购。24因此，
我国应持续关注美国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并及时作出解读，对我国企业对外交易的投资领
域、投资方式进行相应指导，从而使我国企业在投资初期对应当进行申报和审查的交易进行
充分的评估以降低投资后可能发生的风险。此外，还应注重提示并培养相关企业的自我监督
意识，使国内数据处理企业自觉构建用户数据收集处理的内部监管机制并履行行业规范和数
据跨境合规义务从而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形成国家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制度安排。
（二）对外：推动完善数据利用国际经贸规则
虽然网络空间以虚拟无界为特征并且不同国家在治理能力和理念上的差距导致在国际
范围内形成一套统一的数据利用规则并非易事，但是在数据流动逐渐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重
要要素的情况下，国际层面的跨境数据流动已不可避免因而各国就跨境数据治理的合作已是
大势所趋。一方面，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上相关议题的协商与议定并凝聚发展中国家对于跨
境数据流动促进和规制方面的共识，例如在 WTO 以及我国自贸协定的谈判中推动对数字货
物贸易和数字服务贸易的关注，从而在保障本国数据利益的同时完善可以作为预防和抵抗其

丁丁，潘方方：《对我国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分析及建议》，《当代法学》2012 年第 03 期，
第 131-138 页。
22
胡炜：《跨境数据流动立法的价值取向与我国选择》，《社会科学》2018 年第 4 期，第 95-102 页。
23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ate University Researcher Illuminates Research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
irections of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 of cross-border data flow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formation Tec
hnology Newsweekly, 2020.
24
刘斌，潘彤：《美国对华投资并购安全审查的最新进展与应对策略》，《亚太经济》2019 年第 2 期，第
101-111 页、第 151-152 页。
21

834

他国家无端发难的依据的国际规则25；另一方面，我国应在国际多边或双边贸易协定中加强
对跨境数据流保护的相关内容，例如从投资协定内容上完善例外条款从而使其涵盖传统的环
境、安全因素之外还能对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进行保护。

五、结语
对于美国而言，在《2007 年外国投资国家安全法》适用的十余年中不论是国家的军事
能力还是其他能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的领域都越来越受到商业创新的影响，因而国家安全与经
济商业活动之间地关系日益密切，存在威胁国家安全可能性的交易活动和投资类型也发生了
实质性的变化，而 FINSA 的规定也逐渐展现其在实践中的漏洞。为了应对更为复杂的外资
交易，美国于 2018 年出台了 FIRRMA 来对安全审查制度进行了新的发展以使其能够有效应
对外资交易中出现的新问题，其中就包括对涉及敏感个人数据交易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考
虑。
根据 FIRRMA 的规定可以看出要认定一项涉及数据交易是否需要被终止时需要考虑一
些因素：首先，应当对交易所涉及数据的类型进行区分，判断其是否属于敏感个人数据的类
型；其次，该交易是否会导致或可能导致数据跨境流动并最终造成敏感个人数据暴露在外国
人面前进而威胁国家安全等不利后果。然而随着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发展日益使美国感觉
到压力的增加，外资安全审查制度逐渐呈现出投资保护主义特征，在认定涉及敏感个人数据
时则表现为不顾交易所涉数据类型，并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企业导致数据跨境流动的情况下
具有针对性地打压我国企业。此次 TikTok 事件就是典型代表，该事件也揭示出我国数据处
理企业在应对域外干涉时的被动性。一方面我国政府和相关企业可以通过东道国国内司法救
济、WTO 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协商调解等替代解决方案为维护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积极寻求
出路；另一方面国际上与国内关于数据流动规制统一规则的缺失使数据流动自由化和保障个
人隐私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矛盾未能得到有效平衡，因而我国应当对内完善关于外资审查机制
和数据流动规制、对外推动完善数据利用国际经贸规则，从而为企业跨境数据合规化并在类
似安全审查中化被动为主动提供制度支撑。

张生：《国际投资法制框架下的跨境数据流动:保护、例外和挑战》，《当代法学》2019 年 33（05）期，
第 148-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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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合并、兼并和收购的权力（外资安全审查）

2020 年《美国法典》中“外资安全审查”的规定
（中文翻译初稿全文）
摘 要：翻译外国法是比较法实证分析研究的基础。美国外资安全审查立法因其先进的立法技术和丰富的实践
经验，一直以来是各国相关立法的标杆。在 2020 年我国《外商投资法》正式实施以后，相关配套立法正在持续
完善之中。外资安全审查立法升级工作也应当早日列入国家正式议程。本文将美国 2018 年修订颁布、2019 年
正式实施的《外国投资风险现代化法》（FIRRMA）,在《美国法典》中的全文内容进行翻译整理，弥补该法律规
定在我国国内研究中，缺乏中文译稿进行对应精确理解的空白，以兹国内立法、学术和实务研究时参考。
关键词：美国；外资安全审查；比较法；外国投资风险现代化法（FIRRMA）；翻译

美国法典(注释版)
第 50 编 战争与国防
第 55 章

国防生产

第 3 节 总则/一般规定
美国法典第 50 编第 4565 章
(前 第 50 编第 2170 章)
审查特定收、并购交易的权力
(a)［第一条］ 定义
在本条
(1) 说明
“国家安全”一词应解释为，包括与“国土安全”有关的问题，包括其在关键基础设施中的应用。
(2) 委员会、主席
“委员会”和“主席”分别是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及其主席。
(3) 控制
“控制”一词是指，根据委员会制定的实施条例，直接或间接地决定或指示决定一个投资实体重大事项
的权力，不论其是否行使。
(4) 受管辖交易

837

837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 2020 年会青年优秀论文奖参评论文
《美国法典》第 50 编第 4565 章

审查合并、兼并和收购的权力（外资安全审查）

(A) 一般规定
除另有规定外，“受管辖交易”一词是指：
(i) 本条(B)项(i)规定的交易；以及
(ii) 在《2018 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FIRRMA 2018)第 1727 条规定的生效日期或之
后，提出、待决或完成的(B)项(ii)至(v)交易。
(B) 受管辖交易的要件
本款规定的交易，是指下列情形：
(i) 在 1988 年 8 月 23 日之后，由外国人提出，或正在进行任何合并、兼并或收购，包括以
合资或合作的形式，可能导致外国人对美国企业控制的交易。
(ii) 根据本条(C)和(E)项规定，外国人购买、租赁，或取得私有、公共不动产特许权的交易，
并且满足以下条件：
(I) 位于美国；
(II) (aa) 位于机杨或港口内，或作为机场或港口功能的一部分；或
(bb) (AA) 靠近美国军事设施，或美国政府其它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设施或财产；
(BB) 可以合理地使外国人有能力在该设施、设备或财产上进行情报收集活动；
(CC) 以其它方式使上述设施、设备或财产涉及的国家安全活动，面临被外国监
视的风险；以及
(III) 符合委员会在实施条例中规定的其它标准，但此类标准不得将本条适用的不动产
类别扩大到上述(II)所述类别之外。
(iii) 根据(D)和(E)项的规定，外国人对非关联美国企业的其它投资：
(I) 拥有、经营、制造、供应或服务关键基础设施；
(II) 生产、设计、测试、制造、制作或开发一项或多项关键技术；或
(III) 保存或收集美国公民敏感个人资料，而且这些资料可能会被用以威胁美国国家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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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外国人在其投资美国企业中的权利变化，并且这种变化可能导致：
(I) 美国企业被外国控制；或
(II) 本项(iii)规定的情形。
(v) 根据委员会制定的实施条例，任何投资结构设计或企图逃避、规避本法适用的交易、转
让、协议或计划。
(C) 不动产交易
(i) 不动产交易的例外情况
(B)项(ii)所述的不动产购买、租赁或其特许权不包括：
(I) 由人口普查局定义的单一“居住单元”；或
(II) 人口普查局在最近一次普查中定义的“城市化区”内的不动产，但委员会与国防部
长协商后在实施条例中另有规定的除外。
(ii) “近距离”的定义
对于(B)(ii)(II)(bb)(AA)所述的不动产购买、租赁或特许权，委员会应当在制定的实施条
例中，确保“近距离”一词是指，本节规定的不动产交易可能对美国军事设施或其它政府设
施、财产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一段或数段距离。

(D) 其它投资
(i) 其它投资的定义
根据(B)项(iii)的规定，“其它投资”一词是指，外国人对该项所述美国企业的直接或间
接投资，该投资不是(B)项(i)所述的投资，而是指外国人提供投资以：
(I) 获取美国企业拥有的重大非公开技术信息；
(II) 拥有美国企业董事会或同等管理机构的成员或观察员权利，或任命董事会或同等管
理机构职位的权利；或
(III) 包括以股份进行投票的方式，任何涉及到以下对美国商业实质性决策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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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使用、开发、获取、保管或发布由美国企业保存或收集的、美国公民敏感个
人数据；
(bb) 关键技术的使用、开发、获取或发布；或
(cc) 关键基础设施的管理、操作、制造或供应。
(ii) 重要非公开技术信息
(I) 一般规定
根据本项(i)(I)的规定，以及委员会实施条例的规定，“重要非公开技术信息”是指：
(aa) 提供有关关键基础设施的设计、位置或运作方面的知识、专有技术或理解，
而这些知识、专有技术或理解并非公共领域所提供的；或
(bb) 不属于公共领域，而且是设计、制作、开发、测试、生产或制造关键技术(包
括过程、技术或方法)所必需的。
(II) 财务信息的例外
尽管有(I)的规定，“重要非公开技术信息”一词，不包括与美国企业业绩有关的财务
信息。

(iii) 实施条例
(I) 一般规定
委员会应当制定实施条例，对认为属于(B)项(iii)“其它投资”的交易类型提供指引。
(II) 拥有、经营、制造、供应或服务关键基础设施的美国企业
委员会对(B)项(iii)(I)所述的投资，制定的实施条例应当：
(aa) 根据该款规定，明确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基础设施”适
用范围的限制；以及
(bb) 列举上述特定关键基础设施的具体类型和例证。
(iv) 投资基金的具体说明
(I) 特定投资基金投资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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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本项(i)(II)和委员会制定的实施条例的规定，外国人在美国通过投资基金，
使其（或其指定的人）成为有限合伙人，或顾问委员会、基金委员会成员的间接投资，
虽然符合本条(B)(iii)的规定，但是满足以下条件的，不视为“其它投资”：
(aa) 该基金仅由普通合伙人、管理成员或同类人员管理；
(bb) 普通合伙人、管理成员或同类人员不是外国人；
(cc) 咨询委员会或委员会没有能力批准、否决或以其它方式实施控制：
(AA) 基金的投资决定；或
(BB) 普通合伙人、管理成员或与基金投资实体相关的同类人员作出的决
定；
(dd) 外国人没有其它能力控制基金，包括不享有以下权利：
(AA) 批准、否决或以其它方式控制基金的投资决策；
(BB) 批准、否决或以其它方式控制普通合伙人、管理成员或与本基金投
资实体相关的同类人员所作出的决定；或
(CC) 单方面解雇、阻止解雇、选择或决定普通合伙人、管理成员或同类
人员的报酬；
(ee) 虽然外国人参与顾问委员会或基金委员会的活动，但是无法获得重要的非公
开技术信息；以及
(ff) 投资在其它方面符合本款规定。
(II) 特定豁免的处理
(aa) 一般规定
根据(I)(cc)和(dd)的规定，除(bb)规定外，对潜在利益冲突、分配限制或类似活动的
豁免，适用于根据管理投资基金的协议条款进行的交易，不应视为对基金投资决策或与
基金投资实体有关决定的控制。
(bb) 例外
委员会可以制定实施条例，规定特殊情况下(aa)的例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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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航空承运人例外
根据(B)项(iii)的规定，“其他投资”不包括第 49 编第 40102(a)(2)节所定义的航空承
运人的投资，该航空承运人持有根据该编第 41102 节所签发的证书。
(vi) 解释规则
除本项以外，任何法律规定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定义对本项而言，不具有约束力。
(E) 国家特征
根据(B)项(ii)(iii)的规定，委员会应当制定实施条例进一步界定“外国人”一词。在制定此条例时，
委员会应当规定标准，将此类条款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某些类别的外国人的投资。此类标准应当考虑
外国人与外国或外国政府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是否会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
(F) 根据破产或其它偿债程序进行的特定资产转移
委员会应当在制定的实施条例中，明确“受管辖交易”包括(B)项规定的因破产或其它偿债程序而
产生的交易。
(5) 关键基础设施
“关键基础设施”是指，根据委员会实施条例的规定，对美国至关重要的系统和资产，无论是有形的还
是无形的，如果这些系统或资产丧失能力或遭到破坏，将对国家安全产生消极影响。
(6) 关键技术
(A) 一般规定
“关键技术”是指：
(i)《美国行政法典》第 22 编第 1 章第 M 分章规定的《国际贸易武器条例》所列美国军火清
单上的国防物品或国防服务。
(ii)《美国行政法典》第 15 编第 7 章第 C 分章《出口管理条例》第 774 部分第 1 号补充文件
中规定的商业管制清单中包含的物品，以及受管制的物品：
(I) 根据国际多边体系，包括与国家安全、生化武器扩散、核不扩散或导弹技术有关的
原因；或
(II) 与地区稳定或秘密监听有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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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美国行政法典》第 10 篇第 810 部分所述特殊制备核设备、零件、材料、软件和技术(有
关援助外国原子能活动)。
(iv) 《美国行政法典》第 10 编第 110 部分所述的核设备、设施和材料(与核设备和材料的进
出口有关)。
(v) 《美国行政法典》第 7 编第 331 部分、第 9 篇第 121 部分或第 42 篇第 73 部分所述的药
剂和毒素。
(vi) 本编第 4817 节规定的新兴和基础技术。

(B) 建议
(i) 一般规定
主 席 可 以 根 据 本 编 第 4817(a) 【 新 兴 技 术 的 出 口 -- 技 术 识 别 】 节 规 定 的 部 际
(Inter-agency)沟通程序，来推荐识别技术。
(ii) 告知建议的事项
主席根据(i)提出的建议，应当充分考虑：根据(b)条【第二条 审查和调查】的审查
和调查、(b)条(1)款(C)项(i)提交的通知、(b)条(1)款(C)项(v)提交的声明，以及(b)条(1)
款(H)项确定的未通知和未声明交易所产生的信息。
(7) 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
“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是指，受管辖交易中，可能导致外国政府、由外国政府控制或代表外国政府的
实体，控制任何美国企业的交易。
(8) 情报机构
“情报机构”一词的含义见《1947 年国家安全法》第 3(4)节(【美国法典】第 50 卷第 3003(4)节)。
(9) 投资
“投资”一词是指收购股权，包括期权，详见委员会的实施条例。
(10) 牵头机构
“牵头机构”是指根据(k)条(5)款指定为“牵头机构”的一个或多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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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当事人
“当事人”一词的含义，由委员会在实施条例中规定。
(12) 美国
“美国”是指，各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美国的任何领土或属地。
(13) 美国企业
“美国企业”一词是指，在美国从事跨州贸易的主体。

(b) ［第二条］国家安全审查和调查
(1) 国家安全审查1【初审】
(A) 一般规定
在收到(C)项受管辖交易的书面申请，或(D)项与受管辖交易相关的职权审查启动通知后，总统
通过委员会：
(i) 应当审查受管辖交易，以确定该交易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以及
(ii) 应当考虑(f)条所述因素的适当性。
(B) 外国政府控制
委员会确定受管辖交易是外国政府控制交易的，应当根据本条第(2)款对该交易进行调查【二审】。
(C) 书面申请
(i) 一般规定
(I) 一般规定
根据本项规定，受管辖交易的一方或多方当事人，均可以通过向委员会主席提交交易
书面申请的方式，启动对受管辖交易的审查。
(II) 意见与验收
(aa) 一般规定
1

本文中称为“初审”或“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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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cc)规定，委员会应当在书面申请草案或正式文本提交后 10 个工作日内，提
出审核意见，或接受根据(I)提交的有关受管辖交易的正式书面申请。
(bb) 完整性
委员会认为(aa)规定的申请草案或正式文本不完整的，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交易
一方或多方当事人，并对导致申请不完整的重要方面作出解释。
(cc) 规定要求
(aa)规定的时间要求，仅适用于当事人交易属于(vi)受管辖交易的情况。
(ii) 撤回申请
根据(i)规定，除非交易的一方当事人向委员会提交撤回的书面请求，并经委员会批准，提
交申请的受管辖交易不得撤回申请。
(iii) 继续讨论
根据(ii)规定，提出的撤回请求不应被解释为，排除受管辖交易的任何一方当事人继续与委
员会或其任何成员，就可能根据本款重新提交审查进行非正式讨论。
(iv) 合伙协议和附加协议的纳入
委员会可以要求根据(i)提交的书面申请，包括与交易有关的任何合伙协议、整合协议或其
它附加协议的副本。
(v) 特定受管辖交易的声明
(I) 一般规定
受管辖交易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委员会提交一份包含该交易基本信息的声明，代替(i)
规定的书面申请。
(II) 实施条例
委员会应当在制定的实施条例中，规定提交声明的要求。在制定实施条例时，委员会
应当确保以简短通知的形式提交此声明，其文件长度一般不超过 5 页。
(III) 委员会对声明的答复
(aa)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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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在收到根据本款规定对受管辖交易作出的声明后，可以自行决定：
(AA) 要求交易各方当事人根据(i)提交书面申请；
(BB) 当委员会无法根据声明，完成本款所规定的与交易相关的审查时，应
当通知交易各方当事人；各方当事人可以根据(i)提交书面申请，要求委员会
书面通知其已完成本款所规定与交易有关的审查；
(CC) 根据(D)项发起对交易的职权审查；或
(DD) 在委员会已完成本款规定的与交易有关的所有审查时，以书面形式通
知各方当事人。
(bb) 期限
委员会应当在收到本款规定的声明提交后的 30 天内，以(aa)为依据进行审查。
(cc) 解释规则
本款中的任何内容(除(aa)(CC)外)不得解释为，影响总统或委员会就受管辖交
易采取本项授权任何措施的权力。
(IV) 强制性声明
(aa) 实施条例
委员会应当在实施条例中，具体说明委员会根据本款规定，要求提交声明的
受管辖交易类型。
(bb) 特定涉及外国政府利益的交易
(AA) 一般规定
除(BB)规定的情况外，如果交易涉及的投资，导致外国政府直接或
间接拥有(a)条(4)款(B)(iii)所述美国企业的实质利益，交易各方当事人应
当就交易提交(I)规定的声明。
(BB) 实质利益的定义
在本条中，“实质利益”的含义由委员会的实施条例予以界定。在
制定实施条例时，委员会应当考虑外国政府可能影响外国人行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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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通过董事会成员资格、所有者利益或股东权利。被排除在(a)条(4)款
(D)项之外“其他投资”(由(B)项(iii)规定)，或者少于 10%的投票权益，
不应被视为实质利益。
(CC) 豁免
如果委员会确定，外国人证明其投资并非由外国政府指导，且该外
国人与委员会有合作历史，对于(AA)规定的关于提交(I)中声明的要求，
委员会可以对该外国人予以豁免。
(cc) 委员会要求的其他声明
委员会可以自行要求提交(I)规定的声明，该声明涉及委员会实施条例中所
确定的受管辖交易，该交易涉及(a)条(4)款(B)项(iii)(II)规定的美国企业。
(dd) 例外
根据本款规定，在下列情况下，投资基金的投资不需要提交(I)规定的声明：
(AA) 本基金由普通合伙人、管理成员或同类人员管理；
(BB) 普通合伙人、管理成员或同类人员不是外国人；以及
(CC) 对于作为基金顾问委员会或基金委员会的有限合伙人的外国人，
投资基金满足(a)条(4)款(D)项(iv)的(cc)和(dd)规定的标准。
(ee) 提交书面申请的备选方案
本款规定需要声明的受管辖交易，交易各方当事人可以选择根据(i)的规定
提交书面申请。
(ff) 提交时间和重新提交
(AA) 一般规定
根据(aa)的规定，委员会不得要求在交易完成 45 天之前，就本款受
管辖交易提交声明。
(BB) 再次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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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不得要求或建议撤回，或重新填写本款所需提交的声明，除
非允许受管辖交易的各方当事人更正就该交易所提交声明中的重大错
误或遗漏。
(gg) 处罚
根据(h)条(3)款的规定，委员会可以对未能遵守本款规定的一方当事人处以
罚款。

(vi) 关于交易的说明
(I) 一般规定
在根据(i)提交的书面申请，或(v)提交的声明中，交易一方当事人可以：
(aa) 说明该交易为受管辖交易；并且
(bb) 说明该交易是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
(II) 基本信息
根据(i)提交的书面申请，或根据(v)提交的声明(包括(i)的规定)应当包括对交易基本信
息的描述。
(D) 职权审查
除(G)项另有规定外，总统或委员会可以根据(A)项发起职权审查：
(i) 任何受管辖交易【(E)项规定的受管辖交易除外】；
(ii) 对于(E)项规定的受管辖交易，如果交易一方当事人，向委员会提交了与交易有关的重大虚
假或误导性信息，或者遗漏了重要信息、文件；或
(iii) (E)项规定的受管辖交易，如果：
(I) 交易的任何一方当事人，或交易完成后产生的实体实质上违反了(l)条(3)款(A)项规定的
减缓协议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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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监督和执行此协议或条件的牵头部门或机构向委员会证明此违约行为为重大违约行
为；以及
(III) 委员会确定，没有其他充分和适当的补救办法或执行手段可以用来解决这种违约行
为。
(E) 本款的受管辖交易
本款的受管辖交易，是指：
(i) 委员会书面通知交易各方当事人，已完成与交易有关的所有审查；或
(ii) 总统宣布不行使(d)条规定的与交易有关的总统权力。
(F) 期限
本款规定的审查，应当在主席根据(C)项规定，接受书面申请之日，或根据(D)项规定，职权审查开始
之日起 45 天内完成。
(G) 对特定授权的限制
委员会不得将(D)项规定的发起审查的权力授权给任何人，但财政部(主管)副部长或其他适合代表委员
会部门的副部长除外。
(H) 未申报和未声明交易的识别
委员会应当设立一个工作程序(process)，以识别以下受管辖交易：
(i) 未向委员会提交(C)项(i)规定的申报或(v)规定的声明；以及
(ii) 信息是合理可用的。
(2) 国家安全调查(二审)
(A) 一般规定
对于(B)项规定的各种情况，委员会应当立即调查受管辖交易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并采取与该交易
有关的必要措施，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
(B) 适用条件
(A)项应当适用于下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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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根据第【(b)】条(1)款对受管辖交易进行审查后，得出以下结论：
(I) 该交易有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且在对(1)款的受管辖交易审查期间或审查之前，该风险未
能得到控制；
(II) 该交易是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或
(III) 交易会导致外国人控制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委员会认为该交易，可能损害国家安全，并且不
能通过(l)款【L】项规定的保证措施，在【(b)】条(1)款规定的审查期间内得到控制或重新获得委员会
的批准；或
(ii) 牵头机构建议，且委员会同意，调查方可进行。
(C) 期限
(i) 一般规定
除本项(ii)另有规定外，(A)项规定的调查，应在调查开始之日起 45 天内完成。
(ii) 特殊情况延期
(I) 一般规定
在特殊情况下(由委员会在实施条例中规定)，主席可以根据牵头机构负责人的请求，将(A)项规定
的调查期限延长 15 天。
(II) 不得授权
在(I)中，主席和牵头机构负责人的权力不得委托给除财政部长或牵头机构的副主管(或同等职位人
员)以外的任何人，视情况而定。
(III) 通知各方当事人
如果委员会根据(I)规定，延长了受管辖交易调查的截止日期，委员会应当将延期通知交易各方当
事人。
(D) 例外
(i) 一般规定

850

850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 2020 年会青年优秀论文奖参评论文
《美国法典》第 50 编第 4565 章

审查合并、兼并和收购的权力（外资安全审查）

尽管有(B)项(i)的规定，但如果财政部长和牵头机构负责人基于第【(b)】条(1)款【初审】对交易审查
后，共同确定该交易不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则不必对(B)项(i)(II)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B)项(i)(III)包含
关键基础设施的交易进行调查。
(ii) 不得授权
在(i)中，部长或机构负责人的权力不得委托给除财政部副部长或牵头机构的副主管(或同等职位人员)
以外的任何人。
(E) 影响国家安全的特定交易指南
主席应当在《2007 年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生效后 180 天内，在《联邦公报》上，公布委员会审查
交易的类型和所产生国家安全顾虑的指南。上述交易包括外国政府或代表外国政府的主体，控制与美国国
家安全有关的关键基础设施的受管辖交易。
(3) 给国会的通知
(A) 初审完成通知
在完成(b)条规定【第二条】的初审后，主席和牵头机构负责人应当向(C)项(iii)规定的国会议员发送签
字通知。
(B) 调查完成报告
在完成(b)条【第二条】规定的调查后，除非所涉调查已经报送总统决定，否则主席和牵头机构负责人
应当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向(C)项(iii)规定的国会议员发送书面签字报告(按照(c)条【第三条】的要求)。
(C) 通知程序
(i) 一般规定
(A)项和(B)项规定的签字通知和报告，应当提交给(iii)规定的国会议员，并包括以下内容：
(I) 说明委员会就交易采取的措施；以及
(II) 国家安全相关因素得到充分考虑的说明。
(ii) 通知内容
(A)项和(B)项规定的签字通知和报告，应当由主席和牵头机构的负责人分别签署，并予以说明，委
员会认为通知或报告所涉及的交易，不存在未决的国家安全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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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国会成员
根据(A)项和(B)项的规定，每一份通知和报告应当分别递交给：
(I)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和少数党领袖；
(II) 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和高级成员，以及监督牵头机构的参议院委员会
的主席和高级成员；
(III) 众议院议长和少数党领袖；
(IV) 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和高级成员，以及监督牵头机构的众议院委员会的主席和高级
成员；以及
(V) 对于涉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受管辖交易，被收购美国企业主要营业地所在州的参议员，以及该主
要营业地所在国会选区的议员。
(iv) 签字和授权限制
(I) 一般规定
(A)项和(B)项规定的签字通知和报告，应当由主席和牵头机构的负责人分别签署，该签字要求只
能根据(II)的规定进行授权。
(II) 通知授权
(aa) 一般规定
根据(bb)的规定，主席与委员会协商后，可以决定授权签字【(I)规定的主席和牵头机构负责人签
字要求】官员的级别。根据主席与委员会协商后确定的适当相关交易因素(包括交易的类型或价值)，
被授权签字官员的级别可能有所不同。
(bb) 对特定交易授权的限制
(I)规定的签字要求，可以授权给不低于财政部长助理或牵头机构同等级别的官员。
(v) 合并文件的权力
委员会可以按月将初审通知和调查报告，以合并文件的形式发送给(iii)规定的国会议员，而不是就(A)
项或(B)项规定的受管辖交易发送单独的通知或报告。
(4) 国家情报局长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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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析要求
(i) 一般规定
除(B)项规定的情况外，国家情报局长应当迅速全面分析受管辖交易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包
括查明在收集与分析有关的情报方面存在的障碍。
(ii) 情报部门的意见
国家情报局长应当征询，并在(i)规定的分析中，纳入全部所涉及的适当情报部门对交易的意见。
(iii) 更新
根据牵头机构的要求，国家情报局长应当根据(i)的规定，更新对依据第(l)条(3)款(A)项的规定，达成
减缓协议的受管辖交易所做的分析。
(iv) 独立性和客观性
委员会应当确保在本节规定的程序中，不影响国家情报局长根据(i)进行独立、客观分析的能力，并
符合情报部门所适用的全部指令、政策和贸易标准的规定。
(B) 基本威胁信息
(i) 一般规定
国家情报局长可以向委员会提供(ii)规定的受管辖交易，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基本信息，而不
用进行(A)项规定的分析。
(ii) 本项的受管辖交易
本项的受管辖交易，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I)属于(a)条(4)款(B)项(ii)【受管辖不动产交易的条件】项规定的交易；
(II) 国家情报局长在初审或调查前 12 个月内，已经根据(A)项规定，完成了对交易一方外国当事人
的分析；或
(III) 符合委员会和国家情报局长商定的标准。
(C) 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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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情报局长应当在委员会根据(1)款(C)项接受交易通知之日起 30 天内，向委员会提供(A)项规定的分
析，但是局长可以在认为必要或适当时，对分析予以补充或修订，或者根据委员会的要求提供补充信息。
根据其他适用法律，局长可以在接受通知前的任何时间开始分析。
(D) 与情报部门互动
国家情报局长应当确保情报部门继续参与收集、分析，并向委员会递交根据(b)条规定对交易进行调查
过程中可能获得的其他相关信息。

(E) 局长的独立地位
国家情报局长是委员会无投票权的当然成员，除了收到(A)项和(C)项规定的与受管辖交易有关的分析
外，还应当收到委员会根据(1)款(C)项提供的有关受管辖交易的所有通知。
(F) 评估运行影响
局长应当向委员会提供一份独立于(A)项和(B)项规定的分析评估报告，评估某项受管辖交易对情报部
门运行的影响，并说明已采取或将要采取的任何行措施，以减轻此类影响。
(G) 提交国会
委员会根据本条(除(l)条(6)款规定的合规计划外)规定，在采取措施结束后，向参议院情报专责委员会
和众议院常设情报专责委员会提交(A)项规定的关于受管辖交易的分析。
(5) 提交补充信息
本条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禁止受管辖交易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在交易的审查或调查正在进行时，提交
有关该交易的补充信息，包括对该交易的提议调整或对与该交易相关协议的修改。
(6) 通知各方结果
委员会应当在完成本条规定的所有措施后，立即将审查或调查结果通知受管辖交易的各方当事人。
(7) 实施条例
本条例规定的标准程序适用于：
(A) 向委员会提交受管辖交易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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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提交撤销审查受管辖交易的请求；
(C) 重新提交先前撤销审查受管辖交易通知；以及
(D) 在完成本条规定的所有审查后，向受管辖交易的各方当事人提供审查或调查结果的通知。
(8) 发生特定事由后适当顺延
本条规定的任何期限，发生特定事由后可以适当顺延。

(c) ［第三条］信息保密
(1) 一般规定
除(2)款规定的情况外，根据本条向总统或总统指定人员提交的任何信息或文件材料，免于根据第 5
编第 552 节的规定进行披露，且不得公开此类信息或文件材料。
(2) 例外
第(1)款不应当禁止披露以下内容：
(A) 与任何行政或司法措施或程序有关的信息；
(B) 向国会或经正式授权的国会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提供的信息；
(C) 对国家安全分析或委员会行动至关重要的信息，仅在出于国家安全目的的必要范围内，在主席
的专属指示和授权下，提供给国内政府实体，或作为美国盟友或战略伙伴的外国政府实体，并遵守
适当的保密和分类要求；
(D) 双方同意向第三方披露的信息。
(3) 国际合作
(A) 一般规定
在主席与委员会其他成员磋商后，根据主席的判断，(委员会)应当设立一个正式程序，用于和
美国盟友或战略伙伴国的政府，交换(2)款(C)项规定的信息，用以保护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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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具体要求
根据(A)项规定设立的程序，应当在主席自由裁量的基础上：
(i) 促进投资和技术趋势方面措施的协调，这些投资和技术趋势可能对美国和美国盟友或战略
伙伴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ii) 分享有关特定技术和获取此类技术实体的信息，以确保国家安全；以及
(iii) 定期与这些国家的政府代表进行磋商和会晤。

(d)［第四条］ 总统采取的措施
(1) 一般规定
除本条(4)款规定的情况外，总统可以在认为合适的时间内采取措施，暂停或禁止可能损害美国国家
安全的受管辖交易。
(2) 总统声明
总统应当在不迟于下列时间后的 15 天内，宣布根据(1)款规定，是否对受管辖交易采取措施的决定：
(A) (b)条规定的交易调查完成日期；或
(B) 根据(l)、(2)款规定，委员会将交易提交总统决定的日期。
(3) 强制执行
为了实施和执行本条的规定，总统可以指示美国司法部长在美国地方法院寻求救济，包括要求投资
者撤资。
(4) 总统的调查结果
在下列前提下，总统可以决定行使(1)款赋予的权力：
(A) 有可靠证据使总统相信，因受管辖交易而在美国企业或资产中获得权益的外国人，可能会采取威
胁国家安全的行为；以及
(B) 除本条和《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简称“紧急权力法”)的规定外，其他法律条款并未充分授权
总统在总统事务中，依据自身判断保护国家安全。
(5) 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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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决定是否根据(1)款规定采取措施，总统应当视情况考虑(f)条［即第六条］规定的因素。

(e) ［第五条］司法审查豁免和调查结果
(1) 一般规定
总统根据(d)条［即第四条］(1)款(一般规定)采取的措施，以及根据(d)条(4)款做出的调查结果不受司
法审查。
(2) 民事诉讼
对本条规定的措施和调查结果提出的民事诉讼，由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专属管辖。
(3) 国家安全保密信息审查程序
如果对本条规定的措施和调查结果提出民事诉讼，法院在行政记录中确定受保护信息，包括国家安
全保密信息或其他受法律规定保护的信息，是解决该民事争议所必需的，则该信息应当由单方秘密提交
法院，并且由法院盖章密封。
(4) 信息条款的适用
本编(美国法典第 50 编)第 1806 章、第 1825 章、第 1845 章和第 1881e 章的信息规定，不适用于依
据本条规定提起的民事诉讼。

(f) ［第六条］安全审查的考量因素
为了实现本条的目的，鉴于国家安全的需要，总统或者总统指定人员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1) 满足预期国防需要的国内生产能力；
(2) 国内工业满足国防需求的能力，包括人力资源、产品、技术、材料和其它物资和服务的使用率；
(3) 外国公民对国内工业和商业活动的控制程度，以及影响到美国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4) 提议或未决交易对向其他国家出售军事物资、设备或技术的行为产生的潜在影响：
(A) 由国务卿确定：
(i) 根据本编(即《美国法典》第 50 编)第 4605 (j) 条的规定，作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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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根据本编第 4605 (l)条的规定，涉及导弹扩散的重点国家；或
(iii) 根据本编第 4605(m)条的规定，作为(涉及)化学和生物武器扩散的重点国家；
(B) 国防部长认为对美国利益构成潜在区域化的军事威胁；或
(C) 根据第 42 编第 2139(a)(c)章的规定，列在“阻止核武器扩散特别国家名单”(15 c.F.R.第 778 部
分，附录 4)或后续名单中；
(5) 拟议或未决交易对美国在国家安全领域中的国际技术领先地位的影响；
(6) 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涉及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这些关键基础设施包括主要能源资产；
(7) 对涉及国家安全的美国关键技术的潜在影响；
(8) 根据(b)条(1)款(B)项【(B) 外国政府控制】的规定，确定受管辖交易是否为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
(9) 在适当情况下，特别是对(b)条(1)款(B)项【(B) 外国政府控制】规定需要进行调查的交易，审查以下
事项并作出评估：
(A) 投资者所属国对“防扩散控制制度”的遵守程度，包括条约和多边供应准则，其中应参考但不
限于第 22 编第 2593a 章所要求的“坚持和遵守军备控制、防扩散和裁军协议及承诺”的年度报告；
(B) 该国与美国的关系，特别是在反恐合作方面的记录，应当借鉴总统根据 2004 年《情报改革和
预防恐怖主义法》第 7120 章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以及
(C) 转运或转移具有军事用途技术的可能性，包括对国家出口管制法律和条例的分析；
(10) 对美国能源和其他关键资源和材料需求的长期预测；以及
(11) 总统或委员会确定的一般与具体审查或调查有关的其他适当因素。

(g) ［第七条］向国会提供补充信息及其保密事项
(1) 按要求提供简报
对于(b)条(3)款(C)项(iii)规定的国会议员提出的请求，如果基于信息的敏感性认为有必要，委员会应
当迅速提供对受管辖交易采取的所有措施

已经完成的简报，或提供对受管辖交易附加的减缓协议实施

情况的简报。获得安全许可的国会议员可向其国会工作人员提供本款规定的简报。
(2) 保密条款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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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般规定
根据本条披露的信息应当符合(c)条【第三条 信息保密】的要求，国会议员和国会众议院或国
会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应当遵守(c)条规定的信息披露限制。
(B) 内部信息
根据(A)项的规定，与受管辖交易特定一方当事人相关的内部信息，除非该方当事人以书面形
式同意披露，否则只能在国会委员会提供保密保证时，方可提供。

(h) ［第八条］实施条例
(1) 一般规定
总统可以颁布本条规定的实施条例，但是应当另行通知并且提出意见。
(2) 内容
本条规定的条例应当：
(A) 对任何违反本条的行为进行民事处罚，包括违反任何减缓协议、附加的条件或根据本条例发布
的命令；
(B) 尽可能：
(i) 减少文书工作负担；以及
(ii) 协调本条例与联邦其他法律规定的报告要求；
(C) 规定劳工部长在减缓协议中的适当职权；以及
(D) 规定委员会在根据(b)条［即第二条 审查和调查］对受管辖交易进行审查或调查中，委员会应
当：
(i) 考虑(f)条规定的因素；以及
(ii) 根据情况要求当事人向委员会提供考量这些因素所需要的信息。
(3) 已合并为第(2)款。

859

859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 2020 年会青年优秀论文奖参评论文
《美国法典》第 50 编第 4565 章

审查合并、兼并和收购的权力（外资安全审查）

(i) ［第九条］对其他法律的影响
本条的规定不得解释为，改变或影响其他联邦法律(包括《紧急权力法》)规定的权力、程序、法规、调查、
执行措施或审查，或美国宪法赋予总统或国会的其它权力。

(j) ［第十条］技术风险评估
在任何情况下，由总统指定人员对国防关键技术转移的风险进行评估，应当向负责审查或调查交易的其它
总统指定人员提供评估的副本。

(k) ［第十一条］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1) 设立
根据第 11858 号行政命令设立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一个多机构委员会，负责执行本条规定和
总统可能指派的其它任务。
(2)成员
委员会应当由以下成员，或此类成员的指定人员组成：
(A) 财政部长；
(B) 国土安全部长；
(C) 商务部长；
(D) 国防部长；
(E) 国务卿；
(F) 美国司法部长；
(G) 能源部长；
(H) 劳工部长(无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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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国家情报局长(无投票权)；
(J) 总统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的其他行政部门、机构或办公室的负责人。
(3) 主席
财政部长担任委员会主席。
(4) 雇佣权限
(A) 高级官员
(i) 概述
委员会每名委员应当指定一名助理部长，或一名同等职位的官员，均由主席任命，并须
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以履行该名委员委托的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职责。
(ii) 财政部
(I) 一般规定
财政部国际事务司增设 2 个助理部长职位，由总统任命，并经过参议院的同意，根
据本条规定，履行财政部长可能委托的与委员会相关的职责。
(II) 投资安全局助理局长
(I)所设财政部助理部长中，一位是投资安全局助理局长，其职责主要与委员会有关，
并由财政部长根据本条规定来确定。
(B) 特别雇佣权限
代表委员会的各部门和机构的负责人，可以在不考虑第 5 编第 3309 章至第 3318 章规定的
情况下，直接任命候选人担任各自部门和机构的竞争性服务(定义见该编第 2102 章)职位。这些经
授权的职位的主要职责为管理本款规定的这些情况。
(5) 牵头机构的确定
财政部长应当指定一名或多名委员会成员，组成代表委员会的牵头机构，牵头机构负责：
(A) 每一个受管辖交易，因保护国家安全的需要而协商达成的减缓协议或其它条件；以及
(B) 监督与受管辖交易有关的所有事项，以确保减缓协议或其它条件以及本条规定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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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成员
在(a)条规定的审查或调查中，就审查或调查受管辖交易的事实和情况，主席认为合适的，可以与
其他联邦部门、机构和独立机构的负责人(或此类部门或机构负责人的指定人员)协商。
(7) 会议
委员会应当根据总统的指示，或主席的要求召开会议，不须要考虑第 5 编第 552b 章的规定。

(l)［第十二条］ 委员会管控国家安全风险的措施
(1) 暂停交易
根据(b)条规定［即第二条 审查和调查］，对受管辖交易进行审查或调查期间，委员会主席可以根
据委员会的决定，暂停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风险的拟议或未决受管辖交易。
(2) 提交给总统决定
委员会可以在根据(b)条审查或调查受管辖交易的期间内，完成委员会对该交易的审查，并将该交易
提交给总统，以便根据(d)条采取措施。
(3) 减缓
(A) 减缓协议和条件
(i) 一般规定
委员会或牵头机构可以代表委员会与受管辖交易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协商、订立或强制
执行减缓协议或条件，以减缓受管辖交易给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风险。
(ii) 放弃交易
如果受管辖交易的一方当事人自愿选择放弃交易，委员会或牵头机构，根据情况可以与
受管辖交易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协商、订立或强制执行减缓协议或条件，以实现这种放弃的目
的，并消除受管辖交易给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风险。
(iii) 与已完成交易有关的减缓协议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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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或牵头机构，根据情况可以与已完成受管辖交易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协商、订立
或强制执行减缓协议或条件，以减缓受管辖交易给美国国家安全可能造成的临时风险，直至
委员会根据(b)条完成审查，或总统已经根据(d)条规定对该交易采取措施。
(B) 过期减缓协议或条件的处理
主席和牵头机构负责人应当定期审查(A)项规定的协议或条件的适当性；如果国家安全威胁不
再需要通过协议或条件缓冲，则应当终止，或以其它方式修改该协议或条件。
(C) 限制
委员会不得根据(A)项的规定，就受管辖交易订立协议或施加条件，除非委员会认为该协议或
条件解决了交易引发的国家安全顾虑，并考虑到该协议或条件是否合理地被认为：
(i) 有效；
(ii) 允许以适当的方式遵守协议条款或条件；以及
(iii) 能够有效监督协议或条件的遵守和执行情况。
(D) 管辖权
本编第 4556(b)章的规定，适用于根据(A)项签订的减缓协议或施加的条件。
(4) 基于风险的分析
(A) 一般规定
根据(1)款规定委员会暂停受管辖交易、根据(2)款规定将受管辖交易提交给总统，或根据(3)
款(A)项就受管辖交易协商、订立或强制执行减缓协议或条件的决定，均应当基于委员会对受管辖
交易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所作的风险分析。该风险分析包括就受管辖交易给国家安全造成
的威胁、不安全因素以及其它后果的评估。
(B) 委员会成员的行为
(i) 一般规定
委员会的成员如果认为某项受管辖交易有未解决的国家安全隐患，应当建议委员会根据
(1)款规定暂停交易，根据(2)款规定将交易提交总统，或根据(3)款(A)项规定就该项交易协商、
订立或强制执行减缓协议或条件。在提出该建议时，该成员应当提出或参与(A)项规定的风
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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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未能达成共识
如果委员会未能针对(i)关于受管辖交易的建议达成共识，提出不同意见方案的成员应当
提供：
(I) 证明备选建议合理性的书面声明；以及
(II) 根据情况，证明备选建议合理性的风险分析。
(C) 定义
根据(A)项规定，“威胁”、“不安全因素(薄弱环节因素)”和“对国家安全的后果”的含义由委员
会实施条例规定。
(5) 撤回通知的追踪权限
(A) 一般规定
在收到受管辖交易的书面通知后，完成(b)条规定的初审和调查之前被申请撤回的，委员会应
当根据不同情况决定：
(i) 在根据本条重新提交与受管辖交易相关的任何书面通知，以及总统根据本条采取进一步
措施之前，实施临时措施以解决与该交易相关的特定问题；
(ii) 重新提交此类书面通知的具体时限；以及
(iii) 在重新提交(ii)规定的通知之前，追溯交易当事人可能采取的与交易相关的措施及其程
序。
(B) 指定机构
除情报机构的部门外，牵头机构应当代表委员会确保受管辖交易符合(A)项对受管辖交易的规
定。
(6) 协商、修改、监督和执行
(A) 指定牵头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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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指定部门或机构对交易相关问题的专业知识，牵头机构应当代表委员会协商、修改、监
督和执行减缓协议和条件。牵头机构可以自行寻求其他部门或机构的协助，以实现本款的目的。
(B) 指定牵头机构的报告
就受管辖交易达成的减缓协议或施加的条件的相关牵头机构应当：
(i) 定期向委员会提交报告，说明就受管辖交易达成的任何协议或施加条件的实质性变动；以
及
(ii) 报告给国家情报局长、美国司法部长以及与此修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其它联邦部门或机
构，说明就受管辖交易达成的任何协议或施加的条件的实质性变动。
(C) 合规计划
(i) 一般规定
在根据(3)款(A)项就受管辖交易签订协议的情况下，委员会或牵头机构应当根据情况制
定、遵守并不断更新监督减缓协议执行情况的计划。
(ii) 内容
(i)规定的要求，以及根据与(3)款(A)项签订协议有关的计划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I) 委员会中主要负责监督协议的遵守情况的具体成员；
(II) 如何监督协议的遵守情况；
(III) 合规性审查的频率；
(IV) 是否将根据(E)项利用独立实体进行合规审查；以及
(V) 如果当事人在监督协议执行情况方面不予配合，将采取什么措施。
(D) 不合规的影响
在根据(3)款(A)项签订减缓协议或条件后，如果委员会或牵头机构认为一方或多方当事人不
遵守减缓协议或条件，那么委员会或牵头机构可以根据情况，除根据(h)条(3)款实施处罚，以及(b)
条(1)款(D)项(iii)单方面发起对受管辖交易的审查以外，还可以：
(i) 与一方或多方当事人的协商行动计划，以补救不遵守协议的情况。而未能遵守计划或以
其它方式补救不遵守规定的情况，将作为委员会认定当事人严重违反协议或条件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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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要求一方或多方当事人，根据(b)条(1)款(C)项(i)的规定向委员会提交一份书面通知，或(v)
的规定提交一份在被判定为不合规之日起 5 年内发起的受管辖交易的声明，以便委员会根据
(b)条规定启动对交易的审查；或
(iii) 寻求禁令救济。
(E) 独立实体监督合规
根据本条(3)款(A)项的规定，订立协议的当事人与美国政府以外的独立实体订立合同，委员
会应当就监督协议的执行情况，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独立实体不对当事人承担信托责任，防止
利益冲突的发生。
(F) 继承人和受让人
根据(3)款(A)项订立的协议或条件，应当视为对协议各方当事人的继承人和受让人具有约束
力，除非该协议或条件自动终止或由委员会决定终止。
(G) 其它合规措施
除(A)项至(F)项规定的情况外，委员会应当制定评估与受管辖交易有关的协议或所设置条件
合规性的方法，以使委员会能够充分确保合规性，而不需要将委员会的资源从评估新的受管辖
交易中转移，而对于根据(b)条(1)款(C)项(i)的规定提交的通知或该款(v)规定的声明；如有必要，
与受管辖交易，或因其它原因重新进行审查的受管辖交易的一方当事人，达成减缓协议或条件。

(m)［第十三条］ 提交国会的年度报告
(1) 一般规定
主席应当在每年 7 月 31 日前，向参议院和众议院管辖权委员会主席和高级成员提交一份报告，说
明近 12 个月期间内，根据(b)条［第二条 调查和审查］完成的受管辖交易的全部调查和审查情况。
(2) 受管辖交易的报告内容
本条(1)款规定的年度报告，应当包含报告期内受管辖交易的以下信息：
(A) 在此期间内，已经提交的所有通知，以及已经完成的所有受管辖交易的审查或调查一览表，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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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对每次审查或调查结果的说明，包括是否根据(l)条(3)款(A)项的规定，就被审查或调查的
受管辖交易签订的减缓协议或附加条件，以及总统是否根据本款规定就该交易采取了任何措
施；
(ii) 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iii) 与之进行或拟进行交易的美国企业的商业行为或产品的特征；以及
(iv) 退出程序的任何信息。
(B) 本款规定的具体的、累积的和适当的趋势信息，包括申请、调查、撤回，以及总统决定或措
施的数量；
(C) 已提交文件中涉及业务部门的累积信息和趋势信息，以及投资来源国信息；
(D) 根据(b)条(1)款(C)项(ii)撤回给委员会通知的企业，之后是否重新提交此类通知，或是否放弃
了该交易的信息；
(E) 委员会用于减轻交易中，国家安全隐患的安排和条件类型，包括对委员会和其他牵头机构确
定这些安排或条件遵守与否的方法的讨论；
(F) 识别到的受管辖交易对美国国家安全或关键基础设施构成的不利影响的讨论，委员会将在提
交下一份报告之前的审议中尽可能考虑这些影响；
(G) 在该期间，委员会根据(l)条(6)款实施的合规计划和采取措施的统计数据，对各方当事人执行
减缓协议和条件的合规性的总体评估，包括说明委员会根据(b)条(1)款(D)项(iii)款实施处罚或发起
单方面复审而采取的措施，以及为改进此类协议和条件的执行而提出的建议；
(H) 根据(b)条(1)款(C)项(v)规定，提交的声明文件数目，委员会针对这些声明采取的措施，申报
所涉及商业部门以及涉及的国家的累积信息和趋势信息；
(I) 对以下内容的描述：
(i) 委员会根据(b)条(1)款(H)项确定未通知和未申报交易的方法，
(ii) 改进鉴别的潜在方法和所需资源，以及
(iii) 在报告期间，通过该款规定的程序确定的交易数量以及标记以供进一步审查的此类交易
数量；
(J) 委员会根据(k)条(4)款的雇佣惯例和政策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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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委员会根据(b)条(1)款(C)项(v)(IV)(bb)(CC)批准的豁免清单。
(3) 关键技术报告内容
为了协助国会履行本款规定的监督职责，总统和总统指定的机构应当在(1)款规定的年度报告中列
入：
(A) 对是否有可信的证据表明一个或多个国家或公司采取协调战略收购美国公司的评估，这些国
家或公司参与研究、开发或生产美国是主要生产商的关键技术。
(B) 对外国政府是否直接或间接协助针对美国私营公司的工业间谍活动的评估，这些间谍活动旨
在获取与关键技术相关的商业秘密；以及
(C) 主席根据(a)条(6)款(B)项的规定，建议使用本编第 4817(a)章规定的机构间过程中进行识别的
技术说明。
(4) 报告的格式
(A) 一般规定
委员会对第(1)款规定的年度报告的适当部分可以分类，并且应当向公众提供，与维护国家安
全和隐私相一致的非机密版本的报告。
(B) 机密版本中包含的内容
如果委员会因该交易可能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而建议总统暂停或禁止某项受管辖交易，在(1)
款要求的机密版本的报告中，委员会应当将该建议通知国会，并根据国会的请求，就该保密建议
提供机密简报。
(C) 未分类版本中包含的内容
第(1)款规定的未分类版本中包含的内容，应当包括报告期内受管辖交易的：
(i) 根据(b)条(1)款(C)项【书面申请】(i)【一般规定】提交的通知数量；
(ii) 根据(b)条(1)款(C)项【书面申请】(v)特定受管辖交易的声明】提交的声明数量以及(IV)
要求的声明数量；
(iii) 根据(b)条(1)款(C)项(v)提交的声明的数量，委员会根据(b)条(1)款(C)项(i)要求重新提交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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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根据(b)条(1)款(C)项(v)目给委员会提交声明到接受声明之间经过的平均天数；
(v) 委员会接受一项声明与(b)条(1)款(C)项(v)(III)规定的答复之间经过的平均天数；
(vi) 委员会就根据(b)条(1)款(C)项(i)提交的通知提供意见或接受通知所用时间的信息，包括：
(I) 自提交草拟通知之日起至委员会就通知草案提出书面评论之日的平均工作日数；
(II) 从提交正式书面通知之日起至委员会提交或就正式书面通知提交书面意见之日的
平均工作日数；以及
(III) 如果委员会对(I)或(II)所规定的报告进行回复的平均工作日数超过 10 个工作日：
(aa) 对此延误原因的解释，包括此延误是否由资源短缺、通知量的异常波动、交
易特征或其他因素引起；以及
(bb) 委员会预期采取的解释措施以缓冲此延误的原因，并以其他方式提高委员
会在 10 个工作日内对通知提出意见或接受通知的能力；
(vii) 根据(b)条规定进行的审查或调查的数量；
(viii) 根据(b)条(2)款(C)项(ii)规定予以延期的调查数目；
(ix) 关于审查和调查持续时间的资料，包括完成这些审查和调查所需天数的平均天数；
(x) 根据(b)条(1)款(C)项(i)规定提交的通知和根据该项(v)提交的声明被委员会拒绝的数量；
(xi) 受管辖交易一方当事人撤回此类通知和声明的数量；
(xii) 随后提交与受管辖交易相关的撤回通知或声明的次数；以及
(xiii) 委员会认为可取的其他特定、累积或趋势信息，用于评估本款规定的受管辖交易的审查和
调查所需的时间。

(n)［第十四条］ 投资者通知和保证声明
(1) 一般规定
根据本条以及依据本条制定的实施条例，受管辖交易的一方当事人向主席或委员会提交的每份通
知和后续的信息，以及该方当事人提交的资料与根据(l)条(6)款(B)项要求提交报告的行动有关的，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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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条(3)款(A)项规定的减缓协议或条件的实施，或任何重大变化的情况，应当附有首席执行官或被要求
提交此类通知或信息的指定人员的书面声明，以证明当事人尽其所知、尽其所信：
(A) 提交的通知或信息完全符合本条或此实施条例、协议或条件的要求；以及
(B) 通知或信息所涉及的重要方面是准确的、完整的。
(2) 未提交的影响
委员会不得根据本款规定完成对受管辖交易的审查，如果委员会确定受管辖交易的一方当事人存
在下列情况，应当建议总统根据(d)条暂停或禁止交易。
(A) 未能提交(1)款规定的声明；或
(B) (1)款规定的通知或信息中包含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或者在此通知或信息中遗漏了实质性信息。
(3) 欺诈和虚假陈述的法律适用
委员会应当在实施条例中，明确规定第 18 编第 1001 章，适用于受管辖交易的一方当事人根据本
条规定向委员会提供的所有信息。

(o)［第十五条］ 作证
(1) 一般规定
在每年 3 月 31 日之前，主席或主席的指定人员应当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和参议院“银行、
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听证会，并提供证词：
(A) 预计委员会的每个部门或机构，在下一财政年度工作中所需的资源；
(B) 在本财政年度及上一财政年度，委员会的拨款是否充足：
(i) 确保尽快完成细致的审查和调查；
(ii) 监督和执行减缓协议；以及
(iii) 确定未向委员会提交(b)条(1)款(C)项(i)规定的受管辖交易的通知或该项(v)规定的受管辖
交易的声明；
(C) 为符合本款规定的要求，委员会在提高自身能力上作出的努力；以及
(D) 委员会采取的措施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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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向商业界宣传其设立的目标和运作机制，特别侧重于技术部门和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的其他部门；
(ii) 向美国盟友或合作伙伴的政府推广委员会的最佳做法：
(I) 加强对相关投资交易的国家安全审查；以及
(II) 在适当的情况下加快安全审查；以及
(iii) 考虑国家安全之时，促进外资开放。
(2) 废止
本款在 2018 年 8 月 13 日 7 年之后失去效力。

(p)［第十六条］ 专项资金
(1) 专项资金的设立
在美国财政部设立“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专项资金”(在本条中称为“基金”)，由主席管理。
(2) 委员会批款的授权
国会授权在 2019 年至 2023 年的每个财政年度向基金拨款 2 千万美元，以履行委员会的职能。
(3) 申请费
(A) 一般规定
委员会可以在《拨款法》预先规定的范围内，在不考虑第 31 编第 9701 章的情况下，并在符合(B)
项规定的情况下，就根据(b)条(1)款(C)项(i)的规定向委员会提交书面通知的每笔交易，按照委员会
在实施条例中确定的金额评估收取费用。根据本款规定收取的费用总额不得超过执行本条规定的
费用。
(B) 费用金额的确定
(i) 一般规定
(A)项受管辖交易评估的费用金额：
(I) 不得超过、等于以下较小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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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交易价值的 1%；或
(bb) 30 万美元，根据委员会规定的条例每年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以及
(II) 以交易价值为基础，考虑：
(aa) 费用对小型企业的影响(定义见第 15 编第 632 章)；
(bb) 委员会开展与本款规定措施有关的费用；
(cc) 费用对外国投资的影响；以及
(dd) 委员会认为适当的其它事项。
(ii) 费率更新
委员会应当定期重新考虑和调整(A)项受管辖交易评估的费用金额，以确保费用金额不
超过执行本条规定的费用，并且在其他方面保持适当。
(C) 费用保障
尽管《美国法典》第 31 编第 3302 章另有规定，但根据(A)项的规定收取的费用应当：
(i) 存入基金，只供本条规定采取的措施使用；
(ii) 在《拨款法》中预先规定的范围内和数额内，可供主席使用；
(iii) 在支出前保持可用；以及
(iv) 在向委员会成员提供的任何拨款之外。
(D) 优先收费研究
(i) 一般规定
如果委员会由于突然收到大量的通知或其他原因无法在本项(II)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回
应，主席与委员会协商，在不迟于《2018 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颁布之日起 270
天内，完成一份关于制定费用或收费标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优先考虑委员会根据(b)条(1)
款(C)项(i)的规定接受正式书面通知之前的一段时间，对草拟通知或正式书面文件的答复时
间。
(ii) 提交国会

872

872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 2020 年会青年优秀论文奖参评论文
《美国法典》第 50 编第 4565 章

审查合并、兼并和收购的权力（外资安全审查）

完成(i)规定的研究后，主席或主席的指定人员应当向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
员会”和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提交一份关于研究结果的报告。
(4) 资金拨付
在《拨款法》预先规定的范围内，主席可以将基金中的款项转给其他代表委员会的部门或机构，
以满足开展本条规定的活动的新需要。转移的金额作为应当为该部门或机构用于此目的的其他金额的
补充。

(q)［第十七条］ 特定委员会职能
(1) 一般规定
主席与委员会协商后，为强化部门协作，可以将委员会的某些职能集中在财政部内。
(2) 职能
根据(1)款可以集中的职能，包括根据(b)条(1)款(H)项确定未通知和未申报的交易，以及主席和委员
会确定的其它职能。

(3) 解释规则
本条的规定不得解释为，限制在委员会中代表的部门或机构在委员会面前代表其自身利益的权力。

章节的修订

<关于第 115-232 号《公法》第 A 部分第 17 编§§1703、1704、1706 修订的生效日期和适用性，1711、
1712 和 1719，参见本节下的有效和适用性条款注释。>

终止日期

<关于法案第七编的终止，除某些例外情况外，见《美国法典》第 50 卷第 4564(A)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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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统

令

第 11858 号

在美外国投资
根据美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我，作为国家总统职权，包括 1950 年《国防生产法》第 721 节(50 U.S.C. App.
2170)[现 50 U.S.C.§4565]，以及，《美国法典》第 3 篇第 301 节，特此命令如下：
第1节

政策

在美外国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生产力、竞争力，并且创造了就业机会。美国会秉持以上外资政
策，并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第2节

定义

(a)本命令中使用的“法案”是指 1950 年《国防生产法》第 721 条【《美利坚合众国法典》第 50 编第 4565
章】，经修订。
(b)本命令中使用的定义与法案第 721(a)小节【《美利坚合众国法典》第 50 编第 4565 章第(a)款】中定义的
的术语，按照它们在该小节中的顺序。
(c)本命令中所称的“风险缓冲措施”是指风险减缓协议的任何规定或符合本命令第 7 条规定的条件。

第3节

设立

(a)特此设立“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简称“委员会”)。
(b)除法律规定的成员外，下列部门、机构或办公室的负责人应当为委员会成员：
(i)美国贸易代表；
(ii)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及
(iii)总统或财政部长认为合适的其他行政部门、机构或办公室的负责人，具体视具体情况而定。
(c)下列官员(或其指定人员)应当关注(observe)、适当(as appropriate)参与，并向总统报告委员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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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
(ii)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iii)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iv)总统经济政策助理；及
(v)负责国土安全和反恐的总统助理。
第4节

财政部长的职责

(a)第(b)(1)(A)款(关于通知后的复核及考虑)，第(b)(1)(D)款(关于单方面发起的审查和审议)，和法案【《美
利坚合众国法典》第 50 编第 4565 章第(b)(1)(A)款、第(D)款、第(m)(30(A)款】的第(m)(3)(A)款(与列入年度报
告和名称有关)规定了财政部长的职责。
(b)财政部部长根据法案第 721(h)小节【《美利坚合众国法典》第 50 编第 4565 章第(h)款】的规定，行使颁
布条例的职能。财政部部长在发出任何通知、意见以及颁布条例之前，需就这些规定咨询委员会。
(c)除法案或本命令另有规定外，主席在与委员会协商后，有权(不包括部门或机构的负责人)：
(i)代表委员会行事或授权他人代表委员会行事；和
(ii)代表委员会与国会及公众进行联络。
(d)根据法案的规定，主席应协调年度报告的编写工作并将其转交国会，并在主席认为适当且符合法案的情
况下，可指派委员会的任何成员，负责指导研究并为报告的编写提供所需的研究分析。
(e)在与委员会协商后，根据法案及其他适用法律的规定，主席可以在任何时候要求国家情报局长开始准备
分析，包括在收到交易通知之前。根据法案第 721(b)(4)条【《美利坚合众国法典》第 50 编第 4565(b)(4)章】的
规定，国家情报局局长应当尽快提供局长的分析结果。

第5节

牵头机构

(a)牵头机构(“牵头机构”)对于财政部长指定其为牵头机构所从事的具体活动，代表委员会承担主要责任；
(b)在代表委员会行事时，牵头机构应当随时向委员会充分披露其活动。此外，牵头机构应将其代表委员会
拟采取的任何重大行动通知主席，以便主席有足够的时间咨询委员会，并向牵头机构提供委员会不采取或修改
此类行动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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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审查和调查

(a)委员会的任何成员可以自行调查某项交易的潜在国家安全风险，但是应当在牵头机构或牵头机构在场的
情况下与交易各方进行联系，如果没有指定的牵头机构，可以通过主席进行。
(b)除法案所述情况外，委员会在任何情况下可以对交易进行调查，委员会的任何一名成员在认为该交易有
可能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且该威胁尚未减轻，可以在审查后向主席建议。
(c)在下列情况下，委员会向总统提交报告，并要求总统就该审查、调查的交易作出决定：
(i)委员会建议总统暂停或禁止交易；
(ii)委员会未能就是否建议主席暂停或禁止该项交易作出决定；或
(iii)委员会要求总统就该项交易作出决定。
(d)在完成对交易的审查、调查后，牵头机构根据法案的要求，向国会提交适当的证明通知或报告，以供主
席批准。主席应当酌情将通知或报告递交国会。

第7节

风险缓冲

(a)委员会或代表委员会行事的牵头机构，可以通过与交易各方签订风险减缓协议或对交易各方增加限制的
方式，以求缓冲法律其他条款未充分处理的交易所引发的任何国家安全风险。
(b)在委员会或部门或机构向交易各方提出风险缓释措施之前，任何寻求提出此类措施的部门或机构应当向
委员会提供一份书面声明，说明：(1)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交易所造成的国家安全风险：威胁(考虑到国家情报局局
长的威胁分析)、漏洞和潜在后果；以及(2)部门或机构认为应当对风险合理必要的风险缓解措施。如果委员会认
为缓解措施是适当的，并批准该风险缓解措施，牵头机构应当与交易各方协商此措施。
(c)除特殊情况外，风险减缓措施不得要求交易一方承认、声明其在现行法律规定下遵守或同意任何权力的
行使。
(d)为监督风险减缓措施而指定的牵头机构应确保为监督提供足够的资源。在为此目的指定牵头机构时，财
政部长应当考虑该机构对其资源是充足性的意见。
(e)(i)本命令中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限制部门或机构在行使本法规定以外的权力，应当：
(A)对一项交易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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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与交易各方进行沟通；或
(C)与交易各方协商、订立、实施或执行合同条款。
(ii)本小节第(i)款所述的行动或权力的行使，不得以其在法案或本命令下的权力的行使或暂缓行使为条
件，且法案下的任何授权均不得用于执行此类行动或权限。
(f)委员会可以对委员会以前审查过法案规定的特殊情况的交易发起审查。

第8节

委员会的其他任务

除法案规定委员会的职能外，委员会应当审查法案和本命令的执行情况，逐案就此向总统报告，附上委员
会认为适当的政策、行政或立法建议。

第9节

商务部长的职责

商务部长应当：
(a)获取、合并(巩固)并分析在美外国投资的信息；
(b)监督，并在必要时改进“收集”和“发布”在美外国投资信息的程序；
(c)为公众、总统、部门或机构负责人(视情况而定)准备报告、趋势分析和对在美外国投资重大发展适当类
别化的分析；以及
(d)编制和评估涉及在美外国投资的重大交易数据。

第 10 节

一般规定

(a)各部门和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向委员会提供为执行该法和本命令而要求的信息和协
助。
(b)本命令中的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损害或以其他方式影响：
(i)依法授予部门、机构或其负责人的职权；
(ii)管理及预算署署长在预算、行政或立法建议方面的职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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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现有减缓协议。
(c)本命令的执行应与法律适用相一致，并视情况而定。
(d)根据法案或本命令的规定，享有权力并承担义务的美国官员应当确保在执行法案和本命令时，各部门、
机构和委员会的行动符合总统的宪法授权：(i)处理美国的外交事务；(ii)隐瞒信息的披露可能损害外交关系、国
家安全、行政机关的审议程序或行政机关履行宪法职责的情况；(iii)建议国会考虑总统认为必要和有利的措施；
(iv)监督一切行政机关。

第 11 节

撤销

1994 年 6 月 3 日第 12919 号行政命令第 801 节被撤销。

杰拉德 R.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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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 2020 年会青年优秀论文奖参评论文
《美国法典》第 50 编第 4565 章

审查合并、兼并和收购的权力（外资安全审查）

总统备忘录
<1988 年 10 月 26 日，《联邦公报》第 53 卷第 43999 页>

关于处置某些合并、收购和收购的临时指令
根据美国宪法和法规赋予我的权力，包括但不限于《美国法典》第 3 篇第 301 章，经修订的 1950 年《国防
生产法》，(50 U.S.C. App. 2061 et seq.)【now 50 U.S.C.A. § 4501 et seq.】，1988 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Pub.L.
100-418, August 23, 1988)(“法案”)【参见分类表】其顺序如下：
在发布执行该法案的行政命令之前，特此指定并授权财政部长履行总统的以下职能：经修订的 1950 年《国
防生产法》第 721 条赋予总统有关兼并、收购的权力，以及在法案颁布之日【1988 年 8 月 23 日】当日或之后，
由外国人提出或与外国人进行可能导致外国控制在美国从事州际贸易的收购。
财政部长应与根据第 11858 号行政命令设立并由财政部长代表主持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进行磋商，以采
取财政部长要求的行动，或提出建议。
除实施法案的行政命令另有规定外，本临时指令自该命令生效之日起终止，且本临时指令不再具有任何效
力。
本临时指令应在《联邦公报》上公布。

罗纳德.里根

＊＊＊以下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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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导下国际经贸协议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
徐朝雨

摘 要：21 世纪以来，美国倡导的经贸规则经历了全球性贸易协定、区域性贸易协定、双
边贸易协定的转变，其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尤为明显。WTO 采取强制管辖，通过独立的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审理成员方争端；CPTPP 和 USMCA 保留专家组，程序透明度更高，但
未设置上诉机制；中美协议彻底取消了第三方机构，以双边磋商作为主要策略，同时将申诉
方行动合法化。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反映规则导向到效率导向的过渡、实体正义到程序正义
的提升，多边主义到单边主义的回归等趋势，极大影响了国际经贸规则。考虑到美国在国际
经贸规则制定过程中的绝对话语权，中国必须高度关注和积极应对持续变动的国际经贸规则，
包括积极推动 WTO 上诉机构改革，逐步靠拢高标准的区域贸易协定，并坚决抵制单边主义
的恶劣影响。
关键词：争端解决机制;国际经贸规则;中美协议;WTO;CPTPP;USMCA

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经贸规则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范围内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脱胎于 GATT 第 22、23 条的争端解决机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实
践，最终凝结在《WTO 协定》附件 2《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以下简称 DSU）
之中，成为 WTO 体系有序运转的保障。1DSU 以“加强多边体制”为首要目标，要求成员
方在他方违反义务，他方行为造成协定下的利益丧失或减损，以及妨碍协定目标实现时，援
用并遵守本谅解的规则和程序。2与此同时，GATT 第 24 条引入了“边境贸易、关税同盟和
自由贸易区”例外，这也顺应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的国际经贸局势。
作为国际贸易规则的倡导者和先行者，美国始终走在国际经贸规则的前列。十余年来，
从奥巴马政府主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以下简称 TPP）3谈判，致力于加强太平洋两
岸国家的经贸联系，试图在 WTO 规则的基础上推动全方位、宽口径、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
则。到特朗普政府退出 TPP，以《美墨加协议》（以下简称 USMCA）取代《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以下简称 NAFTA）4，并在持续两年的贸易战后与中国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美国两任国家元首的贸易政策相距甚远，似乎很难把握其中的内在规律。WTO 首任总
徐朝雨：
（1995-）
，女，河南安阳人，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中美经贸法、
国际公法。
1
参见赵维田：《论 GATT/WTO 争端解决机制》，
《法学研究》第 19 卷第 3 期（总第 110 期）
，第 55-56 页。
2
See DSU Article 23 Strengthening of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3
TPP 全称为“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于 2015 年 10 月 5 日正式签订，该协定的成员国包括文
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秘鲁、越南、马来西亚、墨西哥、加拿大、日本。
4
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与加拿大进行双边贸易谈判，所达成的《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于 1989
年 1 月 1 日生效。1991 年，美国开始与墨西哥进行双边谈判，其后加拿大加入谈判；三方最终达成 NAFTA，
于 1994 年 1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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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事鲁杰罗曾评价道：“争端解决机制已被公认为是多边贸易体系的中心支柱和 WTO 对世
界经济的最大贡献。”5那么，本文希望将争端解决规则作为国际经贸法律的一面镜子，按照
时间线索梳理 WTO，CPTPP，USMCA，《协议》争端解决机制的前提下，分析美国主导下
建立相应机制的初衷，以期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

二、国际贸易法上主要争端解决机制模式梳理
（一）WTO
1995 年 1 月 1 日，WTO 正式开始运作。WTO 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 DSU 附录一所列的
协定体的磋商和争端解决，以及各成员方在《WTO 协定》和 DSU 项下的权利义务争端。此
类争端，必须适用 DSU 程序，这项制度称之为 WTO 争端解决程序的强制管辖权。6强制管
辖权由三部分构成：（1）DSU 规定了 WTO 争端解决程序的排他性。根据 DSU 第 23.2 条，
与 WTO 协议有关的争端，不得另行通过其他争端解决程序认定，譬如一方的利益受到侵害、
行为违法或无效等。这意味着成员国不能通过其他的第三方手段（例如国际法院、区域性经
贸协定、仲裁庭等）解决争端，也不能采取单方行动，必须按照 DSU 规则与程序诉诸争端
解决。7（2）准自动的司法程序。DSU 专家组成立的“反向一致”原则，客观保证了所有
磋商未解决的争端，都能顺利进入专家组程序。
（3）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建议和裁决具有法
律拘束力。8“反向一致”的决策方式，亦适用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的通过，这使得强
制管辖权在 WTO 争端解决程序中得以最终确立。9实践中，在解决管辖权冲突问题时，WTO
的态度并不一致。
“美国-墨西哥软饮料案”10审理过程中，墨西哥主张此案与在 NAFTA 提
起的争端相同且其已受理，WTO 应克制自身管辖权，但这一主张被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否定。
11
但是在“智利-欧盟剑鱼案”12中，WTO 奉行了相对谦抑的态度，尊重争端双方的意愿由
国际海洋法法庭审理。
法律适用上，DSU 第 3.2 条明确“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来“澄清”涉案的 WTO
具体条款。13国际公法“惯例”很多，但在 WTO 案例的裁判过程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逐
步将其限缩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 31、32 条的范畴。在 WTO 上
诉机构争端解决程序第一案——“美国-精炼与常规汽油规则案”14中，将《公约》第 31 条
规定的“条约解释通则”作为根本依据，即“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

5

See WTO Director-General, Renato Ruggiero,The Future Path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earlier today
(17 April) in Seoul to the Korean Business Association,at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sprr_e/seoul_e.htm,
5April2020.
6
《WTO 协议》中并无“强制管辖权”概念，此制度借鉴于《国际法院规约》第 36 条第 2 款。
7
参见王春婕：《区域与 WTO 管辖权冲突协调机制探析——以 NAFTA 的实践为例》，《东岳论丛》2012 第
12 期，第 177-181 页。
8
参见严蓉：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及对内国法的影响》，
《时代法学》2007 年第 3 期，第 110-111 页。
9
参见张军旗：《论 WTO 中的强制管辖权及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3 年第 4 期，
第 54-58 页。
10
See WTO Panel Report, Mexico – Soft Drinks, WT/DS308/R, adopted Oct. 7, 2005; and WTO Appellate Report,
Mexico – Soft Drinks, WT/DS308/AB/R, adopted 6March 2006.
11
See Alberto do Amaral Júnior·Luciana Maria de Oliveira Sá Pires·Cristiane Lucena Carneiro.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A Developing Country Perspective.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
19, pp 229-245.
12
See Case Concerning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Exploitation of Swordfish Stocks in the South-Eastern
Pacific Ocean (Chile/European Community), No.7,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2000.
13
参见姚铸：
《TPP 争端解决机制及启示》，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第 121-122 页。
14
See WTO Appellate Report, US — Gasoline, WT/DS2/AB/R, adopted 20Ma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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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 善意解释之”。15此后，
“日本-酒精饮料税案”16将《公约》第 32
条的“补充解释规则”纳入“国际公法的惯例”。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独具特色，大致分为“申诉-磋商-专家组-上诉机构-执行（合
理期限/仲裁）-补偿/中止减让（申请报复-仲裁）”六个步骤。每一步骤都有严格的时间表，
任何一个环节的成功都将导致程序的终结，而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败都能够无障碍地进入下一
个环节。专家组成员的选择应综合考虑其公正性，实务经验和执业领域，一般由曾在专家组
任职的成员、成员国代表、秘书处人员、国际贸易领域的专家学者、曾任一成员高级贸易政
策官员的人员组成。上诉机构一般由来自不同法系的七位大法官组成，只审理法律问题不涉
及事实问题。争端双方提交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文件是保密的，除非成员方向公众披露。若
有关成员未在合理期限内执行 DSB 的裁决和建议，则相对方可在 DSU 授权后要求其补偿或
中止减让或暂停履行某项义务。DSU 第 22.6 条和第 25 条都规定了仲裁程序，不同的是，前
者仅对执行过程中止减让的程度和程序的意见进行裁决，且尽量由原来的专家组作出；后者
则为 WTO 诉讼的替代手段。
（二）CPTPP
TPP 是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四国发起，2009 年后由美国主导谈判，并于 2015
年 10 月 5 日达成了贸易协定。2017 年 1 月美国宣布退出 TPP 后，同年 11 月，日本、越南
等 11 个 TPP 缔约国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宣布“已经就新的协议达成了基础性的重要共识”
，
17
决定改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
（以下简称 CPTPP） ，并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实施。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宣布退出 TPP，但在某些领域仍然以 CPTPP 规则作为
参考标准，例如在与日本签订的贸易协定清单中，确认美国农民和牧场主将具有与向日本市
场出售产品的 CPTPP 国家同等的优势地位，CPTPP 依然可以反映美国倡导下国际贸易中的
争端解决规则。18鉴于 CPTPP 正式生效仅一年多，尚无官方发布的争端解决案例以供参考，
故只能从第 28 章文本出发分析其理论上的适用范围，条约解释方法及程序事项。
CPTPP 第 28.3 条是其争端解决程序的适用范围，包含：（1）与本协定的解释、适用，
双方在协定下的义务或可预期利益相关的争端；（2）《TRIPS 协定》第 64 条；（3）缔约方
之间与协定缔结有关的法律文件。竞争政策，国有企业等章节或部分条款不适用协定下的常
规争端解决机制。CPTPP 与 WTO 成员身份双重，调整领域交叠，致使 CPTPP 与 WTO 争
端解决机构之间的管辖权冲突问题无法回避。19为处理与其他经贸协定（特别是 WTO）的
关系，CPTPP 第 28.4 条设置了场所选择条款，如果争端涉及 CPTPP 和其他贸易协定下的交
叉事项，且双方同时加入了上述协定时，起诉方可以选择场所。CPTPP 将管辖权冲突问题
交由首先提起申诉的当事方，一旦选择，就排除其他有管辖权的场所，以避免发生“一事两
诉”的情形。从场所选择条款的域外效力角度上分析，此条款具有谦抑性，以放弃自身强制
15

参见张乃根：《论 WTO 争端解决的条约解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1 期，第 122-128
页。
16
See WTO Appellate Report, Japan — Alcoholic Beverages II, WT/DS8/AB/R, WT/DS10/AB/R,
WT/DS11/AB/R, adopted1 Nov 1996.
17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is a free trade ag
reement between Canada and 10 other countr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ustralia, Brunei, Chile, Japan,
Malaysia, Mexico, New Zealand, Peru, Singapore, and Vietnam. at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trade-co
mmerce/trade-agreements-accords-commerciaux/agr-acc/cptpp-ptpgp/index.aspx?lang=eng, 15March 2020.
18
FACT SHEET on U.S.-Japan Trade Agreement, at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fact-s
heets/2019/september/fact-sheet-us-japan-trade-agreement， 3March2020.
19
参见陈儒丹：
《TPP 中选择性排他管辖权条款的效力研究》，
《政法论坛》2016 年第 5 期（总第 34 期），第
58-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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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权的方式来与其他国际贸易协定妥协，但无法排除 WTO 的管辖权。20在既有国际法管
辖权冲突协调原则无法解决管辖权冲突问题时，需要通过司法礼让、政治妥协或共同管辖手
段来解决 CPTPP 与 WTO 的管辖权冲突。21
在国际条约的适用上，CPTPP 较 WTO 争端解决机制有很大突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条约解释的依据更加清晰。CPTPP 协定将《公约》正式写入文本（第 28.11 条），使其
成为条约解释的依据，专家组在报告中可以直接援用。（2）解决潜在冲突的方法更为明确。
为与包括 WTO 在内的其他国际经贸协定相协调，在充分认可成员方缔结的所有国际经贸协
定项下的权利义务的基础上，要求成员方以磋商为首要方式解决冲突，但不妨碍其适用争端
解决机制。（3）WTO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的解释效力得到承认，明确指出报告的解释具
有参考意义。这是对 WTO 裁决先例的高度认可，正式将 WTO 法理纳入了 CPTPP 协定的解
释要素中，而不必再迂回借助《公约》第 31、32 条的指引。22
CPTPP 大致遵循“磋商-专家组（初步报告/最终报告）-执行-不执行（补偿/终止利益）”
的程序，每一环节的时间比 DSU 更短。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斡旋、调解、调停可运用于争
端解决的任一环节。在专家组成员的选任上，为了降低遴选专家组成员的复杂性，同时也考
虑到 CPTPP 协定所包含的大量“WTO+”规则，CPTPP 第 28.10 条特别规定了专家组成员
资格和成员名册，第一次形成了常任专家组人员名单，并要求在相关案件中具有劳工、环境、
透明度、反腐败的专业知识。23专家组采取协商一致的方式决定；若未达成一致，则采用多
数投票决，这和 WTO 的“反向一致”决策程序明显不同。听证会和争端双方提交的文本应
尽量向公众公开。此外，与 WTO 相比，CPTPP 协定采取了“一局终审制”，不再设置常设
上诉机制。这或许与希望提高争端解决效率的初衷是一致的，一定程度上避免了《WTO 协
定》下成员方巧妙地利用上诉期限，争取更具意义的经济效益，造成了诉讼为假，争取时间
为真的情况，但客观上无法对专家组报告可能发生的“错误”进行救济。执行程序上，CPTPP
协议第 28.19 条在吸收 WTO 争端解决机制基础上，针对补偿作了制度性安排，将补偿的地
位从临时替代措施提升为正式的执行措施。24
（三）USMCA
长期以来，借助于地缘优势，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也是区域
贸易协定的较早参与者。2018 年 11 月 30 日，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正式签署 USMCA25，
并于 2020 年 1 月 29 日正式实施26，取代了已经实施近 26 年的 NAFTA。从结构来看，USMCA
基本上是 NAFTA 和 CPTPP 的混合体，体现国际贸易协定新规则的同时，也反映了美国在

20

参见张建：《TPP 协定中的场所选择条款及其价值取向——以 TPP 协定第 28.4 条为中心的探讨》，《上海
商学院学报》2016 年第 1 期（总第 17 期），第 22-27 页。
21
参见陈儒丹，注 20 引文，第 58-69 页。
22
参见龚红柳：《TPP 协定下的常规争端解决机制:文本评析与启示》，《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 年第 1 期
刊，第 88-93 页。
23
参见许多：《TPP 协定争端解决机制文本评析——以 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为视角》
，《南京社会科学》
2016 年第 8 期，第 145-150，156 页。
24
参见胡加祥：《TPP 争端解决机制研究——以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为比较视角》，《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2 期（总第 25 期）
，第 47-56 页。
25
Se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and Canada 12/13/19 Text, at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united-states-mexico-canada-agreement/agreement-betwee
n, 20April2020.
26
Se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a Signing Ceremony for 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Trade A
greement, at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signing-ceremony-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trade-agreement/, 20April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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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自由贸易区内增强控制力的需求。27在常规争端解决机制领域，USMCA 亦与 NAFTA
规则基本一致，同时吸纳了 CPTPP 的部分内容。
USMCA 第 31.2 条说明，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本章的争端解决条款适用于本协定的
解释、适用，双方在协定下的义务或可预期利益相关的争端。与 CPTPP 相比，排除了与《TRIPS
协定》
“非违反之诉”的协调和与本协定的缔结有关的法律文件相关事项的诉讼。为与 WTO
和其他国际经贸规则相协调，USMCA 同样纳入了“场所选择条款”，表述与 CPTPP 完全相
同，不再赘述。
专家组应按照《公约》第 31 条和第 32 条所代表的习惯国际公法解释规则来解释本协
定。然而，与 CPTPP 不同，USMCA 未规定解决潜在冲突的方法，也没有肯定 WTO 专家组
和上诉机构报告的效力。纵观整个 32 章，仅在“场所选择条款”一处提到 WTO，一定程
度上说明 USMCA 的制定者不太认可 WTO 裁决先例，不认为在处理纳入本协定的属于 WTO
协定下的义务时，需考虑 DSB 关于同一问题的对策和看法。事实上，美国对 WTO 的不满
与日俱增，并于 2016 年开始阻挠 WTO 上诉机构成员的遴选，希望 WTO 上诉机构进行符
合其期待的改革。在其推动和领导的 USMCA 中不认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的效力，体
现对 WTO 不满的同时，也表达了区域贸易协定逐步与 WTO 脱轨的希冀。
案件处理流程为“磋商-专家组（初步报告/最终报告）-执行-不执行（终止利益）”，
大体与 CPTPP 流程相同。在专家组成员的选择上，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各推选不超过 10
位专家组成专家组名单，每次争端的临时专家组成员从名单中选任。专家组成员除需具有国
际法、国际贸易等领域的专门知识或经验，具备客观性、可靠性和合理的判断，独立于任何
成员方且遵守《行为准则》外，在涉及劳工和环境的争端中，还需具有相关领域的实务经验。
USMCA 也没有独立的常设上诉机构，实行专家组“一裁终局”制。此外，本章还对专家组
成员的更换、电子文件、第三方参与等予以规范。执行程序上，未采纳 CPTPP 不执行后果
中的补偿制度，仅保留中止协议项下的利益一种救济手段。另外，USMCA 特别注重与国内
司法、行政程序的衔接，当国内诉讼涉及相关事项时，应由协议委员会进行相应解释。
由此可见，从 WTO 到 CPTPP，USMCA，争端解决机制更加注重效率，体现为常设上
诉机构的消失和各环节时间的缩短；同时，公开化和透明度的要求更高，例如听证程序和陈
述文件的公开。除 WTO 实行“强制管辖”外，CPTPP 和 USMCA 都允许成员方选择争端解
决的方式，一旦选定，则排除其他机构的管辖权。关于区域性协定与《WTO 协定》都涉及
的义务，CPTPP 专家组声明将考虑 WTO 争端解决机构通过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中所作
的相关解释，力争与 WTO 相协调；USMCA 无相应内容，侧面说明了美国对 WTO 争端解
决机制的不信任加剧，试图通过区域性协定远离 WTO 的约束。

三、《协议》的争端解决机制
美国东部时间 2020 年 1 月 15 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签署《协议》，并于次日公布中英
文官方版本。282020 年 2 月 14 日，《协议》正式生效，为长达两年多的中美贸易战划上了
“休止符”。争端解决机制的设计是确保协议履行的重要内容，主要规定在《协议》的第七
27

参见廖凡：
《从<美墨加协定>看美式单边主义及其应对》，
《拉丁美洲研究》2019 年第 1 期（总第 41 期），
第 43-59 页。
28
参见“关于发布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公告”at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2001/2020010
2930845.shtml. Feb. 16, 2020.Se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
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t https://ustr.gov/countr
ies-regions/china-mongolia-taiwan/peoples-republic-china/phase-one-trade-agreement/text, 16February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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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旨在“有效履行本协议，以公平、快速和秉持尊重的方式，解决双边经贸关系中的问题，
避免经贸纠纷及其影响升级扩散至双边关系的其他领域”。
（一）框架和适用范围
《协议》的争端解决架构包括高层参与和日常工作两部分。高层参与上，双方建立“贸
易框架小组”，每六个月举行一次会议，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和美国贸易代表牵头，商讨协
议的执行情况、履约事宜和下一步工作计划。此前一直存在但在近些年暂停的宏观经济会议
应恢复举行29，致力于解决综合性经济问题。高层参与机制更像是政治谈判，不仅包含协议
履行的相关问题，还涉及到双方未来的工作安排和综合性经济问题，范围远超协议文本。日
常工作方面，中美双方应分别设立“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
指定一位负责人（中方为副部长，美方为副贸易代表），并于每季度举行一次会议。除此之
外，双方还应分别指定一位官员协助本安排的相关工作，指定官员至少应每月举行一次会议。
“办公室”的主要职责为接受对方申诉，为双边磋商搭建平台以保证协议的顺利履行。若有
需要，
“办公室”可以向具有相关专业能力的政府部门咨询，
“办公室”的职责更类似于《协
议》的争端解决机制。
双方信息的通畅是顺利开启争端解决程序的前提。按照第 7.3 条的要求，一方可在会议
中或会议前，请求另一方就本协议履行相关事项提供信息。另一方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予以
书面回复，保密信息除外。若无法提供，需作出合理解释并说明对方何时能够得到信息。考
虑到中美两国均为 WTO 成员国，且调整领域有所交叉30，其与 WTO 争端解决机构的管辖
权冲突无法避免。但浏览《协议》文本，没有类似 CPTPP 或 USMCA 的“场所选择条款”。
《协议》第 7.6 条关于“双方确认各自在世贸组织协定和其他共同参加的协定项下相互间的
现有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只能理解为确保《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不与《WTO 协定》和其
他共同参加的协定相冲突，不能解决两协议管辖权的矛盾。
（二）争端解决程序
《协议》的争端解决程序集中规定于第 7.4 条，可大体概括为“申诉-评估-磋商（从低
到高三个级别）-申诉方行动-被申诉方回应（接受/退出协议）”五个阶段。
（1）申诉。若一方认为对方的行为不符合协议31，该方（
“申诉方”）可向对方（“被申
诉方”）的“办公室”书面申诉，并提供充分信息。
（2）评估。被申诉方应在收到申诉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考虑申诉所涉问题的事实、
性质和严重程度，启动并完成对申诉的评估。
（3）磋商。被申诉方评估完成后，从低到高三个级别的磋商程序启动，依次由指定官
员，副部长（副贸易代表）
，副总理（贸易代表）进行协商以达成解决方案。若磋商程序仍
未解决申诉方关注，双方应就申诉方所受损害或损失的回应快速进行磋商并努力达成共识，
此时该回应应得到履行。
（4）申诉方行动。若经过双方的持续努力，尚未就申诉方所受损害或损失的回应达成
29

此处指“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于 2017 年 7 月 19 日举行，双方就服务业、中美经
济合作百日计划及一年计划、全球经济与治理、宏观经济政策、贸易与投资、高技术产品贸易、农业合作
等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参见“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取得积极成果”at http://www.mofcom.gov.cn/artic
le/i/jyjl/l/201707/20170702613886.shtml, 2020 年 4 月 7 日。
30
双方的调整领域都包含知识产权，食品与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等。
31
包括《协议》生效后的措施和《协议》生效前出现，但生效后得到保留或持续存在影响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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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申诉方可能采取单方行动，包括不再履行《协议》项下的义务或实施相应的补救措施。
（5）被申诉方回应。面对申诉方的行动，被申诉方可以申请召开紧急会议来评估其正
当性。若评估结果为善意，被申诉方不会报复，或否则挑战相关行动；若评估结果为恶意，
被申诉方可退出协议。
争端解决程序的适用存在两个例外。其一，磋商次序的例外。副总理或贸易代表认为的
履约紧急事项，可以不受磋商次序的限制直接提出，并在 30 日内举行会议。如果无法及时
召开上述会议，申诉方可求助于采取行动。其二，不可抗力意外。若发生自然灾害或者其他
意料之外的情形，导致一方难以履行《协议》时，双方应及时磋商。
（三）特殊救济方式
比照 WTO，CPTPP，USMCA 的争端解决程序，
《协议》提供的救济方式非常特殊，体
现在四个方面：缺乏中立的第三方机构，单方行动的判断标准不明确，争端并未最终解决以
及基本排除《协议》外其他争端解决方式的适用空间。
1. 缺乏中立的第三方机构
由于欠缺一个类似“专家组”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裁决，《协议》直接将申诉方行动作为
磋商失败后的争端解决方式。国际法上争端解决程序的建立源自于各国对单方报复措施的收
敛，
《联合国宪章》
（以下简称“宪章”
）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
《协议》的救济方式应与《宪
32
章》相符。 《宪章》第 33 条列举了谈判、调查、调停、调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
关或区域办法等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还有各争端当事国自行选择的其他和平方法。33申诉
方行动不属于《宪章》列举的方法之一，那么它是否属于中美双方选择的“其他和平方法”
呢？
根据联合国的解释意见，争端方选择的“其他和平方法”主要是三大类：
（1）不同于条
文列举的新颖方法。例如，许多涉及航空事务的条约规定，与它们的解释或适用有关的争端
应提交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裁决，该机构的裁决应具有咨询报告的地位。34（2）条文列举
方式经特殊调整后的方法。调解报告通常只作为建议，是否执行由争端双方决定。但是在特
定的情况下，争端各方事先同意接受的具有约束力并承诺遵守的调解报告，将改变程序的性
质和结果。351981 年 6 月 18 日在巴斯特尔签订的《建立东加勒比国家组织条约》中规定：
“调解委员会关于解决争端的任何决定或建议均为最终决定，对会员国具有约束力。”同样，
该条约附件 A 第 6 段表示：
“……[调解]委员会的报告，包括其中所述有关法律事实或法律问
题的任何结论，均对当事各方具有约束力。”36（3）在一个机构中结合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
32

See United Nations, Handbook on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92, pp3-7.
33Se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t https://www.un.org/en/sections/un-charter/chapter-vi/index.html,10Ap
ril2020.
34
“Occasionally it is further provided that the parties to the dispute are to endeavor, within certain limits，
to sec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dvice contained in the report. Cf. the provisions referred to in parag
raphs 300 and 301 of the present section. Indeed, a provision of this type is usual in those bilateral air
services agreements which provide for the reference of disputes to the ICAO Council for an advisory rep
ort. See, for example, article VIII of the Air Transport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Brazil, signed at Rio de Janeiro on 31 October 1
946;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11, p. 115.”I. United Nations, supra note 33, pp. 98-109.
35
Ibid.
36
1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vol XX (1981), p. 1166. Cf. the last sentence of article 85(7) of the Con
vention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States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a Universal
Character, done at Vienna on Mar. 14, 1975, 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75, 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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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尽管同一协议中规定多种争端解决方式十分常见，但一个机构同时采取两种及以上的方
法非常罕见。如果条约除了授权仲裁庭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外，还授权该机构在发布最终
裁决之前，试图通过向当事方提出以友好方式解决其争端的协议，以达成令人满意的解决方
案时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37以上三大类方法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存在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机
构达成令争端方信服的解决方案，不论方案采用裁决、调解报告抑或当事方协议的形式。申
诉方行动是单方行为，缺乏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客观评价，，因而不属于中美双方选择的
“其他和平方法”，与《宪章》相悖。
申诉方的行动包括停止《协议》项下的某一项义务或采取补救措施两类，类似于 WTO，
CPTPP，USMCA 执行阶段的程序，但依旧缺乏独立的第三方进行判断和授权。本质而言，
其与美国对中国发起 301 调查的情形相同38，都由美国单方判断中国的措施是否与条文相符，
不符则采取加征关税、投资限制等措施。这样以来，虽然《协议》起到了休止符的作用，但
很难从争端解决程序上制衡美国的单方行动。
2. 单方行动的前提不明确
按照协议的英文原文，“The action by the Complaining Party pursuant to this subparagraph
was taken in good faith”，“in good faith”是被申诉方采取下一步措施的前提。《协议》文本并
未明确对“in good faith”的解释，需要从国际法原则和其他国际经贸协定的运用中一窥端倪。
罗森教授认为，每当使用“in good faith”时，它不仅指示了义务本身，也暗示了义务的履
行过程，二者无法分离，是在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当事人或法院（或法庭）关于履行
义务的程序。39国际法上“in good faith”是一项基本原则，在《联合国宪章》和其他重要条约
中多次提及，当前国际社会普遍采用令人信服的诚实（honesty），公平（fairness）和合理
（reasonableness）作为判断标准。40该标准广泛适用于解决争端、谈判、签署条约、批准条
约并执行、解释条约、履行国际法义务和行使权利等领域。41
《协议》中申诉方行动是否善意的判断标准比较接近解决争端和行使权利领域“in good
faith”的适用。考虑到《协议》与《WTO 协定》均为国际经贸协定，WTO 争端解决机构对
于“in good faith”的解释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美国-继续倾销与补贴抵消法”案例中，专家组
引用国际关系中的一般行为规则“in good faith”，要求条约的当事方避免采取会破坏整个条约
或有关条约规定的目的和宗旨的方式行事。42
回到《协议》文本，申诉方行动应与序言中“防止局势升级、维护正常双边贸易关系”
相一致，并符合诚实、公平、合理三项标准。诚实，意味着及时的信息披露，申诉方应尽快
告知被申诉方其将要采取的行动，并给予被申诉方足够的时间以召开紧急会议评估行动的正
当性。公平，标志其行动目的正当化，即应以弥补被申诉方违反《协议》行为造成的损害为
目的，而非借机报复被申诉方。合理，意味着申诉方采取的措施应与被申诉方行为后果造成
的损害相一致。若被申诉方违反或未履行《协议》项下的某一义务，申诉方应停止同种类义
37

I. United Nations, supra note 33, p. 106.
参见美国法典[C](英文)统一编排，第 19 卷，第 2411-2420 节。
39
See Shabtai Rosenne, Developments in the Law of Treaties 1945–1986 (1989) 135, p.175.
40
See John O’Connor, Good Faith in International Law (1991) 2, p.124. See also Anthony D’Amato, ‘Go
od Faith’ in Rudolf Bernhardt (ed), Encyclopa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003) vol 2, p.599.
41
See Guy Goodwin-Gill, ‘Stat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Good Faith” Oblig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Malgosia Fitzmaurice and Dan Sarooshi (eds), Issues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before International Judicial I
nstitutions (2004) 75, 88 (citations omitted).
42
See US — Offset Act (Byrd Amendment), WTO Docs WT/DS217/R, WT/DS234/R (Sep. 16, 2020) [7.64]
(Report of the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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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给予；如果停止同种类义务无法弥补损害后果，再按照其认为适当的、以相称的方式实
施补救措施。即便如此，是否能采取单方行动是由申诉方主观判断的，浮动范围仍然较大，
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3. 争端并未最终解决
争端解决程序，顾名思义，是为了调和双方矛盾设立的机制。大部分情况下，此机制给
双方提供一个平台，旨在解决争议焦点，并通过提交书状、法庭辩论、举证等方法叙述诉求，
由中立的第三方作出裁决。
以申诉方单方行动替代中立的第三方，实质上回避了核心矛盾。例如，中美两国在知识
产权保护标准问题上存在争议，美国认为中国的行为与其在 TRIPS 下的承诺不符。美国采
取加征关税等申诉方行动，迫使中国选择接受或退出协议。这样以来，中美两国的知识产权
纠纷非但没有得到回应，还给被申诉方中国无形中增加了许多压力，更不利于《协议》长期
可持续地发挥作用。
4. 基本排除《协议》外其他争端解决方式的适用空间
根据《协议》第 7.4 条，若申诉方行动为善意，被申诉方不能采取反措施，或否则（“or
otherwise”）挑战相关行动；若申诉方行动为恶意，被申诉方的救济方式是退出协议。在牛
津词典的释义中，“or otherwise”被用来指与上文提到的东西不同或相反事项 43，结合文义和
上下文逻辑关系，此处不应将两个单词拆开翻译为“或否则”，而是指代上文叙述的行动方
为善意这一事实，即“若申诉方出于善意，被申诉方不会进行报复和挑战相关行动。”这侧
面说明了不存在善意、恶意之间的“第三种状态”，《协议》已经将所有可能性穷尽列举。
虽然《协议》相关的事项只能援用内部争端解决程序，但是不能排除 WTO 的强制管辖
权，中美任意一方的行为同时违反 WTO 项下的义务时，仍然可以诉至 DSB，但无疑将 WTO
争端解决机制边缘化。

四、国际经贸规则争端解决机制的演变趋势
为便于对比 WTO，CPTPP，USMCA 和《协议》的争端解决规则，更好地把握国际经
贸规则的发展趋势，下表从范围、法律适用、程序（中立机构/透明度/执行）等领域进行梳
理，可以发现明显的演变规律。
程序
范围

WTO

多边，强制
管辖

法律适用
中立机构

透明度

执行

未予明确规

专家组和上

专家组的审

DSB 授权后

定，案例中

诉机构（仅

议情况和成

中止利益或

纳入《公约》 剩 一 位 大 法

员方陈述原

补偿

“or otherwise” used to refer to something that is different from or the opposite of what has just been mentioned,
at https://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otherwise#otherwise_idmg_1, 5May2020.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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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32 条

CPTPP

USMCA

多边，允许
选择管辖

官）

则上保密

《公约》第

听证会和陈

31.32 条；考

述文本在遵

虑 WTO 专

专家组

守保密规则

家组和上诉

的前提下向

机构报告

公众开放

多边，允许

《公约》第

选择管辖

31.32 条

专家组

同 CPTPP

双方均应就
《中美协议》

双边，强制
管辖

未规定

无

《协议》履
行相关事项
提供信息

专家组授权
后中止利益
或补偿（制
度性安排）

专家组授权
后中止利益

申 诉 方 行
动，被申诉
方判定行动
为恶意后，
可退出协议

表 1：主要国际经贸协定的争端解决规则
第一，管辖权由多边向双边过渡，松紧性趋势不明。从 WTO 到《协议》，参加国数量
逐渐减少，从全球性经贸协议到区域性经贸协议再到双边经贸协议。WTO 和《协议》是强
制管辖，CPTPP 和 USMCA 是选择管辖，管辖权的开放程度不明确。
第二，《公约》逐渐被接受为法律适用规则，WTO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的地位下降。
WTO 以案例纳入公约，CPTPP 和 USMCA 公开承认公约的效力，其中 CPTPP 表示将参考
WTO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USMCA 和《协议》未表示。
第三，机构、透明度、执行程序上均有变化。WTO 设有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两个中立第
三方，CPTPP 和 USMCA 保留专家组，
《协议》缺乏中立机构。听证会和陈述文本在遵守保
密规则的基础上向公众开放，透明度有所提升。执行领域，由需要中立第三方授权下中止减
让或补偿转向当事方的行动。
通过对 WTO，CPTPP，USMCA 和《协议》的争端解决规则演变规律的分析，可以大
致把握美国主导下国际经贸协议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趋势。
（一）规则导向到效率导向的过渡
规则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特征是国家的经济贸易管理行为受到普遍、系统的国际
法规则的约束，以 20 世纪 40 年代《联合国宪章》、《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
金协定》为标志。44WTO 的成立，特别是乌拉圭回合一系列条约体现了规则导向的国际经
44

参见车丕照：
《国际经济秩序“导向”分析》，
《政法论丛》2016 年第 1 期，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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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秩序的成熟。当代国际社会，出于解决矛盾的迫切需要，快速和有效地化解争端成为美国
的首要之意，效率导向的争端解决机制更受欢迎，而耗费时间的上诉机制则很少被采用。
上表列举的四个贸易协定里，只有 WTO 设立了上诉机构，大概率有两个原因：一方面，
WTO 初次尝试上诉机制，既是美国的主导，也是其他成员方的共同诉求。成员方希望通过
上诉机构的法律审查实现纠错。后续的贸易协定是否设立上诉机构取决于 WTO 上诉机构的
综合表现。另一方面，上诉机构的设立与 WTO 的性质有关。截至 2016 年 7 月 29 日，WTO
共有 164 个成员国，占世界贸易总量的 98%，45协调各成员国的意愿非常困难，因而更期望
一个专业、公平的决策机制。但比 WTO 早一年出现的 NAFTA 未设立上诉机构，源于成员
国数量少且美加墨三国间的贸易来往频繁，磋商和专家组审议程序在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上更
有优势。46事实上 NAFTA 第 20 章一般争端解决机制适用很少，47这也侧面反映出 WTO 是
上诉机制更好的试验平台。
美国是初期 WTO 机构的主要搭建者，但在《WTO 协定》后，再也没有在双边或多边
贸易协定中设立过上诉机构，说明 WTO 上诉机构的表现令美国失望。事实上，美国对上诉
机构的不满由来已久，并最终在特朗普总统任上爆发。如果 WTO 上诉机构不按照美国的诉
求进行改革，将无限期搁置下一任大法官的选拔。48截止到 2020 年 4 月，WTO 上诉机构现
任成员只剩下中国籍的赵宏法官一人，她将于 2020 年底任期届满。49届时，上诉机构将彻
底瘫痪。
美国的诉求集中体现在《2018 年贸易政策规划及 2017 年贸易协议年度报告》50《2019
年贸易政策规划及 2018 年贸易协议年度报告》51《WTO 上诉机构报告》52三份文件中。最
新发布的《WTO 上诉机构报告》再次明确了美国对 WTO 上诉机构的八项指控，包括（1）
超过 90 天审理期限；
（2）允许卸任上诉机构成员继续审理案件；
（3）超越审理权限，审查
成员国国内法；（4）提出不必要的建议性观点；
（5）上诉机构提出报告被作为“先例”
，除
非“强有力的理由”否则对专家组有约束力；
（6）上诉机构在专家组成立后未采取措施的情
况下未能提出建议；
（7）上诉机构越权，对部长级会议、总理事会及争端解决机构权限内的
事务提出意见；（8）上诉机构将其未按照《建立 WTO 协定》第 9.2 条进行的解释作为权威
解释，从而偏离了 WTO 规则。此外，美国还在“公共机构”、
“归零”问题、外部基准规则
等领域对部分上诉机构的法律解释提出了挑战。
美国的主张应从正反两方面辩证看待。诚然，WTO 上诉机构的工作过程中，确实出现
45

See WTO. Members and Observers at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org6_e.htm,20Ju
ne2020.
46
See Gantz, David A.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 the NAFTA and the WTO: Choice of Forum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for the NAFTA Parties.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14, no. 4 (1999).pp. 1025-1106.
47
See Donald McRae, John Siwiec. NAFTA Dispute Settlement: Success or Failure?at https://archivos.juridi
cas.unam.mx/www/bjv/libros/6/2904/21.pdf,10June2020.
48
参见石静霞：
《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的危机与改革》，
《法商研究》2019 年第 3 期（总第 191 期），第 150-163
页。
49
See Prof. Dr. Hong ZHAO. International Law at a Crossroad: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An Ideal and the
Reality,at https://mp.weixin.qq.com/s/AbIFeThfndR2TiLTjrSRlg.15June2020.
50
See USTR. 2018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7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
n the Trade Agreements Program,at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Press/Reports/2018/AR/2018%20An
ual%20Report%20FINAL.PDF4April2020.
51
See USTR. 2019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8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
n the Trade Agreements Program.at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2019_Trade_Policy_Agenda_and_2018_
Annual_Report.pdf,5April2020.
52
See USTR. Report on the Appellate Body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t https://ustr.gov/sites/defaul
t/files/Report_on_the_Appellate_Body_of_the_World_Trade_Organization.pdf,5April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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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拖沓和越权的情况，应当予以纠正。但是，美国对部分上诉机构法律解释的挑战只能说明
其与上诉机构观点不同，不足以构成对上诉机构的指责。WTO 上诉机构“有错”，但“罪不
至死”。为使 WTO 上诉机构继续运转，欧盟、中国等十几个 WTO 成员国援用 DSU 第 25
条仲裁条款，在原有规则内嵌套一个“临时性的上诉仲裁”机制。53
（二）实体正义到程序正义的提升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如果说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侧重
于实体事由的裁判，要求对专家组的审议情况和成员方陈述原则上保密的话，CPTPP，
USMCA 等区域贸易协定要求在遵守保密原则的前提下将听证会和陈述文本向公众开放，体
现了程序正义的价值。区域贸易协定是美国从多边转向区域性合作的重要产物，在吸收 WTO
争端解决机制优点的基础上，程序方面注重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尊重争端方的合意并提升透
明度。
注重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区域贸易协定属于多边协议，为确保审理结果公平，保留了中
立的裁判机构专家组，同时要求经过专家组授权后才能中止利益或补偿。但考虑到成员方比
WTO 少太多，提高争端解决程序的效率，促进各国经贸领域深入和广泛的合作至关重要。
鉴于此，区域贸易协定没有设立上诉机制，以专家组的裁判作为最终结果，这意味着相比
DSU 程序，至少节省了半年时间。除此之外，CPTPP 还安排了补偿制度，以最大程度地弥
补受害方的损失，且不至于通过中止利益损害双方的经贸关系。
尊重争端方合意。场所选择条款最能体现区域贸易协定对于争端方合意的尊重，尽管不
能排除其他贸易协定（特别是 WTO）下的管辖权，但至少能够选择是否适用本协议的争端
解决机制。从本质上看，条约是国家之间的契约，汉斯·凯尔森和拉萨·奥本海都曾表述过
类似观点。54契约解释的首要原则是明确当事方合意，将当事方商定的争端解决方式纳入协
定文本中，也允许合意排除协定提供的争端解决方式。
提升程序透明度。尽管 GATT 中有明确的透明度条款，但是专家组的审议情况和成员方
陈述原则上保密，DSU 程序上的公开化和透明度不高。区域贸易协定为提升程序透明度做
出了很大努力：
（1）听证会和陈述文本在遵守保密规则的前提下向公众开放，任何感兴趣的
“第三方”或普通民众皆可参与。
（2）考虑“法庭之友”的意见。根据 CPTPP 第 28.12.1(e)
条的规定，专家组应当考虑非政府主体的陈述和书面意见。这一规定不仅仅在文本上是对
DSU 的一个重要突破，更试图结束 WTO 争端解决在“法庭之友”实践与改革上的长期争议。
55
（3）建立专家组成员名录，依据名录选择每一次的专家组成员。名录中的成员会受到中
立性、公正性、合理性的社会监督。在涉及劳工、环境、透明度、反腐败的案件中，还需具
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实务经验。在《协议》及其他美国主导下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程序
透明度的提升也体现得非常明显，这是美国一以贯之的态度。
（三）多边主义到单边主义的回归
单边主义在美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建国初期的孤立思想是单边主义的起源，正如美国第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EU and 15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members establish contingency appeal
arrangement for trade disputes, at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538,6May2020.
54
参见车丕照：《条约解释的要义在于明确当事国的合意》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20 年第 1 期，第 22-29
页。
转引自 Hans Kelsen,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Second Edition,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66, p.456。转引自〔英〕詹宁斯、瓦茨修订：
《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王铁崖等译，中国大
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 页。
55
参见许多，注 24 引文，第 140-150，156 页。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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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总统华盛顿卸任时所言：“我国的位置偏僻而遥远，这要求并迫使我们追寻另一条不同
的道路。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开与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结盟，我们的国家有权采取中立的立
场，而且这是我们的职责和利益的要求。”56乌拉圭回合基本框架搭建完成后，美国单边主
义三次冲击了 WTO：（1）1994 年美国主权大辩论，焦点是美国应否正式批准缔结《WTO
协定》并接受其多边规则的严格约束；
（2）早期“301”条款争端，主要是 1998-2000 年美
国根据 301 条款发起的对日本等国的调查；
（3）21 世纪头几年的“201”调查，采取单边主
义的国内保障措施。57
以上三次冲击都以 WTO 所代表的多边主义的暂时胜利告终。2008 年奥巴马政府执政
后，美国在 WTO 体制外注重区域经贸关系，主推 TPP 和 TTIP 谈判。2016 年特朗普政府上
台后，单边主义卷土重来。582017 年 8 月 18 日，美国贸易代表（以下简称 USTR）依据《1974
贸易法》单方面对中国发起“301”调查，以决定中国关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法
律、政策和政府实践根据贸易法第 301（b）（1）节是否可诉。59为了收支平衡，减少贸易
逆差，维护贸易地位，历史上美国多次发起 301 调查。“301 条款”的震慑作用远比其真正
执行更为有效，作为谈判筹码，USTR 希望通过它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602018
年 6 月 15 日起，USTR 陆续对中国商品加征了三轮关税，完全无视 WTO 项下的“关税减
让”义务。
区域贸易协定继续谈判，但明显增强了单边色彩。以 USMCA 为例，不仅把 NAFTA“自
由贸易”字样删除，还希冀以双边取代多边，以“互惠”取代“最惠”。与传统区域性经贸
协定的“求同”模式不同，USMCA 以“存异”为主，更像三个双边协定的组合，61美-加、
美-墨、加-墨间适用三种不同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如果说在一般争端解决机制上 USMCA 仍旧保持了多边立场的话，与中国签订《协议》
时，美国毫不掩饰其单边主义立场：中立的决策机构完全消失；被 WTO，CPTPP，USMCA
共同禁止的未经授权的单方行动在《协议》里正当化，作为双方未达成共识时申诉方的行动。
质言之，《协议》并未改变“301 条款”授权单方行动的内容，而是提供了一个中美之间的
常态化磋商平台，希望通过“办公室”减少分争。

五、国际经贸规则变局应对之中国策略
随着 GDP 总值的持续攀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对于国际经贸规则的变化，中国必须高度关注并积极应对。
首先，积极推动 WTO 上诉机构改革。所有国际贸易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中，WTO 是
唯一保留上诉机构的。鉴于上诉机构对于 WTO 成员的特殊意义，能够为成员国提供二次救
济，最大程度地作出公平决策，这不是 WTO 跟不上时代潮流，上诉机构应被取代的表现，
参见〔美〕约翰·罗德哈梅尔：《华盛顿文集》
，吴承义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04-806 页。
转引自王联合：
《美国单边主义：传统、历史与现实的透视》，
《国际观察》2006 年第 5 期，第 49-55 页。
57
参见陈安：
《美国单边主义对抗 WTO 多边主义的第三回合——“201 条款”争端之法理探源和展望》，
《中国
法学》2004 年第 2 期，第 153-164 页。
58
由于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政策的特殊性，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单边主义只是“例外”，不具有典型性和
代表性；本文主张一系列经贸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能够说明美国逐渐走向单边主义。
59
参见刘瑛、刘正洋：
《301 条款在 WTO 体制外适用的限制——兼论美国单边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
，
《武大
国际法评论》2019 年第 3 期，第 139-157 页。
60
参见陈安，注 57 引文，第 153-164 页。
61
参见廖凡，注 28 引文，第 47-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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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是成员国众多的国际组织确保裁判正确性的必要保证。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
认真履行《WTO 协定》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项下的义务，坚持多边争端解决立
场。62针对上诉机构危机，中国通过“欧中印加等成员提案”63，欧中加等 12 国“关于争端
解决和上诉程序改革的联合提案”64等方式积极参与改革。目前，可能行之有效的措施是中
国、欧盟等 16 个国家依据 DSU 第 25 条作出的“临时上诉仲裁”安排。这一机制是当事方
意思自治和多边性争端解决特点之间的平衡，虽然已形成框架文本，但仍需细化第三方参与、
仲裁庭的权限范围、仲裁裁决的执行、仲裁裁决的保密性要求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透明度
等问题。65中国需要对 DSU 第 25 条及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和两个附件进行深入研究，
设计“临时上诉仲裁”与专家组的无缝对接机制，更大程度地替代上诉机构职能，争取吸纳
更多 WTO 成员参加。应着重考虑以下两个问题：（1）“临时上诉仲裁”是暂时抑或长期安
排。命名上似乎是“临时”方案，但若美国继续阻挠上诉机构法官的选任，同时加入该方案
的 WTO 成员越来越多，该方案很可能长期存在，并在实质上吸纳和改革 WTO 上诉机制。
（2）该替代方案对于美国的态度。截止到 2020 年 4 月，WTO 上诉机构发布报告的 158 个
案件中，一方为美国的有 101 例，占比约 64%。66美国的缺席可能导致 2/3 左右的案件无法
通过临时上诉机制审理，对其他 WTO 成员方的利益影响深远。因此，成员方会尽力把美国
拉回 WTO 上诉机构的框架中来。
其次，向区域贸易协定的高标准靠拢。对于是否加入 CPTPP，国内存在针锋相对的两
类观点。部分学者认为，应认清 TPP 实质，当前不宜主动宣布加入。虽然美国已经退出，
但 TPP 是其挤压、引导和塑造中国，防止中国书写国际经济规则的手段。67部分学者持有相
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寻求加入 CPTPP。其准入条件与中国许多改革的重要内容
相一致，应该本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利用 CPTPP 的契机，进一步深化国内
各个方面的改革进程，享受 CPTPP 所带来的贸易和投资红利，这从根本上符合中国经济改
革的目标。68从争端解决机制上看，CPTPP 相比 WTO 更加注重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尊重成
员方的意见并提升了程序透明度，与其高标准的实体规则相一致，不愧为目前为止最高标准
的区域贸易协定。CPTPP 制度的出现，既促动了国际法的规范增益，又加剧了国际法的体
系分化。69中国应当在保持宽容冷静态度的同时积极着手行动，深入研究、广泛比较、认真
借鉴，形成战略思维、提升规则能力，在与既有的全球性法治理念契合的前提下构建和推广
能够体现广大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新型国际法律体系。抓住合适的时机加入
CPTPP，积极参与高水平的区域贸易协定，是中国试图打破被孤立的僵局，加入全球经济体
互动的重要方式。
参见石静霞，注 48 引文，第 162-163 页。
同上，第 155-157 页。
64
2018 年 11 月 22 日，中国、欧盟会同加拿大、印度、挪威、新西兰、瑞士、澳大利亚、韩国、冰岛、新
加坡、墨西哥等成员向世贸组织提交了关于争端解决上诉程序改革的两份联合提案，并计划在 12 月 12 日
的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会议上就此发表联合声明，at http://sms.mofcom.gov.cn/article/cbw/201811/20181102810
963.shtml,2020 年 6 月 8 日.
65
参见石静霞、白芳艳：
《应对 WTO 上诉机构危机：基于仲裁解决贸易争端的角度》
，、
《国际贸易问题》2019
年第 4 期，第 13-34 页。
66
To date, the Appellate Body has issued 158 Reports. The Reports below are listed in reverse chronologi
cal order according to the date when the appeal was filed, at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
ab_reports_e.htm, 20May2020.
67
参见宋国友：
《TPP:地缘影响、中美博弈及中国选择》，
《东北亚论坛》2016 年第 2 期（总第 124 期）
，第
67-74+128 页。
68
参见余淼杰、张睿《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中国应积极主动寻求加入 TPP》
，《国际经济评论》2016 年第
2 期，第 39-56+4 页。
69
参见何志鹏：
《国际经济法治格局的研判与应对——兼论 TPP 的中国立场》
，
《当代法学》2016 年第 1 期，
第 43-53 页。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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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坚决抵制单边主义的恶劣影响。中美双边谈判达成协议，暂停加征关税，是互利
的选择。然而，缺乏中立第三方，将申诉方行动正当化，容易使得整个体系走向崩溃，特别
是在申诉方和被申诉方概率相距甚远70的情况下。在“逆全球化”不断膨胀的当今世界，是
否会回归其自然状态——充满利益竞争以及民族主义、部落主义和利己主义冲撞的黑暗丛林
呢？答案是否定的。在 2020 年二十国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呼吁二十国集团成员减
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71在全球经贸合作领域，中国多次在公开场合支持 WTO 发
挥作用，同时积极履行在 WTO 项下的义务。美国政府近些年来持续不断地“退群”
“毁约”
的单方行为，已经激起了很多国家的不满，其与中国的贸易战仅为美国单边贸易政策掩护之
下全球贸易战的一角。72正如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所言，在贸易战中
没有胜者。73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仅要联合其他国家，以维护 WTO 多边体制和积极
参与区域贸易协定的方式遏制美国单边主义势头，更要适时调整国内经济体制，使之与目前
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相适应，并积极通过对话、磋商等方式有效解决国际经济争端，防止
单边贸易措施的蔓延。

70

申诉方大概率为美国，因为自 2018 年 4 月以来，美国根据 301 调查的结果先后三次对中国加征关税。
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 at 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0326/9138877.shtml, 2020 年 7 月 11 日.
72
参见刘瑛、刘正洋，注 59 引文，第 155-156 页。
73
See Canadians Rally Around Retaliatory Tariffs Aimed at the U.S., at https://www. npr.org/2018/06/30/62
4759542/canadians-rally-around-retaliatory-tariffs-aimed-at-the-u-s,10July202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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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th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s Domin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Xu Zhaoyu

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advoc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have undergone changes in global trade agreements,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nd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among which the changes in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s have been particularly
noticeable. WTO adopts compulsory jurisdiction to review disputes between member parties
through independent Penal and Appellate Body; CPTPP and USMCA retain panels, the procedures
are more transparent, but no appeal mechanisms are set up; Phase One Agreement completely
abolishes third-party bodies and uses bilateral consultations as main strategy to legalize the action
of the claimant. The changes in th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reflect the transition from
rule-oriented to efficiency-oriented, the improvement of substantive justice to procedural justice,
and the return of multilateralism to unilateralism, which have greatly affect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Considering the discourse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rocess of
formulating world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China must pay close attention to an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world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including actively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WTO Appellate Body, gradually moving closer to high-standard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nd resolutely resist the bad influence of unilateralism.
Key Words: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Phase One Agreement；World trade rules；WTO；
CPTPP；USM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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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制裁执法管辖“非美国人”之批判分析
郭华春
（华东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上海 200042）

摘 要：从法理、执法策略及其实施路径三个层面批判分析美国经济制裁领域对“非美国人”
的执法管辖，对于化解我国企业和实体跨境交易风险、构建中国公法的域外适用体系具有重
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单边经济制裁领域的制裁目标/执法对象二元结构契合了国际法关于立
法/执法管辖划分的原理，为一国公法的域外适用提供了法理空间。但是，美国执法管辖“非
美国人”的实践滥用了效果管辖原理。美国依托美元金融基础设施，构造了执法管辖“非美
国人”的联系因素，威慑、激励两大执法策略和美元同业往来账户、股东控制、执法和解及
许可例外等公私互动路径。这些策略和路径滥用了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共同构成美国对“非
美国人”的“隐形”执法管辖机制。我国公法域外适用体系需要重点关注跨境执法管辖能力
和机制，而其基础和关键是从公私层面积累、构建具有中国优势的执法管辖全球联系因素。
关键词：单边经济制裁；“隐形”执法管辖；美元同业往来账户；公私互动

一、前言
近年来，美国对伊朗、朝鲜、俄罗斯等国（或外国实体、个人）等制裁目标对象实施单
边经济制裁过程中，美国境外、非制裁目标对象的第三国（例如中国）的实体或个人（本文
以下简称“非美国人”），1却也不断受到美国的执法处罚，成为美国境外的实体、个人甚至
外国国家面临的重大法律风险隐患。2019 年 11 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提出了加快中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的目标。应对美国法的域外适用，构建
中国公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成为我国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2
我国国内现有研究指出美国利用其对全球经济体系的掌控，直接适用美国国内法，以“制
裁”作为武器来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并注意到从借鉴与应对两个视角来看待美国的域外管
辖。同时根据相应的国际法规则和美国域外管辖的长处，从立法、司法、执法三个层面构建
我国法的域外适用法律体系。3 同时，现有研究关注到域外管辖存在立法、司法和执法领域
这一客观现象，指出属人管辖权、属地管辖权、保护管辖权和普遍管辖依据都可以成为域外

1 同样，基于简化表述的需要，本文中的“非美国”是指既非受制裁的国家、亦非美国的第三国。例如，
美国制裁伊朗，中国即为第三国，即本文所指“非美国”
。
2 近两年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廖诗评，《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现状、问题与完善》，载《中国法
学》2019 年第 6 期；肖永平，《“长臂管辖权”的法理分析与对策研究》，载《中国法学》2019 年第 6 期；
李庆明，《论美国域外管辖：概念、实践及中国因应》，载《国际法研究》2019 年第 3 期；张辉，《论中国
对外经济制裁法律制度的构建——不可靠实体清单引发的思考》，载《比较法研究》2019 年第 5 期；杨永
红，
《次级制裁及其反制——由美国次级制裁的立法与实践展开》
，载《法商研究》2019 年第 3 期；刘建伟
，
《美欧经济制裁协作的特点、限度及其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19 年第 5 期。
3 肖永平，
《“长臂管辖权”的法理分析与对策研究》
，载《中国法学》2019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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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地的法理依据，并非都必然涉嫌违反国际法规则。4此外，我国学术界关注到美国基于
美元清算系统建立域外管辖的立法、司法实践。5但是，一国公法的域外适用体系不仅需要
立法，更需要执法管辖的支撑，美国单边经济制裁执法领域尤为典型。美国如何实现了对“非
美国人”的执法处罚？在构建中国公法域外适用的背景下，我们评判和应对美国单边经济制
裁的“抓手”在哪里？这些问题并未在现有研究中获得完全的解答，在当前尤其具有探讨的
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从法理、执法策略及其实施路径三个层面批判分析美国执法管辖“非美国人”这一
现实问题，论证我国公法域外适用存在国际法上的法理依据，指出构建公法域外适用体系应
重点关注执法管辖能力与机制。本文第二部分从国际法学关于立法/执法管辖二元划分角度
论证一国域外适用本国公法存在法理空间。在此基础上，本文聚焦美国执法管辖“非美国人”
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从法理层面剖析美国单边经济制裁规范的域外适用滥用了国际法上的效
果管辖原理。本文第三部分进而讨论美国为何能够滥用效果管辖原理、将域外管辖“非美国
人”这一单边诉求付诸于跨境执法实践，从美国执法实践中挖掘出激励和威慑两大执法策略
及其具体机制。本文第四部分继续追溯分析激励和威慑策略得以实施的具体支撑机制，从法
律角度挖掘出美国滥用以美元同业往来账户为代表的金融基础设施构造执法管辖“非美国
人”的隐形机制。

二、美国单边经济制裁执法管辖“非美国人”的法理策略
尽管国际法学关于管辖权的功能划分存在差异，6立法管辖和执法管辖无疑是管辖权的
两项不可或缺的功能。美国利用国际法上的国家管辖权划分原理，策略性地区分了制裁的目
标对象和执法处罚对象。但是，美国同时也发现境外非制裁目标对象的存在会削弱美国单边
制裁效果，进一步增加了执法管辖的难度，催生了本文所讨论的美国执法管辖“非美国人”
议题。
（一）借用立法/执法管辖二元标准获得管辖“非美国人”的法理空间
受限于国内法的属地管辖特征，单边经济制裁在法律技术上通常区分制裁目标对象与制
裁规范的管辖（处罚）对象，并通过管辖对象承担特定的制裁义务来孤立目标对象。这种双
重结构的鲜明特征，利用了立法管辖和执法管辖在管辖范围上的法理差异。根据美国国内法，
美国政府在立法管辖制裁目标对象（“非美国人”）、执法管辖处罚对象（
“美国人”）方面享
有宽泛的权力，为美国执法管辖“非美国人”埋下了“伏笔”。
1、对制裁目标对象行使立法管辖权
除非国际法存在禁止性的规定，各国可以对域外事项行使立法管辖权，只要此种管辖权
与被管辖对象之间存在实质和善意的联系。7属地和属人联系是构成此种“联系”的最为基
础性的标准。但是，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个国家对被管辖对象都存在相关利益，进而
使得“并存的立法管辖权（Concurrent Prescriptive Jurisdiction）”成为国际法上常见的现象。
4 廖诗评，
《国内法域外适用及其应对——以美国法域外适用措施为例》，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 年第 3
期第 170 页、第 178 页。
5 石佳友，刘连炻，《美国扩大美元交易域外管辖对中国的挑战及其应对》，载《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2018 年第 35 卷第 4 期第 17 页。
6
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将管辖权划分为立法、司法和执法管辖权，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将管辖权
划分为立法管辖权和执法管辖权，参见 James Craw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p.456.
7
Ian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7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p.311.

898

8

现行国际法并没有就此提供位阶等级划分的具体规定，9这为一国的单边经济制裁提供了法
理空间。美国关于对特定国家或私人（即制裁目标对象）实施制裁的法律规定，可以理解为
美国行使立法管辖权，并存在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造成美国国家紧急状态的“境外威胁”成为美国行使立法管辖权的“联系”因素。
美国现行单边经济制裁规范主要以 1977 年《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案》
（IEEPA）为基础。
10
根据 IEEPA 第 1701 条，在美国国家安全、对外关系或经济受到美国境外威胁的情况下，
总统有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对外国国家、实体或个人发起单边制裁。“境外威胁”
成为美国行使单边经济制裁立法管辖的“联系”因素。
其次，立法管辖权由立法、行政部门共同行使，但更多的是由行政部门主导。在国际法
层面，“国家紧急状态”基本属于一国“自裁”的国家安全范畴，IEEPA 也未界定“国家紧
急状态”的含义，而是交由总统决定。11总统领导下的行政部门通过行政令、条例和指南等
行政规范，明确具体制裁计划中的制裁目标对象、管辖对象、制裁措施、法律义务和责任等。
财政部内设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OFAC）具体负责美国
大部分单边经济制裁计划。12
再次，行政部门在确定制裁目标对象、制裁措施方面享有立法管辖裁量权。单边经济制
裁的目标对象早先是针对特定国家（例如古巴）、实施全面制裁。当前则主要是基于特定行
为（例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贩毒和跨境有组织犯罪等）或行业（例如俄罗
斯的金融与能源行业）而指向特定行为主体，以“黑名单”的形式实施定向制裁。“特别指
定国民名单（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List，即 SDN 名单）”是最主要的“黑名单”类
型，13 OFAC 还发布另外 7 种受制裁程度稍低的当事人名单并综合在一起形成“综合性名单
（Consolidated Sanctions List）”，14根据对外关系的需要，OFAC 可随时更新各类“黑名单”。
“非美国人”如果同制裁目标对象进行交易，OFAC 还可以此为由将“非美国人”纳入
“黑名单”成为制裁对象，即所谓的“次级制裁（Secondary Sanction）”
。相比针对特定国家
的全面制裁，基于“黑名单”的定向制裁，其目标对象可以根据美国的需要灵活指向美国境
外更多国家境内的实体或个人，“非美国”的任何人都可能会成为 IEEPA 的立法管辖对象。
从权力行使的程序和标准看，制裁目标对象由总统、内阁成员和财政部门共同确定，仅
需要“合理相信”相关主体符合被列入“黑名单”的标准，并且可根据机密情报信息秘密确
定。15OFAC 在指定 SDN 和复议程序方面透明度低、裁量权较大，通常不会公布其决策的事
实和证据基础。尽管制裁目标对象可以无限次申请 OFAC 将其从“黑名单”上剔除，但当
事人质疑 OFAC 的决定存在难以获得 OFAC 的接受。鉴于 OFAC 指定“黑名单”的行为属
于政府的对外关系范畴，法院也大多采取遵从的态度。即使法院认定 OFAC“黑名单”人员

8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 (Fourth)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Pt. IV, Ch.
1,§407 cmt. d.
9 同前引②.
10 卡特总统时期制裁伊朗政府、20 世纪 90 年代克林顿总统时期制裁拉丁美洲、21 世纪初布什总统时期制
裁恐怖组织、奥巴马总统时期制裁俄罗斯，以及特朗普总统当前发起多项制裁计划都是以 IEEPA 为基础。
11 尽管 IEEPA 第 1703 条要求总统在宣布“国家紧急态”前后，应同国会进行协商并接受国会的年度审议，
但 这 些 程 序 从 未 对 总 统 行 使 单 边 制 裁 权 力 形 成 实 质 性 的 约 束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The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Act: Origins, Evolution, and Use (March 20, 2019).
12
OFAC 目前管理的各类制裁计划达到 30 个。https://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Programs/
Pages/Programs.aspx （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0 日）
13 目前列入 SDN、与制裁目标相关的实体或个人大约有 6,300 个。https://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
sanctions/Programs/Pages/faq_10_page.aspx（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0 日）
14 https://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Pages/default.aspx（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0 日）
15 KindHearts v. Geithner, 710 F. Supp. 2d 637, 660 (N.D. Ohio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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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定行为违反了法律，也会认为结果无害或者司法职权有限，无法就 OFAC 的行为向当
事人提供救济。16法院甚至会认为 OFAC 指定“黑名单”的路径只要清晰合理即可，不需要
遵循某种精确的模式。17
正是因为国际法对各国行使立法管辖权相对“包容”、国内法上行政主导单边经济制裁
并享有较大的裁量权，美国通过制裁对象/目标对象的区分容易获得管辖“非美国人”的法
律依据。
2、对“美国人”宽泛行使属人、属地执法管辖权
执法管辖主要表现为行政机构通过调查、起诉和扣押等强制力量对违法人员实施罚款、
追究刑事责任等强制性处罚，保障立法目标的实现。OFAC 承担的执法职能主要表现在冻结
制裁目标对象的资产、禁止或许可同制裁目标对象的交易，调查与处罚违反美国制裁规范的
行为。
首先，根据 IEEPA 第 1702 条的规定，受美国管辖的人（Persons Subject to US Jurisdiction，
本文以下简称“美国人”）不得与制裁目标对象从事某些交易活动或提供相关的服务，负有
配合执法机构冻结、扣押制裁目标对象资产的义务。 “美国人”的界定因具体制裁规范而
异，但主要建立在属人管辖和属地管辖范围的基础上，通常包括位于全球各地的美国国民、
18
美国绿卡持有人、位于美国境内的人甚至包括美国注册成立的实体所控制的境外实体。
其次，虽然 OFAC 执法管辖的财产和利益需要符合属人或属地管辖标准，但存在宽泛
的解释空间。OFAC 冻结制裁目标对象的财产和利益，此类财产和利益至少需要符合如需三
个条件之一：
（1）位于美国境内；
（2）由美国人占有或控制。
（3）或受美国管辖。条件（1）
和（2）体现了属地和属人管辖标准，但条件（3）强调“受美国管辖”，其实是同义反复，
为美国执法管辖“非美国人”预留了广阔的法律空间。
美国单边经济制裁领域制裁目标对象和执法管辖对象的划分，充分利用了立法管辖和执
法管辖范围的差异，利用“美国人”施压制裁目标对象。初级制裁模式下，除了制裁目标对
象和“美国人”这一执法管辖对象，美国境外还存在既非制裁目标对象、也不受美国属地或
属人管辖的第三方，本文基于研究讨论需要，称之为“非美国人”。
（二）滥用效果管辖原理满足美国执法管辖“非美国人”的现实需求
单边经济制裁的目标是要改变制裁目标对象的行为，因此不仅需要精准确定制裁目标对
象，更需要有效地实施，特别是避免制裁被规避。制裁目标对象的行为依托于交易对手、物
流运输、融资和支付支持等构成的网络，并且可能采取壳公司等复杂的交易结构形式来规避
制裁。“非美国人”不具有美国国籍且位于美国境外，散布于全球各地、各行业从事经营活
动，不受美国的属人或属地管辖。这些“非美国人”的存在可能会削弱美国单边制裁的效果，
成为单边制裁管辖范围向域外扩张的重要诱因。
1、制裁目标/执法对象划分面临“非美国人”削弱单边制裁效果问题
首先，
“非美国人”为制裁目标对象规避美国制裁规范，提供了支持或便利空间。IEEPA
第 1702 条依托执法管辖对象从“源”与“流”两个角度压制制裁目标对象的经济增长，从
经济根源上向制裁目标对象最大限度地施加压力，孤立制裁目标对象。由于“美国人”作为
执法管辖对象被禁止同制裁目标对象从事交易活动，“非美国人”可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
16 Zevallos v. Obama, 793 F.3d at 115.
17 Zarmach Oil Services v. US Dep't of Treasury, 750 F. Supp. 2d at 154.
18 31 CFR § 535.329 - Person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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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因不受美国的属人、属地管辖，而具有帮助制裁目标对象规避美国单边制裁的便利。这会
减弱美国单边制裁的效果，甚至导致制裁目标落空。如果单边经济制裁可以指向“非美国人”
同制裁对象从事交易活动的行为，就有利于形成类似多个国家实体对制裁目标对象实施“多
边制裁”的效果。鉴此，美国如何促使“非美国”实体或个人等私人力量配合美国孤立制裁
目标对象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其次，“美国人”因遵守美国的制裁规范，不但失去了同制裁目标对象交易的机会，还
承担了合规等义务和成本，削弱了同“非美国人”在市场上相竞争的能力。如何推动“非美
国人”遵守美国的单边制裁规范，对于降低美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实施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2、执法管辖“非美国人”的法理缺陷：
“因果关系条款”
为了加强对“非美国人”的执法管辖，美国国会于 2007 年修订了 IEEPA 第 1507 条（a）
款，将“造成美国人违法”的人纳入调整范围，即任何人违反、试图违反、密谋违反、或造
成美国人违反制裁规范，将被视为非法行为，“明知故犯”则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第 1507 条（a）款中的“任何人”在立法和执法实践被认为包括“非美国人”。换言之，
“非美国人”由于在美国境外的行为造成了美国人违反制裁规范，而受到美国的执法处罚，
即“非美国人”与美国人的违法行为存在因果关系。2012 年的 13608 号行政令以“外国人
规避制裁”为标题，授权财政部对违反美国制裁伊朗、叙利亚的制裁规范，帮助制裁目标对
象进行“欺骗性交易”的外国人实施制裁。与之相配套，OFAC 根据 13608 号行政令设置逃
避制裁的外国人（Foreign Sanctions Evader，FSE）名单，被识别为 FSE 几乎都会同时被纳
入 SDN。19“非美国人”如果与美国不存在资金或其他任何管辖联系因素，在不受执法管辖
威慑的情况下，就没有动力停止与制裁目标对象的交易。FSE 为执法管辖此类“非美国人”
提供了杠杆。2017 年《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
（CAATSA）第 228 条明文将 IEEPA 项下
的民事、刑事处罚适用于“非美国人”。
从法理角度看，IEEPA 第 1705 条（a）款的管辖范围从造成美国境内“损害”的境外行
为这一传统的效果原则，扩张到了造成美国境内行为“违法”的境外行为。这是从行为角度
禁止“非美国人”帮助“美国人”规避制裁或造成“美国人”违反制裁规范，为美国执法管
辖“非美国人”提供了实体性的国内法依据。但是，第 1705 条（a）款管辖依据在法理上存
在模糊性，滥用了效果管辖原理。
首先，效果管辖本身在国际法上就具有模糊性。依据效果管辖的原理，外国行为需要在
管辖国境内产生直接、实质和可预见的影响效果，并且管辖权的行使需要具有合理性。
“实
质”、“合理性”的含义模糊，本身存在争议。
其次，效果管辖指向的美国境外行为在行为地通常属于违法行为。二战之前，效果管辖
主要适用于对美国境内造成物理上不利后果的境外行为。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领域的公法，
开始根据效果管辖原理，适用于在美国境内造成不利的经济后果的境外行为。20效果管辖的
行为不仅在美国境内违法，而且在美国境外的行为地同样构成违法行为。与之不同，单边经
济制裁所指向的美国境外的行为在行为地并不一定违法。如果“非美国人”对美国境内产生
直接影响效果的行为在美国境外的行为地属于合法行为，美国是否有权依据效果标准行使管
辖？
19 https://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OFAC-Enforcement/Pages/fse_list_intro.aspx（上网时间：
2020 年 3 月 15 日）
20 关 于 这 个 观 点 的 讨 论 参 见 Freya Irani, Beyond De Jure and De Facto Boundaries: Tracing the Imperial
Geographies of US Law,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August 20, 2019), pp.7-10.

901

再次，美国境外行为造成“美国人”违反美国制裁规范，在美国境外的行为影响了美国
制裁规范在美国境外的实施效果，但这最多是对美国产生间接的影响效果，而非对美国境内
产生直接的影响效果。退而言之，即使将“非美国人”造成“美国人”违法认定为对美国境
内产生直接的影响，如何证明这种效果的“实质”影响程度仍然模糊不清。
美国执法管辖“非美国人”的实体法依据存在法理缺陷，但大量的“非美国”企业（特
别是金融机构）甚至个人却在现实中因此受到美国执法机构的处罚。美国如何实现执法管辖
“非美国人”就值得进一步发掘。

三、美国单边经济制裁执法管辖“非美国人”之激励与威慑
策略
执法管辖权的属地性并不排除一国对域外事项行使执法管辖权。除了获得他国的同意，
美国利用威慑和激励两大策略，迫使“非美国人”接受美国单边经济制裁法律规范的执法管
辖。
（一）威慑策略
美国执法管辖对“非美国人”的威慑主要体现在美元金融基础设施的准入威胁和执法个
案处罚两个方面。
1、借助美元金融基础设施施压“非美国人”遵守美国单边经济制裁
美国的全球经济、金融中心地位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赋予了美国控制重要商品、技术
进出口和美元跨境流动的能力。IEEPA 第 1702 条关于冻结金融资产、禁止交易和禁止规避
等三项制裁措施的规定，提升了美元金融基础设施在单边经济制裁中的地位，同时美国通过
美元同业往来账户逐层强化了对“非美国人”的执法控制能力。
首先，CHIPS 系统是控制“非美国人”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入口”。美国境外 95%的
美元交易都是通过 CHIPS 系统实现跨境清算。21 在 CHIPS 清算体制下，美国境外美元非现
金支付业务，通过在美国会员行或参加行所开立的同业往来账户逐层与美国建立清算关系，
非参加银行由参加银行代理清算，参加银行由会员银行代理清算，形成美元的全球清算网络。
“非美国”金融机构通过成为 CHIPS 的会员行、参加行或通过在上述银行开立同业往来账
户的模式利用 CHIPS，其他“非美国人”通过“非美国”金融机构的上述路径完成美元清
算。
其次，通过美元同业往来账户施压“非美国”金融机构及其客户。美国金融机构通过尽
职调查，定期审查金融机构之间的结算业务代理关系，确保银行金融机构和具有重大影响的
股东、董事会成员没有被列入“黑名单”，并将来自特定地区或存在被制裁风险的客户界定
为高风险客户，进而采取关闭“高风险客户”的账户或拒绝为其提供银行服务来“去风险
（De-risking）
”。
“非美国”金融机构若通过美国境内的美元同业往来账户为制裁目标对象提供美元支付
清算服务，造成美国开户行违反 OFAC 的制裁规定，则美国境外的金融机构会因 IEEPA 第
1705 条被认定造成美国人违法而受到处罚，并面临被禁止在美国的银行开立代理行账户，
或者被冻结该金融机构位于美国管辖范围内的资产。这种做法实际上很大程度地阻断了该金
21 https://www.newyorkfed.org/aboutthefed/fedpoint/fed36.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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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机构融入全球经济。为了顺利对接美元金融体系，“非美国”金融机构需要建立合乎美国
开户行关于同业往来账户开户、使用要求的合规程序，包括遵守美国的制裁规范。
为了获得金融服务，其他“非美国人”需要遵守“非美国”金融机构的上述合规和风险
管理流程，美国的单边经济制裁规范通过“非美国”金融机构在美国境外进一步传导，促使
更多“非美国人”自动放弃与制裁目标对象的交易活动。
这种层层传导、相互强化的“杠杆”效应，突破了美国执法管辖的属地范围限制，制裁
目标对象被更彻底地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甚至难以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美国单边制裁便
具有了类似多边制裁的执法管辖效果。
再次，美元金融基础设施使得美国执法机构获得“非美国人”违法信息更便利。22环球
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SWIFT）美国分中心以统一的电报格式传递金融机构美元资金头寸的
跨境流动、轧差和记账信息，这些数据信息沉淀在美国法律管辖范围内。控制了这些基础设
施，也就盯住了美元资金的跨境流动，便利了美国执法当局获得美国境外美元交易、资金流
动痕迹。《爱国者法案》第三章以保护美国的金融体系为目标，要求同业往来账户的开户行
提交记录、报告和履行尽职调查等义务，为美国通过单边途径获得执法信息提供了法律保障。
美国对金融机构采取执法处罚措施不仅是要处罚其违法行为，更是要促使金融机构采取合规
措施以发现、报告并威慑违反美国法的行为。
2、将“非美国”金融机构作为执法管辖的重点对象，放大威慑效应
基于执法成本、管辖范围等方面考虑，美国难以处罚所有违法行为，特别是美国境外的
行为。通过选择对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企业和个人实施处罚，向各国、各类潜在的违法行
为发出执法威慑信号。
首先，选择“非美国”知名金融机构作为重点执法对象，具有“杠杆”效应。跨境经济
交易以美元作为主要媒介，并依托金融机构完成融资和支付结算等活动。金融机构面向的客
户数量巨大、业务活动国际化程度高，很容易成为规避美国单边经济制裁规范的渠道。同时
金融机构的支付能力要比普通企业更强，处罚“非美国”金融机构也不容易受到美国国内政
治阻力。在执行方面，美国也对金融机构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可以通过反洗钱执法、限制
或禁止开立或使用美元同业往来账户（Correspondent Account）、断绝进入美元金融市场渠道
等方式来向“非美国”金融机构施加系统性的压力。
从实践看，自布什总统执政末期开始，OFAC 执法采取“捕鲸”策略，表现在执法案件
数量整体上减少，但个案处罚金额大。23特朗普总统执政后，OFAC 更侧重执法处罚“非美
国人”，特别是对“非美国”大型金融机构实施巨额处罚。24瑞士信贷、荷兰 ING 银行、BNP
巴黎银行、英国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金融机构都因违反美国制裁规范而
被处以巨额罚款。这些跨国金融机构总部位于不同国家，处罚产生的威慑效应便很容易传导
给全球各地的其他“非美国”金融机构、实体或个人。
其次，履职行为与个人责任挂钩，施压金融机构管理层。美国单边经济制裁领域在处罚
金融机构违法的同时，出现了追究管理层个人责任的动向。2018 年，土耳其人民银行
（Halkbank）高管穆罕默德•哈坎•阿蒂（Mehmet Hakan Atilla）被控在银行履职岗位上以欺
22 https://www.newyorkfed.org/aboutthefed/fedpoint/fed36.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6 日）
23 关于这种现象的研究参见 Bryan R. Early,Keith A. Preble, Enforcing Economic Sanctions: Analyzing How
OFAC Punishes Violators of U.S. Sanctions,pp.37-40.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
3306653（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0 日）
24 同前引①,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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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方式帮助伊朗实体获得石油收入，串谋违反 IEEPA 第 1705 条，最终被判处 32 个月的刑
罚。 252019 年 2 月 7 日，土耳其企业 Elsim Electrotechnical Systems AS (Elsim) 董事总经理
Evren Kayakiran 因被控强迫雇员假装以个人名义出差伊朗从事业务活动、并向 Kollmorgen
公司提供虚假报告掩盖向伊朗提供业务活动的事实，受到 OFAC 的处罚。26
再次，多部门联动执法。根据 IEEPA 的规定，违反美国单边制裁规范会受到民事甚至
刑事处罚，分别由 OFAC、司法部负责执法。自 2007 年以来，OFAC 先后与美国联邦和州
金融监管机构签订了 37 份分享执法信息的备忘录，27并与美国反腐败、反洗钱等主管部门
联动执法。2019 年，美国司法部、OFAC、美联储、纽约地方检察官指控英国渣打银行从事
涉及古巴、伊朗、苏丹、叙利亚、津巴布韦等国的交易，英国的金融行为监管局（FCA）也
指控其违反美国制裁规范和反洗钱规定，最终迫使渣打银行向美国执法当局支付 10 亿多美
元的罚款，并向英国执法当局支付了 1 亿英镑罚款。同一违法行为可能会在 OFAC、司法部、
金融监管部门以及联邦法院等多个部门受到多层处罚，多头、交叉执法会放大“非美国人”
在单边经济制裁领域所受处罚的威慑效应。
（二）激励策略
“非美国人”配合美国单边经济制裁不仅意味着会丧失业务和盈利机会，其自身在发现
违法行为和内部控制等方面也可能会面临能力缺失的问题，对于“非美国”金融机构而言尤
其如此。
激励策略是利用“非美国人”作为私法主体所享有的意思自治，在个案和规则层面激励
引导“非美国人”遵守美国单边经济制裁规范、主动披露违法行为并提升合规能力，克服
OFAC 在获取“非美国人”违法信息、处罚违法行为等方面的属地管辖局限，从规则层面推
动美国单边经济制裁规范在境外获得认同，实现执法效率的最大化。
1、个案层面鼓励主动披露违法行为
主动披露是违法方主动向 OFAC 报告尚未被发现的违法行为。OFAC 可以据此降低处罚
基准金额至 50%。282019 年 12 月 13 日，美国司法部公布的出口控制和制裁领域的公司执法
政策规定，若不存在其他加重处罚的因素，主动向司法部报告违法案件并全力采取补救措施
的公司将获得不被起诉的执法和解待遇。29对于已经成为重点执法管辖对象的“非美国人”
而言，主动披露显然很重要。企业主动披露的非故意违法行为越多，OFAC 就可以将更多的
资源集中到打击“非美国人”故意违法的案件中，典型案件的巨额处罚又将进一步激励“非
美国人”主动披露违法行为，从而形成“非美国人”主动披露与执法管辖“非美国人”的“良
性循环”。但是，OFAC 并不保证自愿披露违法行为都能获得减免处罚等有利待遇，OFAC
的减免决定也不适用于美国其他执法部门对同一行为的执法，30这进一步让“非美国人”意
25 Press Release, U.S. Dep’t of Just., Turkish Banker Mehmet Hakan Atilla Sentenced To 32 Months for
Conspiring to Violate U.S. Sanctions Against Iran And Other Offenses (May 16, 2018),
https://www.justice.gov/usao-sdny/pr/turkish-banker-mehmet-hakanatilla-sentenced-32-months-conspiring-violateus-sanctions.（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0 日）
26 https://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CivPen/Documents/20190207_kollmorgen.pdf（上网时间
：2020 年 3 月 20 日）
27 https://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OFAC-Enforcement/Pages/reg_mou-index.aspx（上网时间
：2020 年 3 月 20 日）
28 See Guidelines at 57598 (31 C.F.R. pt. 501, App. A, at §§V(B)(2)(b)(i), (ii)).
29 Department of Justice Revises and Re-Issues Export Control and Sanctions Enforcement Policy for Business
Organizations,https://www.justice.gov/opa/pr/department-justice-revises-and-re-issues-export-control-and-sanction
s-enforcement-policy.（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0 日）
30 Final Rule, 0FAC Economic Sanctions Enforcement Guidelines, 74 Fed. Reg. 57, 593, 57, 595 (Nov. 9, 2009)
(codified at 31 C. F. R. pt.501, App. A) at 57,594. （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0 日）

904

识到主动遵守美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必要性。
2、利用合规建设激励“非美国人”在规则层面内化美国单边经济制裁规范
2019 年 5 月 ， OFAC 发 布 《 合 规 承 诺 框 架 》（ A Framework for OFAC Compliance
Commitments），合规计划从企业争取减轻处罚的裁量因素变成企业事实上的合规义务，成
为美国制裁合规建设的重要分水岭。
《合规承诺框架》出现之前，执法对象存在有效的合规方案构成从轻处罚的情节，反之
则构成从重情节，但没有制裁合规计划本身并不会导致 OFAC 的处罚。《合规承诺框架》是
OFAC 首次就何谓有效的合规计划提供的明确指南，从正面阐述了制裁合规体制的五个基本
要件，并在附件所列举企业合规 10 大缺陷的根源中，特别指出“非美国”实体通过美国金
融机构处理涉制裁目标对象的交易之违法性，为“非美国人”理解和遵守美国的制裁规范提
供指引。企业违反制裁规范时，其合规计划如果不符合这个框架，会成为加重处罚的因素。
与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对抗单边经济制裁不同，制裁目标对象如果同意遵守美国的合规
要求、改正自己的行为，更有可能从“黑名单”上被移除。31这意味着企业为避免制裁风险，
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理解和遵守《合规承诺框架》。
个案处罚威慑效应基础上的激励策略向“非美国人”传递了合规是企业“少被罚”
、
“不
被抓”的“金色盾牌”
，促使“非美国人”将单边经济法律规范内化为企业日常的合规要求，
主动防止违反美国制裁规范。
OFAC 在是否启动执法行动、认定构成违法、处罚金额的减免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裁量
权，同 OFAC 进行实质性合作会获得 25%40%的金额减免，反之则可能构成严重违法情形。
同 OFAC 的合作（包括违法行为的主观故意、合规计划、补救措施以及与 OFAC 的合作程
度等因素）成为判断案件的“严重情形”、避免或降低处罚程度的重要评判因素。32这些指
标直接指向违法方主观意愿和客观行为是否认同 OFAC 的执法管辖权，为激励和威慑策略
提供了底层保障。
在严厉的处罚威慑和激励引导之下，全球各地的金融机构基于成本收益的评估采取“去
风险”的合规措施，不但拒绝同制裁目标对象从事交易活动或为其交易提供服务，甚至“一
刀切”地拒绝从事原本合法的金融服务活动。
“非美国”金融机构的“集体行动”导致制裁
目标对象发现，其很难找到愿意为其提供转账、融资等金融服务的机构，美国单边制裁规范
获得了约束“非美国人”多边效果。激励策略和威慑策略所获得的单边执法效果多边化，实
际上是依托于滥用美元国际货币地位所构建的隐形执法管辖机制。

四、美国单边制裁执法管辖“非美国人”的法律策略实现路
径
在激励和威慑策略的基础上，美国充分利用了反洗钱与单边经济制裁在执法管辖的主
体、对象和行为上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构造执法管辖“非美国人”的隐形机制。反洗钱和单
边经济制裁均由财政部主管，前者指向的是来源非法的资金企图转变成合法资金的行为，后
者指向使用资金的非法行为，两者关注的行为阶段存在延续和互补性。前者主要由金融机构

31 OFAC announcement, July 31,2012,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OFACenforcement/pages
/20120731.aspx（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0 日）
32 Guidelines at 57602-03 (31 C.F.R. pt. 501, App. A, at §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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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可疑交易并向主管机构报告，后者主要关注的是“黑名单”和禁止的行为并承担拒绝或
冻结交易的义务，金融机构均承担重要的合规义务。由于上述关联性，反洗钱法律规范将违
反 IEEPA 的行为定性为洗钱的上游犯罪，反洗钱手段成为单边经济制裁执法管辖“非美国
人”的重要支撑措施，同业往来账户成为美国据以对“非美国人”行使执法管辖的“全球联
系”因素，《爱国者法案》提供的尽职调查合规要求、传票条款、没收条款为此种管辖权的
行使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依托“美元同业往来账户”构造执法管辖的全球联系因素
同业往来账户是“非美国人”与制裁目标对象之间经济交易进行美元结算的基础设施，
成为美国对“非美国人”行使执法管辖权的重要联系因素。《爱国者法案》关于同业往来账
户的监管增强了 OFAC 的执法管辖能力。
1、同业往来账户开户协议奠定美国对“非美国人”执法管辖的基础
CHIPS 体系由美国公司拥有和经营，构成 OFAC 执法管辖的“美国人”。CHIPS 系统中
的接收行和发送行都是美国银行，
“非美国”银行使用 CHIPS 系统需要在美国银行开立同业
往来账户，由美国银行代理从事美元清算业务。外国银行在美国银行开立同业往来账户需要
表示同意遵守 CHIPS 规则。根据 CHIPS 规则第 4 条、第 19 条关于参与方加入的规定，CHIPS
参加行的权利义务适用纽约州的法律（包括纽约统一商法典第 4-A 条）和 CHIPS 规则，涉
及 CHIPS 支付信息的其他当事人之权利义务应最大限度地适用纽约州的法律（包括纽约统
一商法典第 4-A 条）和 CHIPS 规则。外国银行必须同意承担其美国境内分支机构因清算所
产生的义务。33这种私法性质的合同路径不仅赋予了美国对美元同业往来账户的管辖权，更
奠定了美国对“非美国人”实施执法管辖的重要控制基础。
美国基于属人、属地管辖原则要求美国管辖范围内的金融机构承担制裁合规义务。根据
《爱国者法案》第 312 条，美国金融机构以开户行身份承担对“非美国”金融机构开立同业
往来账户的尽职调查义务。2019 年 3 月 14 日，OFAC 发布了外国金融机构同业往来账户或
通汇账户制裁名单（CAPTA 名单），列出被禁止或限制在美国开立同业往来账户或通汇账户
的外国金融机构名单。这“非友即敌”的警示效果使得金融机构采取“去风险”措施，最大
限度避免与被制裁对象进行业务往来。金融机构的“去风险”可能会将金融交易驱赶到地下，
造成金融排斥并降低金融交易的透明度，增加了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34
2、扩张解释同业往来账户的管辖联系因素
在美元资金需要通过美国境内进行清算的情况下，被冻结的资金被认为与美国存在管辖
上的“真实联系”。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对于“真实联系”的界定不同，如从美元跨境结算
业务的通常流程看，“非美国人”的双方当事人在同一家“非美国”银行开立美元账户，则
该美元交易不需要通过美国境内银行即可完成清算与结算，但是承担结算服务的该银行自身
最终要通过美国金融体系进行美元结算。美国司法实践的观点是，法院无权管辖不直接通过
美国金融系统进行清算的美元转账活动，35但“反复、有意”利用美国的同业往来账户可以
33 See CHIPS Rules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Effective（January 1, 2018），
https://www.theclearinghouse.org
/-/media/new/tch/documents/payment-systems/chips-rules-and-administrative-procedures-2018.pdf（上网时间：
2020 年 3 月 14 日）
34 “ FATF Clarifies Risk-Based Approach: Case-by-Case, Not Wholesale De-risking,”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FATF),October 23, 2014, www.fatf-gafi.org/documents/news/rba-and-de-risking.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4 日）
35 Libyan Arab Foreign Bank v. Bankers Trust Co., 3 All E.R. 252, 270 (Q.B.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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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美国的管辖权。36与之不同，OFAC 在执法实践中认为，通过美国银行同业往来账户转
账支付就是通过美国领土进行的支付，受美国的属地管辖。
2019 年 9 月 17 日，OFAC 与英国不列颠阿拉伯商业银行（BACB）达成的执法和解案
中，OFAC 根据 BACB 在美国境外所开设美元同业往来账户中的资金经过了美国金融机构
这一事实，指控 BACB 违反了《苏丹制裁条例》。本案中，BACB 是英国法人，本身在美国
境内未设立办公室，在美国境内亦无经营活动，没有“出现”在美国，属于典型的“非美国
人”。BACB 通过“非美国”的 B 银行同业账户转账的方式为苏丹客户处理了 72 笔交易（共
计 1.907 亿美元）。37 BACB 在 B 银行的往来账户资金来自于欧洲的 E 银行和 F 银行的账户。
资金转账的具体路径是：E 银行通过其在美国境内的 G 代理行、B 银行的纽约分行将资金汇
至 BACB 在 B 银行的同业往来账户；F 银行通过其纽约分行、B 银行的纽约分行将资金汇
至 BACB 在 B 银行的同业往来账户。BACB 用这些账户内的资金处理与苏丹客户有关的交
易。OFAC 认为，在美国境外同一银行内部的美元支付系统完成美元结算，不涉及“利用美
国金融系统”。BACB 通过美国向 B 银行的同业账户转账，“闭环”内的美元交易利用美国
金融系统从境外调入美元资金，跨境调入资金行为与“闭环”内的美元流动是一个整体，共
同构成向苏丹“出口”金融服务，违反了美国的《苏丹制裁条例》。38
从这个案件中可以看出，OFAC 认为“非美国人”如果使用美元与制裁目标对象从事商
业活动，实际上是通过美国银行利用包括 CHIPS 系统在内的美国金融体系进行美元清算活
动，应受到美国的管辖。这种观点的理由是，根据 IEEPA 第 1705 条（a）款，“非美国人”
涉及制裁目标对象的美元业务活动会造成美国银行违反单边经济制裁规范。这种“任性”地
扩张解释的“底气”在于，完成该项清算的“非美国”银行本身仍然需要在美国开立同业往
来账户或参加美元清算系统，需要遵守 CHIPS 相关规则、合规要求，进而配合美国单边经
济制裁执法管辖。OFAC 据此可以将美国境外的美元交易都拟制为在美国境内的清算，对美
国境外的离岸美元交易行使执法管辖权。
正是基于“非美国人”对同业往来账户的依赖，OFAC 的执法管辖甚至“穿透”金融机
构，指向金融机构的客户。在 OFAC 与 CSE TransTel Pte. Ltd（TransTel）及其母公司 CSE Global
Limited（CSE Global）的执法和解案件中，39被告 TransTel 是新加坡公司，在新加坡境内的
非美国金融机构开立美元账户，通过该银行向与伊朗相关业务有关的第三方供应商进行了
104 次美元转账。OFAC 在本案中关注到了同业往来账户客户的客户—外国公司利用美国金
融体系进行非法支付（通过“非美国人”利用美国美元支付系统向受制裁国进行支付）
，造
成美国金融机构违反 IEEPA 第 1705 条从美国向伊朗出口（或再出口）金融服务，直接对
TransTel 及其母公司进行处罚，创造了处罚“非美国人”的新理由。
美元具有国际货币地位，任何美元支付转账业务最终都要直接或间接通过美元支付系统
进行清算，如果一概将其认定为美国境内的行为，无疑赋予了美国对“非美国人”无限的执
法管辖权。这不但迫使一些金融机构过度采取“去风险”措施，影响金融的普惠性，造成定
向制裁产生全面制裁的不利后果。同时，这种宽泛的执法管辖，也会降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

36 Rushaid, et al. v. Pictet & Cie, et al,No. 180, 2016 BL 387923 (N.Y. Nov. 22, 2016).
37 https://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OFAC-Enforcement/Pages/20190917_33.aspx（上网时间
：2020 年 3 月 18 日）
38 https://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CivPen/Documents/20190917_bacb_settlement.pdf（ 上网
时间：2020 年 3 月 18 日）
39 Settlement Agreement Between U.S. Dep’t of the Treasury’s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and CSE Global
Limited and CSE TransTel Pte. Ltd. (July 15, 2017), https://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CivPen/
Documents/transtel_settlement.pdf（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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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40
3、通过行政传票条款获取执法管辖信息
根据《爱国者法案》第 319 条（b）款规定的行政传票条款，财政部部长可以要求在美
国开立同业往来账户（但没有在美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的外国银行提供与该账户相关的记
录。41
首先、模糊的行政传票条款产生威慑效应。行政传票条款仅限于外国银行与同业往来账
户相关的信息，还是可以扩大适用于同业往来账户开户人相关的所有信息？这个问题在立法
和执法层面都存在不确定性。
围绕行政传票条款的适用范围如果产生争议，外国银行不遵守传唤或诉讼抗辩，美国银
行会被政府要求注销该外国银行的同业往来账户。法院也可以根据美国政府的申请依法强制
执行传票条款，并对拒绝履行判决的外国银行实施高额罚款处罚。42
值得注意的是，“非美国”金融机构在单边经济制裁所触发的刑事调查中只是被要求承
担证人角色，但也已经具有足够的威慑效应。因为，一旦提交的证据显示金融机构在处理案
涉交易时存在“便利”规避制裁等因素、违反 IEEPA 第 1705 条，证人角色的“非美国”金
融机构就有可能转变成次级制裁的对象。
其次，行政传票条款具有激励单边经济制裁规范跨境传播的作用。《爱国者法案》允许
外国银行就此寻求美国司法救济，法院权衡的因素包括“非美国”银行所属母国有无保护所
披露信息的替代措施，而这显然又受美国的判断标准影响，无形中起到了推动美国单边经济
制裁规范为其他国家所认可，逐步演变成事实上的跨国法律规范。
3、通过公法拟制没收同业往来账户资金
《爱国者法案》第 319 条（a）款采用法律拟制手段，美国政府如果认为受处罚对象的
非法收入被存入外国银行的美国境外账户，便可以推定这些收入被存入了外国银行在美国银
行开立的同业往来账户中，故授权美国当局从该同业账户查扣与非法所得同等的金额，无需
证明同业账户中的资金与存放在外国银行的非法所得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第 319 条的目的是
让美国政府查扣外国银行在美国同业往来账户中的资金，，而因开户协议中通常会规定允许
抵销的条款，外国银行之后通过抵销方式从其客户账户中扣除等额款项。
首先，适用范围的扩张。第 319 条起初仅适用于恐怖主义案件，但美国法典第 18 章《犯
罪与刑事程序法》981（k）（1）（A）将这个条款扩张适用于反洗钱及其他非法活动所得的
没收。
其次，美国政府查扣或限制外国银行存放在同业往来账户上的资金并不要求外国资金与
美国领土存在真实的联系。美国通过公法拟制将境外账户关系视为美国境内的账户关系，进
而拟制出管辖“联系”。这种拟制其实在司法和执法管辖权领域并不常见。

40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of U.S. Financial Sanctions the Dollar Shortage and the “Triffin Momen,http://
www.triffininternational.eu/images/pdf/RTI-CSF_Consequences-of-US-Financial-Sanctions_June2019.pdf（上网
时间：2020 年 3 月 19 日）
41 31 U.S.C. § 5318(k)(3).
42 2017 年 FBI 对涉嫌违反反洗钱、IEEPA 和《银行保密法案》的一家香港公司进行调查，为了获得该公
司的金融交易情况，美国政府向其中一家未在美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但在美国银行开有同业往来账户的某
家中资银行送达了行政传票。2019 年 3 月 18 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裁决强制执行该行政传
票，并按照 5 万美元/日的标准缴纳罚款，参见 In Re Grand Jury Investigation, 2019 WL 2170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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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代理行或外国存款行通常没有对此提起诉讼的权利。被没收资金的“所有权人”
可以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存款时的款项所有权人才构成“所有权人”
，
才有权就没收行为提起诉讼，接受存款的外国银行以及资金流向同业账户过程中的中间金融
机构都不构成“所有权人”。
这个条款为美国政府冻结“非美国人”在“非美国”银行存放的款项提供了立法管辖依
据，形成对“非美国”存款行及其客户的威慑。根据司法部关于没收资产的指南，这个条款
仅在外国政府不能或不愿向美国提供协助的特殊情况下才能适用，是最后的手段。司法部的
资产没收指南列出了五项考察标准，包括外国国家：是否存在执行没收条款的国际条约、协
定或法律程序；是否认可美国所追诉的犯罪行为；是否遵守国际条约或协定中的承诺；是否
存在执行民事没收令的国内立法，以及“其他重要理由”这一裁量因素。43如果这些因素都
不具备，美国才可以采取没收措施。可以看出，这一条款实际还具有激励外国政府认同甚至
采取美国单边制裁做法的作用。
4、
“重大洗钱嫌疑”特别措施的威慑与激励效应
《爱国者法案》第 311 条授权财政部在认定其他国家、境外金融机构、境外交易或账户
存在“重大洗钱嫌疑（Primary Money Laundering Concern）
”时，有权采取相应的特别措施，
包括对外国银行客户的尽职调查、禁止开立同业往来账户等。第 311 条规定的特别措施不仅
仅适用于反洗钱领域，从 9.11 恐怖事件后的反恐融资领域扩展到打击核扩散，已成为美国
实施单边经济制裁的“重器”。
首先，“重大洗钱嫌疑”的认定程序和实施后果具有威慑效应。是否存在滥用国际金融
体系进行犯罪活动是认定“重大洗钱嫌疑”的核心标准，美国国务院国务卿、总法律顾问以
及美联储主席等金融监管主管机关都享有磋商权，财政部长在认定的证据信息方面享有较大
的裁量权。财政部宣告某个实体存在“重大洗钱嫌疑”，实际上是向全球金融界宣告被认定
的实体存在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具有极强的域外影响效果。44
其次，特别措施具有搜集信息、威慑效应。特别措施包括要求美国金融机构承担尽职调
查义务和限制同业往来账户开立、使用等两个方面共五项预防美国金融体系被用于洗钱、恐
怖融资等犯罪活动的措施，指向外国国家、外国金融机构及其客户等三层对象。其中，第一
至四项措施要求美国金融机构对开立同业往来账户的外国金融机构承担尽职调查义务和加
重的尽职调查义务，包括保持记录、搜集信息和报告要求，有助于为美国执法管辖“非美国
人”提供信息支持。第五项措施则授权 FinCEN 禁止、限制美国金融机构为境外国家、金融
机构、某些类型的交易或账户开立同业往来账户，实际上是切断与美国金融体系的联系，具
有强烈的威慑效应。
再次，特别措施具有激励“非美国人”遵守美国单边经济制裁的效应。特别措施的尽职
调查会考虑外国金融机构母国监管、外国金融机构自身的内部控制和外国金融机构对客户的
审查等三个层次是否契合美国的判断。
在采取特别措施方面，美国还会考虑其他国家是否采取了类似措施、对美国金融机构的
43 Asset Forfeiture Policy Manual,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19, pp.134 -135,
https://www.justice.gov
/criminal-afmls/file/839521/download（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3 日）
44例如，2018 年 2 月 13 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将 ABLV 银行列入具有“重大洗钱嫌疑”洗钱机构，导致 ABLV
银行面临无法支付美元、客户挤兑存款等困境，欧洲央行为了稳定市场不得不指示金融和资本市场委员会
暂停该银行业务，卢森堡政府对该银行卢森堡支行采取了暂停措施。http://lv.mofcom.gov.cn/article/jmxw/
201802/20180202714554.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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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竞争力、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对国际金融支付结算体系的影响。45相
关国家的反洗钱和金融监管的实体内容、美国与相关国家是否在信息交换等方面签署了相互
协助的法律协议也成为考虑上述因素的具体标准。这些因素无疑会驱使“非美国人”及其母
国配合美国单边经济制裁。
（二）股东控制权强化执法管辖“非美国人”的合规管控
“非美国”实体如果由美国股东控制，也会受到 OFAC 制裁规范的执法管辖。“控制”
的标准在具体制裁计划中可能存在细节上差异，一般包括持表决权股超过 50%或“实际控
制”董事会（或公司行为、政策或人事决策等）标准。如果违反制裁规范，美国母公司及其
子公司会受到处罚。
2013 年 5 月，美国史丹利百得集团（Stanley Black& Decker）以收购 60%的股权方式控
股江苏国强工具有限公司。2013 年 6 月 29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0 日间，江苏国强向伊朗出
口或试图出口 23 船货物（电动工具和零部件），OFAC 据此于 2019 年 3 月对史丹利百得集
团及江苏国强工具进行了处罚。46
这表明美国母公司承担了监督外国子公司遵守美国制裁规范的义务，否则母子公司都可
能会受到美国制裁规范的处罚。这进而促使美国母公司通过行使控制权和公司治理这一私法
路径要求“非美国”子公司将遵守美国的单边经济制裁规范作为企业合规建设的重要内容，
进而为单边经济制裁领域合规激励策略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三）执法和解塑造“非美国人”对美国执法管辖的认同
执法和解是美国单边经济制裁过程中以与被执法对象达成协议的方式结束执法。执法和
解不但有助于提高执法效率，更从法理层面解决了美国执法管辖“非美国人”的难题。自美
国“9.11 事件”后，执法和解在单边经济制裁中的作用不断增强，甚至被认为从定向制裁转
向了定向和解。47
首先，执法和解以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方式回避了美国执法管辖“非美国人”的法理
难题。在追究民事责任时，违法方可以与 OFAC 达成执法和解协议。在构成刑事犯罪的情
况下，违法方可以与司法部达成类似执法和解的暂缓起诉协议（DPA）和不起诉协议（NPA）
等公私合作形式。执法和解通常不会阐述执法管辖权的依据，但会要求被告单方承认相关的
违法事实、同意支付罚金并就执法行为放弃诉权。美国政府通过与“非美国人”谈判的方式
就执法内容达成一致，实现了“非美国人”在个案中接受美国单边制裁规范的立法管辖和执
法管辖的效果，增强了美国执法管辖“非美国人”之“正当性”。
其次，执法和解夯实了“非美国人”的合规义务。被告提供合规补救方案是 OFAC 与
违法方达成执法和解的重要评估要素，并成为执法和解协议的重要内容。美国单边制裁规范
内化为“非美国人”日常经营行为规范具有了更厚实的法理基础，实现了美国法更高层面“正
当”地管辖域外企业。

45 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 (“FinCEN”), Treasury, Imposition of Fifth Special Measure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s a Jurisdiction of Primary Money Laundering Concern.pp.4-5
https://www.fincen.gov/sites/default/files/2019-12/2019-23697.pdf（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3 日）
46 https://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CivPen/Documents/20190327_decker_settlement.pdf （ 上
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3 日）
47 Marija Đorđeska, From Targeted Sanctions to Targeted Settlements: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Through
Effective Means, EJIL: Talk! (July 22, 2014), www.ejiltalk.org/from-targeted-sanctions-to-targeted-settlementsinternational-lawmaking-through-effective-means.（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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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执法和解帮助执法管辖回避了司法审查。“非美国人”与美国执法当局之间的谈
判能力不对等，官方执法处罚不透明导致被处罚公司无法搜集诉讼证据。在制裁的威慑效应
之下，“非美国人”通常会被迫选择与监管执法机构达成执法和解，两害相权取其轻，通过
缴纳罚款以求生存，形成“花钱买平安”，更不会通过司法诉讼来挑战执法处罚。这使得法
院很少有机会来审查 OFAC 的执法管辖“非美国人”的实践，便利了 OFAC 执法管辖“非
美国人”。
从 OFAC 执法实践看，美国对“非美国”金融机构的处罚基本都采取了执法和解的形
式。
（四）许可例外削减美国执法管辖“非美国人”的抵触
IEEPA 赋权 OFAC 发布一般许可和特定许可，许可特定制裁目标对象的资产不被冻结
或从事原本被禁止的交易。一般许可通常规定在 OFAC 发布的条例中，无需修改或废除相
关的制裁规范和制裁计划，即可适应制裁情况变化。特定许可属于个案性质，需要以书面方
式逐案申请。OFAC 通过许可豁免某些制裁义务来退出制裁，有助于在保持单边经济制裁规
范的立法管辖范围足够宽泛的同时，降低单边制裁规范所带来的负面作用，48特别是降低美
国单边经济制裁面临的境外抵触压力。此外，授予或拒绝许可的决策信息和标准不透明，许
可决定具有最终性、不得复议。尽管如此，OFAC 每年涉及的许可和解释性质的指南达到上
万件，“黑名单”除名指向制裁目标对象，许可例外则指向执法管辖对象，从两个不同角度
共同激励“非美国人”接受和认同美国的单边经济制裁规范。
威慑和激励策略、美元同业往来账户、执法和解为美国在个案中执法处罚“非美国人”
提供了制度保障，合规承诺在更高层面执法管辖“非美国人”，许可例外则为防止单边经济
制裁激化国际矛盾提供了“安全阀”，上述因素共同形成美国执法管辖“非美国人”的隐形
机制。

五、结论
一国将外国国家、实体或个人列为制裁目标对象属于立法管辖范畴，让本国人承担制裁
义务、成为执法管辖对象，并不必然违反国际法关于国家管辖权的基本原理。这表明包括我
国在内的各国构建本国公法的域外适用体系在国际法上存在法理空间。
美国单边经济制裁领域执法管辖“非美国人”很大程度上依托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和金
融基础设施所享有的国际影响力，且滥用了效果管辖的法理依据。美国针对“非美国”知名
金融机构重点执法、鼓励合规建设和主动披露违法行为以及执法和解等多维制度引导“非美
国人”遵守美国的单边经济制裁规范，形成对“非美国人”的“隐形”执法管辖机制。这种
模式滥用了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并迫使“非美国”金融机构过度地“去风险”
，有违金融的普
惠性，在国际正当性上存在不足。
对美国执法管辖“非美国人”的批判分析表明，一国公法领域的涉外执法管辖能力很大
程度上建立在该国经济实力和市场影响力所建构的全球联系因素基础之上。我国构建中国公
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不仅要关注立法管辖权、完善法律规范，更要充分撬动公私层面的资
源，构建具有中国优势和全球影响力的执法管辖联系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的经
济实力所支撑的某些市场优势，需要经历长期的积累和建设过程！
48 Court E. Golumbic & Robert S. Ruff III, Leveraging the Three Core Competencies: How OFAC Licensing
Optimizes Holistic Sanctions, 38 N.C. J. Int'l L. & Com. Reg. 729,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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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保护还是数字保护主义-美国数据政策的双重标准
及我国的应对
杨丽萍
摘 要：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字贸易在全球贸易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但数字贸易中
存在的跨境数据流动和个人数据安全等问题引发国家采取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产生了以
贸易保护为核心的数字保护主义，对数字贸易自由化化进程构成威胁。美国对这方面的关注
最为密切，其认为数字贸易限制措施阻碍数字经济发展，数字贸易壁垒会削弱美国的数字服
务和产品贸易的优势，应该予以禁止。美国一方面通过区域协定大力推动消除数字贸易壁垒，
另一方面又采取国内立法和行政手段来设置贸易限制，以加强对美国数字贸易产业的保护。
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美国在数字贸易方面的双重标准的做法、数字贸易政策对全球数
字贸易自由化进程有着重大影响。通过对美国数字贸易保护主义的认知进行研究，加深我国
对美国数字贸易政策的理解，以厘清数据保护和数字保护主义之间的界限，为我国的数字贸
易政策制定提供有益思考。
关键词：数字贸易；贸易壁垒；数字保护主义；美国双重标准

一、数字保护主义与其影响
数字贸易是数字保护主义的基础，在分析数字保护主义的含义以及形成之前，必须先明
确数字贸易的基本概念。
（一）数字贸易的概念界定
当前国际上对于数字贸易并没有统一和权威的认定，学者孙益武认为数字贸易是通过在
线网络和平台实现跨境销售或跨境提高服务的贸易方式，因此，数字贸易涵盖了两种传统的
贸易方式：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1学者彭越认为数字贸易是通过数字和现代通信技术为载
体进行数字化产品的传输和贸易。2这个定义与美国对数字贸易的界定大致相似，早在 2013
年，美国就开始用数字贸易代替电子商务的概念，其不包括大部分通过网络交付实物的贸易。
3
与大多协定未对数字产品做出明确的定义不同，CPTPP 和 USMCA 等贸易协定对数字产品
做出了明确的解释。4
1.

电子商务与数字贸易的区分

相比于模棱两可的数字贸易，电子商务的概念更为耳熟能详。早在 1997 年世界贸易组
织总理事会就在《电子商务工作计划》中将电子商务定义为：通过电子方式进行货物和服务
孙益武：《数字贸易壁垒：文本解读与规则评析-以 USMCA 为对象》，《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9
年 11 月第 26 期，第 85 页。
2
彭越：《数据本地化措施的贸易规制问题研究》，《环球法律评论》 2018 年底 2 期，第 178 页：其将数
字贸易定义为，通过固定的网络线路和无线的数字网络交付相关产品和服务。
3
马光：《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主要议题研究》，《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0 年第 2 期，第 65 页。
4
见 GDPR 4（1）条，《108 号公约》第 2 条：“数字产品”是指经过数字编码、 生产，用于商业销售或
分销，并可以电子方式传输的计算机程序、文本、视频、图像、录音或其他产品，数字产品不包括货币在
内金融工具的数字化表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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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广告、销售和传递。电子商务不仅基于互联网进行交易，主要是利用电子信息技术
来降低成本，增加商品价值的商务活动，包括网络原材料的订购、出品、储存以及电子支付
等贸易活动。5根据欧盟《电子商务指令》及相关规定，电子商务的定义可以总结为：通过
电子方式进行的商务活动，这里的电子当时包括 EDI、电子交付手段、电子订货系统，电子
邮件传真等。6我国正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草案》将电子商务界定为“运用
互联网进行商品销售或者提供服务的商务经营活动”7总的来看，国际组织对电子商务的界定
采取了一个较为宽泛的定义，认为电子商务包罗一切电子技术进行的与商业有关的活动。8随
着数字化产品的交易和服务增多，无纸化贸易的发展，传统电子商务的交易方式和交易范围
得到进一步提升。相较于电子商务，数字贸易更强调数据流动和数字传输的内容，不仅仅拘
泥于在线交易商品或者服务，而是包含了软件、出版、娱乐、信息技术等所有基于互联网模
式的产业。因此数字贸易是更为宽泛的电子商务贸易。但其实在实践中，数字贸易经常与互
联网经济、数字经济以及电子商务等词混用。
2.

贸易方式和贸易对象的变革

互联网爆炸式快速发展的时代，导致了传统的国际贸易规则和贸易方式也遭受到挑战，
当前的数字贸易，不再是传统的、简单的大宗货物或跨境服务交易。而是包含了所有可以使
用数字技术传输的服务以及商品贸易。在新兴的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产品以及服务的交易
单元正被分割得原来越小，从传统的商家到商家（B2B），到现在的客户到客户的交易模式
(C2C)以及商家到客户的交易模式（B2C），使得交易模式更复杂，更丰富，也更细化。数
字经济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身份并不总是固定的，交易的内容也不单是货物或者服务，可能
是二者的结合，因为当前的货物销售与运输服务联系密不可分。比如互联网交易的汽车或者
手机等商品，看似是货物贸易，但通过运输等交付手段使得其被纳入服务贸易的领域，其背
后蕴含着的是当前不断更新和完善的网络以及服务网。而电子商务基于网络进行交易，数据
在电子商务贸易中起到一个交易方式的作用，因为数据是连接客户和贸易的主要手段。而在
数字贸易的语境中，数字则不再是贸易的方式和附属，而是贸易的对象。因为大数据和云计
算的发展，数据本身就属于贸易双方交易的对象。9这就驱使国际贸易的对象和贸易范围进
一步扩大。
（二）数字保护主义兴起
1、什么是数字保护主义
保护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行为的体现。尽管有着数千年的贸易历史，耗费
了两个世纪起草了数百份旨在限制保护主义的贸易协定，但它并没有确切的定义。1982 年，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起草了一份关于贸易的初级读本，它将贸易保护主义定义为，设置足以
阻碍外国进口或足以提高其价格，使相对低效的国内生产者利用保护主义措施来减少或者提
高进口商品或服务的成本。按照这种观点，贸易保护主义意味着改变市场条件，以有利于国

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电子商务与 WTO 的作用，贸易，金融和金融危机，金融服务自由化和<贸易服
务总协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世界贸易组织译，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 页。
6
《2000 年 6 月 8 日欧洲议会及欧盟理事会关于共同体内部市场的信息社会服务，尤其是电子商务的若干
法律》，欧盟第 2000/31/EC 号指令。
7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草案》第 3 条。
8
此外，1997 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电子商务”会议中，国际商会 ICC 认为，电子商务是整个贸易活动的电
子化。从涵盖范围表述电子商务交易各方以电子方式而不是通过当面交换或直接面谈方式进行的任何商业
交易，从技术范围界定电子商务是多技术的集合体，包括交换数据，获得数据以及自动捕获数据等。
9
孙益武：《数字贸易壁垒：文本解读与规则评析-以 USMCA 为对象》，《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9
年 11 月第 26 期，第 87 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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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产商而不利于外国竞争者的方式扭曲贸易。10然而，这个定义已经过时。随着时间推移，
国际经济和国际市场都已产生巨大变化，保护主义内涵也随之演变。此外，保护主义在所有
国家的盛衰取决于一系列广泛的因素，包括经济状况，以及贸易保护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
力，公众对贸易的认知，或保护主义思想的强弱。几个世纪以来，决策者利用贸易协定建立
贸易法治，要求签约国禁止某些类型的保护主义做法。但政策制定者也早已认识到，可能某
些保护主义的措施并非旨在实现贸易扭曲的效果。出于这个原因，保护主义还存在例外，允
许政府违反贸易规则以实现其他重要的政策目标。例如环境保护、国家安全等因素。这些措
施会产生贸易保护的效果，但它们可能缺乏保护主义意图。
尽管一些国家已同意在贸易协定中使用贸易扭曲政策的措辞，但国际上尚未就数字保护
主义的定义达成一致。在全球十大计算机服务出口国中，只有美国提出了明确定义。日本和
欧盟都谴责数字保护主义，但都没有明确说明数字保护主义是什么。11事实上，美国可能是
第一个定义数字保护主义的政府，因为数字贸易对美国经济尤为重要。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会(ITC)估计，仅 2011 年至 2013 年，某些数字密集型行业的数字贸易使得美国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 3.4% 至 4.8% 。122013 年，ITC 将数字保护主义界定为：对数字贸易设置障碍或阻
碍，包括安全审查、网页过滤、数据本地化措施和保护隐私的规定(USITC，2013 年)。美国
国际贸易中心还就业界代表和专家认为数字贸易的主要障碍进行了调查。对本地化障碍、数
据隐私和保护、知识产权相关问题、网络审查以及数字化贸易障碍表示关切。
2、数字保护主义产生原因
首先是随着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经济增长缓慢，国际贸易收缩，贫富差
距和失业等社会问题加剧，一股反全球化的浪潮在全球扩散。为维护本国贸易持续发展，各
国纷纷转向贸易保护手段，直接导致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再次盛行，这是数字保护主义兴起
的背景。
其次，随着数字技术的更新变革，数字贸易改变了当今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竞争的局势，
当前数字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象征着国际地位和能力重新排序的可能
性，可以说，哪个国家能掌握最先进的数字贸易技术，最大程度的促进本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就越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占领高地。因此，各国为在世界市场取得一席之地，寻求数字保护
主义，保护本国数字产业的发展，也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发达国家
为维持本国数字贸易方面的优势而诉诸“数字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制定一系列限制他国数
字贸易流动的政策，从而增强本国数字贸易的竞争优势。
再次，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一些其他层面的问题，引发国际社会对消费者个人
隐私、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的担忧。为了平衡数字贸易的发展和个人隐私的保护，各国纷纷
出台数据保护的法规，提高个人数据保护标准，提高网络安全维护成本，以及对数据的跨境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Digital Trade and U.S. Trade Policy. [2019-07-03]. https://fas.org/sgp/crs/
misc/R44565.pdf.
11
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关于全球贸易壁垒的报告中，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负责贸易政策的机
构报告称，俄罗斯和中国对数字贸易越来越关闭。欧盟批评俄罗斯的数据本地化要求，并抱怨中国认为保
护互联网行业是“国家安全”问题，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国际惯例。欧盟委员会在其 2016 年的报告中发现，自
2008 年以来，一些国家已经采取了超过 35 项保护主义措施，包括本地化要求等。
12
USITC, Digital Trade in the U.S. and Global Economies. Digital Trade in the U.S. and Global Econo
mies, Part 2, Publication Number: 4485, Investigation Number: 332-540, August 2014. 2012 年，美国数字
密集型行业的产品和服务在线销售额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6.3% 。国际贸易委员会还声称，数字贸易的
扩张导致实际工资上涨了 4.5% 到 5% ，并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总就业率增加 1.8% ，平均贸易成本降
低 26% (USITC 2014 年)。在全球 15 家最大的互联网企业中，美国占了 11 家。5 美国商务部报告称，数字
化交付服务约占所有服务贸易的一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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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进行严格限制。例如欧盟 2018 年出台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就是为保护个人隐私而
设置的十分严格的标准。这个保护标准设置过高，使得欧盟以外的数字产品或服务的企业面
临着十分艰难的选择，要么承担巨额成本从而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标准，要么放弃欧盟数字市
场。无论怎么选择，都是耗费成本和资金的亏本买卖。从而对国外企业进入欧盟市场造成很
大的阻碍，这也是欧盟的数据保护标准被美国指责为数字贸易壁垒的原因。
最后，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国际数字贸易，对 WTO 框架下的贸易规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和挑战。由于当前的国际贸易规则未能及时随着数字贸易的发展而更新，具有一定滞后性，
导致数字贸易发生纠纷或者不公平待遇时，难以在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中找到对应的法
律救济。国际规则监管的真空，导致数字保护主义滋生和泛滥。越来越多的国家抓住这个漏
洞，通过制定国内法对数据流动设置障碍，导致数字贸易保护主义趋势愈演愈烈。13
3、数字保护主义的特征
数字保护主义与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类似，主要通过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等手段对数
字贸易进行限制。数字贸易的关税壁垒主要是指对数字化产品或者数字化的传输征收高额关
税。而非关税数字贸易壁垒主要表现为数据跨境流动限制、市场准入措施、数据本地化要求、
强制公开源代码等措施。毋庸置疑，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实施这些限制性措施，都会对数字贸
易的全球化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与传统的数字保护主义相比，数字保护主义具有以下不同：
（1）保护的内容不同。数据作为数字贸易的主要载体和内容，是无形的和可交易的，
因此，与传统的以货物、服务为主要保护内容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数字保护主义的保护内
容和保护手段不同，数字保护主义主要采取对数据流动的限制，对交易的数字化信息进行限
制，保护的内容为数字化信息、交易数据等。
（2）限制的范围不同。传统贸易保护主义采取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组合，但由于
国际上大部分国家对数字产品免收关税，因此各国对数字贸易的保护主要表现为非关税壁垒
措施。
（3）救济方式不同。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贸易摩擦和纠纷，可以通过 WTO 争
端解决机制和现有的贸易规则进行救济，而数字贸易保护主义则难以在现行框架下寻求救
济，只能通过国家之间的谈判和贸易报复来解决。
总而言之，数字保护主义是在数字贸易快速发展背景下产生的一种贸易保护主义趋势，
是逆全球化的浪潮，对国际数字贸易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进步是严重的阻碍，必须对数字保
护主义的泛滥予以规制。事实上，美国一直声称自己是数字保护主义的坚决反对者，致力于
消除一切数字贸易障碍，其在规制数字壁垒方面的呼声最为激烈。然而现实恰恰相反，在实
施数字贸易壁垒方面美国也是表现得最为明显的。研究美国矛盾的数据政策，有利于我们及
时应对美国数字贸易壁垒措施，为我国数据政策的改进提供思路。

二、美国数字保护主义的“双重标准”
（一）美国坚决反对数字保护主义
首先是美国方面对数字保护主义的态度，其对数字保护主义的态度一直是否定的。正是
13
汪晓风，周骁：《数字贸易壁垒：美国的认知和政策》，《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9 年第 24 期，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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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才显得其在实践中的做法自相矛盾。14美国政府一直积极监控着数字保护主义发展。
2014 年，美国国会要求贸易委员会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声称有 49 个国
家采取了数字保护主义的做法。2017 年，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就哪些行为构成数字保护主义还发布了一份范围更广的名单，在报告中，美国贸易
代表发现其许多贸易伙伴存在数字保护主义，包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中国、欧盟和土耳
其（USITC 2017）。如表 1 所示，展示了被美国标榜为数字保护主义的国家以及政策。15
表 1：美国国会研究服务机构数字贸易壁垒清单
关税壁垒
数字产品关税

非关税壁垒
本地化要求

采取的国家
只适用于 WTO 非成员国家和
自由贸易协定
采取的国家
俄罗斯，土耳其，尼日利亚

采取的政策
对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征收高额关税

采取的政策
必须在国内进行数字贸易活动，或者需要
使用本地内容，如硬件或软件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

越南、中国

必须保存特定类型的信息本地服务器或
进行本地处理

侵犯知识产权

中国

网络盗窃知识产权，免费档案、共享网站

繁重的审查程序

俄罗斯

网页过滤

中国、马来西亚

要求披露源代码

网络中立

网络安全风险

禁止访问某些网站或过滤、阻止像
Facebook 这样的数字服务。
涉及到互联网流量的管理: 所有服务必
须被一视同仁，无论大小。禁止付费优先
处理内容或者限制内容。

越南（监管太少）
中国、印度（监管过多）

网络安全不足会破坏信任，降低使用互联
网的意愿。太多的监管会扭曲数字贸易。

资料来源：Fefer et al 2017;USITC 2013,2014

“双重标准”，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双标”或是“又当又立”，即一边批判着一边又做着自己所批判
的事。这样的做法其实在美国早已屡见不鲜了，似乎“任性”的美国也不在乎他国对本国的评价。确实，利
益当前，他国公民的评价对贸易保护带来的巨大利益，实在是微不足道。而之所以在文中使用“双重标准”
一词来评价，实则是难以找到其他更为贴切的词来形容美国在数据政策方面的做法。因此本文暂且用“双标”
一词予以置评。
15
Susan Ariel Aaronson, 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When We Discuss Digital Protectionism? ,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GWU Working Paper for the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of Asia (ERIA), July 201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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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数字保护主义如何影响数字贸易
关税壁垒
数字产品关税
非关税壁垒

对贸易影响
歧视性的，限制数字贸易的
对贸易影响

是否具有保护主义的意图
是的
是否具有保护主义意图

本地化政策

限制贸易，限制数字贸易进出口

是的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

往往合理化保护隐私或安全。限制数据
跨境，影响企业的数字贸易进程，使得
企业错失商机、技术创新的机会

有时候

侵犯知识产权

并不总是由于政府的政策，但往往是由
于数据流动监管不足

有时候

繁重的审核程序

提高贸易成本，具有歧视性，可能会使
企业进入新市场更加困难

是的

网页过滤

相当于一堵墙: 阻碍市场的开放，并可
能影互联网的稳定性和可

没有

网络中立

提高供应商的成本

没有

网络安全风险

提高交易成本并阻碍市场准入

有时候

资料来源: Fefer et al: 2017; USITC 2013,2014; OECD 2015,2016。

表 1 和表 2 显示了美国对什么措施构成数字保护主义的理解，其认为限制数据跨境流动
或网页过滤均构成数字保护主义，不利于数字贸易的发展，这一点也得到欧盟的认同。美国
不止一次在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和俄罗斯的数字贸易监管措施构
成数字贸易壁垒，应该予以消除。美国支持的是一个开放的、安全的、自由的数字贸易环境，
允许数据的自由流动。在实际行动上，近年来美国致力于消除数字贸易保护主义，努力维护
自己在数字贸易方面的优势。具体体现为，美国从多个方面推进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试图
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数字贸易规则。这方面的努力主要体现在美国缔结的 FTA 中，美国在
贸易协议中都主张加入数字贸易章节。例如已经签署的 CPTPP 和 USMCA 中都有数字贸易
的内容，并且针对阻碍数据自由流动的行为还有相关的制约措施，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
美国逐渐将符合其核心数字贸易诉求的规则和标准建立确立为谈判目标和模板，从而使得符
合美国利益的数字贸易规则占据主导地位。CPTPP 和 USMCA 针对削减数字贸易壁垒，防
止成员国实施数字限制措施，建立了许多标准，包括禁止数据的本地化和严格限制数据信息
的跨境流动等，极力保障数字贸易的自由流动，减少政府干预。（见表四）
不仅如此，美国还积极推动数字贸易纳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议程。在 2018 年向世贸
组织秘书处的提案中，美国就电子传输关税免除、数字产品关税免除、边境贸易措施简化、
数字产品非歧视性待遇、跨境数据流动、本地化措施、源代码保护、消费者隐私信息保护等
问题提交了提案。16
最后，美国还积极完善国内数字贸易规则，推动立法部门将数字贸易自由化、规范化的
周念利等：《多边数字贸易规制的发展趋向研究-基于 WTO 主要成员的最新提案》，《亚太经济评论》
2018 年第 2 期，第 47 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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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建立和完善。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数字贸易政策，确保数据自由流动政策得到执行。2015
年通过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明确了美国参与数字贸易谈判的目标和原则，禁止强制性的
数据本地化要求，尽可能减少政府对数字贸易自由化的限制。
因此，从美国现有数字贸易政策来看，无论对国内还是国外，多边还是双边，美国都在
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数字保护主义阻碍数字贸易发展，美国坚决反对数字贸易壁垒，确保
数字贸易市场自由化、开放化。
表 4：USMCA 和 CPTPP 电子商务章节的对比
USMCA

CPTPP

第一条 定义

第一条 定义

第二条 范围

第二条 范围

第三条 关税

第三条 关税

第四条 数字产品非歧视性待遇

第四条 数字产品非歧视性待遇

第五条 国内电子产品交易

第五条 国内电子产品交易

第六条 电子验证和电子签名

第六条 电子验证和电子签名

第七条 在线消费保护

第七条 在线消费保护

第八条 个人信息保护

第八条 个人信息保护

第九条 无纸化贸易

第九条 无纸化贸易

第十条 数字贸易和互联网访问规则

第十条电子商务访问和使用原则

第十一条 电子信息跨境信息转移

第十一条 电子信息跨境转移

第十二条 计算设施位置

第十二条 互联网费用承担

第十三条 未经邀请的电子信息

第十三条 计算设施位置

第十四条 合作

第十四条 未经邀请 电子信息

第十五条 网络安全

第十五条 合作

第十六条 源代码

第十六条 网络安全

第十七条 交互式电脑服务

第十七条 源代码

第十八条 开放政府数据

第十八条 争端解决

（二）美国的数字政策构成贸易保护主义
前已提及，美国在数据保护方面政策与理念是矛盾的，一方面批判其他国家采取的本地
化措施和网页过滤构成数字保护主义，然而没有意识到，自己采取着相同的限制措施。比如
对外国信息企业的严格审查和网络平台的限制，甚至禁止外国企业提供的数字服务。此外，
美国强调的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与其被维基爆出美国政府利用信息技术窃听日本政府的决
策，以提前知晓日本在谈判中的立场。17这些行为都表明，美国在数字贸易保护和数字保护
17
中新网：《美国监控日本拜登传话“灭火”，安倍姿态尴尬》，http://www.chinanews.com/gj/2015/08-06/74
50173.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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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之间的矛盾。从本质上来看，美国在数字保护主义方面的“双标”体现了美国在数字经济
下，数字需求和地位需求的纠结，一方面美国希望建立一个没有障碍的互联网贸易体系，充
分实现数字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美国又不得不面临着中国、俄罗斯、印度等互联网企业
崛起对美国数字贸易主导地位的冲击。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相比其他国家更频繁的将
数字保护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组成部分了。18
在美国实施的数字贸易限制措施中，较为常见的是外商投资限制和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歧
视待遇。外商投资限制是美国政府对国外产业或企业的投资行为作出限制条件，比如对投资
规模的限制，对并购的限制，销售渠道和运营权的限制等。另外，美国还要求对 IT 基础设
施投资和业务的数据有对应的服务器，限制数据的跨境流动，因为这会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
全。然而即便我国企业已遵照美国要求，对企业的设施和数据本地化以后，仍然没能逃过美
国的“国家安全”制裁。美国方面频繁使用国家安全作为数字保护主义的借口，对我国企业实
施贸易限制，在近两年来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体现我国信息技术企业快速发展引起美国
的不安，另一方面体现美国数字保护战略逐渐明朗。
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使得中国在美投资企业成为美国关注和打压的焦点，我国对外
投资环境越来越严峻。在过去的几年中，尤其是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中国企业在美国面临
着越来越严格外资的审查和准入政策。美国利用国家安全以及外资审查的规定，对我国企业
进行一系列的审查和打压措施。例如 2018 年的华为案、中兴案以及 2020 年的字节跳动案。
都体现了美国对有着中国血统的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数字产业的歧视态度。本章以 TIK
TOK 被美国强行收购一案为例，分析美国的数字霸权和数字保护主义意图。
1.Tik Tok 收购案：国家安全还是数字霸权？
字节跳动是一家中国上市公司，其在美国业务 TikTok（“抖音”国际版）即因涉及未成年
隐私和国家安全的事由在美国遭到政府调查和司法审查。2019 年，Tik Tok 受到了美国海外
投资委员会（“CFIUS”）对其采取的国家安全审查。审查结果为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192020
年 7 月，特朗普声称将全面禁止 TikTok，限期 90 天，要求字节跳动将其分公司 TikTok 在美
国部分业务出售给美国微软公司。美国此次针对 TikTok 进行限制的主要理由是国家安全的
以及用户隐私的保护。其实这样的手法并不少见，核心问题不是字节跳动是否真的涉及窃取
用户隐私，是否真的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应该是美国的数字霸权和经济制裁是否具有法律依
据。
首先，单从数据隐私的角度来讲，主要目的是保护公民、儿童的数据隐私，以往也有不
少互联网公司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因侵犯用户隐私而处罚，包括 Facebook、Google。但
仅仅因触犯数据隐私问题，还不至于导致直接封禁，因为企业可以与美国贸易委员会达成和
解，所以数据隐私问题本身不会直接导致 TikTok 被封禁或者强制出售给第三方。20
其次，TIK TOK 是否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方面，一般来说，国家安全的范围较为宽泛，
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等，美国在其法律文件中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含混不清，
Susan Ariel Aaronson, Digital Protectionism? Or Label the U.S. Government Uses to Criticize Policy It
Doesn’t Like? https://www.cfr. org/blog/digital-protectionism-or-label-us-government-uses-criticize-policy-it-d
oesnt(last visited August,17，2020).
19
美国 CFIUS 是一个跨机构委员会，负责审查境外人士收购美国经营实体（U.S. business）的交易对美国
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CFIUS 根据 1975 年发布的第 11858 号总统行政命令成立，其主要适用法律包括《埃
克森-弗洛里奥修正案》（1988 年）《境外投资和国家安全法》（FINSA）（2007 年）以及最近通过的《境
外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FIRRMA）（ 2018 年）和相关实施条例管辖。
20
参见走出去智库：《中美观察 ：特朗普政府制裁 TikTok 是否有法律依据？》，https://mp.weixin.qq.com
/s/--gtdR4DhDAd92aLo8r1QQ，最后访问日期：2020-8-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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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对国家安全的范围和内容进行清晰的界定，主观性较强，并且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
其国家安全内容逐步泛化，使得国家安全的审查制度不仅是国家安全的保护机制，更加明显
的体现为其政治工具，因此国家安全审查显得随意化。21目前美国没有拿出明确的证据来证
明 TikTok 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把用户隐私传输给中国，或者对 TikTok 上的用户发布内容
进行控制。22根据字节跳动公开的数据显示，Tik Tok 所有的数据都在美国存储，未发生转移
并且其所有员工皆来自于美国本土。23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字节跳动公司对美国部分的业
务没有进行数据转移的行为，不存在跨境数字传输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数字经济时代算法是最宝贵的。Tik Tok 最珍贵的价值就是程序和算法，
这是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结合的产物，其中包含了企业大量的资金投入和程序员的努力，美
国强制其将算法进行转让，构成非关税壁垒中的强制性技术转让。美国在 2019 国会对数字
贸易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强制性使用当地技术、内容、或供应商歧视性的审查和源代码公
开、技术转让或专有密码的转让属于数字贸易壁垒的一种表现形式。”24强制技术转让（如
源代码和专有算法）是一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不仅会限制企业进行创新和投资的能力，
同时也会限制数字贸易的全球化发展，是严重的贸易扭曲的行为。数字环境中的侵犯知识产
权的行为难以量化，但却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并且有可能超过传统货物市场或者电子商务
下的贸易壁垒带来的影响。
最后，数据存储和隐私问题越来越被国家所重视，但当前的局势表明，保护数据隐私的
出发点未必完全是为了保护公民，而是出于一种政治目的。从个人角度来说，数据的持有首
先是公民的个人权利，个人隐私权带有人权的一个属性。从主权国家的角度来讲，对于数据
隐私要给予保护，如果同时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应该根据相应的国际法规则和国内法规定
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这些措施都是可理解的。但无论外资还是内资企业，都应该平等适用
这些规定，不能基于企业的血统来先入为主，无罪推定的认定外国投资企业会损害到个人隐
私或者国家的数据安全。这样的做法不是数据保护，而是数字保护主义，因为完全背离贸易
自由的精神。Tik tok 的被迫出售，体现美国打着保护国家的旗号，实施数字保护主义的行
为，与其一贯号召数字贸易自由的口号完全背离，实属两面派的矛盾做法。

三、数字保护主义的法律规制
如同其他的贸易保护主义一样，为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有效限制数字保护主义的
扩大，数字贸易保护主义也应受到国际法的限制，关键是要明晰数字保护主义的定义以及例
外规定。
（一）数字保护主义的多边规制路径
WTO 诞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其诞生之初互联网刚刚兴起。尽管信息革命和数字经济
已初具雏形，但 WTO 未能前瞻性的建立数字贸易壁垒的相关规则，并且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刘禹，李旭：《美国国家安全审查下中美投资争端解决的》，《当代经济管理》2020 年 8 月 7 日.
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中美热点法律问题和案例研究（一）：TikTok 案》，北大法宝，
https://www.pkulaw.com/lawfirmarticles/09a2d78abba1abac98a2d0553dd2cceabdfb.html?keyword=TikTok%E6%
A1%88%20，最后访问日期：2020-8-16。
23
《TikTok 应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利》，载《21 世纪经济报
道》: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TIMESTAMP=637333421496657500&DBCODE=CCND&TABLENa
me=CCNDTEMP&FileName=SJBD202008040011&RESULT=1&SIGN=HOg8nbFqPjOl98CL6N09mDx98G4%
3d，最后访问日期：2020-8-16。
24
USITC, Digital Trade in the U.S. and Global Economies. Digital Trade in the U.S. and Global Economies, Part
2, Publication Number: 4485, Investigation Number: 332-540, August
2014.[2019-07-03].https://www.usitc.gov/publications/332/pub4485.pdf.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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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月异，数字贸易的全球化进程也十分迅猛，WTO 作为一个多边组织，谈判的程序十分
复杂，未能及时更新数字贸易相关规则是国际多边组织的不足之处。因此国际数字贸易规则
主要分散在一些 WTO 的主要议程之中，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数字贸易规则。
就目前的 WTO 框架下的贸易规则来看，能为规制数字保护主义提供法律依据的多边协
议主要为 GATS 的第 1 条、第 2 条、第 3 条、第 6 条等，主要规制的是服务贸易的准入，这
些条文可以适用于数字贸服务的准入限制措施。而 GATS 的第 14 条，则规定了关于限制措
施例外的规则，这一条可以适用于数字贸易的本地化措施要求以及国家安全例外等要求。
GATS 中规定了两种例外，一般例外和国家安全例外，成员国可依据公共健康、公共道德、
国家安全或动植物保护等原因对贸易进行限制。但这些例外措施的实施还有附加的条件：即
必要性和最小限制性，不得对其他成员国造成歧视性待遇。因此，只有在对社会的基本利益
和公共安全造成足够严重的威胁时才能援引第 14 条一般例外。
表 3：数字贸易壁垒和现有数字贸易规则
关税壁垒

可适用的 WTO 数字贸易规
则

GATT 允许的例外规则

数字产品关税

ITA 禁止信息产品征收关税

非关税壁垒

可适用的 WTO 数字贸易规
则

GATT 允许的例外规则

本地化要求

最惠国待遇或国民待遇

国家安全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
侵犯知识产权

个人隐私、国家安全
TRIPS 对数据代码和版权
的保护

繁重审核程序
网页过滤

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公共道
德

网络中立性
网络安全风险

保护个人隐私、国家安全

资料来源: Fefer et al. 2017；USITC 2013，2014
在 WTO 框架下，美国对他国企业采取的限制措施是否符合安全例外的规定，可否援引
例外作为抗辩理由，还是根据世贸规则予以禁止。首先必须要审视其限制是否具有必要性？
是否扭曲了贸易？ITA 中规定了信息技术产品免收关税，可适用于数字产品的关税征收壁
垒。TRIPS 中规定了计算机程序和数据编程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本条可以适用于数字贸
易的源代码保护和禁止强制技术转让的措施。具体到本案中，美国强制要求字节跳动将 TIK
TOK 算法公开和转让的限制措施，符合 TRIPS 中对于源代码保护的规制内容，因为其措施
侵犯了企业的知识产权。此外，自多哈回合谈判以来，各成员国一直试图通过一项名为《服
务贸易协定》（TISA）的新协议，专门就电子商务和数字服务贸易的新规则进行谈判，但
目前仍未达成共识。除了可以适应具体规则，WTO 最重要非歧视性原则同样可以适用于数
字贸易的内容，禁止各国区别对待来自不同 WTO 成员国的产品和服务，禁止区别对待外国
和国内的产品和服务。因此，美国通过对外资企业的打压来达到数字保护主义的目的，是违
反 WTO 国民待遇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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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国正越来越多的限制数字贸易的措施，而且数字贸易已存在大量壁垒，WTO 有
必要采取行动。在 20 世纪上半叶 WTO 议程主要侧重于解决关税壁垒和其他非关税壁垒。
但 21 世纪开始，一个互联网的，无国界的数字化经济崛起，世界经济已经改变，因此 WTO
应该及时予以跟进，在议程中加大对数字贸易的讨论。世贸组织作为一个既定的多边组织，
仍然是解决贸易问题的主要阵地，是数字贸易壁垒问题解决的理想场所，它拥有广泛接受的
核心原则，包括透明度和不歧视性原则等，仍然是一个牢固的争端解决机制。尽管目前多边
议程在数字贸易方面缺乏进展，但世贸组织仍然有希望去解决这些贸易障碍。
当前，应该对数字贸易一词做出明确的定义，并就数字传输产品和服务的分类做出明确
的说明，如果要将数字贸易适用 GATS 规则，需要进一步澄清正确的数字供应模式和 GATS
对数字服务贸易的适用性，以及更新 GATS 减让表的内容。特别是鉴于数字贸易现有和不断
增加的壁垒，承诺适用 GATS 规则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可有效规制市场准入、国民待遇、
最惠国待遇、一般例外等情形。
（二）数字保护主义的区域规制路径
解决数字保护主义问题的另一个可行的方案是自由贸易协定，在某些方面来说，贸易协
定可以比 WTO 更好的处理数字贸易问题。主要是谈判方少，容易达成一致。协议方可就数
字贸易保护主义，在协议中直接纳入关于数字贸易相关条款。在世贸组织的数字贸易谈判进
展缓慢的情形之下，区域性的贸易协定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美国政府积
极利用签署的和在谈判的 FTA 发展本国的数字经济，实现自由开放的数字经济目标，因此，
在 FTA 中能较好的体现对数字保护主义的限制，对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支持。
1.CPTPP 对数字保护主义的规制
太平洋沿岸是一个国家与 2017 年达成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进步协定》，并于 2018
年 12 月生效。CPTPP 占全球生产总值的 13.4%，是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欧盟
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协定。CPTPP 关于电子商务的章节是奇迹为止最为全面的，该章共有 18
条。CPTPP 在条文中首次明确限制数据本地化。协议主要包括了不允许对电子传输征收关
税，不允许实施禁止包括个人数据在内的数据跨境流动限制，不允许要求企业设立本地化计
算设施。
CPTPP 中关于限制数字贸易壁垒的规定：
首先是对于源代码披露的限制，CPTPP 要求成员不得要求转让或获取缔约方拥有的软
件代码。这意味着其在境内进口、销售、使用此类软件或者代码的产品都将违反规定。此项
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数字企业的核心技术，解决企业对专有代码的知识产权被侵害的担
忧。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贸易意义重大，一方面数字贸易中的代码、专有技术需要通过
知识产权来保护，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又能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形成对数字贸易的壁垒。
因此在对数字贸易壁垒规制时，应该对知识产权内容予以考虑。在这方面 TRIPS 没有做到
将数字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完整结合，仅对版权和技术专利进行了规定。而 CPTPP 对知识
产权的规定十分详细，并且在第 14 条、17 条将知识产权和数字贸易联系起来，强化对数字
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有效限制数字贸易中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其次是 CPTPP 还允许缔约方采取措施实施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标。该协定还在一些其他
重要问题上予以规制，比如源代码的、消费者和个人信息的保护方面还有网络安全方面。根
据 CPTPP 中对于数字贸易壁垒的安全例外相关规定，要采取措施对数字传输进行限制必须
满足四个要求：不得构成合理的歧视和变相限制，满足必要性的要求，还要满足善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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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条件是一种并列的关系，必须同时满足。
CPTPP 在数字贸易壁垒限制方面脱颖而出，不仅是因为它的高标准，还因为它涵盖的
问题范围广，直接对数字贸易的限制措施进行规制。明确禁止数据本地化具有潜在广泛的适
用范围，并且关于自由流数据流动的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是前所未有的。但 CPTPP 的例外条
款也存在着规定过于模糊的问题，国家在适用时容易扩大适用范围，使得例外条款被滥用。
25
CPTPP 不仅侧重于数字贸易自由化，还包括了重要问题的处理，比如源代码和个人信息保
护的问题，因此，CPTPP 反映了数字贸易更为复杂的本质，包括比传统商业和服务贸易更
多的技术、安全、道德问题。
2.USMCA 对数字保护主义的规制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是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于 2018 年签订，2020
年修改的自由贸易协定，协定中围绕美国的数字贸易需求，对数字贸易规则进行了较为详细
的规定。通过明确禁止数据本地化，为数字产品提提供非歧视性待遇制度和禁止限制跨境数
据流动等确保数据自由流动。USMCA 的数字贸易规则将美国主导的特点表现的淋漓尽致。
USMCA 中对数字贸易壁垒的规制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首先它禁止计算设施本地化，其中，计算设施指用于商业目的的信息处理或存储的计算
机服务器和存储设备。该条款意在禁止各方将计算设施设置在本地作为允许缔约方企业进入
本国市场的前提条件，但也规定了灵活解决办法，即例外规定。自从棱镜门事件爆发后，各
国意识到世界主要 ICT 总部设在美国，这些公司所掌握偶读隐私数据都有可能被美国棱镜
项目侵犯。此后大部分国家卡死将数据安全和数据监管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提出将数据
本地存储和限制数据跨境流动。美国是限制计算设施本地化的主要推动者。现实中，美国大
部分跨国企业使用的云服务都位于美国境内，在美投资公司都将数据存储在美国境内。首先
是为了降低跨国经营成本和数据传输的成本，其次是确保数据安全。但过度的要求数据本地
化存储，不利于数据的跨境流动，造成数字贸易的障碍。因此美国在条款中要求对计算设施
本地进行限制，不得以不合理的、歧视的方式使用，不得构成不合理的歧视等要求。
其次 USMCA 规定不得对数字产品征收关税。26免除关税数字产品关税，不意味着免除
对电子信息传输的产品或者服务征收内部税费，只要这些税费的征收方式符合国际税收协
定，贸易伙伴就可对数字产品外的其他数字贸易方式征税。美国在互联网服务、云计算、电
子商务领域处于全球主导地位， 因此，推行数字产品零关税对其是有利的。但与此同时，
美国提倡的数字产品零关税的要求跟欧盟的数字服务税存在冲突，欧盟认为，数字服务是通
过互联网提供的信息服务，其性质上属于自动的供应，应该对其加以适当监管。27无论是对
数字产品还是对数字服务征收，都是对数字贸易进行规制的措施，但过高的数字关税对数字
贸易造成阻碍，构成数字贸易壁垒，因此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对数字贸易的关税予以规制，是
减少数字保护主义的一种不错的方式。
最后是关于数字产品的非歧视性待遇，因为数字产品或服务的产生本身是依附于互联网
的，涉及的创作者不再是单一的，也不局限于一国，因此不能简单的通过原产地规则确认数
字产品的国籍。数字产品的非歧视性待遇原则十分重要，它可通过最基本的原则对数字产品
董静然：《数字贸易的国际法规则-以 CPTPP 为例》，《对外经贸与实务》2020 年第 5 期，第 6 页。
see USMCA Article 19.3:customs duties：“成员方不得通过电子方式传输的数字产品及其进出口事假关税或
其他费用”。
27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COUNCIL DIRECTIVE Laying Down Rules Relating to the Corporate
Taxation of a Significant Digital Presence, ANNEXES to the Proposal for a Council Directive Laying Down Rules
Relating to the Corporate Taxation of a Significant Digital Presence.COM(2018) 147 final.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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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国民待遇进行限制。美国是该条款的主导国，在其近年来主导的多边和双标协定中都有
所体现，这主要是由每股在数字贸易中所占优势决定的，该条款可以帮助美国克服开拓国际
市场时遇到的数字贸易壁垒，例如，部分国家要求购买一定比例的本土数字内容等。根据该
条款，一国不能做出上述歧视性规定，除非在负面清单中列出。该条款实际上也确认了数字
产品的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明确了国内外数字产品待遇的一致性，其在数字经济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给一国对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外资管制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
总的来说，自由贸易协定在规制数字贸易壁垒方面具有 WTO 不具有的优势，缔约方式
更为快捷，能让缔约方更深入、更具体的表达自己对数字贸易的需求 ，有利于在数字贸易
壁垒的限制方面达成一致。但就目前的 FTA 中的数字贸易内容来看，形成的数字贸易规则，
主要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对数字贸易规则没有在 FTA 中做
出实质性的表态。

四、中国对数字保护主义的应对
数字保护主义正席卷全球，作为数字经济正在快速发展的大国，中国自然无法避免贸易
保护主义的冲击。就当前的国际情形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正受到美
国的严重压制。既然无法避免，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再逃避，而是顺势而为，努力优化我国的
数字贸易规则，适应数字贸易的国际发展趋势，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议程，提出数字贸易
规则的中国方案。
（一） 国内层面：建立数字贸易规则体系
1.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方面
当前，我国已制定电子商务相关的规定为《网络安全法》和《电子商务法》，主要是关
于个人信息和隐私的保护方面，正在制定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主要针
对于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制。对此，我国应该借鉴 WTO 和 FTA 中的例外规则适用规定，
合理设定具有我国特色的数据跨境流动和数据本地化例外规则，在确保信息得到有效保护的
情形下，限制本地化措施的适用。
2.在对外投资企业方面
我国信息技术产业正受到美国大力打压，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先是中兴，后是华为，
现在美国又对字节跳动发起了进攻。似乎只要是在国际上发展不错的信息技术企业，都能危
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从而受到美国的单边制裁。但美国的国家安全的范围是什么，有多大，
都是美国方面自己决定的，我们中国企业只能忍受被打压的遭遇吗？有没有一些措施可以提
前预防，或是可采取的补救措施，应对美国对我国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在这个问题上，主
要可采取以下几个方式来应对：采取积极的风险防控措施、提前预见到审查、聘请外部专家
以及实行透明的数据隐私及内容审查政策。对于在境外注册，且仅向境外用户开展业务，提
供商品、服务的公司而言，如果在中国母公司和境外子公司之间，制定了数据互不共享的公
司政策，并在技术上保证彼此之间的服务器或数据储存系统无法连接，则境外子公司受中国
执法机关调取个人信息的可能性较低。例如在本案中，字节跳动就将 TikTok 和其在国内的
抖音业务进行了分离，并将 TikTok 在美国的用户数据单独储存在美国的数据中心，在新加
坡备份。但如果集团公司内部存在境内外数据共享的情形，例如，TikTok 在其隐私政策中
声明了其收集的数据可能会与集团公司共享，则可能会增加披露境外公司用户个人信息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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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层面：推动 FTA 对数字保护主义进行规制
前已提及，数字保护主义的可行方案之一为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中国可通过参加
区域贸易协定，加强对数字贸易议题的关注，提出符合国际和我国利益的数字贸易需求。不
能坐以待毙，让符合美国利益的数字贸易规则成为主流。
当前，欧美正利用自己数字贸易的优势在数字贸易规则中占据主导位置，意图引领全球
的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一旦这样的局势形成，对我国信息技术企业十分不利，影响我国参与
数字经济全球治理的能力。因此，我国应该注重自身在谈判中的价值，虽然美国雄心勃勃，
屡次对中国施压，但由于 WTO 成员国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需求各异，难以平衡各方利益，
导致了数字贸易规则在 WTO 框架下难以达成一致协议。同时美国主导的一些区域贸易协定
还对中国进行排挤，力图将中国排除在数字经济发展的门外，如 USMCA 的“毒丸条款”等。
中国方面不可消极应对，而是应该团结发展中成员，搁置成员的分歧，努力达成一致，共同
抵制美国主导的数字贸易不公平的谈判主张，最近正在谈判的 RCEP 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
发展中成员的数字贸易规则应该具有更多包容性，这是能达成一致数字贸易规则的根本路
径。中国在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时，应着重促进数字贸易壁垒的规制、数字贸易的透明度和非
歧视性待遇原则的规则，保护信息技术产业对外投资不受到歧视性的待遇。
积极应对数字保护主义，克服数字贸易壁垒不是一个或者几个国家的任务，而是全球各
成员国都应该致力实现的目标，关键是要对数字贸易达成共识，建立与数字贸易相关的国际
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形成有效的数字贸易的国际监管制度。

结语
本文通过对美国数据政策和数字保护主义存在矛盾的讨论，以中国企业威胁国家安全的
名义实行打压，将网络信息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并且为之建立一套关于外国投资的
安全审查制度，这是美国为网络信息产业设置壁垒的法律依据。同时，本文认为，世贸组织
秘书处应该严格审查限制数字贸易的国内政策，比如外商投资的准入、收购的限制，国家安
全、隐私保护和公共道德例外等，是否构成了数字贸易保护主义。并且在世贸组织中可以成
立专门小组，调查恶意适用数据保护、隐私保护来提高企业贸易成本的做法。在世贸组织成
员国的政策审查过程中，WTO 成员国应该积极关注美国法律中有关数字贸易和数据流动的
规则。还应明确界定和限制数字保护主义，规定明确的例外情况，不允许随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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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机制变革中的大国意志
——透视中美贸易摩擦中的经贸秩序调整
冯硕*

摘 要 :《中美经贸协议》争端解决条款改变了第三方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惯例，反映出在
国际经贸秩序调整中大国意志对第三方介入争端的影响。第三方介入争端并适度限制各国主
权是一种应然趋势，而近年来该机制所遭受的冲击一定程度上来自于美国主权扩张下的大国
反水。相较而言，中国依旧以合作共进的立场对第三方解决国际贸易争端进行改革。通过对
比可以发现，尽管中美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上存在立场差异，但均在一定程度上认可第三方
的价值，而妥善平衡公正与效率并顺应主权的潮起潮落，更是第三方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未
来。
关键词 第三方争端解决；《中美经贸协议》；WTO；中美贸易摩擦

2020 年 1 月 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以下简
称《中美经贸协议》）的达成，标志着中美贸易战告一段落。《中美经贸协议》作为全球最
大经济体间的磋商成果，昭示着全球经贸规则的变革方向。不同于以往的经贸协议，《中美
经贸协议》采用了双边模式解决争端且不允许第三方介入，引发了笔者对第三方解决国际贸
易争端的反思。而在当前以中美贸易摩擦为突出特征的国际经贸秩序调整中，美国通过阻挠
WTO 上诉机构（Appellate Body, AB）运作和构建新型经贸协议争端解决机制等方式，不断
限制第三方介入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的权力。中国面对美国的不断发难也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机制改革上明确了自身立场，其中的差异与共识都将影响第三方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未来。
因此，本文将对第三方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展开研究。本文所指的第三方解决国际贸易争
端，主要指相关国家或地区通过条约将所涉之贸易争端交由独立的非国家行为体居中以各种
方式解决，争端方也接受并执行其作出的裁决，尤以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为代表。另外，尽
管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也涉及第三方，但因争端发生于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相关机制的
发展与改革并不仅仅反映主权国家的经贸政策变动且未成为当前中美在经贸领域的核心分
歧，故不纳入本文的研究范畴。
本文首先对第三方介入国际贸易争端的理论基础和制度形塑进行回顾，以明确相关制度
的发展理路。在此基础上，笔者将通过中美对比，分别聚焦双方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
和相关经贸协议争端解决机制构建两方面，探寻双方立场的差异与共识并分析背后的原因。
最后，笔者将进一步厘清第三方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改革所面临的现实，明确其未来发展方向。

冯硕：男，1994 年 9 月生，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万航渡路 1575
号，电话：17310064386，邮箱：ecupl_fengshuo@qq.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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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三方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发展理路
第三方介入是国际贸易争端解决规则化的突出特征，该模式的确立既来自于对争端解决
规律的把握，也是现代国际法制度构建的必然走向，更发挥了维系国际经贸秩序的制度功能。
（一）第三方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形塑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逐步规则化的过程，人的社会生活之所以可能，乃
是个体依照某些规则行事。
1

因而对争端解决规则的探寻，也成为规范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争端解决规则化的
过程中，人类大致经历了从最初的暴力对抗，到放下武器的各方谈判，再到第三方介入调停
及裁判的三个阶段。2因此，第三方介入是争端解决规则化的必然规律与成熟样态。
第三方的介入改变了争端解决的权力结构，其既打破了争端方对争端解决过程与结果的
绝对控制，也在打破原有结构的同时将争端解决权握于己手。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源于争端
方基于意思自治的权利让渡，尽管让渡或是基于对第三方的信任，或是惮于规则的惯性，但
无论如何第三方都将主导争端解决。
从第三方的权力行使看。在调解的框架下第三方主要承担中间人角色，其力图在促进争
端方沟通的同时明确争端和利益边界，进而通过诉诸争端方自己的观点影响其达成和解。在
裁判的框架下，第三方的权力明显扩大，尽管仍要基于争端方的授权，但在争端解决的程序
和结果上往往由其居中决定。第三方不仅强调对争端方的服务和利益的关照，更要基于现行
规则作出最终的决断，结果也往往通过非争端方的力量加以实现。这种力量最初或许来自于
社会规则化中的制度惯性，而最终便演变为基于社会契约形成的国家暴力。因而在裁判框架
下，第三方不仅要以解决争端为目的，更要兼顾争端解决对社会规则甚至法秩序的维护。3
聚焦国际贸易争端解决，近代几次战争无不缘起于经贸领域利益的失衡和冲突，贸易争
端的和平解决成为国际法关注的重点。因此，在美国主导下，WTO 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
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应运而生。尽管 GATT 时代的争端
解决第三方已开始介入，但因 GATT 第 22 条和第 23 条的空泛无力，令推动形成有拘束力
的争端解决机制成为 GATT 的重要任务。因此在 GATT 向 WTO 转型过程中，乌拉圭回合对
争端解决机制作出了全面探讨，促成了《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DSU）和争端解决机构（Dispute
Settlement Body, DSB）的诞生。DSB 以第三方的身份全面介入 WTO 成员方的贸易争端，其
有权设立专家组和 AB 并监督裁决或建议的执行，同时 WTO 规则通过确立“反相一致”原
则，提高了 DSB 裁决的执行力并强化了第三方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权威性。4
（二）第三方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制度功能
WTO 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被普遍称赞为 20 世纪国际经贸法治的一大进步，而争端解
决机制更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5一方面，DSB 实现了成员方之间贸易争端公平有效的
See Friedrich 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pp.148-149.
Simon Roberts, Order and Dispute: An introduction to Legal Anthropology, Quid Pro Books, 2013, pp.57-79.
3
参见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1-34 页。
4
〔美〕戴维·帕尔米特、〔希腊〕佩特罗斯·C·马弗鲁第斯：《WTO 中的争端解决：实践与程序（第二版）
》，
罗培新、李春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9 页。
5
Peter D. Sutherland, Concluding the Uruguay Round—Creating the New Architecture of Trade for the Global
Economy,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 2000, Vol.24, pp. 27-2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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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维系了 WTO 规则缔造者所崇尚的自由贸易秩序；另一方面，DSB 对相关经贸协定的
解释更进一步明确了 WTO 规则，促成了带有先例色彩的 WTO 造法机制的形成。6
在 DSB 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并不断推动 WTO 规则导向的法治化发展中，其令国际法的
规制模式发生改变。在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下，各国基于主权并不受制于任何超越国家的权力
干预，国际法呈现的是协调平等主体关系的平行规制模式。因此，各国采取何种贸易措施且
如何解决争端都是涵摄于主权之下的自决事项，任何第三方都无权介入。但 WTO 的出现尤
其是 DSB 的设立却通过释法和造法客观上限制了各国的行为，无疑构成了对主权的限制。
杰克逊教授就认为主权所涉及的真正问题是国家如何分配权力，经济主权本质上是确定经济
决策的权限范围，根据不同的事项可以将主权分解为具体的权力，然后思考如何正确地分配。
7
因此，WTO 争端解决充分证明了主权并非不容分割，其会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经由国家进
行让渡。恰是由于 DSB 限制各国主权并得到认可，使其以符合经济自由主义法治模式的一
系列裁决逐渐替代了政治谈判。8进而让权力从设置相关机制的国家政治机构中过滤出来，
并在执行中约束国家、企业甚至个人。客观上 WTO 已经成为集立法、司法与行政于一体的
超国家行为体，形成了国际法的纵向规制模式。
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变国际法规制模式的同时，也在限制各国主权的过程中因南北
国家经济实力的差异对其造成了不同影响。理论上，发达经济体主导的 WTO 更多贯彻着它
们的利益与理念，因而看似基于自我让渡的主权限制暗含着大国对小国的驯服。发达国家既
不希望其他国家的反抗减损其经济利益，更不容许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打破其构建的利益分配
格局。而实践中，WTO 某些协议虽说是南北国家妥协的产物，但现行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决
策程序可以说主要反映的是西方大国的意志和利益。将一些形式上平等的规则平等地适用于
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成员方，所产生的是实质上的不平等。9尤其在争端解决中，发达国家
凭借其制定的规则对其他国家的频繁出击和无往不胜，使其愿意限制部分主权并尊重第三方
权威性，以牢牢锁住发展中国家的手脚。然而，如果随着发展中国家实力崛起，现有争端解
决机制无法满足发达国家利益诉求时，这种基于主权让渡的国际机制是否会被倾覆便存在风
险，而这一切也正在美国的主导下开始上演。

二、 第三方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机制变革中的美国立场
美国面对自身实力的式微，先后通过多种方式试图强化对国际经贸秩序的控制。在该过
程中，美国更是针对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频繁出招。一方面，其通过阻挠 AB 成员任命限
制 WTO 的争端解决权；另一方面，其也通过构建新型经贸协议争端解决机制来实现其利益
诉求。
（一）美国对 WTO 上诉机构权力的限制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以来率先发动贸易战冲击 WTO 秩序，同时其阻
挠 AB 成员任命导致 DSB 陷入空转而无力介入争端。美国认为 DSB 尤其是 AB 的问题体现
在程序与实体两方面。在程序方面，其一，AB 长期违反 WTO 规则，严重违反 90 天审限并
允许退任法官继续处理案件，损害了争端解决机制和 WTO 的整体利益；其二，AB 超越审
参见彭岳：《WTO 争端解决报告先例价值之争》，载《法学评论》2019 年第 6 期，第 84-85 页。
John.H.Jackson, The WTO ‘Constitution’ and Proposed Reforms: Seven Mantras Revisit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4, 2001, pp.77-78.
8
Carol Harlow,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The Quest for Principles and Value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7, 2006, pp.212-214.
9
余劲松：《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载《法学家》2003 年第 3 期，第 139 页。

6

7

929

查法律问题的权限而介入事实问题，并就与解决争端无关的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其三，AB
错误认为作出的报告应被视为有约束力的先例，相关造法行为违背了 WTO 规则；其四，AB
多次对部长级会议、总理事会职权内的事务发表意见，存在越权倾向。10
在实体方面，美国认为 DSB 已无法满足美国的诉求，并对其主权造成威胁。例如，美
国认为 AB 对“公共机构”的错误解释威胁到成员方抵制国有企业补贴的权力。其认为根据
WTO 规则，“公共机构”应为受成员方政府管辖或直接控制的实体组织，而非仅指具备与
政府相当功能的机构。但 AB 在诸如“美国诉中国反倾销反补贴案”等案中，错误地认定公
共机构仅为后者，11导致美国无法对中国补贴国有企业的行为进行制裁，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再如，AB 对“非歧视义务”的审查超越了 WTO 规则。WTO 规则并不反对在遵守国民待遇和
最惠国待遇的前提下成员方追求其他的政策目标，但 AB 却在审查非歧视上仅审查该措施是
否对一个成员方进口造成的影响大于另一个成员方的进口，令与原产地无关的限制措施难以
开展，限制了美国的贸易监管权；又如，AB 禁止使用“归零法”确定倾销幅度削弱了成员方
保护本国产业的能力。WTO 规则从未明确禁止归零法，但 AB 的禁止却导致征收的关税数
额低于倾销的真实幅度，令美国在一系列案件中遭受损失。12除了上述理由外，美国更围绕
着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旧题暗指中国并大做文章。尤其近年来，面对中国先后在替代国比价方
法、一国一税、双重救济、反补贴外部基准、公共机构认定等问题上的胜诉，限制了美国贸
易政策的保护性和任意性，让美国愈发感到中国在 WTO 话语权的攀升对其构成威胁。13
总之，程序层面美国尽管指出了 AB 存在的客观问题，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美国近年来
在若干涉美争端中的败诉以及 WTO 立法职能的瘫痪损害了美国的实体利益，尤其在与中国
的相关争端解决上接连失利进一步挫伤了其对 DSB 的信心。面对美国的发难，西方发达国
家也作出回应。欧盟就认为解决当前危机首先应改革美国关注的程序性问题，如审限在 90
天内等，然后在恢复 AB 运转后再解决相关实体问题。14而加拿大则提出将部分敏感争端排
除在 DSB 之外，通过调解、调停解决或减少争端，缓解现有危机；同时为特定争端制定专
门解决程序，减少“咨询意见”的范围，限定 AB 的审查范围为法律问题等。15
（二）新型美式经贸协议对第三方的限制
在美国强调对 AB 等第三方权力作出限制的同时，其更通过推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美加墨
贸易协议》（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和《中美经贸协议》中争端
解决机制的重构来限制第三方权力。
CPTPP 和 USMCA 具有极高的相似性，共同反映了美国对第三方权力的限制。首先，
缩短争端解决时间。相关协议通过取消斡旋和调解的强制性时限、细化争端解决各阶段时限，

See generally USTR 2018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7 Annual Report,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
les/files/Press/Reports/2018/AR/2018%20Annual%20Report%20FINAL.PDF, visited on 18 February 2020.
11
See US-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China) (AB), para. 290, WT/DS379/AB/R, 11 March
2011.
12
See generally USTR Report on The Appellate Body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ttps://ustr.gov/
sites/default/files/Report_on_the_Appellate_Body_of_the_World_Trade_Organization.pdf, visited on 25 Febr
uary 2020.
13
参见王燕、陈伟光：《“非市场经济”与“市场扭曲”：中美欧之间的制度之争》，载《社会科学》2019 年
第 10 期，第 18-28 页。
14
See EU Concept Paper. European Commission Website,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8/septemb
er/tradoc_157331.pdf.,visited on 25 February 2020.
15
See Strengthening and Modernizing the WTO: Discussion Paper. Nigerian Office for Trade Negotiations
Website. http://www.notn.gov.ng/bundles/notn/docs/Strengthening-and-Modernizing-the-WTO.pdf., visited o
n 25 Februar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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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大幅缩减时间并限制第三方拖延。其次，取消上诉机制，强化条约解释的明确性。针对美
国对 AB 的诟病，相关协议中取消了上诉机制，以“一裁终局”的方式提高效率并避免第三方
借助上诉再度干预争端。同时，其也要求专家组在解释条约时严格遵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 31 条和第 32 条所体现的、可适用的国际公法的解释规则，17限制第三方法律解释空间。
最后，加强争端解决透明度，加重第三方披露义务。相关协议明确缔约方的公众可以跟踪整
个进程，18改变了 DSU 审议程序和陈述文本的保密性。同时其也明确了“法庭之友”的地位，
19
提高了第三方在争端解决中的披露义务。总之，相关协议一方面直指 DSB 对美国主权的
威胁，极力控制第三方的介入权。但其也是在 WTO 模式下作出的改革，仍展现出 WTO 争
端解决机制的基础性地位。
与上述协议限制第三方权力不同，《中美经贸协议》争端解决条款对第三方的排除更为
彻底。如图 1 所示，协议设立了仅由中美双方组成的争端解决机构，并形成了“双边评估和
争端解决办公室”“副部长/贸易副代表会议”和“副总理/贸易代表会议”三个层级。协议首先强
调了信息沟通的重要性，而在有效的信息沟通后，如果一方（申诉方）认为另一方（被申诉
方）的行为不符合协议，申诉方可以向被申诉方的“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办公室”提出申诉。
在评估后的争端解决中，双方将按照规定的时限在上述三个层级展开谈判，且不允许第三方
介入。而在争端解决后果上，如果双方在各层级的谈判中仍然无法解决争端，则缔约方可以
根据协议采取补救措施或选择退出协议。
图 1：《中美经贸协议》争端解决程序

*该图系作者根据协议内容自制
《中美经贸协议》争端解决条款反映了国际经贸秩序调整中争端解决的变与不变。在变
化上，尽管中美都是 WTO 成员方，但在争端解决上都选择放弃 DSB 的介入，主要贯彻了
美国对 AB 的限制立场。但在变化之中我们似乎也能看到其对 DSB 的延续。一方面，中美
双边沟通模式带有了磋商机制色彩，一定程度上是对磋商机制在层级和时限上的细化；另一
方面，其所采用的授权报复模式借鉴了 WTO 规则，强化了贸易争端解决的法治化。
总之，在新型美式经贸协议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中，对第三方的限制延续了美国对 DSB
改革的基本立场。但相关新机制也借鉴了 WTO 争端解决机制，体现了 WTO 在国际贸易争
16
17
18
19

CPTPP Article 28.6, 28.7; USMCA Article 31.5, 31.6.
CPTPP Article 28.12; USMCA Article 31.13.
CPTPP Article 28.13 (b) (d); USMCA Article 31.11 (b) (d).
CPTPP Article 28.13 (e); USMCA Article 31.11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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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解决中的基础性与权威性。
（三）主权扩张导致第三方受限
无论是 AB 停摆还是新型经贸协议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都体现了美国对第三方贸易争
端解决权的限制，这背后更反映了当前国际经贸秩序调整的深层动因。一方面，美国能够通
过 AB 停摆搅动国际经贸秩序，反映了 WTO 对大国主权限制的无力；另一方面，美国之所
以选择通过主权扩张改变现有规则，也由于新兴国家崛起对美国造成威胁后其国家主义势力
的抬头。
如前所述，WTO 的建立与发展本身便存在对成员方主权的限制，而在制度上 WTO 更
是利益协调的产物。WTO 的设计者们普遍认为：其一，主权国家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
行使主权的最佳方式是通过缔结有约束力的条约以求共同繁荣；其二，贸易是比战争更能提
高本国竞争力的方式，而市场开放和自由经济更令各国普遍获利。在二者的协调上，贸易法
律体系要追求一种弱化强权左右的世界秩序，该秩序下大国强权将受到规则制约以维护自由
贸易下的共同繁荣。20DSB 便是在成员方通过条约限制并让渡主权的背景下，以追求贸易自
由便利的目标介入争端，并始终提防大国强权的左右。换言之，DSB 的权力来自于成员方
为自由贸易利益而做出的自我限制，大国的自我限制越强 DSB 权威性也就越高。而从实际
效果看，DSB 相关裁决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公平限制包括美国在内相关国家经贸政策的
任意性，捍卫了国际经贸秩序的稳定。
但上述逻辑仍存在倾覆 WTO 的隐患，即当自由贸易利益难以满足成员方时，成员方当
然有可能放弃自我限制并挫伤 DSB 的权威，尤其是大国放弃自我限制时 WTO 就可能面临
崩盘。因此在 DSB 限制美国经贸政策并挑战其经济主权的背景下，美国会选择反水以维系
自身利益。而在具体方式上，美国之所以从阻挠 AB 成员任命入手，是由于在其他方面 WTO
通过反相一致原则锁住了美国的手脚，而在 AB 的成员遴选上却是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
“遴选委员会”决定，浓厚的政治色彩为美国的发难提供了空间。21
在更深层次上，美国的反水很大程度来自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使得美国对
WTO 的控制权相对式微，导致本国国家主义势力抬头并以主权扩张的方式推动逆全球化。
在国际法视域下，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核心便是坚持主权的国家主义，因而在以美国为核心的
发达国家推行全球化的过程中始终希望弱化他国主权，建立有利于自身的规则和自由主义国
际秩序，并反对其他国家对其进行修正。但在逆全球化时代，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
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渐趋东移，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新一轮的经济较量中日益成为“现代化
输家”。但长期以来的“赢家效应”使他们沉湎于不断受益的状态，无法忍受任何挫折和失
败，只能通过逆全球化试图扭转颓势。此时，发达国家一度强调的国际法、国际规则和国际
组织的作用和功能发生异变，全球化的制度基础被严重削弱和动摇，22第三方解决国际贸易
争端便也遭受冲击。

See Craig VanGrasstek,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eneva: W
TO, 2013, pp. 3-4.
21
参见杨国华：《WTO 上诉机构的产生与运作研究》，载《现代法学》2018 年第 2 期，第 153 页。
22
沈伟：《驯服全球化的药方是否适合逆全球化？——再读<驯服全球化：国际法、美国宪法和新的全球
秩序>》，at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0.1050.C.20200423.1009.002.html., 2020 年 6 月 15 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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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方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机制变革中的中国立场
面对美国通过影响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对新兴国家的遏制，中国的立场更值得关注。
从中国近年来的动向看，一方面，其在 WTO 框架下回应美国发难并力促解决 AB 所面临的
问题；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也通过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s），试图对
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作出改革，以推动国际经贸秩序的良性调整。
（一）中国参与多方临时上诉仲裁机制的构建
面对美国发难下的 AB 停摆，中国与欧盟等为维护 WTO 构建的国际经贸秩序不得不考
虑新的出路，因而《基于<争端解决谅解>第 25 条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ulti-party
Interim Appeal Arbitration Arrangement Pursuant to Article 25 of The DSU, MPIA）于 2020 年 4
月正式生效，对第三方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维护与改革也展现出中国的立场。
在 MPIA 下，参与方可以通过援引 DSU 第 25 条的仲裁机制代替 DSU 第 16.4 条和第 17
条提起上诉，从而解决因 AB 停摆导致的相关案件久悬不决。23在性质上，MPIA 突出了临
时性，规定参与方继续承诺优先解决 AB 成员的任命问题，并强调 MPIA 将继续有效直至
AB 恢复运行。而在内容上，MPIA 既通过援引 DSU 第 25.2 条的“议定程序”力图获得 WTO
成员方的普遍接受以夯实其国际法基础；也通过在具体制度上的改革回应包括美国在内的相
关成员方的诉求，实现对第三方定位与功能的重塑。
首先，在上诉仲裁员任命上，MPIA 通过附件 2 建立 10 人常设上诉仲裁员库，其既将
现有 AB 成员纳入其中以保证案件审查的连续性，也允许参与方提名候选人并通过 AB 成员
遴选方式填充人员空缺，切实解决当前的危机。可以看出，MPIA 的仲裁员库几乎复制了
AB 的旧有模式，从而在小多边样态下延续第三方的功能。
其次，在案件审查期限上，MPIA 高度强调仲裁的效率。一方面，在上诉时间点上，
MPIA 改变了以往专家组报告散发之日 60 日内经由 DSB 上诉，而是通过请求专家组通报该
散发预期日之前 10 日内请求中止该程序，并在该中止之日起 20 日内提起临时仲裁上诉，大
幅缩短了上诉时间；另一方面，在上诉仲裁期限上 MPIA 明确规定仲裁庭应在 90 日内发布
裁决，仲裁庭可以通过限制页数、时间和期限等方式在保障争端方基本权利的前提下精简程
序，回应了美国对 AB 拖延案件审查的批评。
最后，在案件审查范围上，为有效保障 90 日审限，MPIA 强调“仲裁员还可向争端方
建议实质性措施，如排除基于《争端解决谅解》第 11 条提出的关于缺乏对事实进行客观审
查的诉请。”尽管该条并非专为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规定，但客观上也避免了上诉
成员对事实问题的介入，有利于临时上诉集中于法律问题，回应了美国等对 AB 扩大审查范
围的批评。24

23

24

迄今为止，久悬不决的上诉案件共有下述 7 起：Australia-Tobacco Plain Packaging (Honduras, Dominica
n), DS435,441/R, 19 July and 23 August 2018; EU-Energy Package, DS476/R, 21 September 2018; Ind
ia-Iron and Steel Products, DS518/R, 14 December 2018; US- Pipe and Tube Products (Turkey), DS52
3/R, 25 January 2019; US-Differential Pricing Methodology, DS534/R, 4 June 2019; US-Renewable Ene
rgy, DS510/R, 15 August 2019; India-Export Measures, DS541/R, 19 November 2019。此外，还有 3 起
是 DSU 第 21 条第 5 款项下专家组报告：Colombia-Textiles, DS461/R (21.5), 20 November 2018; Thaila
nd-Cigarettes (Philippines I and II), DS371/RW and RW2 (21.5), 9 January and 9 September 2019; EU
-Larger Civil Aircraft DS316/RW2 (21.5), 6 December 2019.
参见张乃根：《对<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的初步评析》，https://mp.weixin.qq.com/s/TIYTN
KIiNHqrbD7bgfQhXw，2020 年 5 月 5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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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MPIA 一方面延续了自 AB 停摆以来，以中欧为代表的相关国家对 AB 改革的基
本立场，最大程度维护了 DSB 的权威性，使其能够获得 WTO 成员方的普遍认同并参与其
中；另一方面，其也有效回应了美国针对 AB 的诸多批评，以期获得美国对相关改革的认同，
最终实现 AB 的恢复以延续第三方的功能。
（二）中国缔结的自贸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机制
在美国推动新型经贸协议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中国也试图构建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国际
经贸条约体系。目前，中国已与 20 余个国家和地区签署 FTAs。25相关 FTAs 争端解决条款
也对第三方作出规制，并凸显出以下特点。
其一，在适用范围上关照缔约方主权并凸显合作意愿。不同于 DSU 对 WTO 协议下相
关争端的统一适用，中国在新近缔结的 FTAs 中确立了有限管辖模式，其在部分协定中选择
将有关环境保护、竞争政策、电子商务等方面的争端排除正式的争端解决机制。26一方面，
近年来相关国家在上述领域对政府规制权的加强使其往往落入争端解决的敏感地带，第三方
的介入多会影响缔约国的经贸政策，故需要限制第三方的管辖范围；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
国在相关经贸规则构建中，侧重通过合作型条款推动双方在现有多边及区域合作机制下展开
对话、倡议、高层交流，而不拘泥于通过权利义务条款锁住缔约方手脚。
其二，在管辖权上探索与 DSB 的协调。由于相关 FTAs 缔约国多为 WTO 成员方，故在
争端解决上存在与 DSB 的冲突，因而形成了两种协调方式。第一，在《中国—东盟 FTA》
《中国—韩国 FTA》和《中国—新西兰 FTA》等协定中，通过“场所选择条款”允许缔约
方在 FTAs 争端解决机制和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进行选择，选择后将排除另一争端解决机
制的管辖。第二，在《中国—智利 FTA》和《中国—巴基斯坦 FTA》中，尽管也存在“场
所选择条款”，但在贸易救济等章节中则规定与保障措施有关的争端将直接交由 DSB 解决。
27
质言之，相关 FTAs 既尊重了 DSB 的权威性，也为争端方基于意思自治提供了新的选择，
以期实现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的协调。
其三，在程序推进上追求对公正与效率的平衡。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类似，相关 FTAs
争端解决也主要通过磋商、斡旋与和解以及仲裁等方式进行，以追求争端的有效解决。在仲
裁等第三方介入中，一方面，其通过借鉴 DSB 专家组模式以最大限度尊重争端方选择组建
仲裁庭，同时也通过强化仲裁员披露义务、规范仲裁庭规则解释权等方式增强仲裁的公正性；
另一方面，其也为仲裁各环节设定明确的时限，力促在 270 日内解决争端，从而规避了 DSB
下相对冗长且不确定的争端解决程序，提高了争端解决的效率。
（三）合作共进推动第三方重塑
当前美国在国际经贸领域的发难都直指崛起中的中国，第三方解决国际贸易争端遭受的
冲击构成了美国遏制中国的外在表现。回顾中国近年来的立场，合作共进成为基本特点，这
也集中体现在中国对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中。
在从国际法的发展历程看，其大致经历了从共存到合作再到共同体的演进轨迹。从共存
的国际法到合作的国际法，是国际法从主权行为之间的协调过程到国际法本体的发展，而其
在二战后则以冷战为重要界碑。在冷战巅峰阶段，国际法表现为共存；在冷战缓和阶段，国
参见商务部相关信息发布，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fzdongtai/201806/38166_1.html，2020 年 6 月 1
日访问。
26
参见《中国—格鲁吉亚 FTA》第 9.6 条、第 10.10 条；《中国—韩国 FTA》第 13.9 条、第 14.12 条、第
16.9 条；《中国—澳大利亚 FTA》第 12.11 条。
27
参见《中国—智利 FTA》第 51 条；《中国—巴基斯坦 FTA》第 26 条。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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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呈现合作；在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法便显露出共进趋向。28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中国
始终秉持积极的合作立场，并不断推动国际经贸发展继续向着共进方向迈进，有效防止了因
对抗所带来的国际经贸危机。
聚焦争端解决机制，尽管中国在《中美经贸协议》中放弃第三方介入争端，但放弃第三
方介入并非是放弃争端解决的法治化路径，《中美经贸协议》构建的双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为双方提供了多层次的沟通渠道。一方面，其强调通过法治化的磋商途径高效解决争端，以
防止无休止、无目的的大国对垒；另一方面，其也借鉴了 WTO 的相关机制，展现出对 WTO
争端解决的尊重与坚持。因此，总体上《中美经贸协议》是合作的产物，既彰显出中国为促
进合作所做出的利益牺牲，也体现了中国为推动共进对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借鉴与尊重。
而从 MPIA 和中国缔结的 FTAs 争端解决机制看，中国推动合作共进的意愿更加强烈。
一方面，中国在参与 AB 改革的过程中并未放弃 WTO 另起炉灶，而是尽力回应美国对 AB
的批评，几乎全盘接受了美国在审限、机构职能等方面的相关建议；另一方面，中国在相关
FTAs 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上，既通过合作型条款关照缔约国主权诉求，也在管辖权、程序
推进等方面力图与 DSB 形成协调，并在 DSB 的模式下作出符合缔约国利益的改革，从而实
现争端的公正高效解决。
总之，中国所秉持的合作共进立场顺应了战后国际法发展的基本趋势，并在美国反水中
依旧选择限制主权以维护国际经贸秩序。而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上，中国在《中美经贸协议》
放弃第三方介入实质上是为了合作所作出的牺牲，相关机制的重塑更是基于 WTO 争端解决
机制作出的良性改革，显露出中国对第三方的重视。

四、 第三方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未来（代结语）
中美在争端解决上的立场差异反映了国际经贸秩序调整的基本动向，而对第三方解决国
际贸易争端未来的展望更离不开对当前中美立场的统合与分析。当前，尽管美国通过主权扩
张限制第三方争端介入权加剧了国际经贸秩序调整的不确定性，但中国依靠合作共进的立场
基本化解了国际经贸秩序异动所产生的风险。双方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解决，展现了中国基于
合作对美国主权扩张的包容。然而短暂的平息和妥协并非长久之计，推动国际经贸秩序向着
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调整离不开对争端解决的重视，因而需要坚持从下述方面展开改革。
其一，第三方解决国际贸易争端依旧具有价值。尽管当前各方对 AB 批评众多，但相关
建议也都希望在现有的第三方模式下予以改革。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也认为，近年来其在推动
WTO 改革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而未来更会还 WTO 以本来面目，推动包括 DSB 在内的相
关机构继续发挥作用，29总体上都构成一种建构性的改革力量。因此，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上依旧要发挥第三方的制度功能。
其二，改革应聚焦公正与效率的平衡。任何争议解决方式中都存在着法律的两大基本价
30
值——公正与效率的矛盾与冲突。 无论是中美在 AB 改革上的建议还是对相关新型经贸协
议争端解决机制的重塑，其都是通过设定明确的时限、强化第三方披露义务和程序透明度、
规范第三方条约解释权等方式追求争端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因此，无论是维持上诉机制
还是坚持一裁终局，无论是为第三方赋权还是限制第三方权力，改革都应抓住平衡公正与效
28
29
30

参见易显河：《向共进国际法迈步》，载《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第 55 页。
USTR, 2020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9 Annual Report,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2020_Trade
_Policy_Agenda_and_2019_Annual_Report.pdf, visited on 29 February 2020.
参见刘晓红：《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法理与实证》，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3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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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这一主线。而公正与效率本身便具有抽象性，尤其是公正的实现更是一直困扰我们的命题。
从当前的国际经贸秩序变动看，呼喊公正的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守成国家，尽管它们的
呼喊或许扭曲了公正的含义，但却反映了当前改革所面临的第三个现实。
其三，改革需要顺应主权的潮起潮落。DSB 的建立是在追求一种贸易争端解决的“去政
治化”，它的推广得益于各国为推动经贸自由化的主权限制。但从改革的现实性看，当前国
际经贸秩序调整的突出特点便是合作利益萎缩后的主权扩张。因而在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
中，要顺应这一趋势并关照主权国家的利益，加强贸易争端解决的公法性。顺应经贸领域主
权扩张态势，关照主权国家的利益诉求既是尊重国际法的必然路径，也是维系国际经贸秩序
的现实选择。
总之，面对国际经贸秩序的调整，以中美为代表的各方力量需要倡导法治化治理模式，
继续坚持第三方对国际贸易争端的有效解决。而妥善平衡公正与效率并顺应主权的潮起潮落
更是改革应予关注的，从而推动国际经贸秩序调整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Reality and Future of Third Party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Disputes
——A Perspective on Economic and Trade Order Adjustment in China-US
Friction
Feng Shuo
Abstract: The dispute settlement clause in the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changes
the practice of the third party in settling international trade disputes, reflecting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major power on the third party’s involvement in the dispute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model. Third party involvement in disputes and moderate restrictions
on the sovereignty of States is a desirable trend, and the impact of the mechanism in recent years
has come to some extent from the anti-water of the great powers under the expansion of American
sovereignty. In recent years, the third-part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has faced a crisis, to some extent, from the US under the expansion of sovereignty.
While the US overthrows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order, the relevant
countries, represented by China, continue to reform the third-part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on the basis of cooperative progress. In contrast, the relevant
countries, represented by China, continue to reform the third-part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on the basis of cooperative progress. Through comparison, it
can be found that, despi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disputes, they all believe that the third party still has important
value to some extent, and that properly balancing justice and efficiency and complying with the
ups and downs of sovereignty is its future.
Keywords: Third party disputes settlement;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WTO;
China-US Fr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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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贸易摩擦、《中美经贸协议》与我国市场竞争机制面
临的挑战——以知识产权领域面临的挑战为例
朱国华

贺震文

摘 要：2020 年 1 月签订的《中美经贸协议》为中美贸易摩擦画上一个“逗号”。日美贸
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有诸多相似之处，参考日本应对贸易协议的作为对我们具有很大的价
值。《中美经贸协议》扩大了相关知识产权的权利范围，降低了司法中的举证难度，鼓励权
利人通过司法手段解决知识产权争议，如此企业面临知识产权诉讼的可能性增加，
“法律战”
很可能对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构成挑战。这很有可能改变我国相关企业甚至是行业的生态，
在此情况下，企业应做好合规建设。行业协会和“软法”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字：日美贸易摩擦;中美经贸协议;知识产权;竞争机制

美国东部时间 2020 年 1 月 15 日，中美两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以下简称“《中美经贸协议》”），这份协议为从
2018 年 3 月开始的一系列中美贸易摩擦画上一个逗号。这份协议因其对中美两国经贸往来
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的重要影响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但《中美经贸协议》签订后不久，新冠
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并迅速蔓延全球，所以这份协议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实际影响还未得到充
分展现。但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表示，“尽管过去数周面临新冠疫情的严峻局面，大家
1
还是在努力落实第一阶段协议”，“相信我们能继续落实” 。可见这份协议的影响将是持
久的，深远的。从历史上看，美国通过贸易协议等方式打击其主要贸易竞争对手的现象并不
少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日本经济飞速发展，随即日美之间贸易摩擦加剧。作为日美贸
易摩擦产物的“广场协议”推动了日元对美元的升值，对日本对外贸易产生不利影响，乃至
使日本经济陷入滞涨。魏征曾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日本在上世纪日美贸易摩擦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国应对《中美经贸协议》
带来的挑战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中，美国着重于打击日本的高新技术产业。与之
相似的，在 2018 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针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和大型科技公司动
作频频，多次诬陷我国强迫技术转移，对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手画脚。可见与三十多年前
相似，美国企图利用贸易摩擦对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造成消极影响。从《中美经贸协议》
的具体内容来看，知识产权保护被放在第一章，而且篇幅远超其他章节。技术转移从知识产
权中独立出来，在协议的第二章被单独讨论，可以中美贸易摩擦的关键就是两国在知识产权
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从总体上看，这份协议对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在专利、
商业秘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保护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增强在知识产权领域
的竞争力，正确把握这份协议对我国市场竞争机制的影响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有重要意


朱国华，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理事，浦江法治论坛副主席兼秘书长；贺震文，
同济大学 2019 级法学硕士。联系方式：chochonghu666@163.com。
《驻美大使崔天凯：中方仍在执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内容》，载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c/7vbc
MUfABs1， 2020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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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一、日美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的比较研究
（一）日美贸易摩擦简述
严格意义上讲，日美两国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有零星的贸易摩擦，不过当时的重
点在于纺织品、家电产品等。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日本在不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
2
也格外注重对本国高新技术的培育。根据相关统计数据 显示，日本在 1975 年技术输出占技
术输入的比例不到百分之四十，但到八十年代末，日本的技术输入与输出就已经基本持平。
随着日本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日美贸易摩擦的重点也从纺织品、家用电器转移到高新技术
方面。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美国就开始从多个方面打击日本的高科技产业。从竞争政策
方面，美国多次要求日本政府放宽部分行业特别是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准入门槛，让美国企业
进入日本市场的难度大大降低。为保护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美国政府对相关日本企业，特
别是涉及高新技术的企业的在美业务开展设置诸多障碍。“富士通公 司在中标美国大规模
通讯光缆建设项目之后，被美国国会以“威胁美国的安全 ”为由而拒绝。1983 年，日本新
日铁公司并购美国一家钢铁公司的计划因美国国防部的反对无果而终。此外，日立、三菱两
3
家企业针对 IBM 的间谍事件等问题也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日
本在半导体技术、智能机械技术等多个高新技术方面领先美国，这让美国对日本技术发展越
发警惕。但是由于二战以来日美之间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同盟关系与美苏对抗的冷战背
景，日美之间直接的对抗和冲突并不显著，两国进行多次的贸易谈判、磋商，签订多个贸易
协议。协议关注的焦点也从一开始的纺织业、钢铁业等到后来的汽车业、半导体业等。在半
导体领域从 1978 年开始，美日之间就签署了《日美半导体关税削减协定》、《日美半导体
贸易协定》、《新日美半导体贸易协定》等多个贸易协定，以解决两国在半导体行业的贸易
4
争端 。
（二）日美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异同
首先，贸易摩擦兴起的时代背景有相似之处。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高速发展，
多种日本产品畅销美国，对美国而言美日贸易存在巨大逆差。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给身为资
本主义世界老大哥的美国带来压力。而在本世纪初，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中国是美
国对外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之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样让美国感到威胁。美国一向将
国际贸易作为其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对于“后起之秀”一直持打击的态度以维持自
己在国际贸易上的地位，以此来看两次贸易摩擦的发生都有其必然之处。其次，知识产权在
贸易摩擦中扮演关键角色。日本的技术崛起让美国意识到保持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霸主地位
对其的重要性。为此，在 1988 年美国专门针对知识产权问题增设了“特殊 301 条款”，该
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国家进行报复。近年来，我国在许多关键领域的核
心技术上取得长足进步，美国感受到其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在不断缩小，因此美国只能又打起
“知识产权牌”，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打击他国科技产业。华为公司在美国的处处受阻就是
5
一个很好的例证。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在贸易摩擦中的作用被又被夸大的可能 ，知
参见通商産業政策史編纂委員会：『通産産業政策史 1980－2000 第 九卷産業技術政策 』経済産業調査
会 、2011 年 、2 頁。
3
王广涛：《经济增长、技术转移与日美贸易摩擦》，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2019 年第 1 期。
4
刘海波、古凡真帆、张亚锋：《日美贸易摩擦中知识产权的作用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中国科学院院
刊》2019 年第 8 期。
5
刘海波、古凡真帆、张亚锋：《日美贸易摩擦中知识产权的作用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中国科学院院
刊》2019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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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有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只不过成为美国发起贸易摩擦的一个借口。
在争端的解决机制上，贸易协议成为缓解贸易冲突的重要手段。从美国发起贸易摩擦的
目的来看，美国并不希望维持长期的对立状态，相反逆转贸易差，保持其科技上的优势是美
国的首要目标。对于后发国，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亦不希望与美国长期对立，与美国脱钩对
其发展弊大于利。因此贸易协议对于双方而言都是可以接受的。在日美贸易摩擦中，日美双
方在多个领域签订了多个协议，管中窥豹，可以猜测在中国第一阶段协议后，中美双方可能
还会有更多的贸易协议。
中日两国的高科技产业及市场竞争机制面临巨大挑战。在日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多次打
击重要的日本企业，给日本企业引起美国技术设置障碍，不少日本企业陷入繁杂的专利诉讼，
贸易协议对日本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出更高要求……以上种种都改变了日本企业在市场竞争
中的具体行为，例如“设立知识财产总部”等。从更深层的角度看，这些都对日本相关行业
的市场竞争机制带来挑战。现如今中国企业。行业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这也是下文重点讨论
的事项。
当然，具体的时空环境不同，日美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也有很多不同之处。日本二
战后就与美国结盟，其在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与美国有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使得日本在
很多程度上只能迎合美国的要求，步步退让。但我国与日本完全不同，可以说我们比日本有
更大的底气。但值得警惕的是，我国市场竞争机制还不够成熟，更应谨慎面对《中美贸易协
议》对市场竞争机制带来的影响。

二、 《中美经贸协议》中知识产权与技术转移章节研究
（一）商业秘密条款给我国市场竞争机制带来的挑战
《中美经贸协议》将知识产权与技术转让放到了协议的前两章，可见协议对此的重视程
度，而在第一章首位（除一般条款）的就是商业秘密。有关商业秘密的规定被认为对市场竞
争机制影响深远。
首先，《中美经贸协议》扩大了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
条将商业秘密定义为“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
6
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 《中美经贸协议》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保密商业信息的保
护。“双方同意，保密商务信息是涉及或与如下情况相关的信息：任何自然人或法人的商业
秘密、流程、经营、作品风格或设备，或生产、商业交易，或物流、客户信息、库存，或收
入、利润、损失或费用的金额或来源，或其他具备商业价值的信息，且披露上述信息可能对
7
持有该信息的自然人或法人的竞争地位造成极大损害。 ” 相较于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
并不要求权利人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而且直观上看保密商务信息涵摄范围要大于商业秘
密。如此一来，经营者侵犯其他经营者商业秘密的机率就增加了。另外，现行实务中侵犯商
业秘密的主体通常为法人，但协议中将侵犯商业秘密的主体被定义为自然人、组织、法人。
在实务中，如何论证某项商业信息确属于商业秘密一直是一大争议焦点。从协议的条文看来，
更多的商业信息被纳入商业秘密的范围。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正确把握这一变化带来的挑战，
有助于规避法律风险。可以预见未来有关商业秘密的纠纷会呈现上升趋势。相关企业在获取
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息特别是主要竞争者商业信息时应审慎辨明其是否为对方的商业秘密，
披露该信息是否会使自己陷入相关的诉讼。同时，企业也应该积极利用协议的有关规定，保
6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第一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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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自己的商业秘密。
《中美经贸协议》较为详细的规制了侵犯商业秘密的具体行为，并降低了商业秘密诉
讼中被害人的举证难度，从司法层面加强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在《中美经贸协议》第 1.4
条就确定了所有盗窃商业秘密都方式应该被禁止，并且强调了中国确保追究以电子方式侵犯
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值得关注的是，依协议的规定在司法程序中商业秘密权利人若只有间
接证据，但只要依靠证据可以合理的怀疑被告侵犯商业秘密，那么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被
告则需自证其无罪。这一规定无疑大大降低了原告的举证难度，也容易诱发有关商业秘密的
诉讼。
行为保全的相关规定让商业秘密的保护更加完备。依照协议的规定，在紧急情况下，
司法机关有权基于案件的特定事实和情形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司法诉讼往往旷日持久，在部
分情况下无法有效率的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端。行为保全等临时措施对于当事人而言或许更
为重要。协议对于行为保全的规定不甚明确，但相关经营者对此应格外留意。协议还对涉及
商业秘密的刑事问题作出了规定。
总的来看，《中美经贸协议》对商业秘密进行了较为完备的保护，含括商业秘密的保
护范围、具体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模式、有关商业秘密司法诉讼中的关键问题等。这有利于
增强我国商业秘密的保护力度，形成良好的竞争环境，但我国部分企业，可能因其不规范的
商业运作模式等因素陷入有关商业秘密的诉讼旋涡中。此外协议降低了诉讼的难度，可能会
诱发滥诉，给我国既有的竞争机制带来冲击。
（二）知识产权章节其他规定可能给我国市场竞争机制带来的挑战
对药品专利的保护对我国药品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中美经贸协议》对药
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注重于两个层面。首先，在药品专利审查中，考虑补充数据并且对于进行
审批而提交的试验数据与其他数据提供有效保护。其次，对于可以出现的药品专利争议在早
期设立解决机制。从目前的药品市场特别是药品研发来看,美国企业仍具有较强的研发优势，
对于我国部分药厂而言必须提高其药品的研发能力才具备竞争的能力。另外，鉴于药品等上
市的审批时间过长可以会影响专利权人的专利有效期被不合理的延迟，《中美经贸协议》规
定对于在审批过程中被不合理延迟的药品等延长专利期限，这有利于加强对药品专利的保
护。
完善电子商务平台上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中美经贸协议》的一个重点内容。近年来电
子商务发展迅速，围绕其产生的知识产权问题也越发突出。协议在这一问题上有两个重点。
其一强调打击侵权产品，针对侵权产品在互联网上传播快速的特点，协议特别指出中国应建
立有效的通知及下架制度，并且在权利人出于善意但错误的进行了下架通知的情形下免除权
利人的责任。其二协议强调电子商务平台在打击假冒或盗版商品工作上的义务，《中美经贸
协议》第 1.14 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屡次未能履行上述义务的电子平台可被吊销网络经营许可。
由此看来协议对通过网络渠道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做了较为严苛、完整的规范。近年来我国
电子商务取得长远的发展，政府大力推广“互联网+”，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互联网经济一枝
独秀。但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迅速的同时，我们也不难注意到不少电商平台、商家等良莠不齐，
假冒或盗版商标在电商平台上屡见不鲜。部分平台以低价吸引客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时
有发生。协议的相关规定有助于规范我国电子商务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如适用
得当对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而言确是良好的契机。但对于商家、平台而言，这也意味着更高的
运营成本，可能丧失电商引以为傲的价格优势。
恶意商标注册行为被协议严格禁止，地理标志的保护被关注。近年来一些商标案件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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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例如“乔丹案”、“新百伦案”等。在我国商标抢注等恶意商标注册
的现象较为普遍，不少企业的商标都有搭便车的嫌疑。例如乔丹体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的“乔
丹”商标被认为有侵犯美国著名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姓名权的嫌疑。真功夫餐厅商标中
的人物形象与李小龙的肖像类似，被认为侵犯李小龙的肖像权。“无印良品”还是“無印良
品”？“纽百伦”还是“新百伦”？“五十岚”还是“一點點”？哪个是名牌，哪个又是盗
版，中国消费者往往很难正确区分。部分企业在商标注册时往往将与其商标类似的标识一起
注册，以防止自己的商标被模仿。近年来我国对于商标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大，很多权利人也
开始借助《反不正当竞争法》来对自己的商标就行保护。《中美经贸协议》强调禁止恶意商
标注册行为，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具体的实施细则，但是利用与知名商标近似的商标为自身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被严格限制无疑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那么相关企业应当在商标注册
时格外慎重，此外加强对于自身商标的保护。《中美经贸协议》的有关规定有助于塑造良好
的商标市场规则，规避不少有关商标的不正当竞争，这对于拥有良好商标资产的企业来说无
疑是一大利多，那么我国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应该致力于培养代表自身价值的商标。
《中美经贸协议》强调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注重司法的执行和相关程序。根据协
议规定，当行政机关认为违法行为存在“合理嫌疑”时就应当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为遏制
知识产权窃取和侵权，中美两国同意加强对于知识产权侵害的民、刑事责任，作为过渡阶段，
将对相关行为在现行法内实施定格处罚。司法判决的“执行难”问题也被提及，根据协议的
规定，法院的最终判决必须被迅速的执行，且需要有详细的工作指南和实施计划，具体的实
施情况需要被定期公布。对于具体司法判决中的证据，文书认定、证人证言等协议均有所规
范。根据《中美经贸协议》的 1.31 条的规定“在民事司法程序中，中国应给予当事人在案
件中邀请证人或专家，并在庭审中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询的合理机会。”该条款关注到审判中
的细节，东西方的审判模式差异较大，中国的法庭审判侧重真相的发现，律师对最终结果影
响程度有限。但在英美等国家的审判中，律师可以更改质证等方式对案件的结果发挥更大的
影响力。对于著作权的司法程序，协议主要调整了举证责任，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
推定以通常方式署名的作者就是著作权人，被诉侵权人对于其已经被授权承担举证责任。总
的来看，《中美经贸协议》对于知识产权司法过程中的很多问题都有所涉及，注重与提高司
法裁判的效力，降低诉讼难度，鼓励更多的自然人或法人通过诉讼解决争端。加强知识产权
的司法保护对于维系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也有大有裨益，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者进行良性竞
争。
中美双方将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双边合作力度。根据协议的规定，中美两国将推动在知
识产权领域的务实合作。中国知识产权局与美国专利商标局将就多项内容开展细部的合作。
《中美经贸协议》从立法、行政执法、司法等多个层面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依照
协议的具体设计，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将更为健全，意味着知识产权在企业竞争中占据
更重要的位置。上世纪日本在面临美国的技术打压时，以政府为主导提出技术立国，自主创
新战略，人才培养等。此外日本企业也积极顺应形势变化，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竞争特别是有
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诉讼。“三菱机电设立‘知识财产总部’，日立对摩托罗拉侵害专利提出
8
反诉，而日本电气公司在与因特尔的专利诉讼中获得胜诉。” 日本政府及日本企业的应对
之道值得我们借鉴。我国政府和企业应当意识到《中美经贸协议》对我国市场竞争秩序的影
响，国家需要从竞争战略方面引导企业调整自身竞争战略，帮助企业适应市场竞争秩序的变
化。作为竞争主体的企业应该妥善处理这一变化，从日本企业的应对之道中吸取经验，提高
自身应对知识产权诉讼的能力。
8

刘海波、古凡真帆、张亚锋：《日美贸易摩擦中知识产权的作用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中国科学院
院刊》2019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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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转移章节可能给我国市场竞争机制带来的挑战
技术转让（或称“技术转移”）一直是中美贸易摩擦中的焦点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多
次公开污蔑我国强迫美国在华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并以此为主题进行多次的调查。美国贸易
9
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就多次表示技术转移是美中磋商的重中之重。 而《中美经贸协议》对于
这一问题也高度重视，将其单独成章。
自由、公开、自愿是协议表达出的最重要的的思想。协议强调自然人或法人可自由的
选择是否转让技术，不应该受到任何的强迫，特别是来自政府的产业规划或指导等。在具体
的商业活动中，如收购、合资、投资等，转让技术都不应该被强迫。
协议着重于减少政府对技术转移的干预。首先，依协议的规定，在市场准入上任何一
方不得要求或施压对方个人向己方个人转让技术。其次，强迫技术转移的行政管理或行政许
可要求及程序被禁止。此外，涉及此内容的法律法规应是公平、公正、透明和非歧视，确保
正当程序和透明度。值得注意的是协议赋予当事人及其律师在行政其司法程序中更大的发挥
空间，可以对相关问题作出实质的回应。
我国法律对于技术转移并没有专门的规定，《中美经贸协议》中的众多规则对于我国
技术组转移市场有较大的规范效力。对于很多中美合资企业或是与美国企业往来频繁的中国
企业而言，该协议中的许多规定对其经营活动可能会产生重大变革。

三、浅析《中美经贸协议》知识产权章节可能对我国市场
竞争机制的影响及因应建议
《中美经贸协议》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实务中的关键问题有所回应，有利于构
建一个更加严格、规范的市场秩序。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协议也给予市场中的竞争者更多束
缚，给其带来更多的经营风险，可能不利于公共利益。《中美经贸协议》可能会让我国有关
知识产权的相关竞争机制“美国化”，这是否符合我国国情值得进一步探索。协议对知识产
权的保护是全面而有侧重的。协议重点关注了商业秘密和技术转移这两个中美贸易摩擦中的
焦点问题，对于知识产权中的其他问题协议均有所涉猎。从保护的角度看，《中美经贸协议》
在立法、司法、行政执法等多个方面均有所着墨，降低权利人在维权过程中的难度，特别是
降低了权利人在司法诉讼中的举证难度。
知识产权在企业竞争中发挥更大作用，对我国部分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带来更
多机遇与挑战。《中美经贸协议》从各个层面补起知识产权保护网，甚有矫枉过正之嫌，如
此一来拥有关键知识产权的企业就有了更强的市场竞争力。一方面，美国企业现阶段在更多
领域上占据技术或品牌的优势，协议的规定让他们的这一优势得以巩固，新型企业想要赶超
的难度加大。很多中小企业可能面临更加困难的竞争环境，拥有关键技术优势或品牌优势的
企业形成垄断的概率增加。对于后发者而言，知识产权保护的过于严密容易使其陷入“动辄
得咎”的尴尬境地，如此一来不利于市场整体的创新和发展。
《中美经贸协议》将知识产权视为完全的私人财产权，强调对知识产权人的全面保护，
却忽视了知识产权同样是重要的公共权益，对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是否利于技术进步、社会
发展也一直备受争议。当前我国市场中存在大量的中小企业，他们在很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
9

陈沉：《莱特希泽：技术转移仍是美中磋商重中之重》，《侨报网》，http://www.uschinapress.com/2019/
0327/1159617.shtml， 2019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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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但对于这些重要企业而言其所拥有的专利、商标
的品牌价值等都没有办法与大企业相抗衡，反而受制于人，在知识产权上容易受到大企业的
打压，这不得不引起重视。
有关知识产权的恶意诉讼兴起，扰乱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中美经贸协议》大大降低
了诉讼难度，减少了原告提出知识产权诉讼的成本同时，激发了其提出诉讼的动力。如此一
来，虽然可以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形成威慑，但也存在诱发原告利用诉讼谋求不正当利益
的道德风险。《中美经贸协议》在商标、专利等领域规定只要有“合理怀疑”原告即可通过
司法手段维权，如此一来权利人通过诉讼来打击其竞争对手的现象似乎不可避免。在这种情
况下，中小企业受到更大的冲击，一旦被恶意诉讼，中小企业可能遭受不可逆的损失。
“于‘竞争秩序维护’‘消费者福祉增进’‘经营者权益保护’三元目标间往返穿梭作
10
出利益衡量的全新体系化评判标准，或可能成为破解泛化困局……” 于是法官在论证如何
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时提出了衡量‘竞争秩序维护’‘消费者福祉增进’‘经
营者权益保护’利益的观点。笔者认为这对我们看待《中美经贸协议》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条
款有借鉴价值。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应该在维持良好的竞争秩序、保护产权人权益、增
进社会公益中取得平衡，若一味追求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有可能对既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架构
形成冲击，还有可能破坏稳定、良好的市场环境，与促进发展的初衷相违背。
因应《中美经贸协议》对我国市场竞争秩序带来的冲击是一项全面、系统的工作。日本
在日美贸易摩擦中避美国之锋芒，提出“技术立国”，这不仅帮着日本缓解在技术领域的压
力，也对之后的日本经济助益良多。因而，想要在激励的知识产权竞争中不受制于人，掌握
技术上的优势至关重要。从市场竞争机制的角度看，我国政府要利用《中美经贸协议》带来
的机会促进产业进步和技术发展，而不是一味的缩紧政策，压缩企业空间。在技术创新、品
牌培育等方面，政府应给予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足够的支持，包括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
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企业在研发方面可能更多的困难，政府应该施以援手。
要将技术优势转为有利的竞争优势。对于企业而言，把技术优势转变为市场竞争优势是
关键的跳跃，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成功与否。近来年我国不少企业在其行业中获得
了技术上的优势，但往往比较难将技术上的优势充分发挥，帮助其赢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例
如华为在 5G 等关键技术上领先全球，可在具体的竞争中却多受限制，难以发挥。这背后有
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但从知识产权保护与竞争法的角度出发，企业除技术竞争之外，可
11
能还面临复杂的“法律战”。除了华为的例子外，如中兴被美国政府罚款 10 亿美元 ，大疆
被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侵权等。随着《中美经贸协议》进一步降低诉讼成本，这样的诉
讼想必会只多不少。我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执法时应该兼顾被诉侵权人的合法利益，规
避其因恶意诉讼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企业更是应该高度重视“法律战”所带来的竞争形势
的变化，从研发到使用等各个环节都重视可能产生的知识产权争议。正如上文所提及的部分
日本企业为应对日美贸易摩擦建立知识产权总部协调企业可能面临的各种知识产权争议，这
点就很值得我国企业借鉴，特别是规模较大的跨国企业，在可能的知识产权争议爆发之前即
做好万全的准备。
注重诉讼前的合规建设可能成为新的发展趋势。近年来，企业的合规建设已经越发受到
重视，随着《中美经贸协议》降低知识产权诉讼难度，合规建设的重要性越发突显。“建立
10

于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适用的泛化困局与绕行破解——以重构“二维指征下的三元目标叠
加”标准为进路，载中国应用法学 2020 年第 1 期。
11
蒋梦婕：《中兴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 认罚 10 亿美元并改组》，载财新网 2018 年 5 月 14 日 http://inter
national.caixin.com/2018-06-07/1012666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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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效的合规计划,已经成为西方企业进行内部治理的重要方式。我们可以将合规管理与
业务管理、财务管理视为当代公司治理的三大组成部分。但是,西方企业之所以在建立合规
计划方面具有强大的动力,是因为合规在刑法上具有多重激励机制,也就是,建立有效的合规
计划可以成为涉嫌犯罪的企业寻求不起诉、作出无罪抗辩、获得减免刑罚乃至与监管机构签
12
署暂缓起诉协议的重要依据,企业由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为避免或减少相关诉讼
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特别是跨国企业等应该加强合规建设，防患于未然。
此外，笔者注意到行业协会和“软法”建设对于因应《中美经贸协议》带来的变化可发挥重
要作用。关于通过行业协会软法机制来规范不正当竞争行为，早有学者对此进行研究。“我
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法律责任的设置不足以遏制不正当竞争,可以尝试以行业协会社团罚的软
法机制来弥补硬法的不足。行业协会有反不正当竞争的内在动力、能力和优势,而且其社团
罚的约束在本质上是一种信用约束,可以对会员形成一种长期的心理强制,有很强的约束力。”
13
笔者认为，行业协会的软法机制除规范不正当竞争行为外，也可以引导行业中的企业做好
合规建设，避免不必要的知识产权诉讼，在企业的合规建设中发挥关键影响力。

五、结语
王先林教授认为保护良好竞争秩序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保护知识产权，以此看来知识产
权保护政策也会对竞争秩序产生重要影响。“知识产权在形式、微观和静态上表现为一种合
法的垄断权,……并且需要从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两个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反不正
当竞争法主要为知识产权提供补充或者兜底的保护,保护知识产权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传统的
14
和基本的任务。” 《中美经贸协议》从各个角度全面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这无疑会对我
国竞争秩序产生重要影响。结合日美贸易摩擦中的历史，不难预见专利、商标、商业秘密等
知识产权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将被放大。
《中美经贸协议》扩大了相关知识产权的权利范围，
降低了举证难度，鼓励权利人通过司法手段解决知识产权争议，如此企业面临知识产权诉讼
的可能性增加，“法律战”很可能对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构成挑战。这很有可能改变我国
相关企业甚至是行业的生态，行业协会和“软法”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日美贸易摩擦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前后历经近三十年，有多次争端高潮，前后签订
多个贸易协议，对日本国内的竞争生态、企业的发展规划等影响深远。鉴于新型冠状病毒引
发的肺炎疫情给中美两国经济乃至中美关系又带来新的变数，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恐短时间
难以结束。2020 年 1 月签到的《中美经贸协议》是起点，而非终点。客观上，协议加强了
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保护，有利于一个更加有序、规范的竞争秩序，但协议的相关规定可能
会诱发知识产权流氓、滥诉等一系列问题，对于中小企业并不友好。知识产权的“法律战”
时代即将到来，合规建设与行业协会、“软法”等或许可在新的阶段发挥更大的更大的效用。

12
13
14

陈瑞华：《企业合规制度的三个维度——比较法视野下的分析》，比较法研究 2019 年第 3 期。
朱国华,樊新红：《行业协会社团罚:兼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完善》，政法论坛 2016 年第 3 期。.
王先林：《.竞争法视野的知识产权问题论纲》，中国法学 2009 年第 4 期。

944

TikTok 诉特朗普政府案的探究与思考
张伟华

周艺津

摘 要: TikTok 诉特朗普政府一案，是三一集团诉奥巴马政府后中资企业起诉美国政府的又
一经典案例。本文立足于中美贸易战的背景，针对特朗普政府针对 TikTok 的行政令，结合
TikTok 起诉美国政府的诉状，运用宪法学与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对这一案件涉及的若干法律
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该案对于中资企业未来在所在国投资面临外国政府使用行政权力干预
其合法经营，如何运用所在国的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积极做好投资风险防范具有参考价
值。
关键词: TikTok;特朗普政府;法律正当程序;投资风险防范

中美贸易战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晴雨表，美国政府为了维持经济霸主地位，采用政
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包括使用长臂管辖措施打压中国中兴、华
为等多家高科技企业，而相比其他的高科技公司而言，TikTok 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型模
式，其并不采用传统的分公司或子公司的方式进行经营，而是直接采用设立独立的商事主体
进行经营，而且直接选择在开曼群岛设立离岸公司的方案进行经营，即除了控股股东为中国
字节跳动公司之外，其服务器、员工、经营地等与经营有关的活动均设置在美国本土，但是
仍然因为控股方为中国企业受到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打压，这说明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
中，需要面对所在国严格的合规审查和长臂管辖的法律风险外，还需要面对不可知的政治风
险，这些经验是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有益探索，即企业面对所在国法律和政治风险的双重
压力的同时，如何综合运用本国政府提供的政策外交支持、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所在国法
律争端解决体制等方式来解决这类问题。本文结合 TikTok 诉特朗普政府案，从 TikTok 被禁
的过程、被禁事由、案件诉由分析、案件对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启示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TikTok 被禁的过程
2020 年 8 月 6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简称 IEEPA）和《国家紧急状态法》（the National Emergencies Act，
简称 NEA）签署行政命令（第 13942 号），禁止美国个人和企业与 TikTok 及其中国母公司
字节跳动进行交易，相关交易将在 45 天后（2020 年 9 月 20 日）予以封禁。
2020 年 8 月 14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颁布《关于字节跳动公司收购 Musical》行政
命令，要求中国的字节跳动公司在 90 天内出售或剥离其美国“TikTok”业务。
2020 年 8 月 25 日，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正式在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庭起诉美
国政府，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商务部长罗斯和商务部列为被告。诉讼理由主要包括：（1）
要求判决特朗普 2020 年 8 月 6 日发布的第 13942 号行政命令非法和违宪；（2）发布命令宣


基金项目：2019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涉外民事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权实证研究”[项目编
号：19AFX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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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2020 年 8 月 6 日行政命令（第 13942 号）无效，临时和永久禁止被告执行或强制执行 2020
年 8 月 6 日行政命令（第 13942 号），并维持现状；（3）作出法院认为公正和适当的任何
其他和进一步的救济。
2020 年 8 月 28 日，中国商务部、科技部发布了最新版的《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
目录》，其中在第十五项计算机服务业第 21 点提及到“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推送技术”被
列入目录之中，意味着 TikTok 出售其核心技术“算法”之前必须得到中国政府批准，否则交
易将违反中国的出口管制法律。
2020 年 9 月 14 日，特朗普政府向加利福尼亚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交备案，称 13942 号
行政令将不会影响 TikTok 员工工作的合法性，也不会影响雇员和供应商从 TikTok 获得薪水
及福利待遇。同日，甲骨文公司证实，它已经与 TikTok 所有者字节跳动达成协议，成为其“可
信技术提供商”，但该协议仍需美国政府批准。
2020 年 9 月 18 日，美国商务部在其官网发布消息称，针对特朗普总统于 2020 年 8 月 6
日签署的行政命令，美国商务部今天宣布禁止与移动应用程序(app)TikTok 有关的交易，以
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TikTok 公司表示将会诉讼到底。
2020 年 9 月 19 日，中国商务部在官网发布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其中第二条规
定对“违反正常的市场交易原则，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合法权益”的情况采
取相应措施。
2020 年 9 月 24 日，字节跳动发布提交申请的说明，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
口管理条例》和《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规定，已经向北京市商务局提交了许可
申请，正在等待北京市商务局的受理决定。
2020 年 9 月 27 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裁决，暂缓实施美国政府关于将
TikTok 从美国移动应用商店下架的行政命令。
目前，TikTok 诉特朗普政府案还在审理中，TikTok 也与沃尔玛、甲骨文等多家公司商
洽合作事宜，其最终审查结果也需要得到中美两国政府的批准。

二、TikTok 被禁的事由
2017 年,字节跳动公司以 10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北美音乐短视频社交平台 Musical.ly。2
018 年，Musical.ly 关闭 Live.ly 应用，并将用户转移到 TikTok 上。这一并购成为最终 TikTo
k 被禁的导火索，从事由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从法律依据来看，2018 年 8 月 13 日，美国政府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简称 FIRMMA），相对于以前出台的
《埃克森-佛罗里奥法案》、《博德修正案》、《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法》而言，外资审查委员
会（Committee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States，简称 CFIUS）审查权限得以扩张，
主要包括：（一）外国人买卖或者租赁军事基地和国家安全设施附近的地产；（二）外国人
对涉及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保存或搜集美国人个人信息的美国公司；（三）故意逃避
或规避 CFIUS 审查的交易。相对而言，其第二款理由更为容易成为美国政府开展外资审查
的重要事由。
从裁定的程序来看，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 （CFIUS）裁定的程序主要是 2018 年的《外
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FIRMMA），其中专门提及到了对高新产业的审查，Tik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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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作为高新产业的代表，成为审查中定义的“涉及关键技术的公司”，而依据《外国投资风
险评估现代化法》（FIRMMA）第 308 节中的规定，TikTok 公司成为涉及“保存或搜集美国
人个人信息的美国公司”。1
从并购过程来看，字节跳动公司在收购过程中认为其与 Musical.ly 公司均属于中资公司，
因此两家并购属于中资公司的并购行为，且两家公司均没有中国的国资背景，因此无需向美
国外资审查委员会 （CFIUS）进行强制性申报，以至于公司陷于被动局面。从技术本身来
看，Musical.ly 公司虽然是中国公司，但是经营地一直在美国，使用者也主要为美国民众，
因此持有美国大量公民的个人数据，且其合并的 TikTok 主体股东来自中国的字节跳动，在
中美贸易战的背景，很容易产生“中资公司通过合并行为收集美国敏感数据”的怀疑，最终让
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 （CFIUS）认定了字节跳动公司在进行 TikTok 公司和 Musical.ly 公司
进行并购违反了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规定，虽然此后 TikTok 公司向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
（CFIUS）提出了多项解决方案，但是由于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 （CFIUS）认定字节跳动公
司对于此项并购未主动申报在前，属于“故意逃避或规避 CFIUS 审查的交易”的情形，最终
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 （CFIUS）拒绝接受 TikTok 公司提出的任何和解方案，以致于特朗普
政府行政命令的出台。
从特别关注事项来看，《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FIRMMA）新增一类来自于“特
别关注国家”的投资审查，而在其向美国众议院的报告中提及“特别关注国家”中，提及到了
中国，虽然 TikTok 公司的注册地在开曼群岛，也是一家完全的私营企业，但是由于其控股
资本为中国资本，并且冲击了美国本土的社交媒体企业，加之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因而美国
外资审查委员会（CFIUS）对于 TikTok 公司是持严格审查标准的。2
从整个事件来看，字节跳动已经为在美国经营公司方面的合规做到了极限，包括 TikTo
k 为按照美国法律成立的独立公司，其数据是单独存储在美国弗吉利亚州，并在新加坡备份，
并未违反美国法律规定，但是最后因为公司并购事项未能及时申报最终遭受了美国的行政命
令的处罚，这提醒我国企业前往境外投资开展合规审查需要考虑更加周全，绝对不能抱有任
何的侥幸心理来规避投资国所潜在的政治和法律风险，因为投资国所涉及的投资风险已经由
世纪初以程序违规为主简单粗暴的安全审查手段转变为以数据利用为主更加隐蔽的安全审
查手段，这对我国企业的挑战更大。

三、TikTok 诉特朗普政府案之诉由分析
TikTok 诉特朗普政府案的目的并非为追求特朗普政府败诉，而是希望能够与特朗普政
府达成妥协，希望达成三一集团诉奥巴马政府和解的结果，此外，由于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临
近，TikTok 希望通过诉讼能够将行政令的结果执行推迟到美国总统大选后，这些都成为
TikTok 诉特朗普政府的诉由。
此外，2020 年 8 月 6 日，特朗普政府向 WeChat 发布了与 TikTok 类似的行政令，要
求 WeChat 下架。2020 年 8 月 21 日，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在向加利福尼亚州的北加州联邦
地区法院递交诉状，要求法院颁布相关的禁止令，2020 年 9 月 20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地
方法官洛芮尔·比勒（Laurel Beeler）阻止了美国商务部要求软件供应商将 WeChat 从应用商
店下架的命令，认为该行政命令可能会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价值提出了严重质疑。这一诉
丁婧文：《“TikTok”事件的法律分析—兼谈数据利用国际经贸规则的完善》，《法治社会》2020 年第 5
期。
2
张申：《浅议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立法意图》 ，《人民法院报》2018 年 10 月 12 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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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争取到的禁止令对于 TikTok 诉特朗普政府案起到了非常好的引领作用，而且说明了特朗
普政府在发布行政令时考虑的因素并不是国家安全因素而是政治因素，针对美国政府的行
为，TikTok 的起诉是有充分的理由，结合其提交的诉状，我们将从法律视角进行分析。
（一）针对 TikTok 总统令是否违反“程序正当”原则
在 TikTok 的诉状中，认为美国政府发布的行政令的程序违宪，未就 TikTok 封禁给予字
节跳动和 TikTok 通知，且未提供申诉的机会，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关于正当程序的
规 定 ， 在 诉 状 中 ， TikTok 公 司 还 引 用 了 Al Haramain Islamic Found., Inc. v. U.S. Dep’t of
Treasury, 686 F.3d 965, 1001(9th Cir. 2012)这一案例。3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均是对美国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重要法律，但第十
四修正案主要针对的是州政府，第五修正案主要适用于联邦政府，而在本案中，针对 TikTok
的行政令由美国联邦政府发布，因而 TikTok 起诉美国联邦政府选择依据第五修正案是恰当
的。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对于正当程序的规定为：“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之
生命、自由或财产；凡私有财产，非有恰当补偿，不得充公。”这一宪法条款通过美国联邦
最高法院多次判决，将该条款发展成为“法律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并不断在公民权利领
域拓展使用，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保护公民正当权利最有利的武器。4
从本案来看，美国政府针对 TikTok 的行政令的程序是否违宪，主要看其是否遵守了行
政机关的“法律正当程序”这一原则，在美国行政法上中，所有的行政决策必须经过听证程序，
即“任何权力必须公正行使，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他的意见”，这个原则表现在行政
机关在从事行政行为时，一旦行政行为存在对当事人有不利的影响时，应当听取受到影响的
当事人的意见，而不能直接主观判定事实，剥夺当事人申诉和辩解的权力，这也是英美普通
法自然公正原则的适用。但是在特朗普发布总统令的时候，并未给予 TikTok 对于美国外资
审查委员会（CFIUS）的申辩和陈述，也不给予任何沟通的机会，属于严重的违反“程序正
当”的原则，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根据美国宪法所确定的三权分立和司法终
裁的原则，TikTok 有权针对美国联邦政府的不当行为向美国联邦法院起诉，依据美国《联
邦行政程序法》第 706 条，通过复审以获取自己的正当合法权利。
（二）针对 TikTok 总统令是否存在越权
1.针对总统令指控 TikTok 所涉及的领域越权
在 TikTok 诉状中，认为美国政府发布的行政令颁布的基础不合法，构成越权：《国际
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授予美国总统为保护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及经济，基于应对“异
常状况和特殊威胁”的国家紧急状态，对经济交易进行限制和管控的权力。该行政令通篇使
用了“潜在”、“可能”、“据报道”此类含糊的表述，并未有字节跳动造成实际威胁的证据。
特朗普总统发布针对 TikTok 的第 13942 号行政命令依据的法律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力
法》（IEEPA），该法律是美国国会 1977 年 10 月 28 日通过，由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的
一项美国联邦法律（第 95-223 号），目前已经进行了 8 次修改，该法授权美国总统宣布国
家紧急状态后规范商业的权力，以应对外国的任何异常状况或特殊威胁。从美国总统运用该
部法律来看，卡特、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总统针对伊朗、俄罗斯等多个国家使用根据这
项法律，该法律在后期实质上延边成为针对外国政府、外国实体或者外国公民开展经济制裁
3
4

张千帆：《美国联邦宪法》，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
朱曾汶：《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商务出版社 201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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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据。5特朗普政府在 2019 年发布的 13873 号行政命令针对美国通信基础设施的调查直接
将矛头指向了中美贸易战中的中资企业，因此 TikTok 因控股股东为中资企业也成为了美国
重点打击的对象。
针对《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一直以来存在违宪的质疑，主要认为该法被
质疑有违反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财
产”。对此，联邦最高法院对此的解释是“美国总统通过《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
获得的授权，是用于解决问题的谈判筹码，有权不经通知，就立刻冻结制裁对象的流动资金”，
并判决国会不能用简单多数票（即过半数），来否决总统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IEEPA）
所颁布的命令，而是需要超级多数票（即国会的 2/3 多数票）。对于司法、行政、立法三权
分立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国会和总统在这一问题上观点保持一致，均持有“美国安全利
益高于一切”的观点。
从《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IEEPA）本身来看，本次特朗普发布的对 TikTok 的第 13942
号行政命令，并且主要依据是 2019 年发布的 13873 号针对保护美国通信基础设施的行政命
令，而 TikTok 认为自己是社交平台，并非通讯基础设施提供商，也不具备提供关键基础设
施和重要紧急服务的能力，因此不属于该法规范调整的范围，此外，诉状中也指出了 TikTok
中的 CapCut 模块的视频剪切功能与通讯功能完成没有任何关联，因此，美国政府适用上述
法律超越了该法规范调整范围，部分功能与国家安全功能毫无关系，属于严重越权行为。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强调信息公开，通过限制行政机关的程序，扩大司法审査的范
围，进而强化对政府权力的控制，以防行政权力的滥用，从而维护和保障公众的权利。其对
因行政机构实施活动而受到侵害的任何人，有司法复审权，法院可以撤销行政机构的决定或
行为，只要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公平的、专断的、违宪的或不能被事实证明。
2.针对总统令指控 TikTok 而涉及字节跳动越权
诉状中认为该行政令扩展打击范围至字节跳动，构成越权：该行政令要求个人和实体不
得与字节跳动及其子公司进行任何“交易”，但即便是所谓的“威胁”也仅指向 TikTok，而
TikTok 只是字节跳动众多业务中的一项。
TikTok 作为一家在美国注册受美国法律保护的公司，具有美国法律完全的民事责任能
力和行为能力，而字节跳动则是一家在开曼群岛注册由中资控股的公司，两者虽有关联，但
是在法律上是相互独立的，CFIUS（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的也仅仅是 TikTok 在 2017
年流行 Musical.ly 视频应用的行为，该总统令直接将字节跳动纳入指控范围，这是对美国合
法注册公司 TikTok 的正常营运权的侵犯，属于明显的越权行为。
（三）针对 TikTok 总统令是否超越了法律的授权范围
TikTok 诉状中认为该行政令限制个人沟通交流及信息材料传输，构成越权：这一点直
接违反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的规定，其明确规定禁止行政行为阻碍个人信
息沟通和交流。
这一依据主要来自于《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中对于总统根据该法实行经济
干预的豁免，其中提及到“不涉及经济价值的个人邮政、电报、电话或者其他通讯。”因此，
在 TikTok 的诉状中，TikTok 可以主张公司是通过商业广告等盈利模式开展的商业活动，对
于公民个人用户使用其软件从事视频的录制、分享以及传输功能，并不能通过该活动获利，
5

任东来：《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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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属于《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总统令豁免的范围，总统无权干预私人交流和
信息传输行为，因此，针对 TikTok 总统令在明知道法律对此进行了豁免，但是总统令的强
行实施严重超越了法律的授权范围。因此，TikTok 可以依据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 7
章第 702 条申请司法复审以保护公司的合法权利来约束特朗普政府滥用国家安全审查的行
为。6
（四）针对 TikTok 总统令是否突破了三权分立
TikTok 诉状中认为该行政令所依据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本身违反了“禁
止授权原则”，构成违宪。《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的授权过于模糊，未明确总
统行使裁量权的指导性或约束性原则，因此违反了美国宪法的三权分立原则。
根据美国宪法对于国会和总统的权力分享来看，美国宪法的第一条规定了美国国会的权
力，第二条规定了美国总统的权力，就立法权而言，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一款明确了美国的国
家立法权属于国会所有，但是在宪法长期发展的过程中，美国总统逐步拥有了行政命令权，
特别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之后，行政命令逐步成为美国总统行使行政权的主要方式，虽然
在宪法意义上缺乏国会的明确授权，但是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宪法惯例”。在诉状中提到到了
Gundy v. United States, 139 S. Ct. 2116, 2123 (2019)，国会可以授权行政部门行使立法相关的
权利，但前提必须是提供了清晰易懂的原则，以指导代理方行使裁量权。“国家安全”这一命
题，被认为是美国总统发布行政令绕开美国宪法约束的最为重要的措施。在本案中，由于国
际法和美国的国内法均缺乏对数据传输与国家安全明确法律规定，特朗普政府直接援引《国
家紧急状态法》第 1601 条和 1701 条是有法律依据的。
因此，起诉状中认为国会对于国家安全方面行政令的授权相当模糊,并没有提供清晰的
标准，但是仅仅以此为由起诉美国政府指控其违反“三权分立”原则相对较难。
（五）针对 TikTok 的总统令是否有权向美国政府得到恰当补偿
TikTok 诉状中认为该行政令强制要求就 TikTok 美国资产出售向美国财政部支付报酬违
反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与《美洲人权公约》禁止剥夺私人财产的规定。美国《宪法》
第五修正案的规定为：“凡私有财产，非有恰当补偿，不得充公。”《美洲人权公约》第 21
条第 2 款中规定：“除非出于公共事业或社会利益的原因并根据法律规定的形式支付公正的
赔偿，否则任何人均不得剥夺其财产。”
在行政令中，美国政府已经确认了“TikTok”数据认定为“财产利益和权益”，因此对该行
政令要求 TikTok 在 90 天提供撤资证明实际上已经构成对该公司的“间接征收”，按照《美国
双边投资协议示范法》规定，缔约方只有在涉及“公共福利”或“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才不涉及
到“间接征收”，而间接征收与直接征收具有同等效果。因此，即使美国政府认为确实需要进
行征收活动，则也必须支付公正的赔偿，否则也是违反美国宪法及有关国际条约精神。7
（六）针对总统令禁止 TikTok 在美国运营构成违宪
该行政令禁止 TikTok 在美国运营，构成违宪：TikTok 的代码为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保护的言论，而完全关闭 TikTok 美国运营远远超出了为保护政府利益所需的必要措施，违
反了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
针对《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该法被质疑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国
6
7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 年版.
郑之杰主编：《“走出去”的法律问题与实践》（第 2 版），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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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自由或出版
自由；剥夺人民和平机会及向政府申冤之权利”。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此的解释是“宪
法第一修正案的自由并不包括支持和保护恐怖主义的自由”。但是美国法院在 1999 年对于
Bernstein 案例的裁定，密码算法的原始码属美国宪法言论自由保障范围内，因此根据美国
宪法第一修正案，美国政府没有权力不让美国人使用某个 APP。因此，TikTok 并不涉及到“支
持恐怖主义”或者“危害美国的公共安全”，因而应该属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保护
的范围。8
针对行政令中禁令依据的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中第 551 条第 10 款，TikTok 将依据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 555 条附属事项第 5 款要求特朗普政府对禁令的理由和依据进行
详细说明。

四、TikTok 诉特朗普政府案对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启示
美国政府对于 TikTok 的行政令只是借用了国家安全这个名义，从整个行政令来看，美
国政府所针对是所有中资公司及有关项目，而且还契合了中美贸易战这个大背景，因此对于
TikTok 以及其他打算赴美投资的企业来说，应该充分依靠国家的政治博弈和政策法律优势，
提前做好相关风险防范措施。
第一，做好事先合规审查。中国企业在开展投资之前，应该对所在国的各类风险进行充
分考察评估，设置风险预警机制，比如中资企业在美国投资前，需要对美国的外资审查委员
会 （CFIUS）的审查范围和对象进行充分了解，特别是需要汲取 TikTok 在合规审查中遇到
的问题，包括主动审查和被动审查的问题、数据传输和隐私保护的问题，此外，对于美国的
长臂管辖制度也应该有充分的了解，避免华为孟晚舟案的出现，这些都是需要投资方对所在
国的法律体系相当熟悉避免因为前期合规工作未做好最终导致本可以避免的风险，最终导致
投资企业利益受损。
第二，穷尽所在国的法律救济途径。针对美国、印度等多国家对 TikTok 采取强制下架
或者业务剥离的措施， TikTok 以及 WeChat 应该充分利用所在国的司法资源，特别是美国
实行的三权分立原则，司法系统与行政系统相互之间是完全独立的，TikTok 应该利用现有
的律师团队并聘请熟悉当地法律制度的律师，积极向当地的司法机关就行政决定进行行政诉
讼或宪法诉讼，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此前，三一集团起诉了奥巴马政府，华为起
诉了特朗普政府，这些都是充分利用投资所在国的法律救济途径，积极通过诉讼来保护企业
的合法权益。9
第三，充分利用 WTO 的现有规则建立 MPIA。由于美国的阻挠，WTO 上诉机构实际
上已经处于瘫痪状态，中国政府可以与 WTO 其他会员国协商建立上诉仲裁临时安排（MPI
A），来处理成员方之间的贸易争端，这样也避免了中美之间在 WTO 直接交锋。一旦 WT
O 上诉机构恢复，中资企业可以就美国对 TikTok 以及 WeChat 相关企业的禁令向 WTO 起诉，
指控美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特别是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有关录音和视听服务的市场
开放承诺以及国民待遇承诺，限制跨境贸易服务，违反多边贸易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目标，推
动 WTO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与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规则谈判继续进行。10
第四，不断推进双边投资协定签订。由于 WTO 目前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加之以美国等
任东来：《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 25 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 年版.
谭捷夫，周艺津：《三一集团诉奥巴马政府案若干法律问题探究》，《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3 年第 9
期。
10
潘星容：《国际关系与法学双重视角下 TikTok 及微信等如何突破在美困境》，《法治社会》2020 年第 5
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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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国家不断推进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美加墨三国协议（US
MCA）等区域经济联盟体系建设，这样在实质上已经放弃了原有以 WTO 为主的贸易秩序，
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尽快将原有与外国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IIAs）模式变更为签订双边投
资协议（BITs）模式，这种两国间签订的协议相对而言稳定性更强，很少受两国的国内政治
变动或者国际贸易争端的影响，目前我国尚未与美国签订相应的投资保护协议，这也是 Ti
kTok 在美国受到打压国家层面相对比较难处理的重要因素。
第五，推动我国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目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是国际规则的制定
者，因此涉及到 TikTok 时适用的规则条款均是美国制定的，因此在制定过程中美国设置的
条款有利于其本国，在解释条款的过程中也是有利于其本国，这些对于我国企业来说是非常
不利的。随着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我国应该积极参加国际社会数据相关规则的制定，
培养精通国际组织和制定国际规则需要的人才，提升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推动
制定对我国互惠公平的国际规则，就 TikTok 而言，推动建立国际数据保护体系已经刻不容
缓。
第六，加强两国谈判力度。针对中美双方存在的分歧和挑战，两国政府应该努力管制分
歧，对于若干敏感问题进行协商解决，比如通过中美第二阶段的《中美贸易协议》解决关于
数据财产的争端解决机制，为“TikTok”事件彻底解决提供在现有国际规则下的解决争端的渠
道。11

五、结语
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冲突进一步加剧，而我国企
业正好属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很多企业主动选择“走出去”，但是由于
各类复杂的因素影响，美国加强了对中国资本的限制，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更是给
中资企业在美国的投资设置了多重堡垒，特别是利用国家安全这一条款反复逼迫中资企业退
出美国市场，这些对中资企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熟悉国
际游戏规则和市场惯例，并且认真了解投资地的法律规定、政府及行业的要求，逐渐适应国
际竞争环境，做好合规审查，未来中资企业将会在探索中走出一条适应国际规则和本国国情
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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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政策与 WTO 的危机反思
——自由贸易法律机制的解构
余 楠
（湖北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与法学院）
摘 要：自由贸易理论是支撑国际贸易体制扩展和 WTO 运行的重要支柱，它强调互利合作
是国家共生共存的更有效手段，在国际层面强调相互依存、国家共同利益与国际合作。然而
从历史角度考察美国贸易政策实践，美国秉持实用主义根据本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力量强
弱，在对外贸易中交替运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两手政策。自由贸易理论与现实的反差，关
系到 WTO 制度根据的合理性基础，牵连 WTO 发展的危机。
关键词：自由贸易理论
WTO 多边贸易体制
美国贸易政策

引子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今年 7 月在美国期刊《外交事务》WTO 上发表文章阐述其贸易
政策观点，提出贸易政策归根结底的目标是维护美国人的利益，理想的贸易政策核心在于“平
衡的、以工人为中心”，质疑了自由贸易效率至上的观点，指出自由贸易造成美国制造业衰
退，工人失业，对华逆差。“美国必须摆脱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非此即彼的腐朽观念”。强调
美国面对贸易挑战要坚持灵活性、实用主义，“并有勇气面对国际精英的反对”。
自由贸易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美国广而告之将其推行国际社会，自由贸
易被视为 WTO 原初与最核心的目标、神圣原则贯穿 WTO 体制。如今美国的贸易政策官员
却公开予以否定，全面批判。加上美国自特朗普任职总统以来的种种退出贸易协定，发动对
华贸易战，阻碍 WTO 上诉机构任命法官从而导致上诉机制瘫痪。WTO 从成立到衰落，美
国都是关键因素，可谓“成也美国，败也美国”。WTO 的许多制度源于美国国内贸易法，或
者从美国 1994 年谈判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内容中搬过来的，也就是说 WTO 的原则和
制度确立过程中美国是最重要的主导者。美国也是 WTO 争端解决机制运用最频繁的国家之
一，
1
美国如今却沦为破坏争端解决机制运行的决定力量。再回顾 WTO 各种法制的实施过
程中美国的做法，著名的“301 条款”案件、各种“公平贸易”救济措施案件、“非市场经济国家”
的差别待遇，等等，按照 WTO 闻名于世的法治思想美德，美国可谓是 WTO 制度的破坏者。
美国为何一手推出自由主义贸易思想理论，又另一手狠狠地蹂躏自由贸易呢？自由贸易的兴
衰密切关系到 WTO 的历史命运何去何从。WTO 的成败与自由主义的关联如何厘清？美国
的贸易实践与相关理论言辞可以作为分析样本之一及思考的起点。

一、自由主义与美国的贸易政策
（一）西方自由贸易理论
从自由主义的视角来看美国的言行不一的矛盾做法或有助益。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
际关系理论从康德的贸易促进和平思想、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历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
由制度主义发展到高潮。和西方历史更悠久的现实主义相比，自由主义更加关注非国家行为
WTO 争议案件中美国作为原告、被告、第三方的数目分别为 124,155,162。https://www.wto.org/english/tra
top_e/dispu_e/dispu_by_country_e.ht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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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非主权国家本身，注重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的研究。在国际贸易领域，自由主义主张自
由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开放市场，约束主权国家遵守国际机制。自由主义对国家的理解，
有别于现实主义那种把国家视为单一而理性的行为体的看法，认为国家是国内社会利益的集
合体。国家的政策与行为是由国内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偏好累积形成。国家政策与行为是国内
利益集团相互争执、谈判和妥协的结果。因此，国家不是单一的行为者，因此不可能做出完
全理性的决策。自由主义也承认国家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但强调互利合作是国家共生共存的
更有效手段，在国际层面强调相互依存、国家共同利益与国际合作。
自由贸易的观点最早由 18 世纪下半叶重农学派提出，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根
据绝对“比较优势”系统地阐述了自由贸易理论，而大卫•李嘉图又以“相对比较优势”弥补了
斯密理论的不足，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理论，指出国际贸易可增加国家福利。科斯的交
易成本理论则解释了贸易自由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1933 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提出资源禀
赋学说，提出各国根据资源禀赋特点尽可能生产资源较丰富的产品参与国际贸易，能使生产
要素得到最充分有效的利用，对世界各国都有益，进一步推动自由贸易理论达到顶峰。二战
后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中期，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大多根据自由贸易理论进行国际分
工，实施贸易自由化的外贸政策。
（二）美国贸易政策考察
1. 贸易政策的政治属性
贸易政策，是一国在法律、规章、国际协定谈判等方面采取的一整套立场，目的是为国
内企业提供预测性和安全性的规则，创造有法律约束力的市场准入。贸易政策需要国内政策
进行支持革新及提高国际竞争力。霍克曼（Hoekman）和柯斯特奇(Kostecki)认为，贸易政
策是对外国生产商有歧视性的国家主义政策。换言之，它是国内政策因国内原因所做修改在
国际方面的反映。可能产生的一种结果就是贸易处于从属于政治的地位。2政策不同于法律，
具有时效性强，灵活多变，注重实用而非统一性、确定性。美国的贸易政策秉承实用主义的
国粹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采别样的应景政策，以最大化维护美国的国际竞争优势与国家利
益。
2. 美国贸易政策考察
“贸易政策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最持久的内容之一。”3美国历史上根据本国在国际市场竞
争中的力量强弱，交替运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两手政策。
第一阶段：重商主义时期。最早期英国国殖民地时期至建国初期，美国传承了英国的“重
商主义”，实质是经济上的民族主义，以保护关税为主。其后不断演变谓之“新重商主义”，
其中的国家干预对外贸易思想一直影响至今。
第二阶段：早期美国实施的贸易保护政策：19 世纪为“新兴产业”提供保护，极大地促
进美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美国内战前的纺织业及其所带动的其他众多产业明显得益于贸易保
护政策，内战之后的美国更是长期一贯地实行世所罕见的保护主义政策，得以赶超英国及其
他欧洲国家。
第三阶段：自由贸易转向。当其产业优势上升至顶峰后，二战后美国向自由贸易转折，
采取鼓励进出口的政策措施，并倡导发起了 WTO 的前身 GATT 的谈判，促使主要国际贸易
国家谈判削减关税，开放市场。
第四阶段：贸易保护趋向——公平贸易政策。GATT 多边贸易体制下不断扩大的货物贸
易自由化给美国带来巨大竞争压力，使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优势地位下降，因此美国日益
诉诸保护主义手段。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美国实施互惠贸易、“公平贸易”以及战略贸易政
策，并产生了巨大的全球影响力。互惠贸易表明美国的开放市场要求贸易伙伴国家的对等优
惠作为前提，美国实施的自由贸易与之前英国曾经实施过的单方自由贸易形成反向对照。
其中的“公平贸易”并非字面意义，美国要求贸易伙伴国比照美国对等开放市场和放松经
济管制，通过国际贸易谈判和国内贸易措施迫使对方修改外贸法规和政策，而任何损害美国
进出口商的行为都被视为“不公平”行为，美国可实施单边报复。“公平贸易”是一种奇怪的混
合体，要求贸易伙伴开放市场准入机会，客观上促进了自由贸易发展，而美国的各种贸易措
2
3

[澳]古德：
《贸易政策术语辞典》，王晓东，刘芳，傅琳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第 332 页。
金灿荣：《国会与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历史和现实的考察》
，《美国研究》200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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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包括认定贸易行为的公平与否及单边报复措施（如著名的美国贸易法“301 条款”）等，则
是基于私利计算的贸易保护，实际是设置非关税壁垒，具有出口贸易自由与进口贸易保护的
政策取向。4
战略贸易是 20 世纪 80 年代由布兰德（J.A.Brander ）、斯潘塞（B.J.Spencer ）、克鲁
格曼（P.R.Krugman ）等人发展起来的一种贸易政策理论，主张政府有效干预，促进战略性
产业发展。在不完全竞争环境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实施战略贸易政策的国家凭借生产补贴、
出口补贴或保护国内市场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工业的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
竞争能力，劫掠他人的市场份额和工业利润，不但无损于其经济福利，反而有可能提高自身
的福利水平。显然，这有悖于自由贸易学说的经典结论。
彼时美国对经济迅速发展的日本进行打压，要求日本在汽车和半导体出口等方面自愿限
制数量，否则将进行报复。此外，特别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在 “反补贴税与反倾销方面的
规定大大扩大了他国涉嫌补贴与倾销的可能性“，作了诸多严厉的规定。同时 1988 年贸易
法订立了大量推动美国出口的条款，如新设促进美国海外竞争力理事会等机构，提高海外私
人投资公司贷款担保总；在为农产品出口提供补贴的同时，奖励购买美国农产品的外国进口
者；等等。5
在建立 WTO 的谈判过程中，美国将有利于自己的贸易思想、政策及国内成熟的贸易规
则输入到 WTO 体系中，“美国在推进建立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过程中扮演了发起人和全球
规则制定者的关键角色”，“也确立了美国在国际贸易规则中的制度和体制优势，并由此带来
了美国在贸易、经济乃至国际政治中的有利地位。”6
第五阶段：当今贸易战破局与经贸体制重构时期。特朗普执政后提出“美国优先”的原则，
国内实施减税优惠政策，吸引制造业回归美国，注重就业率提升；对外贸易政策上将经济安
全上升为国家安全的高度，加强贸易执法维护公平贸易，重启区域自贸协定谈判寻求最有利
于美国的条款，阻碍 WTO 的争端解决机构运行，提出改革 WTO 改变多边贸易体制要求。7
系列外贸措施引起争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阻击华为等企业的竞争业务，对各贸易伙伴国
家加征关税；退出奥巴马时期谈判的 TPP 协定，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提高劳工保护
标准，设置“毒丸”条款禁止贸易伙伴未经全体一致同意而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谈判贸易协定，
阻碍 WTO 上诉机构任命大法官。对 WTO 改革，美国提出四项主张：解决非市场经济挑战；
充分尊重成员主权政策选择；对未履行通知义务成员施加惩戒；重新定位发展中国家待遇。
尽管常被误标榜为自由贸易先锋，但事实上美国从来没有实心实意全面实施过自由贸易，
从始至终美国的贸易政策都编织着利己主义的思维，基于计算对等开放市场，实行较自由的
贸易。美国总体上选定了一条以国家干预和关税保护为核心的发展道路。当自身优势受到竟
争者的侵蚀时，美国为了保住自己的产业包括夕阳产业，即采取双重标准，拒绝顺应比较优
势的演变趋势， 频频打出“公平贸易”等旗号将五花八门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带入国际贸易关
系中。8美国也以利己主义为准绳，实用主义地规划国际贸易体制、推动多边贸易谈判，并
给自己划出诸多例外的范围。如今自由贸易的表里不一，内外矛盾聚焦到需要破局变革的地
步。

二、WTO 多边贸易机制反思
4
5
6
7
8

刘振环：
《美国贸易政策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第 198-228 页。
林汪：
《战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研究》，第 121-138 页。
刘振环：
《美国贸易政策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第 2-3、6 页。
张玉环：
《特朗普对外经贸政的策与中美经贸博弈》，
《外交评论》2018 年第 3 期。
梅俊杰：
《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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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贸易理论的挑战
自由贸易原则是 WTO 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之一。从 GATT 到 WTO 时期，多边贸
易谈判一直致力于削减关税和减少其他贸易壁垒，约束成员国的贸易措施行为。然而随着关
税的不断削减，非关税贸易壁垒措施却始终难以实质消除，以各种形式阻碍国际自由贸易。
而 WTO 本身的制度设置实际并非完全自由贸易导向的，如公平贸易救济基本是美国国内体
制的引入，在现实中反而成为实质的贸易壁垒，并经由美国的示范效应不断在 WTO 成员范
围内扩大影响而成为普遍化措施。WTO 最初的以自由贸易原则主导的法治机制，也越来越
多地让步于各成员国为实现各种社会目标采取的贸易措施。自由贸易论确立后至今所遭遇的
各种理论挑战，巳从贸易条件、幼稚产业、收益递增、国内扭曲、不完全竞争等多个侧面揭
示了这些漏洞。
自由贸易论假定出了一个与真实世界反差极大的虚 拟世界，从而也铸就了自由贸易论
应用于现实世界时的本质弱点。自由贸易论终究只能在 严格限定的苛刻条件下才能成立。
支撑自由贸易论的诸多条 件在现实中是难以具备的，更难以同时具备。因此，一旦放到 真
实世界中，自由贸易论便无法兑现其根据假定条件所作出的承诺。比较优势原则至多只适合
农业，而在工业中，所谓比较优势基本上人为大于天成，起作用的往往是先占原则，即 谁
先发展谁便占有优势。
自由主义理论盛行之际，推行国际合作与法治，然而国际制度、多边外交和国际法都未
能应对最紧迫的国际问题。自由主义实质是商业化的扩张、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其理论的传
播，将法律工具化，以利于特定的价值与利益。9自由贸易的理想与现实往往格格不入，美
国为典型的成员向往的是拥有开放的世界市场而保护自身的国内市场和产业不受冲击，这种
自相矛盾的言行必然导致成员间的贸易摩擦。成员间的经济格局、制度和利益的差异，使得
自由贸易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辐轴，加剧了不平衡的产业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差距。自由
贸易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国际体系中弱势的国家而言，具有高度的风险性。自由贸易论的
要害是，迁就并强化现实分工格局， 引导弱势方依赖并不可靠的比较优势，最终使之固定
在国际产业分工链的低端位置并因此而流失机会和利益。墨西哥的困境就是众多发展中国家
在不对称自由贸易下命运的缩影。 1992 年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执行后，一方面美国
农产品生产依然获得大量补贴，致使农产品生产成本远低于墨西哥，造成墨西哥农业不得不
经受强大的美国衣业的直接竞争。但另一方面，“美国自己却仍然使用非关税壁垒来阻止墨
西哥产品的进入。这些政策严重危害了墨西哥的农村经济”。对于一个五分之一的就业 仍在
农业部门、四分之三以上的穷人来自农村的国家来说，实施不对称自由贸易之后，显然并未
增加倒是减少了总体的国民福利，特别是使得不平等和贫困现象反趋严重。 “墨西哥与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的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很明显仅
靠贸易自由化的力量是无法完成此项重任的。”。10见,
（二）WTO 机制本身的缺陷
1.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实施效果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是国际法硬化的表现，然而现存的世界
贸易组织章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在它的框架中，并不存在惩罚违背协定的外部
强制性制度，具有实际意义的义务的自我执行建立在确信违背协议的行为会受到随后出现的
报复行为的惩罚的前提之下。这种报复威慑构成了现存世界贸易体系的核心内容。实际义务
的履行以及贸易争端的解决机制是建立在成员国之间违约报复威胁的基础上的。这种强制实
施协议的机制在现实运行中的状况如何，对于单个国家来说，取决于该国在与贸易伙伴国的
重复博弈中，违约的短期收益和报复的长期成本之间的权衡。在两个对称的贸易伙伴国之间
的静态博弈的均衡解给出的“最大合作关税”在最优政治关税组合与纳什均衡组合之间11。但
是，结论得出往往建立在两个贸易伙伴国对称的前提下，也就是说博弈双方的经济规模是相
等的，另外，两国的策略也相同，都害怕伙伴国的报复行为给自身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
现存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强制实施及争端解决机制的实际运行效果是建立在成员国之间经济
Martti Koskenniemi.From Apology to Utop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Irwin: Free Trade under Fire, P. 132.
11
Kyle Bagwell and Robert W. Staiger, The Economics of World Trading System, The MIT Press, 2002, p.10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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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的基础上的。如果两国之间是非对称的，那么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就有可能是单向
依存的。这种情况下，依存于别国的一方，其博弈的策略是有限的。因此，现存的世界贸易
组织的强制实施及争端解决机制对当今全球经济的中心国家的约束力是非常有限的。可以从
2000 年来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单边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明显看出。如果美国挑起贸易争端的
话，它并不怕发展中国家的报复，其原因是美国在制造业领域中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性很小，
而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和知识产权领域的技术扩散并不直接进入发展中国家，所以，美国不会
担心其贸易政策违背 WTO 原则而受到报复，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导向型国家，由
于对美国市场有着极大的依赖，因此，由于美国的报复威慑，使他们根本不敢贸然违反贸易
协定。由于现存的世界贸易体系的强制实施及争端解决机制是建立在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
的基础上的，所以，这种制度安排从根本上说是不能解决成员国之间的非对称性所造成的利
益分配的不平等现象。WTO 成员国数量的增加，这种制度安排的缺陷会表现的越来越明显。
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体系中仍是主导力量，只有在发达国家间形成了“强大的”强制实施压力，
发展中国家才有用“弱的”强制实施压力来进行交换的余地。如果发达国家间形成强制实施的
压力，其所关注的贸易问题与发展中国家所关注的不是同一问题的话，那么这种强制实施压
力交换的余地便是非常有限的。而麦格吉（Maggi）所提出的强制实施权利的积聚利益，在
发展中国家也很难形成，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发展的构成中产业结构日益趋同，因此当
发达国家如美国提高关税时，它们之间进行贸易交往的规模不大，因此很难积聚起惩罚权利
来共同报复发达国家的违规行为。12
2. 对美国“301 条款”处置的无效
例如依据有关贸易壁垒的“超级 301 条款＂，美国在 1989 年提起 6 宗贸易调查，针对
日本、巴西、印度、台湾等经济体，其中在对日本动用该条款时，限定日本在“一年之内向
美开放在超级计算机、卫星及森林产品等方面的市场“，最后也是以日本的让步而告终。“超
级 301 条款”被认为是美国为了削减贸易逆差而不断扩大的武器库中 “最新和最有力的武
器“，这种条款”是对国际自由贸易体制的否定”。在有关知识产权的“特别 301 条款”之下，
美国日益系统地动用“重点观察名单”、“不定期审查＂、不容商议的时间表，以及严厉贸易
制裁等威胁手段，对全世界大批发展中和 发达国家施压，改变其内部法律规定，借以扩大
自己的贸易得利。13
3. 反倾销的滥用
以美国为例，主管倾销问题的美国商务部“同时扮演着 原告、法官和陪审团的角色”，
各种霸道乱象由此丛生迭出：反倾销调 查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如“实质性危害”、“非市场经
济体“依然缺乏明 确的定义，有意留下了利己裁量的空间；执行机关可以无视美国自己 的
法律规定，即使当外国企业在美销售产品采用与国内一样的价格， 也可根据偶尔出现的低
千平均价的某一低价特例，而认定存在倾销 行为；在允许一案同时调查多国倾销后，却可
根据具体利害关系，选择实际调查其中某一或某些国家而放过其他；即使反倾销案调查最 后
并未导致惩罚性关税，调查过程本身也会造成被调查者贸易受限，有关损失却无从得到补偿；
等等。所以说，“反倾销过程充满了微妙 的诡计和武断的偏袒，总是一成不变地照应国内请
愿方，作为｀公平 贸易＇法律的一部分，这实在具有讽刺意味道。”。14贸易伙伴凡与美国
不对称甚至 不一样的任何特点，不管是在贸易开放度方面还是国内制度安排方 面，都是对
美国的“不公平“，从日本到墨西哥再到中国，一个个在他们眼里，国家都被“妖魔化为不公
平贸易伙伴＂（巴格沃蒂：《今日自由贸易》，第 57 58 54 56 页。）美国频频威逼其他国家
对美开放市场，继续出台国内贸易限制法规，同时以贸易自由化为名操控国际贸易体制。针
对中国的做法包括：从有关最惠国待遇的年度审议、纺织 品及知识产权之争，到中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人民币的升值问题。
4. 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利益分配的极度不平衡
“发达国家在 乌拉圭贸易谈判桌上取得巨大的利益后，便扬长而去”，事后的美国 当
然也”违背了之前许下的诺言”。发展中国家通过采纳约束自己的条款来获得没有约束的协助
12

[美]科依勒•贝格威尔,罗伯特•W•思泰格尔：
《世界贸易体系经济学》
，雷达，詹宏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02 年，第 16-18 页。
13
14

李明德：
《“特别 301 条款”与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第 305、310 页。
Irwin: Free Trade under Fire, PP. 122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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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新增贸易条款所产生的福利绝大多数最终为发达国家占有，而流入出口 导向型
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只是微乎其微＂。面对如此承诺与结果的 不对称、义务与利益的不对称、
劫贫济富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变形，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只能称乌拉圭回合为＂迄今为止最为失
败的一次贸易谈判”。
当尼泊尔、柬埔寨等弱小国家申请入世时， 美国等也还是漫天要价，简直到了穷凶极
恶的地步呢？尼泊尔和柬埔寨这两个国家如同中国一样，也经历了漫长的入世谈判过程，”
从申请到最后批准分别用了 12 年和 14 年”。这反映了世贸组织“没有 制订清晰透明的准入
标准和谈判方针“，而这又为大国的阻挠和操纵提供了机会，尤其是便于美国通过在双边贸
易协议中与对方达成“世贸组织外的附加条款“，借机谋取更大的私利。 2003 年入世时，尼
泊 尔和柬埔寨都只能接受比已有成员国更高的门槛，首先是在商品贸易方面，两国承诺对
本国关税细目全部实行关税约束，而已有成员国仅对一小部分关税细目实行约束，其中，柬
埔寨被要求将工业品约束 关税率控制在 50% 以下的水平，明显低于其他最不发达国家。
其次，在服务贸易方面，尼泊尔被要求开放多达 70 个潜在服务部门，““要比其他成员国高
出许多”；柬埔寨被要求在视听服务及物流服务上作出 让步，可“至今没有贸易成员国在该
问题上作出过什么承诺。”再有，虽然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未曾就农业及农产品出口补贴作过
承诺，其 他所有最不发达国家都享有使用出口补贴的权利，但柬埔寨被迫放 弃农业及农产
品出口补贴权，其“承诺中关于削减农业补贴的幅度， 甚至比那些发达国家愿意限制本国农
业补贴的程度还要大。”另外， 两国入世时都”答应削减其本应享受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权利
"'这也 超过了世贸组织的一般标准。15
5. 区域贸易协定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冲击
WTO 成员热衷缔结区域贸易协定，客观上使得多哈回合谈判更加拖延至遥遥无期。在
区域贸易协定是否违反 WTO 的非歧视原则，对区域外 WTO 成员造成歧视方面，虽然 GATT
创设了评估机构，但很少就特定区域贸易协定是否符合第 24 条达成一致。

三、未来的可能性发展
从世界贸易体系产生的历史来看，WTO 产生的目的在于避免 20 世纪 20-30 年代高关税
竞争给世界经济所带来的灾难。从西方流行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来看，世界贸易体系是一种国
际协调机制的制度安排，它的宗旨并不是实现贸易政策的自由化，而是帮助成员国政府避免
在单方面改善贸易条件过程中所出现的“囚徒困境”。从 WTO 的强制实施机制和争端解决机
制的分析来看，世界贸易体系对成员国实际义务的约束力在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依存度，而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依存关系是单向的，从这个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在现存的世
界贸易体系中处于不利的、被动的地位。
美国主导下的当今国际贸易体制本质上还是一个强者各为私利相互角逐的倾斜舞台。西
方发达国家虽然现在打 着自由贸易的旗号，但其自身得以崛起并保持富强的真正秘 诀却是
集贸易保护、财富聚敛、工业扶植、国家于预、强权打造 于一体的重商主义，这一规律性
特点至今未有实质性改变。现在世界上的保护做法已包括货币汇率、政府补贴、环保标准、
知识产权等一系列综合杠杆的使用。要逐一治理这些问题，各方面机制都需要调整。而国际
贸易法律化增强会在不提高效率的情况下将国际贸易面临的各种非法壁垒合法化的风险，另
一方面如果合法贸易壁垒被废除，贸易体制的压力会骤增，从而可能导致系统性崩溃。
WTO 多边贸易体制历经半个多世纪（从 GATT 时代起算）的风雨洗礼，目前虽遭冷落
批判，但其包含的 165 个成员的谈判结果，各项妥协制度仍具有实在价值。即便是美国退出
WTO，也不会再如 ITO 历史重演而组织解体，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等国家会继续推动 WTO
的制度改革与秩序调整。

15

斯蒂格利茨，查尔顿：
《国际间的权衡交易：贸易如何促进发展》，第 123、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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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一致性原则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
王鑫磊

摘 要：争端解决机制是 WTO 处理日益复杂案件的核心，也是支撑 WTO 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支
柱。其中，WTO 争端解决报告一直存在的事实上遵循先例的做法，不仅得到各成员的认可和遵循，
也强力的维护了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但随着国际经贸往来的加强，案件数量
的增多，事实先例做法所隐藏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2018 年，美国以先例问题率先向上诉机构
发难，指责争端解决报告遵循先例的做法构成了 WTO 改革的体制性问题。本文认为，从法理一
致性原则的角度出发来回应美国观点并提出对 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方案会更加合适，理由
如下：
首先，通过以 WTO 体系为视角将民法法系下法理一致性原则和普通法系下遵循先例原则的
发展道路和历史特点作对比，可以发现法理一致性原则的以立法主义为核心、蕴含一致性和稳定
性的判理以及对嗣后案件具有说服力而不是约束力等特点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工作程序、决
策方式和报告措辞等方面是十分贴近且吻合的，可见 WTO 体系与民法法系的联系更加紧密；
其次，通过对一系列 WTO 争端解决实践的分析，可以发现 WTO 争端解决机制，特别是上诉
机构用三个阶段逐步构建了一套更贴近于民法法系的 WTO 独有的“先例”体系：第一阶段，以日
本酒税案为标志，上诉机构从国际司法裁决不具有严格约束力的国际法原则出发，认为争端解决
报告仅仅是对相关条款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而已；第二阶段，随着成员间争端案件的不断增加和日
益复杂，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通过加拿大期刊案、美国与印度药品及农用化学品专利保护案和美国
虾及虾制品案，越来越倾向于承认争端解决报告具有先例效力，并对类似案件具有说服力；第三
阶段，在美国-不锈钢反倾销最终措施案（墨西哥）中，上诉机构为了维护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
一致性和稳定性，更加强调法理一致性原则以及遵循先例做法的重要性。
最后，从法理一致性原则的视角出发提出对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方案。第一，唤醒“立
法解释”机制。唤醒“立法解释”机制是 WTO 总理事会和部长级会议重启对贸易、服务和知识产权
等方面的有约束力的权威解释，从而平衡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关系；第二，增加“重复规则”条款。“重
复规则”条款则是在洪都拉斯提出的方案的基础上，借鉴民法法系中的做法，即在实践里对多次出
现在相同或类似案件中的理由进行反复的论证，达到一定的次数标准将形成稳定性的判理，并以
法理一致性原则为指导来为 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进一步铺平前进道路。第三，向专家组转移“上
诉”功能。成员对上诉机构的关注明显多于专家组，但这并不意味着专家组发挥的作用就小于上诉
机构。如果向专家组引入更多高素质的成员，并向专家组转移部分上诉职能，即利用专家审查小
组，承担部分与上诉机构法律审查有关的科学和技术问题的解释，这些措施都将在很大程度上转
移对上诉机构有成见的成员的注意力，大大减少对上诉机构利用先例造法的问题的指责。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发展需要各成员之间“求同存异”，只有在坚持法理一致
性原则下对先例进行合理的运用，才能在缓和各成员对 WTO 争端解决报告质疑的基础上比较顺
利的处理争端解决案件，进而促进 WTO 和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并以此来推动 WTO 争端解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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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发展。
关键词：先例；法理一致性原则；争端解决机制改革

WTO 争端解决机制运行 20 多年来，在解决成员间贸易争端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增强多
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做出重要贡献。随着国际经贸交往的加强，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多，
使得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一些隐藏性问题逐渐浮出水面。2018 年 12 月 18 日，美国率先发表有
关争端解决报告先例效力的声明，即在《关于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的先例效力的声明》中，美
国的总体观点是：上诉机构违背 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谅解》
（下称 DSU）的规定，并
赋予了争端解决报告，甚至是涉案条约的解释以判例法的“先例”的效力，因而构成了 WTO 争端
解决机制改革的体制性问题。1
美国先例声明中所指出的先例问题，实际上是 WTO 争端解决实践中一直存在的事实上遵循
先例的做法，这种做法本是在普通法系中的遵循先例原则指导下所进行的，美国在其先例声明中
对上述观点的论证也是基于此遵循先例原则。但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一系列实践表明，WTO 争
端解决机制更贴近于民法法系下的法理一致性原则而不是遵循先例原则，因此美国先例声明的论
证基础将被动摇，进而其以此为依据的先例声明和相关做法也将土崩瓦解。本文认为，法理一致
性原则可使得 WTO 争端解决报告一直以来事实上遵循先例的做法“出师有名”，并以此为出发点
提出对 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方案，将更有助于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发展。

一、法理一致性原则
（一）、法理一致性原则与遵循先例原则
法理一致性原则（jurisprudence constante）与遵循先例原则（stare decisis）相比，是民法法系
国家在审判实践中逐步发展出来的一套非正式的先例法律体系，是蕴含着一致性和稳定性的判理
发展原则，其实质是否认普通法系国家的单个判例即可作为先例的遵循先例原则，在实践中通过
反复验证出现在案件中的相似判理并赋予其一致性和稳定性的说服力，使其在之后的案件中起到
指导的作用。2而判理（jurisprudence）是民法法系国家的法官在一系列裁判实践中形成的理由，
尤其是其中具有指导性作用的判例，更是包含着具备一致性和稳定性的判理。3
判理的历史发展也展现出了与遵循先例原则不同的发展轨迹。19 世纪的欧洲，在“分权理论”
的基础上，法院的作用被理解为“只能解决已提交的争端案件，而不能制定任何法律规则”。4然而，
随着历史的发展，法学家们开始对成文法的完整性和确定性产生了怀疑，即不能对社会生活中所
有问题都一一对应的忧虑，因此便逐步开始关注司法机构的意识形态问题，即自由裁量权的问题。

1

The United States, Statement by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Precedential Value of Panel or Appellate Body Repo
rts”, at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8_e/dsb_18dec18_e.htm, Jun. 25, 2020.
2
彭岳：
《WTO 争端解决报告先例价值之争》
，
《法学评论》2019 年第 6 期，第 84-97 页。
3
张乃根：
《上诉机构的条约解释判理或先例之辨——兼论 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
，
《国际经济评论》2019 年第
2 期，第 44-56+5 页。
4
David. R, Frenchlaw: Itsstructure, sources and methodology, LA: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3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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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随后的司法实践中，一系列类似案件对相关法律的解释和运用也使判理成为法律渊源具有了一
定的说服力，在减少司法成本的同时也为法律体系发展的一致性、确定性和稳定性提供了保障。6
民法法系下这种判理发展的趋势使得法理一致性原则逐步建立起来，即法院只有在一系列判例和
学说具有足够一致性的情况下才会对其进行考虑，没有一个单独的判例可以对法院产生约束力。
但如果一旦形成具有一致性的判理体系，法院就会将该体系中存在的判例和学说作为有说服力的
法律渊源，并在司法判决的时候将其纳入考虑范围。因此，以往判理体系一致性和统一性的程度
越高，其具有的说服力越大。7
在现代法律体系中，法国、德国和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等国家和地区均采用了法理一致性原
则。在法国，属于法理一致性原则下的判例可以成为法律渊源，虽然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对特定判
例进行明确引用或提及的做法，但具有一致性的一系列类似的判例却成为了司法判决中的关键因
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8在德国，对于某一领域内的一系列判决可以形成司法惯例，经过一段时
间的检验就会形成“永久性判决”。9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先例在符合法理一致性条件后可以成
为法律渊源。正如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大法官詹姆斯·丹尼斯指出的那样，当一个理论或学说可
以通过一系列案件中的推理和论证形成一致的主流趋势时，该理论就可以被赋予相当强的说服力。
10

国际法院前院长认为，民法法系下的法官是不能随意创造法律的，他们仅仅可以去解释和适
用法律。但是，法院审理案件的时候不可能不去参考先前案件中的推理和结论，而且为了维护判
理发展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也必须这样做。11因此，在民法法系国家通行的法理一致性原则，最明
显的做法就是法院需接受并适用已经被反复解释和正确适用的法律规则和学术观点，除非有特别
明显的错误出现，否则就不能对其进行修改甚至推翻，因为贸然引发对这种持续性法律体系的冲
突会引发严重的不公平问题。
相对应的遵循先例原则起源于普通法系。首先，从其发展历史上来看，遵循先例原则最早可
在 16 世纪末找到依据，当时英国的一些法院开始在诉讼程序比如手续上遵循先前的惯例，12然而
一直到 17 世纪乃至 18 世纪，普通法系才开始初步形成实质上的遵循先例原则。在这一时期，法
院被赋予了“搜寻”而不是“制造”法律规则的任务，与此同时，一些承认同一法律原则的案件逐步
的增加了司法判决的说服力。13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系列前后一致的司法判决再次肯定了遵循先
例原则的权威性。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在边沁实证主义的影响下，遵循先例的做法从实践领域
5

Parisi, F, Liability for negligence and judicial discretion, 2nd ed.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
92. P. 242-245.
6
Lambert. E, & Wasserman. M. J, The case method in Canada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its adaptation to the civ
il Law, Yale Law Journal, Vol. 39, 1, 1929, pp. 126-145.
7
MacCormick. N, & Summers. R, Interpreting precedent, Aldershot, UK: Ashgate Publishing, 1997, p. 345-347.
8
Tullock. G, The case against the common law: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1,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
ublishing, 1997, p. 278-279.
9
Dainow. J, (Ed.), The role of judicial decisions and doctrine in civil law and mixed jurisdictions. Baton Roug
e, L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78-184.
10
Dennis. J, The John Tucker Jr. Lecture in Civil Law: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ivil code and the
evaluation of judicial precedent, Louisiana Law Review, Vol. 54, 1, 1993, pp. 243-256.
11
Gilbert Guillaume, The Use of Precedent by International Judges and Arbitrato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
pute Settlement, Vol. (2)1, 2012, pp. 23-66.
12
Berman. H, & Reid. C. J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legal science: From Hale to Blackstone. Emory La
w Journal, Vol. 45, 1996, pp. 437-522.
13
Parisi. F, Liability for negligence and judicial discretion (2nd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
992, p. 18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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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原则化，并逐步建立起了遵循先例原则的权威。1419 世纪末，具有约束力的遵循先例原则被
正式确立下来，遵循先例不再被视为仅仅是具有说服力的法律论证依据，而是成为了法律的渊源。
15
其次，遵循先例原则中的先例效力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水平直接影响(horizontal direct effect),是
指裁决机构受到自己先前裁决的约束，这会产生法律上的效力，并产生遵守自己先前裁决的法律
义务；一种是垂直直接影响（vertical horizontal effect），在分级审判系统中，低级别的审判系统受
到高级别的审判系统的约束。16再次，对于遵循先例来说也有宽松和严格的区分。19 世纪的英国
对先例的适用就比较宽松，但自 20 世纪以来在英国和许多其他普通法系的国家中对先例的遵循逐
渐变得严格起来。宽松仅仅指的是判例会被报道，也可以被引用，但也只是可能会被法院引用。
严格意义上的遵循先例意味着其不仅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而且是法院所必须遵循的做法。英国采
用的就是第二种形式，即严格意义上的遵循先例原则，主要标志就是司法判决具有约束力而不是
说服力。最后，遵循先例的做法只会在存在等级划分的司法系统之中才适用，没有等级的司法系
统是不可能存在遵循先例原则的。与此同时，高等法院对下级法院有约束力，所以在遵循先例时
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司法等级系统来确定约束力的来源及指向；第二，
必须存在准确的案件判决记录。
综上所述，法理一致性原则相较于遵循先例原则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民法法系的法律体系
结构中的核心是立法主义，立法优先于司法先例，即便司法先例在实践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但也得注意其前提是立法主义，不可脱离此前提行事。换句话说，立法主义决定了司法先例能否
在实践中成为嗣后案件法律的渊源。第二，正是由于立法主义大前提的存在，才使得只有在一系
列案件中存在充足且一致的案件，法官才可以在嗣后案件的审理中适用此前存在的法理。也就是
说，法理能否被法官在后来的判决中反复多次的重申，才是判断法理在实践中是否具备一致性和
稳定性的试金石。第三，即便确立了在嗣后案件中可以适用的判理，也是具有说服力而非约束力。
这也就意味着，法官在决定判理的适用与否的时候必须具备充足的说服力，如果存在其他的更有
说服力的理由，就应当适时的舍弃判理。

（二）、法理一致性原则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紧密贴合
在讨论 WTO 争端解决机制和民法法系的紧密度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
的一些基本区别。
首先，两大法系的主要区别在于法律的渊源。民法法系国家只承认正式立法为唯一的法律渊
源，而普通法系国家则倾向于将司法判决或法官的解释也作为法律渊源。17而在 WTO 体系中，正
式立法的首要作用也被一再重复，对此有所体现的立法文件就是 DSU 附录 1 所列的协议——“所
涵盖的协议”。18在 DSU 中，“所涵盖的协议”一词在正文中出现了 72 次，在附录中出现了 7 次，
14

Evans. J, Change in the doctrine of precedent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L. Goldstein (Ed.), Precedent
in law, 1987, pp. 35-72.
15
Parisi. F, & Depoorter, B. Legal precedents and judicial discretion, In C. K. Rowley & F. Schneider (Eds.), E
ncyclopedia of public choice, 2003, pp. 341-343.
16
冯雪薇：
《从稀土案看上诉机构建立判例纠错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国际经济法学刊》2015 年第 1 期，第 1
-28 页。
17
Sacerdoti G, Precedent in the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putes: The WTO and investment arbitrati
on models, Bocconi Leg Stud Research Paper, Vol. 4, 2011, pp. 129-145.
18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 Articl
e 1.1, 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nex 2, 1869 U.N.T.S. 401 [hereinafte
r DSU] and Appendix 1 of the DSU, at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dsu_e.htm, Jun. 2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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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脚注中也多次出现。根据 DSU 第 3.2 条，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目的是维护 WTO 下协议涉及的
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并且不能增加或减少所涉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同时 DSU 第 19.1 条还逐
字逐句重复了这项规定。同样，根据 DSU 第 7.1 条和第 11 条，专家组的职能是审查受诉贸易措
施是否符合所涉协议中的有关规定，这种对立法文件的高度依赖也只能在民法法系中找到依据。
其次，第二个区别是法官所发挥的作用。虽然普通法法系的法官作为潜在的立法者发挥着积
极的“造法”的作用，但在民法法系国家，由于立法机关对立法权的垄断，司法机关的作用被降低
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运用解释甚至法律条文解释。19同样，争端解决机构（下称 DSB）也采取了
这种做法，它不承认除了所涉协议以外的任何法律渊源。根据 DSU 第 11.1 条，专家组的作用是
客观评估案件的事实以及有关协议的适用性和一致性。这些措辞表明，专家组所需要做的只是机
械地适用所涉协议，然后据此判断被诉措施是否符合所涉协议。20严格来说，专家组和上诉机构
就没有“解释”所涉协议的权力。相反，根据 DSU 第 3.2 条，它们只有权按照国际公法的习惯解释
规则来澄清这些协议的现有规定。另一方面，有些成员认为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而且根据 DSU
第 17.6 条提到的“专家组发展出来的法律解释”就是默认了专家组解释法律的权力。21但是，DSU
第 3.9 条明确警告，即 DSU 的规定不妨碍成员通过 WTO 协定下的决策程序来寻求对所涉协议相
关条款的权威性解释的权力。换句话说，在这里 WTO 再次采取了传统的民法法系的方法，甚至
可以说，它比大多数现代民法法系国家对立法解释的规定都要严格得多。
最后，一个关键区别是司法裁决作出的基础是集体还是个人。在民法法系国家，司法判决是
由整个法院作为代表作出的，法官个人是匿名的。反对意见和赞同意见都是被禁止的，至少个人
意见是不鼓励的。与此相反，普通法法系的法院判决的一个特点是“个性化”，每个法官都有阐述
自己观点的自由。事实上甚至可以说，普通法的判决是“法官个人意志和决定的总和”。22虽然 WTO
没有直接点明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线索表明 WTO 体系与民法法系更为接近：
第一，根据 DSU，对争端作出决定的是 DSB 整体，而不是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它们的作用
仅限于向 DSB 提出建议。正如黛布拉·斯特格所说：上诉机构仅对上诉案件的具有管辖权，一旦
其报告已由 DSB 通过并公布，该管辖权立刻消失。除了特定上诉期间，上诉机构没有任何特殊的
或持续的管辖权。同时，WTO 没有真正的“权力分立”，DSB 决定设立专家组，通过专家组和上
诉机构的报告并进行相应的授权，但这些报告在得到 DSB 的“认可”之前没有法律地位。23换言之，
由 DSB 作出决定，上诉机构的职能就是向 DSB 提出建议。因此，其地位显然附属于 DSB，这种
做法与普通法系所谓的个人主义做法不可相提并论。
第二，在 DSU 条文中，在特定案件中提及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决定时总是用“报告”一词来替
代，同时“报告”又意味着是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是作为一个整体来作出决定的，而不是个人意见的
总和。上诉机构的工作程序也明确说明了这一点，即上诉机构应尽一切努力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
19

De Lasser, Judicial (self-)portraits: judicial discourse in the French legal system, Yale Law J, Vol. 6, 1995, pp.
1325-1410.
20
Beshkar M, Chilton A, Revisiting procedure and precedent in the WTO: an analysis of US-countervailing and
anti-dumping measures (China), World Trade Rev, Vol. 15(2), 2016, pp. 375-395.
21
Posner R, How judges thin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 509-518.
22
Brandeis. Waltham, The international jud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n and women who decide the world’s c
ases, International judges and international law, 2007, pp. 102-130.
23
Steger D, The founding of the Appellate Body, Marceau G (ed) A history of law and lawyers in the GATT/
W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
ss, 2017, p. 447-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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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因为上诉程序是合议制，其目的是充分利用上诉机构成员个人和集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
确保决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有人可能会质疑情况并非如此，因为 DSU 第 17.1 条规定，7 个上诉
机构成员中只有 3 个成员可以在案件中担任分庭法官。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误解为其他 4 位成员没
有发挥作用，因为还存在交换意见的步骤，即负责每一个上诉案件的分庭法官应在上诉书分发给
WTO 成员之前，与其他法官交换意见。为确保不是负责案件的成员也能作出贡献，上诉机构工作
程序还明确规定每一上诉机构成员都会收到上诉案件中提交的所有文件。正如上诉机构前秘书处
主任瓦莱丽·休斯和前主席克劳斯·迪特尔·埃勒曼所说，这种意见交换的方式不仅是对上诉分庭的
决定的监督，更使得上诉机构充分利用了所有上诉机构成员的个人和集体专业知识和技能，这对
案件的审理将会有巨大帮助。24比如，黛布拉·斯特格就曾经表示，交换意见需要花好几天时间，
上诉机构的成员非常耐心地倾听了一位不属于该案成员的发言，因为他试图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来
说服涉案成员来同意他的观点。25
第三，根据 DSU 的相关规定，没有明确禁止反对个人意见。上诉机构工作程序第 3.2 条规定
上诉机构应尽一切努力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虽然有人呼吁应该提出不同意见，但在专家组
和上诉机构的报告中的不一致意见仍然极为罕见，实际上 DSB 也是始终采用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整
体报告的方式来运行的。普通法法系允许提出个人意见，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意见，这也可能
给 DSB 裁决过程中增加不同的见解。但如果存在异议的报告被采纳，这是否意味着反对意见也被
WTO 成员接受了？因此，更保险的做法是遵循民法法系的传统，即不允许异议，或者说至少是不
鼓励异议的。黛布拉·斯特格提供了一些证据来阐明原因，即上诉机构的一些成员曾经表示，在他
们自己国家的法律制度中，反对意见就是不常见的。并且，这些成员绝大部分来自民法法系国家。
26

二、WTO 争端解决实践中的法理一致性原则
通过上述论证我们可以得出，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转更类似于民法法系。这里需要注意的
是，“遵循先例做法”和“先例效力”等表述并不专属于普通法系下的遵循先例原则，而是与民法法
系下的法理一致性原则中所共同存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看出 WTO 争端解决机制，
特别是上诉机构通过三个阶段逐步构建了一套更贴近于民法法系的 WTO 独有的“先例”体系。下
面将针对该观点，提供一系列案例支持。
第一阶段，从国际司法裁决不具有严格约束力的国际法原则出发，上诉机构认为争端解决报
告仅仅是对相关条款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而已。
WTO 处理关于先例效力的第一个案例是 1996 年的日本酒税案。按照日本的酒税法，在日本
销售的酒精含量超过 1 度的酒都必须缴纳酒税。与此相关的酒有清酒、烧酒、啤酒、葡萄酒和清
酒混合酒，并针对各类酒按每公升含酒精的浓度规定不同的税率。其中国产酒在出厂时纳税，进
口酒在提货时纳税。本案涉及到的是其中的烧酒、白兰地和威士忌、烈性酒的税率。在本案中，
24

Lacarte J. Granados J, Inter-governmental trade dispute settlement: multilateral and regional approaches, Camer
on May, Vol. 2, 2004, pp. 121-122.
25
Ehlermann CD, Six years on the bench of the “world trade court” some personal experiences as member of t
he Appellate Body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orld Trade, Vol. 4, 2002, pp. 605-639.
26
Bacchus J, Table talk: around the table of the Appellate Body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Vanderbilt J
Transnatl Law, Vol. 4, 2002, pp. 1021-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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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欧盟和加拿大都对日本提出申诉，要求专家组裁定日本烧酒和伏特加、荷兰金酒、朗姆酒、
荷兰杜松子酒是“同类”产品，因为日本关于酒类产品的关税高于同类外国进口酒的关税，违反了
GATT1994 第 3 条。如果专家组不予裁定上述产品是“同类”产品，那就裁定其为“直接竞争性或可
替代性的”的产品。专家组认为，日本的烈性酒与伏特加是“同类”的产品，与威士忌、白兰地、朗
姆酒、荷兰杜松子酒、荷兰金酒和利口酒是“直接竞争性或可替代性的”产品，这分别违反了
GATT1994 的第 3.2 条。27
专家组认为，根据《维也纳公约》第 31.1 条规定：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的有：1、当事国嗣
后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劝之适用的任何协定；2、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节制
之协定之任何惯例。因此，主张在对条约进行解释的时候应将先前的专家组报告一并考虑进来，
即 GATT 成员和 DSB 通过的报告，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对嗣后案件予以采用。同时，GATT1994
第 1（b）4 条规定，DSB 承认通过的专家小组报告可作为嗣后案件的惯例，这些报告也是 GATT1994
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属于 GATT 成员的决定。
上诉机构驳回了这一观点。首先，通过的专家小组报告只约束在该特定情况下的争端当事方，
而不约束嗣后案件组成的专家小组。其次，只有通过的专家小组报告中的结论和建议具有约束力，
而不是专家小组报告中的法律推理逻辑。再次，根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 9.2 条授予部
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通过权威解释的专属权力，上诉机构据此还认为，专家组的报告不会构成对
所涉协议的相关条款有约束力的解释。另一方面，上诉机构也指出，已通过的专家组报告是 WTO
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WTO 成员也会对其形成合理的期望。因此，如果这些专家组报告
与之后的任何争端解决案件有关的话，则应予以考虑其中的内容，而且未通过的专家组报告也可
以为今后组成的专家组提供有益的指导。最后，为了防止对专家组报告产生过大约束力，上诉机
构还明确表示，除了解决相似情况的特定争端外，这些报告不具有任何其他的约束力。28上诉机
构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谨慎态度是非常理智的行为，因为上诉机构才刚刚成立一年，避免发表有
争议的声明，这是为了不损害其作为一个新机构的合法性的理智做法。
第二阶段，随着成员间争端案件的日益复杂和不断增加，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越来越倾向于承
认争端解决报告具有先例效力，并对类似案件具有说服力。
首先，在加拿大期刊案中，上诉机构将遵循先例做法引入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倾向性逐
渐显现。美国为了解释 GATT 第 3.8（b）条，将之前 GATT 专家小组的报告作为资料来使用，此
时的上诉机构认为，专家小组的报告仅仅是附带意见，并不具有任何约束力，应该在仔细查阅条
文上下文、推敲条文宗旨和目的的情况下对该条款进行解释。29“附带意见（obiter dicta）”一词与
普通法系下判决书中的“判决理由（ratio decidendi）”相互对应，这是普通法系下遵循先例原则中
的重要概念之一。在遵循先例原则中，从效力的角度可将先例分为判决理由和附带意见，在一个
先例中，只有一个要素被作为判决理由时才可以对后来案件的法官产生约束力，而法官在判决过
程中作出的与案件不直接相关的法律问题的评论，只能作为仅仅具有说服力的附带意见而已。30因
27

Japan, Japan-Taxes on Alcoholic Beverages(Panel Report), at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
e/ds8_e.htm, Aug. 21, 2020.
28
Japan, Japan-Taxes on Alcoholic Beverages(Appellate Body Report), at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
u_e/cases_e/ds8_e.htm, Aug. 21, 2020.
29
Canada, Appellate Body on Canada-certain Measures Concerning Periodicals, at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
p_e/dispu_e/cases_e/ds31_e.htm, Aug. 25, 2020.
30
Leonor Moral Soriano, For a discussion contrasting common and civil law approaches to ratio decidendi, El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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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上诉机构提到附带意见就意味着逐渐将遵循先例的做法引入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去。
其次，在美国、印度药品及农用化学品专利保护纠纷中，专家组在处理类似案件中的做法中，
进一步运用了遵循先例的做法，这是争端解决报告进一步拥有先例效力的直接体现。该案涉及到
对印度的药品及农用化学品专利保护是否违反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下称 TRIPS）相
关条款等方面问题。该案被美国首次提起，随后被印度上诉到上诉机构，欧盟对印度的申诉紧随
其后，并且两个案件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在关于美国的专家组报告中，美国认为印度没有遵守 TRIPS 第 70.8（a）条或第 60 条的规定，
同时印度也没有根据 TRIPS 第 65 条的规定建立一个机制，即在上述条款规定的过渡期内，保留
有关药品及农用化学品专利申请的新颖性和优先权，并充分发布和通知有关信息。此外，印度也
没有遵守 TRIPS 第 70.9 条的规定，即没有建立一个可授予独家销售权的机制。在本案专家组报告
中，专家组援引了 GATT1947 时的报告，随后印度就这一决定上诉到上诉机构。31
在关于美国的上诉机构报告中，上诉机构对所提及的 GATT1947 时报告的分析和目前手头案
件的分析区分的很清楚，上诉机构特意指出其不同之处：GATT1947 时的案件涉及到与缔约方产
品有关的协定，
而本案涉及到保护缔约方在市场准入和减让方面的合理期望。
在审查 TRIPS 第 70.8
的规定的时候，上诉机构支持专家组的结论。同时，上诉机构还维持专家组在 TRIPS 第 70.9 条上
的结论，因为印度在加入 WTO 时对该条款进行了认可并承诺。此外，上诉机构推翻了专家组对
TRIPS 第 63 条上的结论，因为美国没有向专家组提出关于这一条款的申诉。
在关于欧盟的专家组报告中，欧盟要求就与上述的同一事实和问题与印度进行磋商，总干事
任命了去年审理美国和印度专利纠纷案的成员担任本案的专家组成员，并且专家组进行了与前案
相同的法律分析。印度对此表示反对，认为遵循先例的做法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并不存在，
必须任命全新的专家组成员来审理全新的案件。并且，印度还认为针对同一问题的多个争端对被
告造成了不必要的“骚扰”，第三方成员也会针对这多起案件提出全新的申诉，这对 WTO 和被告
等人都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此外，印度认为欧盟应在前一年就加入美国对印度的申诉中去。专
家组认为，印度的说法违反了 WTO 成员在 DSU 第 9.2 条下的权利，因此对其不予认可。专家组
对印度提出的遵循先例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针对欧盟提出的对于本案仅需在前一年美国案
件的基础上作出“简单的延伸裁决”这一要求，印度对此坚决反对，因为这会违反 DSU 第 10.4 条
规定的正常的“争端解决程序”。专家组对此作出回应：专家组也不认为先前案件的专家组或上诉
机构报告的结论对自己构成约束，但是重新对本案进行完整的处理将会给专家组带来巨大的工作
量。并且，专家组在对本案的整个分析过程中，多次提及先前美国诉印度专利问题的争端解决报
告，也运用相同的法律分析方法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印度违反了 TRIPS 第 70.8（a）条和第 70.9
条。32
在上诉两个案件中，专家组是有必要在相同事实的情况下为每个成员进行不同的争端解决处
理的。尽管在欧盟与印度的专利问题案件中，专家组表示不会受到先前案件即美国与印度的专利
问题案件报告的约束，但专家组还是适用了相同的法律分析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不得不让
recedente Judicial, 2002, pp. 18-19.
31
India, India-Patent Protection for Pharmaceutical and Agricultural Chemical Products (Panel Report), at https://
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50_e.htm, Aug. 25, 2020.
32
India, India-Patent Protection for Pharmaceutical and Agricultural Chemical Products (Appellate Body Report),
at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50_e.htm, Aug. 1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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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怀疑这种处法和处理相同案件时的互相引用做法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虽然这不是非常明确的
遵循先例的行为，但是这确是与民法法系下法理一致性的做法是一致的。
再次，在美国虾及虾制品案中，上诉机构对其报告的先例效力进行了更完整且更进一步的解
释。33在该案中，上诉机构扩大了其在日本酒税案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方法的适用：第一，上诉机
构认为上诉机构报告和专家组报告一样，都是为专家组裁决案件提供了指导性的解释；第二，上
诉机构认为，专家组还需要正确运用并依赖上诉机构报告中的推理和结论作为自己推理的工具。
上诉机构还明确表示，这不仅限于本案中的专家组，而且所有未来组成的专家组都应遵守此间的
推理。34上诉机构的此举行为，使得 WTO 朝着承认上诉机构报告先例效力的道路迈出了一大步。
最后，在阿根廷诉美国石油管材日落复审案中，上诉机构又提出了新的观点，即在后续案件
中出现相同或极其相似的争端时，上诉机构先前与此争端事项相同或极其相似时候的报告是可以
被专家组遵循的，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做法。这种观点相对于在之前的日本酒税案件中陈述，上诉
机构的口吻更加清晰和明确，这意味着 DSB 报告的先例效力显然又得到了很大幅度的认可。35
第三阶段，上诉机构为了维护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更加强调法理一致性
原则以及遵循先例做法的重要性。
在美国-不锈钢反倾销最终措施案（墨西哥）中，上诉机构从为了使得 WTO 框下多边贸易体
系的安全性和可预测性得到维护，再次强调了 WTO 争端解决报告应当具备先例效力的必要性。
该案中的专家组一直拒绝遵循上诉机构在这一问题上达成的判理，尽管它知道其理由与上诉机构
驳回的两项专家组裁决的理由非常相似，也导致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之间长时间的“拉锯战”。36专
家组认为，DSU 第 11 条规定了专家组对所涉协议的事项进行客观审查的功能。作为本案的第三
方之一，欧盟则要求上诉机构明重新进行确认所有专家组都应遵守其对这些事项的裁决结论，上
诉机构也同样认为，专家组脱离对对同种法律问题解释的上诉机构报告是不对的。根据 DSU 第
3.2 条中为确保争端解决机制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已通过的上诉机构报告中所澄清的推理或结论并
不仅仅限于特定案件。因此，上诉机构得出结论，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裁决机构将在随后
的案件中以同样的方式解决同样的法律问题。与此同时，上诉机构明确提醒，上诉机构报告确实
对不是本案的争端方没有约束力，但也不代表专家组就可以对先前上诉机构报告中的推理或结论
视若无睹。
上诉机构在本案中除了援引阿根廷诉美国石油管材日落复审案中的观点进行论证之外，还从
以下两个方面论证专家组遵循先前上诉机构报告的原因：
第一，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过程显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成员对涉案条约的解释至关
33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Recourse to Articl
e 21.5 of the DSU by Malaysia( Appellate Body Report), at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
ds58_e.htm, May. 10, 2020.
34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Recourse to Articl
e 21.5 of the DSU by Malaysia( Appellate Body Report), at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
ds58_e.htm, Aug. 12, 2020.
35
Argentina, United States-Sunset Reviews of Anti-dumping Measures on Oil Country Tubular Goods from Arge
ntina, WT/DS268AB/R( Appellate Body Report), at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268_e.ht
m, Aug. 10, 2020.
36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Final Anti-Dumping Measures on Stainless Steel from Mexico(Panel Report a
nd Appellate Body Report), at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344_e.htm, Aug. 1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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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尤其是对相关条款的适用和推理逻辑。在案件的首次申诉和随后可能出现的上诉中，WTO
成员都会多多少少的援引之前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里的内容，而且这种做法也是被后续的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所认可和支持的。除此之外，WTO 成员在制定和修改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或
国际贸易发展相关的条款时，都会将先前与此相关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拿来作参考。37
第二，针对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职能和性质，DSU 对其设置了不同的职责，这是以分层级的
方式体现的。上诉机构的任务是对专家组作出的法律解释和推理进行法律上的审查，不对事实做
审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涉案条约下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确保涉案条约的稳定性发展。
上诉机构作为 WTO 中“司法系统”层级中的“上诉”层级，有责任也有义务维持并促进 WTO 争端解
决机制中法律解释一致性和稳定性的发展。反之，专家组如果没有遵循先前上诉机构报告对涉案
条约解释的错误之处，那必然就会导致对涉案条约的持续性的错误解释和适用，大大的影响涉案
成员应有的利益。与此同时，DSU 第 3.2 条也规定 DSB 必须对现有规定按照国际法解释的惯例来
澄清，这不能仅仅局限在特定的案件之中，否则就违背了 DSU 该条规定的目的。38
通过对 WTO 项下的一系列案件的审查，我们可以看到，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内适用法理一
致性的做法不仅可以为成员对法律体系的发展带来了更加合理的期望，还可以预防成员对其提出
的质疑和挑战。WTO 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遵循不同法系的成员所组成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国
内法律体系，并且每年向 WTO 提出要求解决的争端越来越复杂，在为每个成员针对每一个案件
都提供全新的解决办法和维护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两个目标之间寻找平衡点，
WTO 必须付出艰辛且巨大的努力，这是目前的 WTO 所不能完美实现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民
法法系下的法理一致性原则在借鉴普通法系下遵循先例原则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运
用先例的司法技术，而且更加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相贴合。在针对一系列类似或相同的案件中
不断的使用和解释同一条款并使其成为 WTO 项下“法律体系”的一部分，这正是民法法系下法理
一致性做法的本质。虽然有些成员在 WTO 运用先例问题上还有很大的分歧，但上诉机构强有力
的措辞以及一系列实践的证明都无疑为 WTO 现有的争端解决机制建立起一套具有约束力的“先例
制度”提供了充足的“后备力量”支持。

三、法理一致性原则下的 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
从 WTO 体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运用来看，法理一致性原则与 WTO 的发展密不可分。因此，
从法理一致性原则的视角提出对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方案会更加与时俱进，缓和美国等成
员与 WTO 之间的矛盾，也会更有利于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接下来，本文将由“浅”入“深”
（“浅”，是指首先对现有的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相关规则进行充分的解释和运用，对 WTO 体制
尽可能的不动或少动；“深”，是指对现有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相关规则进行部分调整或改变，
修改或重新设计部分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的提出一系列建议。
第一，唤醒“立法解释”机制。唤醒“立法解释”机制是 WTO 总理事会和部长级会议重启对贸易、
服务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有约束力的权威解释，从而平衡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关系，而且对既有规

37

Sacerdoti, Deterring Disputes: WTO Dispute Settlement as a Tool for Conﬂict Management, at https://scholar.h
arvard.edu/ﬁles/cldavis/ﬁles/davis, Aug. 15, 2020.
38
Alford, The Role of Precedent at the WTO, at http://opiniojuris.org/2008/05/02/the-role-of-precedent-at-the-wto/,
May. 1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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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再利用会减少 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受到的外界质疑和阻碍；第二，增加“重复规则”条款。
“重复规则”条款则是在洪都拉斯提出的方案的基础上，借鉴民法法系中的做法，即在实践里对多
次出现在相同或类似案件中的理由进行反复的论证，达到一定的次数标准将形成稳定性的判理，
并以法理一致性原则为指导来为 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进一步铺平前进道路。第三，改革专家
组运行程序。成员对上诉机构的关注明显多于专家组，但这并不意味着专家组发挥的作用就小于
上诉机构。如果将专家组由临时改为常设性质的，或引入专家意见来强化专家组报告质量，或向
专家组转移部分上诉职能，即利用专家审查小组，承担部分与上诉机构法律审查有关的科学和技
术问题的解释，这些措施都将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对上诉机构有成见的成员的注意力，大大减少对
上诉机构利用先例造法的问题的指责。
（一）、唤醒“立法解释”机制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 9.2 条规定，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对本协议和多边贸易协议
具有专门的解释权。对附件一中多边贸易的解释，应基于负责这些协议运作的理事会的意见。上
诉机构也曾对此权力做过经典的解释：总理事会和部长级会议的解释权是澄清涉案条约的相关条
款的具体含义而不是对其进行修订。但自 WTO 成立以来，该项权力就没有真正的实际执行过，
一直处于沉睡的状态，涉及到其解释权力的案件也少之又少，仅有欧盟进口香蕉案和印尼诉美国
丁香烟生产与销售措施案。39总理事会和部长级会议的对涉案条约解释“缺席”，上诉机构却不能因
此而对案件的法律审查和裁决“缺席”。因为 WTO 时期的大部分案件都是经过上诉的，上诉机构
的工作繁重而庞杂，面临日益复杂的争端案件，上诉机构不得不自行对涉案条约进行法律解释，
并且也多次澄清此种司法解释仅仅是澄清现行的规定，而非立法解释。40但是为了维护 WTO 下多
边贸易协议发展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同时也为了维持 DSB 的正常运行，上诉机构不得不致力于维
护在争端案件中对涉案条约的法律解释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判理，并将其中蕴含的先例价值逐渐发
展成为合法化的存在。
因此，在改革阻力较小的情况下首要的方案之一就是适时“激活”属于总理事会和部长级会议
的解释权力，这无须修改或制定新的规则，就能及时形成与时俱进的对 WTO 成员有约束力的解
释和规定，并切实的解决现今上诉机构的先例问题。为了能启动该项解释权力，可以促使货物贸
易、服务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理事会向总理事会和部长级会议提交书面建议和草案，或者
各个分管理事会自行修改或制定相关的规则草案，提交总理事会和部长级会议进行批准，这都将
有效的完善现如今的 WTO 的结构性问题。41
为了使解释更加透明和负责，就需要设置制衡机制来防止权力的滥用，并鼓励并建立更广泛
的讨论制度。这种更广泛的讨论制度对 WTO 先例的适用和发展很重要，这些先例制度一旦由上
诉机构创立，就不可能通过成员的立法行动来纠正。如若能在不损害争端解决制度的情况下，设
置专门制衡司法解释的机构，将会提高司法系统运作透明度和问责性，进而确保司法的独立和公
正。下面将对此介绍几种方案：
39

European Communities, European Communities-Regime for the Importation, Sale and Distribution of Bananas,
at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27_e.htm, Aug. 20, 2020.
40
张乃根：
《论条约的‘立法’解释及有关问题——以 WTO 争端解决为视角》
，
《法治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89-9
5 页。
41
张乃根：
《上诉机构的条约解释判理或先例之辨——兼论 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
，
《国际经济评论》2019 年第
2 期，第 44-5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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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法庭公开程序。鉴于所涉及到的公共利益和上诉机构裁决的广泛影响性，专家组和上
诉机构的裁决过程不应封闭进行，应对 WTO 成员以及广大公众公开审议。正如边沁所言，公众
的关注才能使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不断审视自我。42公开法庭相应的会伴随问责制度的产生，这也
是为了防范过度的司法能动性。
第二，区分并尊重不同意见。WTO 必须鼓励提出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在上诉机构需要据此形
成先例的时候，这一做法植根于大多数成熟的法律制度以及国际裁判机构的普遍做法。反对意见
不仅是是对法官个人责任的保障，也是对法院作为一个机构的完整性的保障。这同样更是另外一
种保证，即全体法官对案件进行了充分审议和辩论，而且法院的意见不是仅一名法官的意见通过
的。另外还发现，在专家组阶段提出的异议中，有百分之几的论点部分或全部是由之后的上诉机
构通过的，因此，提出异议确实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反对意见除了有助于 WTO 先例的发展
之外，还可以大大提高 DSB 报告的可信度。43
第三，在中期报告阶段对成员所关注的问题进行审查。根据 DSU 的第 15 条，在专家组和上
诉机构报告的临时审查阶段，除了事实和论点的错误之外，必须让争端方成员有机会对专家组和
上诉机构的解释提出异议，提出之后应将该解释进行重新审议，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必须及时应对
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并在报告中指明这一问题，然后再决定公布与否。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专
家组和上诉机构对许多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往往置之不理，或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没有详细
论证为什么不予以解释。
（二）、增加“重复规则”条款
洪都拉斯的关于先例合法化问题的方案值得我们注意。在 2019 年 2 月 1 日，洪都拉斯发布一
份提案，主要内容是设想利用民法法系国家的“重复规则”来将 WTO 中的先例问题进行合法化处
理。洪都拉斯认为如果上诉机构对涉案条约的解释在类似或相同情形中被运用多次达到一定的标
准之后，就可以构成合法意义上的先例。44
洪都拉斯的方案实质上也是在运用民法法系的法理一致性原则来对上诉机构的过度的司法能
动性进行限制，新案件出现的新事实形成的单一报告就成为先例是普通法系国家的一贯做法，只
有借鉴民法法系国家的法理一致性原则，规定上诉机构在实践中反复的就某一项理由在案件中论
证，形成稳定的判理之后才能作为合法的先例出现在后案的论证中。在目前情况下，适用法理一
致性原则可以顺利的将上诉机构先例问题合法化，从而对过度的司法能动性形成有效的限制，缓
解成员和 WTO 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利于推动 WTO 的司法化改革的发展。45
（三）、向专家组转移“上诉”功能
国际社会对上诉机构的关注比较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专家组的关注却很少，这有
一部分部分原因是案件上诉的频率很高。早在 1989 年，在乌拉圭回合期间就有人认为：一旦设立
上诉机构，就会引发强烈的上诉倾向，进而就会削弱专家组的作用。46自 WTO 成立一直到 2016
42

Bonzo Y,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legitimacy in the W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10-115.
Lewis MK, The lack of dissent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J Int Econ Law, Vol. 9(4), 2006, pp. 903-916.
44
Honduras, General Council-Fostering a discussion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Appellate Body-Addressing the iss
ue of precedent, at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8_e/sum_gc_dec18_e.htm, Jul. 10, 2020.
45
彭岳：
《WTO 争端解决报告先例价值之争》
，
《法学评论》2019 年第 6 期，第 84-97 页。
46
Petersmann EU, The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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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约有三分之二的专家组报告被提起上诉请求，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忽视专家组的作用。例如，
90%的发达国家之间的案件都是在磋商或专家组阶段解决而没有诉诸上诉机构，而在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案件中，未经过上诉就解决的案件接近四分之三。47尽管上诉机构的功能瘫痪对整个 WTO
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并不意味着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终止。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因为“宝石”
有“裂痕”就扔掉整个“皇冠”。
专家组成员和上诉机构成员之间的一个显著区别是，争议双方可以选择他们认为与本案无关
的合适人选。然而，在将近三分之二的案件中，专家组成员是由 WTO 总干事任命的，原因就是
争议双方之间许久未能达成确定人员的协议。通常来看，在一些高风险案件中，各方选择专家组
成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从而导致一方或双方提出上诉的可能性增加。同样的在现实中，由当事
方选定的专家组成员发布的报告中，几乎有四分之三都会进行上诉。当事人选定的专家组发布报
告的上诉率为 40%，高于根据 WTO 相关协议组成的专家组发布报告的 30%的上诉率。因此，争
议双方就专家组成员达成一致的行为本身并不能使专家组裁决结果更令双方满意。48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另一个区别是对裁决日期的要求。DSB 和个别成员并不认为一个专家组
不按照 DSU 第 12.9 条规定的最多 9 个月的审议期限来做是有问题的，反之，对上诉机构未能遵
守 90 天期限的做法却进行强烈的批评，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程序的期限
限制的性质可能不同，但专家组程序的持续拖延却导致整个争端解决程序的拖延。而且，美国以
先例问题向上诉机构发难，指责其裁决超期等问题，其原因就是上诉机构过度的司法独立性，超
越了 WTO 以成员驱动为主导的权力框架，并担忧其利用上诉机构报告形成先例效力并以此进行
造法。如果换个角度，将上诉机构的部分职能或权力下放，转移到专家组阶段，将大大减少对上
诉机构的关注和司法造法的忧虑，进而维护成员和 WTO 之间的良性平衡，促进 WTO 的司法化进
程。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使用专家组来继续“维持”上诉功能？其中一种比较可行的做法就
是雇佣更多高素质的专家组成员。比如，设立一个准成员名册，在 DSU 第 8.4 条项下增加非政府
专家组成员的指示性名单，实际上 DSB 也是可以在不修订 DSU 规定的情况下创建无约束力名册
的。然而如果这样做，其名册就会类似《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下的指示性清单一样，在实践
中重要性也会降低。此外，由于上诉裁决时间长、上诉概率高以及 DSU 第 8.3 条的国籍要求等问
题，让有经验但非常繁忙的专家加入专家组队伍变得越来越困难。其实，我们并没有足够的法律
理由来阻止成员行使上诉权，即使这样做是徒劳或不切实际的，但我们需要采取新的办法，重振
专家组的作用，以此来拯救整个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
另一种保存上诉功能的方法是根据 DSU 第 13.2 条和附录 4 的相关规定，通过使用“专家审议
小组”（ERG, Expert Review Group）将上诉功能移植到专家组阶段。该机构是指由科学技术方面
的专家组成的咨询机构，DSU 第 13.2 条规定如果争端一方提出的涉及科学或其他技术性事件的论
点，专家组可以请求专家审议小组提供书面建议或咨询报告。同时，专家审议小组也不是必须成
立的。由此来看，专家审议小组处理的是有关科学或其他技术性事件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上诉机
dispute settlement,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7, pp. 187-205.
47
Johannesson L. Mavroidis PC,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1995–2016: a data set and it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EUI Working Paper RSCAS, Vol. 72, 2016, pp. 156-187.
48
Asada M. Kato N. Sakai H (eds),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Sanseido, 2104, pp. 16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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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所进行的法律审查。49
早在 1990 年 4 月，当时对于建立上诉机制的必要性就有很大分歧，一个代表团建议在专家组
程序内设立审议机制，作为设立常设上诉机构的替代机构：为了提高专家组法律推理和论证的质
量，专家审议小组可向专家组提交专家审议报告草稿，专家组将自动采纳专家审议小组提出的修
改意见。如果不接受，则连同专家组报告一并提交争端双方。根据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记录，当时
许多代表团都普遍支持这一建议。1990 年 10 月的主席案文虽然没有列入这一想法，但其中却载
有设立一个常设“上诉机构”的建议：在上诉机制不能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利用专家审议小组来临
时审查专家组报告的想法是有意义且很必要的。50
向专家审议小组转移“上诉”功能有几大优势：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专家组的附属机构。
根据附录 4 第 1 段的规定，该附属机构受专家组的管辖，并且应向专家组报告。专家组与上诉机
构的关系正好相反，由此便可以减轻成员对上诉机构权力的担忧。第二，专家审议小组的成员是
具有相关领域专业地位和丰富经验的专家。尽管原则上来说，专家审议小组成员不是争议双方的
公民，但如果专家组认为无法以其他方式解释清楚涉案问题，这一要求也可以取消。与选择专家
组成员不同的是，争议双方有权根据 DSU 第 8.3 条酌情取消非公民身份要求，专家组对专家审议
小组的组成有酌情处分权。DSB 可根据 DSU 第 2.1 条酌情制定一份合格专家审议小组成员的指示
性清单，专家组可以据此在指示性清单中进行选择。第三，关于专家审议小组的任务。专家组可
以要求专家审议小组提供关于有关科学或其他技术性事件方面的问题，尽管根据 DSU 第 13.2 条
这属于专家组一方的权力。因此，与上诉机构相比，专家审议小组可以提出新的事实调查结果，
并可以对专家组的法律推理进行审查。专家审议小组还可以根据其从任何途径获取信息的权力，
听取双方作为准上诉人的意见，同时该信息将受到保护。最后，专家审议小组将最终的咨询审查
报告提交专家组。
通过这种方式，专家审议小组对专家组的从属地位以及专家审议小组报告不具约束力的性质
将减轻成员对滥用专家审议小组职权的担忧，这也将促使争端各方减少对专家组报告提出上诉请
求。与此同时，此种设计将消除 DSU 第 16.4 条规定的程序僵局的风险，同时也兼顾上诉机制的
实质性作用，并减少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因此，使用准上诉审查机制将是一种保障措施，可以提
前减少上诉，更好的维持成员和 DSB 之间的平衡。

四、结语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发展需要各成员之间“求同存异”：“求”WTO 在法理一
致性原则基础上先例存在与发展的“大同”，“存”在各成员依据本国法律体系对 WTO 争端解决报告
司法技术运用的质疑之“小异”。在越来越复杂的争端解决案件面前，WTO 争端解决机构的工作量
也在日益增大，只有在坚持法理一致性原则下对先例进行合理的运用，才能在缓和各成员对 WTO
争端解决报告质疑的基础上比较顺利的处理争端解决案件，进而促进 WTO 和成员之间的良性互
动，并以此来推动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发展。
49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notiﬁcation, consultation, dispute settlement and surveillanc
e, at https://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tokyo_notif_e.pdf, Aug. 15, 2020.
50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hairman’s Text on Dispute Settlement, CGT/607-14 (NG/13) of 19 October 1990,
reprinted in GATT Doc. No. MTN.GNG/NG5/WGSP/W/26/Rev.1/Corr, at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
978-981-15-0255-2_12, Aug. 15, 2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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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 WTO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李雨珊
（东北大学，沈阳

110000）

摘 要：众所周知，由于美国近年来的持续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 WTO1）的上
诉机构自 2019 年 12 月 11 日起只剩下一名法官，因无法组成三人庭而陷入僵局，呈现出一
种停摆的状态。为了改变此种局势，中国等 17 个 WTO 成员国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共同通
过了《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以下简称 MPIA）作为临时性的替代方案。在详述了 MPIA
的法律依据、特殊性质以及制度优势的基础上最终对其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度探析。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发展前景

争端解决机制是 WTO 的核心，其中大体包括四个步骤：磋商、专家组裁定、上诉机构
判决和执行裁决，自 2017 年以来，美国一直以上诉机构侵犯成员国主权为由不断行使否决
权以阻挠上诉机构法官甄选程序，致使上诉机构法官的数量无法满足审理案件的最低标准，
最终于 2019 年末正式陷入停摆。为解决此种困境，欧盟牵头将 DSU 第二十五条中的一般
仲裁机制作为上诉机构替代方案的基础，最终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由中国、欧盟等十七个
成员国共同建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实质上近几年来，WTO 上诉机构自身的弊病
逐渐显现，加之美国对于奉行单边主义、一切以自身利益为主的观念积累已久，对 WTO 争
端解决机制的改革也渐渐被提上日程。

一、 问题的提出
（一）美国对争端解决机制的阻碍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法律文件（关于争端解决机制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以下简称 DSU）
于 1986 年至 1994 年 GATT 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后形成，其中，上诉程序的设立是一
次勇敢地创新，其根本目的也是给予当事方二次救济的权利，保证冲突解决的公平正义。



李雨珊：东北大学硕士研究生。
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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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各国入世至今被诉数据总数

数据来源：WTO 官方网站
起初美国力排众议，将反向一致原则2适用于争端解决机制中，但是自 1995 年入会至上
诉机构停摆之日，美国作为被告的总数据居于首位（见图一），得知自己并未在此原则中
获得相关利益，如今以不满 WTO 的多项内容事由阻挠上诉机构的法官任命，甚至将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会议中将所有反对文件汇编成一份文件（见图二），该文件中的内容各方
意见各不相同，但是不论如何特朗普政府都已经以这些意见为理由拒绝继续任命上诉机构
成员，最终于 2019 年年末以上诉机构仅剩一名中国法官代表为结果形成了上诉机构瘫痪的
局面。[1]这使得 WTO 进入两难的境地，如果 WTO 成员国有上诉的权利但是却没有上诉的
机构来审理的话，败诉的一方就可以通过提出上诉来有效阻止实施专家组报告裁决，根本
的问题是，没有上诉机构的 WTO 争端解决机制将会怎样？毋庸置疑，美国的种种行为都是
在维护其国际“霸主”地位，但除此之外，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也有其自身的缺陷。
图二：2020 年初美国提交的反对意见文件
关于非歧视义务的范围，上诉机构裁决过分宽泛；
在贸易救济案件中缺乏对于调查当局的尊重，包括在归零做法和对“公共机构”一词的正确解释方
面；
对实施问题上采取了扩展式的做法，包括根据 DSU 第 11 条提出的上诉；
上诉机构针对与解决当前争议无关的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上诉机构将其以往的裁决视为具有约束力的裁决先例，而美国认为这些裁决仅仅具有说服力价值；
上诉机构在未事先征得争端当事方许可的情况下，发布报告的事件超过了规定的 90 天。

资料来源：WTO 快讯

（二）争端解决机制自身的缺陷
首先，自 DSU 确立之日至今，其中的上诉机构规则体系始终没有过任何更新，如今的
逆全球化浪潮和贸易保护主义与 WTO 建立初期有较大差距，这种体系能否适应 WTO 各成
员国现如今的经济能力水平、是否具有应对现今各种贸易挑战的能力还有待考量，因而
WTO 的改革计划也渐渐被提上日程，但是改革的目标还尚未明确，还需要各成员国表达各
自意见做参考。
其次，上诉审议仅限于法律问题及法律解释。关于审议范围的问题已经困顿多年，程
序本身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平，但是仅仅对法律问题进行审查往往忽略了事实的本身，从
法理来讲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因此如何适当扩大审查权也是 WTO 改革之路的另一个重要
问题。

2
反向一致原则：主要用于争端解决程序中，如当申诉方提出设立专家组请求时，除在 DSB 会议上以协
商一致方式不同意成立专家组，否则成立专家组。另外在 DSB 讨论和通过专家组的报告时，如果纠纷当
事方不提出上诉，或 DSB 不以一致决议通过此报告，则报告应在 DSB 会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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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上诉案件的处理时限问题。美国多次以上诉案件超越法定审理时限为由对
上诉机构进行指责和反对，而实际上这个问题也确实存在，据统计，在 WTO 上诉机构审理
的 139 份裁决报告中，有 70 份超出规定的 90 日期限，而超时的原因也有很多，其中包括
法官工作压力过大无法按期完成等，这也就显现了法官任期的弊端。
为打击美国的“称霸”心理，同时也为改革 DSU 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2020 年 4 月 30
日，中国等 17 个成员国共同通过了《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从名称中也不难看出，此
安排具有临时性质，各成员国最终的目的都是试图“拯救”上诉机构，使上诉机构可以恢复
其运行。

二、 MPIA 的法律依据、特殊性质及制度优势
（一） 法律依据
根据《多方临时上诉安排》的内容规定，MPIA 的法律依据仍然是 DSU 中关于上诉和
仲裁的相关条文，这一点也恰恰印证了，MPIA 的建立并没有脱离过去的争端解决机制，这
种过渡性质的制度是以恢复上诉机构的正常运行为目的。DSU 的第 25 条描述了在 WTO 争
端解决过程中的仲裁程序，而仲裁早在关贸总协定时期就存在过，后来在乌拉圭回合3后经
过谨慎考量决定继续留在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中，正是这一决定，给如今的上诉机构提供
了一个备选方案，使上诉机构得以有机会重生。
除此之外，MPIA 的法律依据还包括其自身的两个附件，其中附件一为《仲裁的议定程
序》，附件二为《仲裁员库的组成》。附件一对仲裁议定程序的描述与原本的上诉程序规
定相差无几，但仍有几点有所改进，首先是对仲裁员的审查范围进行了新的规定--仲裁员的
审查事项限于争端解决。该规定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上诉的公正性，在此之前，DSU 所规
定的上诉审查仅限于法律问题和法律解释，这也是争端解决机制比较突出的问题，而 MPIA
的附件一在过去的基础上增加了审理范围，笔者认为，所谓“审查事项限于争端解决”表示
其即可对争端解决的法律问题进行解释和分析，也可以对于争端解决相关的事实问题和程
序问题进行审查。这也是对争端解决机制的踊跃突破。其次是规定了仲裁员可以就上诉范
围提建议，此规定是在前一规定（仲裁员审查事项限于争端解决）基础上的再一次细化，
如果仲裁员认为上诉的范围不足以审查出公平的结果可以建议其扩大上诉范围，同理如果
仲裁员认为上诉的范围太大，不需要浪费公共资源的，也可以建议其适当缩小范围，并且
只是建议权而不具有强制性，符合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工作理念，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对于上诉事项和范围的审理方面进行规定后，具有决定性地位的就是附件二--对负责审理案
件的仲裁员进行规定。附件二中规定“参加方组成仲裁员库，选出十名对法律、国际贸易和
WTO 协议所涉事项有专门知识的公认权威人士。”并且已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MPIA 参加
方就仲裁员名单达成一致，成功组建了仲裁员库，并向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通报，这 10
名仲裁员分别来自中国、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欧盟、墨西哥、新西兰、新加
坡和瑞士，他们将负责仲裁参加方之间的争端上诉案件。与过去上诉机构“从七人中随机选
取三人”不同，MPIA 在数量方面有所增加，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审议人员与当事国相同国籍

3

1986 年 9 月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举行了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决定进行一场旨在全面改革多边贸
易体制的新一轮谈判，故命名为“乌拉圭回合”谈判。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贸易谈判，历时 7 年半，
于 1994 年 4 月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结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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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率，除此之外，过去的七人选三人机制中，剩余的四名成员依然需要与被选的三名成
员交流意见，因此改为十人将有助于在上诉庭中交流意见的效率性与公平性。
综合来讲，此次冲突的实质是美国想利用自身力量掌握最高贸易立法权。MPIA 的法律
依据虽然并不完全充分，但是相比过去的上诉机制仍然有其进步之处，并且作为上诉机制
的备用途径，笔者认为其法律依据对于 WTO 整体的改革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推动作用，各国
也应当抓住机会认真经营以确保其顺利进行，共同为 WTO 脱离困境做出努力。
（二） 特殊性质
MPIA 作为一种鲜见的机制，其特殊的性质也引起了 WTO 各成员国的注意，而总结来
讲，其特殊性质表现为三方面。
首先，MPIA 是一种临时性措施。据悉，欧盟在此之前就与加拿大和挪威分别达成了双
边协议，承认双边的临时上诉仲裁模式，在 WTO 上诉机构停摆期间，各成员国想尽各种解
决办法，包括“另起炉灶”等，最终在美国的阻挠下依然达成了 MPIA 的协议。[2]但各国达成
共识，仅仅将此方法当做临时性措施，并将恢复上诉机构重新运作作为统一目标。MPIA 的
临时性不仅体现在各成员国一致的目标上，还体现在其在整个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地位
上。在 DSU 的第 25 条中明确了“迅速仲裁”只是争端解决的一种替代性手段，用以解决双
方已经明确界定问题的争端，这就意味着仲裁机构本身只具备解决法律关系明确且双方争
议不大的案件，与上诉机构相比仍然有很大区别，WTO 及其各成员国对仲裁机构的重视程
度明显欠缺，并且要想使仲裁机构与上诉机构相提并论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因此笔者认为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程序的临时性是其区别于其他程序最大的性质。
其次，MPIA 是一种诸边协议。目前加入临时上诉仲裁的国家包括 23 个 WTO 成员国
和欧盟的 27 个成员国,共计 50 个国家，约占 WTO 所有成员国的三分之一，此数据恰好反
应了 MPIA 的特殊性质。只有案件双方都是 MPIA 承认国的情况下才能将适用此程序，而
如果有一方不承认则依然无法适用。尽管 MPIA 是开放性协议，但是操作起来依然困难重
重，此种特殊性质同时也决定了它的临时性，此措施后续如何发展还有待考量。
最后，MPIA 适用仲裁程序。严格意义上来说，MPIA 并不属于 WTO 体系下的国际条
约，因而相比之下更具有灵活性，各国不仅可以随时加入也可以随时终止，终止后的仲裁
协议依然有效，也不妨碍各国向上诉机构提出上诉。目前已经有多个案件达成了临时上诉
仲裁协议，最终适用仲裁程序解决争端，得到较好反响。
上诉机构在整个国际贸易体系中扮演着独立仲裁者的角色，也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MPIA 的三种特殊性质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在强调上诉机构不可动摇的地位，临时性的性质
说明了 MPIA 不会替代上诉机构，而诸边协议的性质也暗指了各国参加 MPIA 的自愿性，
其适用的仲裁程序就像“镇定剂”一样，有效减弱了各国对上诉机构的担忧。MPIA 的有效运
行与上诉机制基本持平行状态，既可以缓和上诉机构“停摆”的困境也可以为 WTO 改革奉上
绵薄之力，因而上诉机构的改革和重建必将指日可待。[3]
（三） 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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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在论述 MPIA 的特殊性质的同时也分析了其难以替代上诉机构的自身劣势，但是
作为临时解决上诉机构“停摆”的最合理方案自然有其特殊的制度优势。除了对审理范围和
机构人员数量的更新之外，笔者认为其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关于审理期限的限制。多年来美
国一直以 WTO 上诉机构的审理期限未遵守 DSU 的规定而多次持反对意见，而此次的临时
上诉安排中对审理时限进行了更丰富的规定，即“按仲裁员的建议，当事方可以同意延长该
期限。”笔者认为，该规定既增加了仲裁员与当事方的沟通交流，也给了当事方一定程度的
意思自治权利，根据不同情况给不同的当事方不同的建议，有利于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
提升审理案件的效率，降低仲裁员的压力。同时也反映了临时上诉仲裁并不具有极大的强
制性，这也是其难以替代上诉机构的原因之一，MPIA 整体的规定较松散，这既是其不足之
处也是它的制度优势，由于其非强制性有效减少了各国的抵触情绪，有利于各国在此特殊
背景下暂时依靠此机制来解决纠纷，同时可以对 WTO 的改革进行进一步的规划。值得一提
的是，在 WTO 此次建立新的争端解决机制时特意绕开了美国，将其剔除在临时上诉仲裁机
构之外，这意味着该临时机构在处理贸易争端案件时不必再看美国的脸色也不会受到美国
的阻挠，新贸易解决机制就“新”在这一点上，没有了美国的不当干预，在审理仲裁案件时
也会更为轻松，这一举动也是开创了一个先河，尝试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国际组织能
否正常运转，众所周知美国对 WTO 多年来积怨已久，无法确认在未来是否有一天其会直接
宣布退出该国际组织，此时建立的新型上诉仲裁组织也可以验证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
国际组织会是何种运行状态。前不久被美国总统断供援助资金的世卫组织就是一例，其他
各国际组织也要做好美国随时“退群”的准备，MPIA 的建立也是为其他各国际组织打造了一
个良好的开端。
可以看出的是，MPIA 的制度设立既是针对美国的不当干预，也对原本的争端解决机制
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改进，在此基础上可以验证没有美国这样一个强国的支撑下争端解决机
制能否顺利进行，可以说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之路上，MPIA 是先导性因素的同时，
也是决定事态发展的关键。尽管其实施能否顺利还尚未可知，但是制度上的优势也使世界
各国看到了一丝未来的光明。

三、 MPIA 的发展前景
MPIA 的创建是促使 WTO 争端解决机制走出困境的第一步，也是关键性的一步，而它
的发展前景也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此前 MPIA 要处理的第一个上诉案件是澳大利亚针
对加拿大措施提起的上诉，理由是加拿大采取的措施影响了澳大利亚的葡萄酒销售，目前
审理的过程和结果还尚未可知，但是相信 MPIA 在处理第一个案件时定会为高质量工作定
下基调从而获取其他 WTO 成员国的青睐与认可。但是依然有很多问题还困恼各国，例如：
此种多方上诉仲裁的新形势会存在多久？是否会长期替代原有的上诉机构？仲裁员是否有
足够的经验解决各项国际贸易的争端事项？中国在此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
无法确定的，但是仍然可以对其进行理性分析并作出大胆预测。
（一）MPIA 是否会长期存在于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
从法律文件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答案。MPIA 协议第十三条规定“参加成员将在本文件
提交之日起一年后审查 MPIA。”以此来看该临时措施存在的时间至少会持续一年。再者
MPIA 的附件二中规定“从仲裁员库组成后两年开始，仲裁员库部分定期更新。”此条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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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者在策略上已经做好了长期的准备。无论 MPIA 的存在时期是一年还是两年，其制度
本身都可以在这个阶段里不断进步和发展，给了其一定的发展空间。再从世界现状来看，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各国为抗击疫情自顾不暇，难免会适当减少对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关
注度，要想停止此临时措施而完全面向上诉机构改革也非易事，疫情给 WTO 改革带来的阻
碍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此状况下，MPIA 的过渡性作用再一次得到了各国认可，相信未来还
会有更多国家加入进来。同时各国的贸易战争持续迸发，从世界贸易的大趋势来看，各国
间的贸易摩擦会愈演愈烈，MPIA 的建立的确是大势所趋。但是仅凭这两点不能完全肯定
MPIA 的实践价值，根据其协议内容显示，MPIA 的裁决将会通知 WTO 争端解决机构，但
不会被正式采用，与此相矛盾的是，MPIA 声明：“当事方同意遵守仲裁决定，该裁决为最
终裁决。”从这两点来看，如果没有 WTO 成员的正式通过，MPIA 所做裁决的先例价值将
有所降低，但是具体的价值还有待考量。综合分析来说，笔者认为 MPIA 虽然是解决上诉
机构停摆的有力措施，但是其实践能力仍然需要时间和具体案例来佐证，要想长期存在并
替代上诉机构几乎是不可能。
（二）仲裁员是否有能力对上诉案件进行合理审查
目前 MPIA 已经建立完成了一个由十名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员库，和原有的上诉机构一
样由三名仲裁员负责审理一起上诉案件，并且还可以与剩余仲裁员共同合议。仲裁员们具
有丰富的经验并且被各成员国所认可，其中许多人曾经担任专家组成员或仲裁员，还有的
曾在 WTO 秘书处的各部门中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提供协助，从这一点来看这些仲裁员在审
理贸易争端时有可能影响 MPIA 对待他们正在审查的专家组报告的态度。此外，MPIA 仲裁
员雇佣法律和行政辅助人员的方式也没有详细规定，过去的上诉机构有其专门的秘书处，
但是上诉机构停摆后其工作人员被分配到其他 WTO 工作部门，那么他们能否回到原来的岗
位继续协助新的上诉仲裁机构完成上诉案件的审理或是 MPIA 是否会聘请新的助理负责相
关工作依然尚未可知，但是仲裁员们需要某种特定形式的辅助是肯定的，采取什么样的形
式将决定仲裁员的审理结果和上诉仲裁机构的作用，笔者认为仅就临时助理和长期工作人
员两种形式来讲，更倾向于长期合作的工作人员，也可以两种形式共存的方式，但是这更
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在没有美国等经济大国参与的情况下，很难做出抉择。
（三）中国应当如何应对此次变革
此前上诉机构停摆时剩下的最后一名上诉法官是中国人，中国对于 WTO 争端解决机制
有着很强的尊重和敬畏，面对上诉机构停滞，中国表示惋惜却也同时希望争端解决机制可
以尽快恢复正常运行。据统计，在上诉机构停摆之时共有 15 个已提出上诉的在审案件，除
已召开听证会的 4 个案件外，还有 11 个案件无法完成上诉审理，虽然中方没有上诉案件，
但是仍有数起已经进入专家组审理阶段的案件，可以看出如果上诉机构一直瘫痪下去势必
会给中方带来巨大影响，因此 MPIA 的建立对中国来说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中国应该借
此机会稳固住其在 WTO 中的地位，与各国协力让 WTO 重新回到法治的道路上，并且积极
参与 MPIA 的案件，争取尽快让上诉机构重新步入轨道中。[4]我国提名的杨国华教授也获得
了各方的支持，成功成为了多方临时上诉机构仲裁员库中的一员，我国对 MPIA 具备极大
的重视度，同时我国目前的实力与刚入世时截然不同，当前同样作为强国的中国完全有实
力和底气为争端解决机制甚至 WTO 整体的改革建言献策，与 WTO 一同反抗美国的霸权主
义和单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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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
正如 1995 年的上诉机构存在不确定性一样，现在的 MPIA 也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还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例如围绕 MPIA 会产生怎样的法律文化？MPIA 会在多大程度
上尊重对政治敏感的国内法律法规？MPIA 遇到新的争议性问题时是会坚定避免还是会着
手处理等。美国阻挡了上诉机构的正常运行，达到了其败诉判决无法正常生效和运行的目
的，同时也失去了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机会，这种行为只会导致两败
俱伤。上诉机构的停摆无疑是 WTO 当前最棘手的问题，MPIA 暂时性地打破了僵局，但是
同时也反映了历史的更迭，无法用相同的制度适应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加上本年度疫情
的全球侵袭，国际贸易受到了极大程度的冲击，MPIA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争端解决机制两
审终审的体系，毋庸置疑，MPIA 在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和承认，但是遗憾的
是，日本和韩国两大经济体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对 MPIA 不置可否，假使这两大国能顺利加
入会更有利于 WTO 内部保持持续平稳的状态，因此日韩能否点头同意加入，对新的临时仲
裁机构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美国对此不做理性分析只是一味批评，这种霸权主义和强
权主义是国际社会不提倡的，尽管 WTO 遗留的一些历史问题有待解决，但是并不是一蹴而
就的，还需各国共同商议，最终才能使 WTO 恢复正常运行。[5]任何国际法律制度都必须在
可执行性上取得一定的平衡，法律裁决必须推动遵守法规，同时在国际法范畴内也要尊重
国内主权，尽管在较多的具体细节中还存在一些合理的分歧，但是保持争端解决报告的自
动效力并继续此种新形式的上诉审查对于保持该体系的连贯性和有效性也至关重要,上诉机
构的改革既要包含对 WTO 裁决提起上诉的程序性改革也包括对上诉机构的“司法越权”问
题进行改革，很多问题都需要各成员国在 WTO 谈判中重新讨论，目前 MPIA 机制将对 WTO
恢复运作起到很强的推动力，如果 MPIA 运行顺利，那么上诉机构的恢复运行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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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we all know, due to the continuous obstru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 in resent years,
the Appellate Body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WTO)has only one
judge left since December 11,2019,and it is deadlocked because it cannot form a three-members
court, showing a state of suspension. In order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China and other 17 WTO
members jointly adopted <Multi-party Interim Appeal>(hereinafter referred MPIA)as a temporary
alternative on April 30,2020. On the basis of detailing the legal basis, special nature and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MPIA,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MPIA is finally analyzed in
depth.
Keywor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Multi-party Interim Appeal; Appeal body; Development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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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WTO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软约束”及其进路
——兼论 WTO 监督机制的改革
张耀元

摘

要：在 WTO 中，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具有软约束的作用，构成争端解决机制

硬约束的补充。但这种软约束在实践中的表现并不理想，特别是 WTO 面临危机
情形，硬约束暂时无法发挥作用，这种软约束难以进行补足。以 TPRM 对美国
301 条款的审议发展为例，TPRM 持续性的质疑与批评无法形成有效的审议压力，
并不足以阻止 301 条款的复苏，TPRM 表现出审议效力局限、法律性匮乏等问题。
这主要是由于作为监督机制的 TPRM 在监督功能和执行功能上存在双重缺陷。
完善 TPRM 的监督机制作用、强化其软约束效力应当为 TPRM 审议机构进行适
当授权，解决审议标准的模糊性问题，以及增强审议结果的软法性效力。
关键词：贸易政策审议；软约束；监督机制；WTO 改革

引言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TPRM）与多边贸易谈判机制、贸易争端解决机制（DSM）构成
WTO 机制运行的“三大支柱”，共同促进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然而，WTO 法律实践中
对前两者讨论颇多，但对作为监督机制的 TPRM 的表现关注不足。TPRM 主要是对成员方
的贸易政策和实践进行定期评审，以强调透明度为手段，以“软约束”的方式增进各成员方对
WTO 规则的遵守。TPRM 无意为成员方 WTO 义务的实施提供基础，也不会为成员方施加
新的贸易政策承诺。《争端解决谅解》附录 1 规定，TPRM 不是一项“涵盖协议”（covered
agreement），不受争端解决机构（DSB）的司法审查，其独立于任何诉讼而开展，结果不具
有约束力（binding effect）。但事实上，贸易政策审议却能在某种程度影响成员方的贸易政
策，促使一些成员方改善贸易政策以遵守 WTO 多边贸易纪律。换言之，尽管 WTO 协定明
确否认了 TPRM 的法律约束力，但贸易政策审议对成员方的潜在影响仍然存在，也正是这
种潜在影响构成了 TPRM 对成员方的一种“软约束”。然而这种“软约束”在 WTO 法律体制之
下却隐藏着诸多问题，使得看似光鲜亮丽的 TPRM 越来越难以满足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需
要。特别是在 WTO 改革背景之下，面对提升 WTO 监督功能方面的急切需求，需要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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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如何强化 TPRM 效力，
突破“软约束”的限制，推动 WTO 法律体系朝更加完善方向发展。

一、TPRM 软约束的实践表现与问题
（一）TPRM 软约束的实践表现：以美国 301 条款的审议发展为例
虽然 TPRM 主要从成员方整体贸易做法的视角来审视其与 WTO 多边贸易环境之间的耦
合度，但仍脱离不开对成员方具体贸易政策的观察。尽管审议过程中可以对成员方的贸易政
策提出不同意见和看法，但最终遭受质疑的贸易政策能否得以适当调整还取决于诸多因素。
贸易政策审议的效力并不是持续、稳定的，受审议成员方是否接受审议结果、对审议结果能
够作出何种程度回应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这一点可以通过 DSM 对美国 301 条款合法性判断、
301 条款在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中的审议历程以及两种不同机制对 301 条款的处理进行对比得
以体现。
301 条款是指美国《1974 年贸易法》中的第 301-310 条的规定，301 条款为对违反美国
贸易协定或从事“不公正”或“不合理”行为并给美国商业造成负担的国家实施贸易制裁提供
了一种法律手段。经过发展、补充已经形成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最初针对不公平贸易做法
的 301 条款，二是针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特别 301”（special 301）
，三是强制要求每年认定贸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易做法对美国利益不公平的国家的“超级 301”（super 301）
及最大的发达国家，进入 WTO 时期后，迄今为止共进行过 11 次贸易政策审议。而从 1996
年美国第一次在 WTO 体制下接受贸易政策审议开始，作为美国贸易立法中极具侵略性的
301 条款几乎每次都会在贸易政策审议中被提及，其中一些批评也不可谓不尖锐。从对美国
的贸易政策审议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以 301 条款案为分水岭，美国对 301 条款的使用及各国
在审议中的态度与关注重点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1. 审议初期 301 条款合法性问题争议
在 1996 年、1999 年针对美国的贸易政策审议中，各成员方主要集中在对 301 条款合法
性的质疑，大多数成员都认为这种单方贸易措施损及了 WTO 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可能侵
犯其他成员方的经济权益。作为回应，美国则宣称其是坚定的多边贸易主义者，不仅致力于
维持现有的多边贸易体系，而且致力于扩大和改进该体系。同时认为，美国至少在没有多边
纪律的领域根据 301 条款追求美国的贸易利益有助于证明这种纪律的必要性，美国代表特别
指出虽然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但美国的行动却改变了，自 WTO 生效以来，所有针对 WTO
成员的 301 条款行动都是根据《争端解决谅解》进行的。同时称，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美
国从未在没有得到关贸总协定或 WTO 专家组的裁决之前，就认定另一个国家的做法违反关
贸总协定（GATT）
；美国也从未对 GATT 或 WTO 专家组认定与关贸总协定一致的外国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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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过报复。美国的回应很大程度上与 DSM 中的所提供的结论保持一致，以自加入 WTO
之后并不存在依据 301 条款所发起的贸易报复措施为辩解，回应审议过程中成员方的质疑。
但这种国内法单边授权却暗含报复威胁的可能，美国代表的回应并不能消除这一恐惧。在
301 条款案中，美国的这种解释适用的方法进一步得到了 DSM 的确认。
2. DSM 对 301 条款合法性争议的解决
在上述两次贸易政策审议期间，1998 年欧共体（欧盟）诉美国的“美国《1974 年贸易法》
第 301-310 条案”，即 301 条款案，真正正面向美国 301 条款发起 WTO 合规性挑战。而在
该案中，专家组得出了比较温和的结论，认为鉴于第 301-310 条的法定和非法定因素，特别
是美国国会在实施乌拉圭回合协议时批准的行政行动声明（Statement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SAA）中所述的承诺，以及美国在向本小组提交的声明中所确认和扩大的承诺，在
此次争端中提交的《美国贸易法》第 301-310 条的有关方面，与美国根据 WTO 所承担的义
务并不矛盾；但所有这些结论都是完全或部分基于美国政府的承诺，如果这些承诺被美国政
府或美国政府的另一个部门否定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删除，那么，这种符合性的结论将失去根
据。DSM 在处理 301 条款合法性问题时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方式，提出了一种假设性的观点，
认为美国借由特别承诺可以保证 301 条款不会损及多边自由贸易体系，这一裁判向度是指向
301 条款的未来实施情况，而非就 301 条款本身是否合法作出判断。结果是，这种处理方式
没有促使美国废止 301 条款，无法根本上消除 301 条款可能带来的贸易单边主义后果，仍具
有威胁性。
3. 301 条款中止使用期间对其审议发展
这种不彻底的解决方法带来的影响是，美国虽不再采取 301 条款所提供的报复措施，但
依据 301 条款展开的调查却一直在持续。2001、2003 年审议中，都对美国 301 调查使用情
况进行梳理，关注的重点开始转向特别 301 条款的使用。在随后的 2006 年、2008 年、2010
年、2012 年、2014 年、2016 年等历次审议中，由于这一阶段美国并未实质采取基于 301 条
款的贸易行动，虽各次都有不同程度的关注，但这一阶段的审议整体较为平和。但面对其他
成员方对 301 条款的质疑，美国的回应并不能令人满意。很多情况下，美国对此类问题的回
答过于简单，且有所回避，答案往往是防御性的，没有真正深思熟虑，难以有效回应其他成
员方的对特定贸易做法的关切。如在不同年度的贸易政策审议过程中，当成员方提及特别
301 条款是否符合 WTO 规则时，美国通常仅作出不违反的辩解式回答，或通过承诺方式表
示遵守 WTO 协议义务，或通过援引 301 条款案中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辩解。应对成员方提
问时较为谨慎，没有真正回应“特别 301 条款”的合法性基础，特别是未能回应 301 条款所固
有的持续单边主义与 WTO 多边主义之间在多大程度上兼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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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01 条款的复苏与美国在审议中的表现
具有讽刺性的是，即使存在 DSM 的司法性介入以及 TPRM 中其他成员方持续性质疑，
301 条款在二十年后复苏，再度成为目前美国政府主要的对外贸易工具。2018 年审议阶段，
正值美国开始根据 301 条款对中国加征关税，并具有愈演愈烈的态势，这一问题在此次审议
中被重点提及。面对成员方的质疑，美国却不讳言其当下单方主义立场以及其对 WTO 现行
贸易体制的不满。美国指出，其本届政府强调其“对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贸易体制的承诺”，
但美国的贸易政策应当立足于美国的经济安全对其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认识。认为当前的贸
易议程是旨在加快美国的出口，包括通过重新谈判和贸易协定的现代化，以及加强其贸易法
的实施，并寻求消除针对其产品和服务的外国壁垒。现有的一些对进口有影响并在审查期间
使用的贸易执法工具包括根据 1962 年《贸易扩张法》第 232 条和《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进行的调查，承认这些调查可能导致采取影响进口的措施，但目的是解决美国的关切，如
强迫转让技术、过度建设能力和威胁国家安全。美国认为，一些人批评美国的做法是单边主
义和保护主义，但在美国看来，这是对美国所采取的行动和意图严重的、可能有目的的误解。
美国认为自身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免受严重、持续的来自中国的
政策和实践的伤害，要么由于 WTO 无法提供必要的纪律或补救措施而接受这种将会持续的
伤害。美国再度依据 301 条款大幅提高关税的做法，严重挫伤了 DSM 裁决的权威性与约束
性，滞碍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正常运转，而这也正如墨西哥在审议中指出的，美国这种单边措
施加剧了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减少了贸易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显然，在美国国家利益维
护、贸易优势保持与多边贸易体制可持续性的博弈中，受主权至上观念的驱使，美国明显更
倾向于前者。

（二）TPRM 软约束的实践问题
研究 301 条款在 TPRM 中的审议表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所暴露出的 TPRM 的机
制性问题比较全面。首先，301 条款完整经历迄今为止美国全部的审议过程，所隐含的美国
贸易政策价值取向及演化趋势较为明显。其次，301 条款分别历经了 TPRM 与 DSM 程序，
不同机制对 301 条款的约束力具有比较意义。再次，301 条款下单方贸易报复措施的采取与
WTO 争端解决机构授权采取的贸易措施机制之间有根本上的冲突，也即单边主义与多边主
义的尖锐对峙，存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评价。最后，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从对 WTO
多边贸易机制的积极拥护到对 WTO 规则的肆意破坏的转变，作为美国国内贸易立法 301 条
款在这一过程中受到 WTO 成员方包括其贸易伙伴在内的普遍不满，301 条款的复苏是美国
贸易政策灵活性转向的缩影，也是 WTO 多边主义危机的集中体现。因而，通过对 301 条款
在 TPRM 中的纵向发展可以窥见 TPRM 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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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PRM 审议效力的局限性
TPRM 的软约束力可以通过与 DSM 的法律约束力的对比加以理解。WTO 争端解决机
制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国际法领域争端解决比较成功的典范，具有规则导向为主的司法模式、
强制管辖权和强制执行力等特征，能够强化最终裁决对违反国际法义务一方的行为指引以及
对遭受不当贸易行为影响的受害方的权益救济。正因如此，301 条款案中 DSB 的最终裁决
需要美国予以遵守，通过自我约束的方式避免发动 301 条款实施单边贸易措施以作为 301
条款继续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事实也证明，很长一段时间内，DSB 裁决确实约束了美国了
贸易行为，压制了 301 条款发挥实质性作用。但也正因如此，DSM 压倒性的约束力优势却
反衬出 TPRM 在促使成员方遵守 WTO 规则方面的弱势。
经历 DSM 之后，美国对 301 条款进行二分法的使用，一方面保留 301 条款，对其他国
家贸易做法进行单方调查、评估、发布报告，并对其认为不符合美国经济利益的外国列入特
定名单，并声称发起 301 调查并不代表报复威胁；而另一方面按照 DSB 裁决所提供的可被
认为符合 WTO 规则的行为模式，遵守有关 SAA 承诺，避免在 WTO 体制之外发动单边贸易
报复措施。这种运行模式下，就前者，美国由于没有采取实际行动使其他的贸易利益遭受损
害，从实然法的角度来看，难以认定其对自身 WTO 义务的背离。虽然美国无法如从前一样
动辄对其他成员方发动贸易制裁，但却并未停止对其他成员方的调查、评估、发布报告、列
入观察名单等做法，反而在经济霸权的加持下愈演愈烈，对多边贸易秩序及有关成员方的经
济发展利益造成破坏性影响。如巴西在美国 2006 年贸易政策审议中即质疑美国主管当局采
取了哪些预防措施，以防止“特别 301”清单中提到的国家在吸引投资方面的形象受损。显然
在 TPRM 之中特定成员方已经意识到了美国的此种做法对自身发展的可能限制，这种具有
潜在侵害另一成员方利益的贸易做法仍然是一个单边主义幽灵，依旧悬于多边自由贸易体制
的上空。虽众多 WTO 成员方在 TPRM 中对这一单边做法进行批评，但美国似乎并未对其作
出任何改变。
显然，TPRM 意图促使成员方为维持良好的国际信誉与形象，进而善意履行其 WTO 义
务、促进 WTO 规则实施的制度设计，对美国 301 条款的约束并不成功。通过成员方的国际
声誉作为制约因素，来促进国际法的遵守本就具有其局限性。一方面，国家有时会通过利益
衡量来判断是否需要遵守国际法，当国际声誉受损与所获利益之间失衡时，国际法遵守可能
并不是国家的优先选择。对 301 条款的审议过程中，美国多次强调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性，
特别是近来知识产权领域，主张充分和有效保护和实施知识产权仍然是美国政府的首要贸易
政策重点，认为使用“特别 301”能够有助于认识商业秘密保护的弱点，甚至承认为解决美国
的关切，如强迫转让技术、威胁国家安全等，1962 年《贸易扩张法》第 232 节和 1974 年《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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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法》第 301 节进行的调查可能导致采取影响进口的措施。显然，保障自身权益的需求与多
边贸易机制维护方面存在潜在的冲突，致使其对国内贸易执法工具的持续依赖。另一方面，
WTO 的贸易体制虽然实现了由“权力导向”向“规则导向”的转向，但 21 世纪的国际社会虽然
并非纯粹意义上的丛林社会，仍然是一个无政府的、强权操纵的、道德上的至善和法律上的
正义难以彻底实现的社会。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经济体，拥有高度的贸易优势，近来以本国
利益优先处理贸易问题，滥用的单边贸易措施，重创国际贸易秩序亦是其强权政治的体现。
对一些强烈依赖与美国贸易关系的国家而言，
尽管在 TPRM 中表达对美国贸易做法的不满，
但碍于贸易地位失衡的现状，提出的批评在目前来看并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虽然国际声誉
受损对国家而言，影响并不是即时的，这一机制发挥作用取决于时间的延续和未来交易的发
生，但 301 条款在 TPRM 近 30 年的审议历程中，美国在国际声誉似乎也未因遭受到此种批
评而受挫，相反造成各成员方对此在实践中被迫接受，甚至向美国传递了国际社会将容忍其
持续伤害 WTO 自由贸易体制的不良信号。
2. TPRM 审议的法律性匮乏
TPRM 审议大多从经济角度评估成员方贸易政策与 WTO 规范价值一致性，而缺乏细致
的法律性分析。这种审议状态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 TPRM 在创设之初就要求与 DSM 相区
别，避免构成另一个争端解决机制，防止不同机制之间产生功能重叠；另一方面，经济性评
价可以允许各成员方更灵活地表达自身的关切，也可以更广泛地讨论一些虽在法律视角下符
合 WTO 规则要求但有可能破坏多边贸易体制的成员方贸易政策。不过，审议实践却在经济
性评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忽视了 TPRM 在 WTO 之中的法律价值。TPRM 审议的法律性匮
乏体现在审议的不同阶段。
一是准备秘书处报告阶段。TPRM 中，秘书处通常仅描述有关成员国内贸易决策机构的
运作和宏观经济情况，不会对特定贸易政策发布法律性意见。以 2018 年审议为例，在秘书
处报告中涉及 301 条款的内容显著增加，而这也符合美国有意重新使用 301 条款的单边贸易
措施的发展趋势。但秘书处报告只对 301 条款的实体规则、程序要求进行了详细介绍，并附
随近期争端案件说明。其中着重介绍了美国对中国技术转让机制 301 调查的具体推进，涵盖
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调查、听证、出具报告、初步行动等完整过程，但这都维持在事实层
面。在报告中秘书处极力保持中立，面对成员方不合规行为也避免表露出法律倾向，而留给
各成员方自己斟酌。相比于前几次审议中秘书处报告对 301 条款的内容仅作简单提及，301
条款在 2018 年审议中获得的更多关注也从侧面表明了美国贸易政策主张发生的剧烈变化。
然而，在审议中过于强调克制法律性评价的发布，反而会导致 TPRB 在讨论受审议成员方的
贸易政策时畏手畏脚，进而减损贸易政策审议的有效性，结果是，单纯对贸易政策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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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难以引起 WTO 成员方的重视。特别是在某些成员方的贸易政策与主张发生了明显转向，
与 WTO 规则价值发生严重背离时，继续抱持消极审议的态度，对 TPRM 的目标实现也是无
益的。换言之，不对 WTO 成员贸易政策的系统性后果和影响进行分析，很可能降低贸易政
策审议工作的显著性，缺乏法律性分析是秘书处报告中比较突出的问题。
二是审议会议阶段。审议会议过程要求成员方的普遍参与以及广泛的审议范围决定了难
以对特定贸易政策进行细致的法律分析。根据近来统计，贸易政策审议活动中成员方的年平
均参与率从 40%左右升至 75%左右，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积极参与这一机制的 WTO 成员数量
几乎增加了一倍。此外，TPRM 审查不局限于审查各成员的贸易政策的 WTO 义务一致性，
而是包括某一成员的国际贸易措施和政策相关的所有问题。受制于这两方面的压力，参与方
与受审议成员方就贸易政策交流、辩论的机会大大减少，这意味着可能不会导致更高质量的
同行评审。实现有效的法律性评价也因此缺少了必要的客观条件保证。虽然实践中成员方也
会提出很多诸如贸易政策的 WTO 合法性等法律性问题，但多停留在提出质疑层面，少有成
员方阐述其主张的法律理由。针对特定贸易政策，由于不同成员方受到的影响有所差异，致
使各成员方在审议中的侧重点可能不同，特别对未受到明显贸易政策外溢影响的国家来说发
表法律性意见的积极性也并不高。同时，即使针对同一贸易措施，各成员方的关切存在多样
性与复杂性，零散的评价难以形成普遍的法律共识和有力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经济性评
价虽能够弥补单纯利用法律手段进行分析的局限，进行合理性判断，但贸易政策的合法性要
求依旧是 WTO 体制稳定的基础。过度的经济性分析授权可能被滥用，刻意模糊 WTO 法律
规则，使得在部分成员方可能在审议过程中从特定立场出发，意欲推行其本国主张，并对其
他成员方的贸易政策进行肆意攻击。这不仅无助于 TPRM 增进成员方对贸易政策理解的目
的，反而会进一步加剧成员方之间的分歧。

二、TPRM 软约束的制度根源：监督机制功能的双重缺陷
GATT1947 开始，第 10 条逐渐产生了若干其他具体条款和更广泛的监督结构。东京回
合中达成了《关于通知、协商、争端解决和监督的谅解》
，尽管其中有关明确引入监督功能
的内容有限，但缔约方已经开始接受定期和系统性地对贸易制度发展进行审查。乌拉圭回合
FOGS（the Functioning of the GATT System）的一个工作组被指定负责 GATT 监督机制实质
性内容的谈判，该工作组的目标在于“加强对 GATT 的监督，以便能够定期监测各缔约国的
贸易政策和做法及其对多边贸易制度运作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各成员方形成了建立
TPRM 作为 GATT 监督机制的共识，在随后的 WTO 体制中得到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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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PRM 作为监督机制的监督功能缺陷
国际经济组织中的监督机制通常包含三项不同的职能，即审查职能（review function）
、
纠正职能（corrective function）和创造职能（creative function），而 TPRM 作为 WTO 的监督
机制在这些职能实现方面并不彻底。首先，审查职能方面。审查职能的实质是将国家政策工
具与国际标准进行比较，判断政策工具是否符合国际标准。目前在 TPRM 中存在国际标准
这一对象不明的问题，极易引发实践中的混乱。TPRM 没有设定具体标准以及标准的性质来
评估一项贸易政策，然而实践形成的以经济性评价为主，法律性评价有限的审议方式，导致
对审查职能的践行更多是一种价值判断。进一步，作为判断的价值模型选择取决于审议者的
需要，可能是既有 WTO 规则所创造的架构，也可能是更为理想化、符合 WTO 长期发展目
标的理论上的贸易机制。因而，未限定成员方应以何种性质的标准来检视受审议方的贸易政
策，使得贸易政策审议无论过程还是结果都存在很大的任意性与不确定性。尽管 TPRM 强
调其核心是提供信息的工具，既非用来提出政策建议，也非规范性的，但若仅向公众发布特
定成员的贸易信息，却无法使受审议的成员方真正意识到其贸易政策的不尽完善之处，这对
提高所有缔约方对 WTO 规则、纪律和承诺的遵守程度目标的实现也极为有限。
其次，纠正职能方面。纠正职能包括在发现一项国家政策工具违反被审查国家的国际法
律义务时建议改变国家政策。纠正职能应当与执行功能相区分，纠正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成员
方的贸易政策已经发生偏差或有偏差可能性为前提，而执行功能致力于促进成员方国际义务
的履行，并不存在必然要求对义务的违反。事实上，即使在 TPRM 中法律性评价受到压制，
在审议过程中发现成员方贸易政策对 WTO 义务的违反并不存在任何困难，而是 TPRM 的机
制设计致使其难以发布明确声明。TPRM 并不会明确地给出改进建议，通常只是简单地表示
对成员方贸易政策的关注和进一步完善的希望。事实证明，TPRM 在给出成员方贸易政策建
议方面的确比较薄弱，无论是在秘书处报告抑或审议会议中都存在职能性缺失。换言之，
TPRM 作为监督机制并不能完整地实现纠正职能。
最后，创造职能方面。实践证明，特别是在国际组织的范围内，一些法律规则是模糊的，
并可能导致不同的相互假定，或在一个规则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导致过时的解释，创造职能则
可以为这些规则提供灵活的解释。在 WTO 领域对规则的解释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议题，即便
在准司法化的 DSM 中，DSB 在解释时也都较为谨慎，避免过度的司法能动主义导致对 WTO
规则作出越权解释，甚至危害 WTO 体制的稳定性。而 TPRM 尚不能对 WTO 规则作出有权
解释。一是 TPRM 不具备争端解决功能，TPRB 缺失审判权基础，没有获得解释的制度化授
权；二是 TPRM 也非 WTO 的决策机制，TPRB 的组成不具有规则制定与形成的普遍代表性
和权威性，更与 WTO 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相差甚远。在宣布具体行动的合法性时，只有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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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方有权解释一般协定，因此，对 WTO 规则的解释涉及权利义务关系的澄清时，TPRB 的
解释并不具有任何的正式规范效力。当然，否认 TPRB 的解释权仅仅否认了具有正式的有约
束力的法律解释权限，并非禁止在 TPRM 中由 TPRB 以及参加审议成员的自主解释，这是
由于在履行审查、纠正职能时，需要对所审议的贸易政策与 WTO 规则的一致性形成“心证”，
而这必然以解释为逻辑前提。不过，即使是不具约束力的解释在实践中 TPRB 也是怯于表达
的。另一方面，这种自主解释还可能潜在地促进成员相互间贸易政策理解与协调，有助于在
如决策等其他机制中获得更大的共识。可以发现，在 WTO 体制中对规则解释权严格限制的
情形下，TPRM 面临有权解释的合法性困境。
综上所述，TPRM 的监督机制在履行具体各项职能过程中存在不充分的情形，而这也是
TPRM 软约束的集中体现。审查职能中不存在统一的评价标准、纠正职能中无法提出有效的
改进建议、创造职能中难以形成有权解释，都致使监督机制的能动性不足，这也是 TPRM
被理解为“形式主义、没有成果，更像是一场外交活动”的重要原因。

（二）TPRM 作为监督机制的执行功能缺陷
在 TPRM 的创立过程中，赋予其监督（surveillance）功能在发展的各阶段都有涉及，
在成员方间形成了普遍共识。虽然存在是否需要引入对 WTO 实体规则的执行（enforcement）
功能的争论，但其监督功能的制度核心地位不曾改变。不过，TPRM 作为一项监督机制在事
实层面是否具有执行功能以及具有何种性质的执行功能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决定着对
TPRM 约束力的定性。
对 TPRM 执行功能的追问需要回答 TPRM 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成员方对 WTO 义务
的履行，保证各成员方贸易政策与实践的 WTO 合法性。“执行”一词在国际法中常与“遵守”
（compliance）相联系，“执行”多是一种过程要求，是国际法得以实施的手段，而“遵守”则
是结果要求，强调国际法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最终得到实现。从结果导向来看，“执行”
可以有多种方式，但国际法理论中并不存在对“执行”统一的认识，具体而言是没有准确界定
哪种“执行”才能被认可为国际法意义上方式。国际法实践长期从“遵守”是规范相关性的衡量
这一命题出发，关注的手段范围较窄，导致过分强调激励和惩罚、正式的争端解决程序以及
通过制裁的强制执行。这些手段依赖外界力量影响的作用，将国际法的遵守视为国际法执行
的逻辑结果。此时，对执行采取了狭义理解，类比于国内法可以通过强制力保证实施。但这
无法解释即使缺乏强制执行机制，国际法仍然可以得到遵守的情形。因而，通过强制执行判
断国际法能否得以遵守进而判断一项规范是否具有约束力是不周延的，无法完整涵盖复杂的
国际法遵守情形，软法性规范也由此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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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法指的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明确义务，并授权解释和执行的法律，相应地，软法则被
定义为硬法的一个剩余类别，一旦法律安排在义务、精确性和授权的一个或多个维度被削弱，
“软法”的领域就开始了。若一项协议没有授权第三方监督其实施、解释和执行，那么，各方
可以更容易地从法律角度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无论在名誉损失还是其他制裁方面，后果都不
那么严重。很明显，与硬法相比，对软法的违反难以产生具有震慑性的后果，但这并不等同
于否认软法所具有的事实约束力，能够指导行为体作出符合规范要求的行为。国际法中的国
家同意虽具有重要意义，但不应把法律约束力定位于纯粹的正式标准，一些“非正统”的规范，
如果表现出法律的内部特征，也可能产生约束效果。对软法规范的遵守是依赖国家行为体的
自我利益选择，虽然缺乏执行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缺乏集体施加惩罚的希望与现实，但却
仍有可能促使规范目标的实现。
在 WTO 制度设计中，DSM 被赋予了 WTO 规则执行的中心地位，作为一种正式的争端
解决程序，如上文分析，强制性执行方式所产生的约束力是绝对的。TPRM 作为贸易政策的
监督程序，将成员方的贸易政策置于公开氛围中接受其他成员方的检视，审议过程虽会将与
WTO 规则有所出入的贸易政策向其他成员方进行提示，促进其他成员方对该成员贸易政策
的认识，但对受审议成员方而言来自审议中的评估仅具有建议性质。审议结果通常只是事实
层面的描述，即使审议过程中发现成员方的贸易政策与 WTO 的价值规范有所偏离，也不会
为受审议成员方设定明确修改贸易政策的法律义务，更排除了与 DSM 程序的关联性，不作
为争端解决的基础。审议结果的规范性在上述几个方面不同程度地弱化，相应的落入了类似
软法的范畴。但即使在规范性不足的情形下，一些成员方仍对审议结果予以接受，加强自身
贸易政策与 WTO 规则之间的一致性，最终促使 WTO 规则得到事实遵守、产生类似执行功
能的事实效果。从这一方面解读，国际法规范的约束性与可执行性问题是分开的，两者并不
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执行”一词在国际法中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其中包括旨在促进国家遵
守规范的非强制性措施，而约束性也可以指软法所带来的事实约束。
在多边贸易体制中，WTO 成员方重视自身国际声誉的维护，对其而言有保持“在国际体
系中处于良好地位的成员”这一身份的必要性，此时更有可能解释遵守承诺的情况，TPRM
的运作机制正是建立这一基础之上。TPRM 中“监督”的概念包括“点名批评”（naming and
shaming）之义，同时建构主义者对国际法的遵守持乐观态度，认可点名批评也属于国际法
遵守的一种方式。因此，从广义的国际法遵守理论解读作为监督机制的 TPRM，能够对 WTO
规则进行间接执行，只不过这种执行与严格意义上存在明确法律约束后果的硬性执行在性质
上存在根本区别。如此一来，监督程序中执行方式的限制也构成了 TPRM 软约束的根源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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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PRM 监督机制完善与软约束的强化路径
实践表明，TPRM 软约束与其监督机制设计上的缺陷是互为表里的问题，两者在解决路
径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充分认识到 TPRM 软约束的制度根源与实践问题的基础上，从
法律视角完善 TPRM 监督机制、强化约束力效果，保障监督机制有效运行，有助于 WTO 法
律正义价值、贸易秩序价值的维护与彰显。

（一）赋予 TPRM 审议机构适当的权限
TPRM 审议机构缺乏必要职能性授权是 TPRM 在实践中表现唯唯诺诺的重要因素。
WTO 体制中，总理事会会议同时作为贸易政策审议机构（TPRB）和贸易争端解决机构（DSB）
存在。但在 DSB 之下又设立争端解决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事实上进行争端解决，能够保持
机制运行的独立性。相比之下，TPRB 中不再设立单独的机构，直接进行贸易政策审议，贸
易政策审议工作难以独立开展。在审议过程中，TPRB 主要以会议的形式进行运作，进行具
体准备性事务需要交由秘书处开展。同时 TPRB 的工作需要以秘书处报告为基础，因而秘书
处在审议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通常理解下，WTO 秘书处仅负责组织内部行政事务，无
权对成员方贸易政策进行干涉，这就导致秘书处在准备报告过程中过于受限。虽然秘书处尽
管具备一定的专业人士，且能够进行比较广泛信息收集，但却无法提供有价值的贸易政策分
析，而这事实上造成了 TPRM 资源的浪费。一方面，于秘书处而言，虽然承担了 TPRB 的
部分工作，但却没有获得审议授权；另一方面，于 TPRB 而言，囿于自身组织功能的不完善，
贸易政策审议无法贯穿始终，导致在前期阶段存在审议职能行使的空白。
因而，为充分利用 TPRM 所提供的对成员方贸易政策审查的机会，而不仅限于审议会
议阶段才真正从事审议工作，可以在秘书处准备报告期间对秘书处进行适当审议授权。这是
TPRB 机构内部保持一贯性的要求。不过，在这一过程中难免遭受质疑，认为在一个“由成
员驱动”的组织中，秘书处所扮演的角色必须仅仅限于提供技术服务，而不是提出建议，或
维护 WTO 体制，但这种观点实际上伤害的是 WTO 成员自己。也可以注意到，秘书处在其
他机制的实践中也能够发挥一定实质性作用，而非简单的技术服务，如解决争端过程中提供
某种形式的法律援助。因而，使秘书处受制于工作人员永远不能直接批评成员或他们的政策
这一绝对的不成文的规则，对 TPRM 监督目标更好地实现反而是一种阻碍。
另一方面，应当授予 TPRM 审议机构作出正式、完整、明确审议结果的权限。审而不
决是目前 TPRM 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在审议会议结束后，
会议纪要（Minutes of Meeting）
会被散发给成员方，但在其中缺少必要且具体的审议结论，尽管其中可能包括 TPRB 主席的
结语（Concluding Remarks），但其中多是审议过程中的讨论要点加以重申，贸易政策审议的
结果仅公开了事实，实质性的具有判断指标意义的结论在其中很难发现。同时，讨论者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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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贸易政策审议进行另一种总结，而不是批判性地处理受审议成员方的贸易行为以及其对
书面问题的回答质量，这都导致审议最终流于形式。审议结果应当是整个审议过程价值的最
终体现，也是促使监督机制完整实现审查、纠正、创造等职能的必备环节。因而，从 TPRM
功能补足的角度来看，授予审议机构作出明确的结论的权限是解决 TPRM 形式主义、完善
监督机制的重要一步。

（二）解决 TPRM 审议标准模糊性问题
审议标准的模糊是 TPRM 审议的法律性匮乏、
机制性缺陷等实践问题的产生直接诱因。
同时这种模糊性也导致最终审议结果的不准确性，以致无法取信于成员方，贬损 TPRM 在
WTO 体系中的价值。是故，清晰的审议标准是 TPRM 有效运行的前提。TPRM 的审议标准
目前主要包括经济标准与法律标准，模糊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即在实体层面，两者
在审议中的正当性、内涵及边界均未澄清；在形式层面，两者在审议中的地位也未匡正。
审议过程中采用法律标准是 TPRM 作为 WTO 法律机制组成部分的应有之义。TPRM 协
议中明确贸易政策审议的目标在于促进成员方对 WTO 各协定的遵守这暗示着采用法律标准
的必要性。同时，TPRM 作为一个广义的执行机制，在发挥执行功能时只有以实体法为执行
对象才能保证其行为的有效性，失去法律标准 TPRM 也就失去了执行可能。毫无疑问，WTO
各协定构成法律标准的主要载体，不过，这是否意味着 WTO 规则构成法律标准的唯一表现
形式，而排除了对一般国际法的引用需要进一步探讨。通过对 TPRM 的“审查成员方贸易政
策与实践对多边贸易机制的影响”这另一目标解释发现，在这一目标所覆盖的广泛价值追求
中，不应排除特定一般国际法标准。多边贸易机制是一个极为包容的概念，仅以 WTO 各协
定作为法律标准可能造成一些虽不违反 WTO 规则，但与一般国际法相悖、破坏多边贸易机
制的贸易行为并不会受到检视与批评。如美国 301 条款的扩张所导致的在 WTO 体制外适用
的可能性，很明显影响到了多边贸易机制的运行，即出现了运用一般国际法予以规制的需求。
此时，TPRM 应当具备对其进行检讨的能力，而考虑到 WTO 规则在新的贸易议题或问题方
面应对不足，借用一般法对特别法补充的法律原则，在审议过程中适用一般国际法作为法律
标准并无不妥。此时，并没有为 WTO 成员方施加新的义务，而是对其在一般国际法中的义
务予以示明。因此，在法律标准确定层面上，对多边贸易机制的的理解不应仅限于狭义“多
边贸易司法机制”（the multilateral juridical trading system），此时容易陷入 DSM 在处理争端
时对 WTO 规则极度依赖的积极暗示之中，认为 WTO 是一个有限领域且 WTO 裁决机构只
能适用 WTO 法律，极易导致在实践中对 WTO 规则的过分关注而遗漏一般国际法对多边贸
易机制维护的基础性作用。
经济标准对 TPRM 而言必不可少，TPRM 的构建也是其区别于其他程序性机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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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在对可疑的贸易措施进行法律评估和对这种贸易措施进行纯粹的事实陈述之间，存在
着一个中间地带，这需要由秘书处和整个 TPRM 过程来处理，即对贸易措施进行经济评估。
不难理解，规则导向的 WTO 法律体制不会必然导致经济地位上“事实多边贸易机制”（the de
facto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WTO 法律体制是成员方意志协调的结果，由于存在不同的
贸易利益诉求和经济发展水平，博弈过程中必然涉及对特定贸易体制目标的取舍，最终现阶
段的 WTO 体制只能是一种妥协的多边贸易机制。法律政策有可能不能够实现其所宣称的那
些政策目标，在承认这种差距的基础上，经济标准的引入能帮助发现一些贸易政策虽然符合
WTO 规则但在促进多边贸易机制发展不足或存在反作用的情形，以对 WTO 法律体制发展
进行更好的引导。但经济标准存在主观性的缺陷，会由于秘书处、讨论人、其他成员方等参
与方的自主选择而产生不一致不协调，虽然承认多元标准引入可以为贸易政策提供不同角度
的思考。但对成员方而言可能构成一种负担，需要结合自身的特性进行甄别适用，增加了其
贸易政策改进的压力，反而可能对审议效果产生负作用。因此，确立统一的经济分析框架是
提升 TPRM 审议结果的可接受度重要前提。
法律标准与经济标准在审议过程中如何平衡是解决审议标准模糊性问题更深层的要求。
平衡两者的适用需要对 TPRM 价值目标重塑。WTO 体制的核心价值在与其规则导向的法律
机制，通过约束成员方的贸易政策，发展“一个综合的、更可行的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
TPRM 的价值目标应当与 WTO 法律体制的总体目标保持一致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但实践
中 TPRM 过于保持弱法律性的做法导致其与 WTO 法律体制的相关性欠缺，在约束成员方贸
易政策方面并不明显。虽然 TPRM 与 DSM 在合规层面被认为相互补充，但 DSM 强有力执
行功能可能弱化 TPRM 的进行法律分析的积极性，自限于经济性分析，使得两种机制在互
补程度上严重不对称。这也导致习惯运用司法裁决方式解决争端的 WTO 在 DSM 无法正常
运转，面对争议性贸易措施时，在合规目标实现上 TPRM 无法发挥补充性作用。因而，明
确并强化 TPRM 中法律标准的使用应在其价值目标中有所体现。当然，强化法律标准使用
并不应构成对经济标准使用的威胁，对贸易政策进行经济分析仍是 TPRM 的重要价值，两
者并不冲突。

（三）增强 TPRM 审议结果软法性效力
过于疲软的软法性效力是 TPRM 软约束在实践中作用不佳的主要成因，解决这一问题
仍需从软法性机制入手，对贸易政策审议结果的效力予以硬化。国际法中，一项规则是否具
有规范效力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硬法与软法的区分也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一个动态连续的
分布过程；同时，两者并非相互割裂，而是作为解决国际问题的工具相互作用和相互补充，
可以通过自身规范性的补足向硬法趋近。循这一分析思路，TPRM 效力强化包括对审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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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内部强化与外部关联两种途径。
内部强化是指对贸易政策审议结果本身从硬法与软法区分评判要素的角度予以强化，这
些评判要素一般包括规范性与可执行性（normativity and enforceability）、精确性（precision）
、
正式地位（formal status）。首先，在规范性与可执行性方面，贸易政策审议需要产生权利义
务内容，从而获得更为明显的可执行性。在对规范性的理解上，一般而言是指法律权利或义
务的设立，同时也指在违反时可获得制裁，此时，可执行性也可能作为规范性的逻辑过程存
在。但在实际审议中，具有规范性的表达是极度匮乏的。TPRM 虽并不有意在 WTO 实体规
则之外创设新的权利义务规则，但应发挥本质上的纠偏属性，判断成员方的贸易政策在哪些
方面做的不够或有所偏差，
并在 WTO 既有规则或有利于多边贸易体制发展角度下提出指引。
这种指引需要分开来看，一方面法律标准所产生的指引，由于法律标准本身带有强烈的规范
性，特别是，在 TPRM 的审议过程中应当向成员方就其贸易政策与 WTO 规则之间一致性问
题进行释明，使其具有可供执行的实质内容，即哪些行为不可为或应如何为，而不应仅是简
单的表达关切。对成员方而言，义务性的贸易政策改进要求的提出能够使审议结果的效力得
以提升，特别对最不发达国家来说，强化规范性能够使其直面贸易政策的核心问题，帮助其
提升贸易政策制定的能力，这也构成 WTO 在一体化框架中的贸易技术援助，可以使此类国
家避免由于自身能力不足而无所适从。同时，这种多表现为义务性的规范性指引的提出也有
助于获得其他其他成员方对贸易政策的谅解，提升成员方对贸易体制的信心和期待，在成员
方的互动中予以协调。另一方面，从有利于事实多边贸易体制发展角度根据经济标准作出的
指引，赋予其规范性很难被成员方所接受。一是根据这一目标所提出的指引具有很强的主观
性，无论是采用何种经济标准抑或所采用的经济标准需达到何种程度都无法统一；二是，采
用经济标准评判时，需要考虑更广泛的如国际贸易需求、供应等外部干扰因素，这些因素存
在很大的波动性，与主观性的经济标准叠加以后会进一步扩大对贸易政策认识上偏差。另外，
对贸易政策的经济分析很容易就会落入“好”的政策的经济方案领域，可能为成员方施加超出
其承诺的额外义务。简言之，经济评审标准带来的指引具有不稳定性，在短期来看作用可能
是积极的，但长期效能无法保证，可能需要根据经济环境的改变动态调整，也难以符合规范
的安定性要求，此种情况无需要求指引的规范性。
其次，如果规范性主要是对规则是否包含权利义务规定的要求，那么精确性则是对这种
权利义务规定是否清晰的要求。一项规则尽管具有形式上的约束力，但若规定上具有模糊性、
不确定性或一般性可能使其丧失任何有意义的“硬法”性质。在规范性的基础上，明确性对贸
易政策审议结果提出了程度上的要求。包含过于理想化的贸易政策目标的审议结果可能导致
在实践中被架空，虽为成员方提供了行为指引，但履行情况却难以衡量，缺乏内在理性，最
终影响的是其质量、有效性、影响力以及依从性。对成员方贸易环境总体性评价是 TP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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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的初衷之一，但宏观评价与更加明确的规范描述之间并不矛盾。通过补足审议结果的精
确性的目的还在于增强其价值性，以减少模糊性所带来的对分歧的掩盖，避免以没有或几乎
没有法律后果的概述来逃避棘手的问题。
再次，正式地位的获得于 TPRM 审议结果而言可能存在较大难度。国际法中，一项规
范获得正式法律地位最基本的方式即国家同意。然而，要求 WTO 成员方对 TPRM 的审议结
果作出同意表示在成员方利益衡量的角度来看并不可行，这种形式要件对成员方而言可能构
成一种新的义务或至少构成对自身偏离 WTO 规则的认可，容易使其置于一种不确定的责任
风险之中。事实上，即使在致力于国际法形式主义的学者中，以国家同意受约束为措辞的承
认规则也会遭到抵制，因而，一项规范获得承认进而取得正式地位通过是否存在成员方同意
这一单维标准来检验可能过于武断。判断一项规则的具体地位如何仍应当从其产生方式这一
根源入手，尽管此项规则可能缺少承认的正式形式要件，但若创设过程中具备完整的程序性
要素，此项软法性规则即有可能向正式地位接近。因此，如前所述，TPRM 在审议过程中一
方面需要适当拓展 TPRB 的权限，避免将其权限限于贸易政策的，特别是目前 TPRM 并没
有明确审议标准的现状下，引入更多的法律分析、评估的明确性授权，当然，这种授权并不
应构成与 DSM 作用上的竞合。另一方面，增强不同主体的参与度，优化同行评审结构。成
员方的广泛参与能够促进对贸易政策审议结果的理解与接受，扩大对审议结果认可的国际社
会基础；同时，吸纳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能够使其充分表达利益诉求，为审议提供更为全
面的考量，营造更加透明的审议程序，保证其正当性。
外部关联是指强化 TPRM 与贸易谈判机制、争端解决机制之间的联系，WTO 程序性机
制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增强 TPRM 审议结果在其他机制中作用，进而实现自身效力的提
升。与贸易谈判机制关联方面，可以扩大 TPRM 的功能到协调 WTO 成员方贸易政策，构建
TPRM 审议结果的反馈机制。实践中，TPRM 作为一个公共论坛具有发现新的贸易议题、管
控成员方贸易政策分歧、协调成员方形成共识等潜在作用，对贸易政策谈判而言具有正向促
进作用。同时，TPRM 本质作为一种同行评审机制，具有制定软法规范的能力，而软法对法
规或正式立法具有“预期”决策功能，在这一意义上 TPRM 也可以为贸易谈判提供先验。
与争端解决机制的关联方面，虽然明确否定了贸易政策审议作为争端解决程序基础，但
这种否定只是形式性的，无法剥夺两者事实上的可能联系。从概念上看，评估是在特定规范
标准的框架内，在反复灌输纠正行为的背景下，产生认可或反对的结果。尽管在 TPRM 中
这种结果可能是模糊的，但对一些存在密切利益关系的其他成员方而言，可以根据这一结果
检视自身贸易利益是否受到侵害，进而决定是否启动争端解决程序。此时，申诉方不直接或
间接援引 TPRM 审议结果，无论是 TPRM 还是 DSM 都无法阻止经此种结果所带来的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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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更进一步，否定作为争端解决程序基础的结果，更多应是通过经济标准评估而产生的，
以避免在事实上扩大成员方义务，通过法律标准评估所产生的结果虽然缺乏权威性，但仍是
处于 WTO 规则的分析框架下，即使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也可能只是技术性的而非法律性。因
而，从务实的角度出发，没有必要完全否认审议结果在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作用，特别是经法
律标准评估的结果即时无法获得正式地位，但也可以作为一种辅助资料予以考虑，最终裁量
权仍由 DSB 掌握。事实上 TPRM 是 DSM 的一个延伸翼（extending wing）
，贸易政策审议
通常是在纠纷解决之前介入，试图通过协商和谈判的结合来避免诉讼，因此，TPRM 也可以
作为 DSM 的一种非强制性的前置阶段存在，为存在可能争议的成员方提供预先的、非对抗
的和平解决争端的对话环境，取得互相间更大的谅解，通过对后续贸易政策与实践评估确定
是否存在启动争端解决的必要。

结语
诚然，WTO“三大支柱”中贸易决策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已经深陷机制性失灵的泥淖，
但是，TPRM 监督功能有效发挥方面同样面临改革需求。长期以来，TPRM 的功能价值被其
软约束的属性所束缚，将软约束力进行适当硬化是一条可行路径。当然，硬化 TPRM 的软
约束力并非使其效力完全硬法化，由于 TPRM 的软约束力在相对高度法律化的 WTO 体制中
仍具有补充作用，软法方法对 WTO 体制的重要性不亚于经由争端解决过程的 WTO 执行机
制的重要性，适当保持软性特点对提升 WTO 包容性价值、维持 WTO 体制的稳定性仍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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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改革背景下中国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问题研究
方嘉敏

摘 要：在 WTO 框架下，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密切相关，成员在自认为发展中
国家后得以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并允许暂时偏离某些 WTO 义务。这一自我认定方式一直备受发
达国家的质疑，尤其是美国，不仅多次在其官方文件中指责此种方式破坏了多边贸易体系，还要
求推翻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定方式，并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适用条件进行改革。中国作为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成为了美国攻击的第一对象。毫无疑问，中国在入世时享受了许多特
殊与差别待遇，这些条款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通过对我国目前适用的特殊
与差别待遇条款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对中国有实际利益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远远低于中
国入世时所享受的数量，这说明在当前的 WTO 改革背景下，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对中国的意义已
不明显。因此，我国可以考虑放弃部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但仍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并将放
弃部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作为与发达国家谈判的筹码，争取在其他议题上获取利益。
关键词：WTO 改革；发展中国家地位；特殊与差别待遇

作为 WTO 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发展中国家改革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提出的改革方案上看，双方立场截然不同。发达国家要求改革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自我认定方
式，并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条件添加诸多限制。发展中国家则要求维持自我认定方式，提高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可执行性和强制性。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面临着两大难
题：第一，中国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断挑战中国的发展中国家
地位，要求中国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或特殊与差别待遇；第二，在 WTO 内，发展中国家身份带
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成员能够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而中国目前所享受的特殊与差别待遇与入世时
相比的利益已有所变化。如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改革问题上长时间互不退让，
那么这一议题的谈判将会继续僵持下去，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目前在发展中国家地
位问题还不能妥协，但如果中国能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问题上留出谈判余地，既一定程度上
满足了发达国家的改革需求，同时也维护了自身的底线利益，有利于打破谈判僵局。
本文首先分析特殊与差别待遇在 WTO 下存在的合理性，简述现有国际机构关于“发展中国
家”的认定标准，介绍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态度；其次通过梳理 WTO 内的特
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分析中国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意义和实际利益；最后比较分析几种解
决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困境的方案，并提出中国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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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中国家与特殊与差别待遇
（一）WTO 下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
长期以来，WTO 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与特殊与差别待遇捆绑在一起。根据 WTO 的规定，只有
发展中成员才能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美国在其关于 WTO 的改革方案中提出要推翻现有的发展
中成员的自我认定法，因为美国认为这些成员自动享受了特殊与差别待遇，而特殊与差别待遇是
暂时偏离规则的特殊例外，有些成员根据自称的发展状态获得不必要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这会破
坏多边贸易体系。根据美国的逻辑，特殊与差别待遇是作为 WTO 内的一项例外而非一项原则存
在。1964 年，GATT 首次引入“贸易与发展”，并将这一部分作为“发展”问题的第四部分，说明
WTO 开始关注贸易与发展的关系。WTO 的核心问题是发展问题，贸易自由坚定的置于发展的框
1
架之中，贸易就是为了发展，而不是使其终止。发展是贸易的引擎，与目标和结果同等重要。 特
殊与差别待遇实质上体现了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保护，
“发展权”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权，
这一优先权在多边贸易体制中体现为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允许发展中国家无需承担某些义务，
2
尽管此类待遇“多数只是口号式和非约束性的内容”。 不仅如此，作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多边
贸易体系，WTO 的宗旨也明确强调了要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因此，特殊与差别待遇并不是
美国所称的 WTO 多边贸易规则的特殊例外，而是 WTO 内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
（二）发展中国家的界定问题
发展中国家，又称为“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相对应，通常指经济水平、技术水平、人民
生活水平较低的国家。目前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类，国际上并没有公认的划分标准或
3
具体名单。有学者对主要国际机构和专家认定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做了总结， 一类是目前最为常见
的以 GDP 为划分依据的标准，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
（WB）、联合国统计署（UNSD）等四个影响力最大的国际组织的分类；另一类则是不以 GDP 为
核心衡量指数的标准，例如“国民幸福指数”
（GNH）、
“人类发展指数”
（HDI）、
“幸福星球指数”
（HPI）等综合考量个人能力和幸福感测度，全面衡量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标准。有学者形象地
将此种复杂的分类标准状态形容为“已不仅是意大利面条碗，而是由不同厨师基于不同配方而烹
4
制出的面条和意大利面混合碗”。
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标准众多，但是并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统一分类标准。即
便如此，无论采用哪一标准，中国都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特征。然而，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一直
以来备受争议，主要是因为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特殊性，具体体现在经济体量大，但人均分摊
值小。中国拥有巨大的 GDP 总量、工业规模和贸易量，对世界经济的强大影响力毋庸置疑。除了

1 Asif H.Qureshi, International Trade for Development: The WTO as a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43 Journal of
World Trade,174, 2009.
2 Michael J., Trebilcock and Mariana Mota Prado, Advanced Introduction to Law and Development, 2014.
3 参见袁其刚，闫世玲，张伟：
《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研究的新思路》
，
《国际经济评论》2020 年第 1
期。
4 Djalita Fialho，Peter A.G.van Bergeijk，Noodles and Spaghetti: Why is the developing country differentiation l
andscape so complex?，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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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体量上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外，国际社会的质疑声还体现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技
1
术发展和产业政策等方面。 由于 WTO 并没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明确定义，因此成员可以自我认
定为发展中国家，但其他成员可以提出质疑，目前 WTO 的 164 个成员中有三分之二自认是发展
2
中国家。 相比其他国际组织划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义而言，发展中国家身份在 WTO 的
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成员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通行证，这也是为什么 WTO 中关于发展中国家
的界定引起了最大的争议。
（三）主要发达国家关于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态度
早在 2017 年，美国就开始频繁地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表示不满，在 2017 年 12 月 WTO
贸易部长会议上，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就指出，中国、印度、巴西不适合继续享受 WTO
内的特殊与差别待遇，首次提出要求这些发展中国家毕业。2018 年 7 月，美国代表在 WTO 总理
事会上指责中国“从现有的经济模式中获益，尽管中国在某些领域与贫困进行斗争，但中国自称
为发展中国家，以此免除其在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方面的责任，是不合适的。
”2019 年 1 月 16 日，
美国向 WTO 总理事会提交文件《一个无差别的 WTO：
自我指定的发展中地位导致的体制边缘化》
，
认为发展中成员自我指定的做法导致 WTO 的停滞不前，对非农市场准入谈判、农业谈判以及贸
3
易和发展委员会特别会议有关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的审议等方面带来了负面影响。 2019 年 2 月
15 日，美国在向 WTO 总理事会提交的文件《总理事会决定草案：加强 WTO 谈判功能的程序》
4
中主张满足一定条件的国家不得作为 WTO 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 同年 3 月，美国在其公布
的《2019 年贸易政策议程与 2018 年年度报告》中再次强调，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今
非昔比，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不应该继续享受与其他欠发达国家一样的待遇。2019 年 7 月 26
5
日，美国发布了《关于改革 WTO 中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备忘录》。 在备忘录中美国提出，要阻止那
些自我认定为发展中国家但不具备合适经济指标支持的成员在 WTO 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灵活
性，并威胁如果 90 天内看不到实质性进展，美国贸易代表机构就可能采取相关行动。
2018 年 9 月，欧盟在其公布的《WTO 现代化方案》中支持了美国的立场，欧盟认为，发展
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日趋减少，即使是发展中国家成员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发展水平，欧盟
还指出发展中国家成员中包括了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国，其经济发展水平在发展中国家成员中遥
遥领先，甚至超越了很多发达国家。欧盟建议，应当改变集体豁免的方式，建立以需求为导向和

1 参见马莹：
《WTO 改革视角下再论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9 年第 6 期。
2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org6_e.htm.
3 An Undifferentiated WTO: Self-Declared Development Status Risks Institutional Irrelevance, https://docs.
wto.org/dol2fe/Pages/FE_Search/FE_S_S009-DP.aspx?CatalogueIdList=251793,251801,251619,251610,251580,2
51556,251285,251141,251004,251003&CurrentCatalogueIdIndex=5.
4 美国主张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成员，将不能继续在 WTO 中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
（1）OECD 成员国和启动申
请进入 OECD 程序的国家；
（2）G20 国家；
（3）被世界银行定为“高收入”的国家；
（4）占世界贸易份额 0.5％或以
上的国家。
5 “白宫发布《改革世贸组织中发展中国家地位备忘录》
”，http://epaper.sinoustimes.com/article/1283.html， 2019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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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证据为适用依据的方法，并鼓励部分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放弃特殊与差别待遇。

由此可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将矛头对准中国，指责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发展规模已位居
世界前列，但中国仍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不仅损害了其他发达成员，同时也损害了真正需要特
殊与差别待遇的欠发达成员，这种对 WTO 规则的漠视，包括可能对未来规则的无视，不能不加
以制止。美国之所以不断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一来是以此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筹码，二
来是不希望中国继续利用发展中国家地位维持谈判优势和国内措施的灵活性。在他们看来，中国
不是一个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如果中国继续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这
将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局面。显而易见，发达国家的立场是要求发展中大国，特别是中国应主动
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或特殊与差别待遇。

二、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与我国适用
（一）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内容
根据 WTO 秘书处的统计，WTO 项下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共有 155 条，根据条款内容分为
2
六大类，如表一所示。
表一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

WTO 协定

旨在通过
市场准入
提高发展
中国家的
贸易机会

要求成员
确保发展
中国家利
益

承诺、行
动和政策
工具使用
方面的灵
活性

《1994 关税与贸
易总协定》

8

13

4

《关于 GATT1994
国际收支的谅解》
《农业协定》

1

9
2

3

10

《与贸易有关的

技术援
助

与最不
发达国
家有关
的规定

条款数

25/25

1

《实施卫生与植
物卫生措施协定》
《技术性贸易壁
垒》

过渡期条
款

1

1

2/2

3

2

2

2

1

9

1

2

14/13
6/6

3

28/25

1

4/3

1 WTO Modernisation Introduction to Future EU Proposals,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8/septembertTr
adoc_157331.pdf, visited on 20 July 2020.
2 WTO,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Provisions in WTO Agreem
ents and Decisions”, WT /COMTD /W/239,visited on 20 Jul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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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措施》
《 关 于 实 施
GATT1994 第 6
条的协定》

1

《 关 于 实 施
GATT1994 第 7
条的协定》

1

《进口许可程序
协定》

3

《补贴与反补贴
措施协定》

2

10

《保障措施协定》

1

1

4

4

《服务贸易总协
定》

3

1/1

2

《与贸易有关的
知识产权协定》

4

1

8/8

1

4/4

7

19/16

2/2

2

2

2

15/13

1

3

6/6

《关于争端解决
程序与规则的谅
解》

7

1

1

2

11/11

《政府采购协定》

3

6

1

2

12/10

《贸易便利化协
定》
条款数

15

47

3

7

7

9

26/10

44

27

25

25

*183/155

注：由于某一条款可能同时属于六大类型中的两种类型，因此 183 是部分条款被重复计算两次综
合算出的结果。

1.旨在通过市场准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机会。此类条款主要集中在 GATT1994 第 36
条和第 37 条，例如第 36.3 条规定，需要作出积极努力，以保证欠发达缔约方在国际贸易的增长
中获得与其经济发展需要相当的份额；第 36.4 条规定，为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提供更为优
惠和易于接受的条件，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出口实际收入获得强有力的稳定增长。由于发展中国家
的产品大多为初级产品，技术含量低，难以在世界市场上与发达国家的产品竞争，故此类条款旨
在要求发达国家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保证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竞争力。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
1
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品进口的平均贸易加权关税下降了 37%。根据 WTO 国际贸易统计数据， 发展
1 WTO,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Provisions in WTO Agr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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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农产品出口总额从 2001 年的 1650 亿美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6210 亿美元。
2.要求成员确保发展中国家利益。大多数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为此类条款，GATT1994 第 36.7
条规定，缔约方全体需要与其活动与欠发达国家贸易和经济发展相关的其他政府间机构及联合国
系统的组织和机构之间进行适当合作。
《保障措施协定》第 9.1 条规定，保障措施不得对源自发展
中国家成员的一产品实施，只要有关产品在进口成员中的进口份额不超过 3%，但是进口份额不超
过 3%的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合计份额不超过有关产品总进口的 9%。考虑到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情况，
该条规定 WTO 和成员应与其他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减轻欠发达成员的负担。
3.承诺、行动和政策工具使用方面的灵活性。GATT1994 第 36.8 条规定，在削减或取消针对
欠发达缔约方贸易的关税和其他壁垒的谈判中，发达缔约方不期望因其作出的承诺而获得互惠。
随后在注释中进一步说明，发达成员不应期望欠发达缔约方在贸易谈判过程中，作出与其各自发
展、财政和贸易需要不一致的贡献，同时考虑以往贸易发展的情况。这主要反映在对工业产品的
限制程度和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平均关税水平上。根据这一规定，1971 年 GATT 授权允许发达国家
给与发展中国家普惠制待遇，期限为十年。
4.过渡期条款。根据《反补贴协定》第 27 条，允许发展中国家在 WTO 协定生效之日起 8 年
内逐步取消出口补贴，而发达国家应当在 3 年内取消。在巴西飞机出口补贴案中，加拿大指控巴
1
西违反了《反补贴协定》第 3 条， 加拿大认为，第 27 条是第 3 条的例外，巴西应当举证证明其
符合第 27 条的要求。巴西则反驳称第 27 条的目的在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特殊与差别待遇，是对
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的平衡，因此第 3 条的禁止性规定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进一步主
张应当由作为申诉方的加拿大证明巴西未能满足第 27 条的要求。最后专家组支持了巴西的意见，
2
由于第 27 条明确规定了发展中国家可以在 8 年内逐步取消出口补贴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因此在
这 8 年内（即 2003 年 1 月以前），
《反补贴协定》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5.技术援助。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较为薄弱，因此技术援助的目的主要在于帮助发展
中国家更好地履行 WTO 协定的义务和融入多边贸易体制。例如《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第 9 条规定，各成员同意以双边形式或通过适当的国际组织便利向其他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成员提供技术援助……为使此类国家适应并符合为达到其出口市场中的适当卫生与植物卫生保护
水平所必需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而提供的培训和设备。毫无疑问，技术援助对于发展中国家发
展某些弱势领域具有重要作用，但此类条款多数没有强制性，发展中国家能否获得技术援助更多
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意愿。
6.与最不发达国家有关的规定。相比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在
WTO 内享有比发展中国家更加优惠的待遇。WTO 协定中适用发展中国家的规定都适用于最不发
达国家，也有专门针对最不发达国家设置的特殊与差别待遇，例如《农业协定》第 15.2 条规定，
ents and Decisions”, WT /COMTD /W/239,visited on 20 July 2020.
1《反补贴协定》第 3.1 条规定，除《农业协定》中所规定的外，下列属第 1 条范围内的补贴应予以禁止：
（a）
法律或事实上视出口实绩为惟一条件或多种其他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包括附件 1 中所列举的补贴 5；
（b）视
使用国产货物而非进口货物的情况为惟一条件或多种其他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第 3.2 条规定，一成员不得给
予或维持第 1 款中所指的补贴。
2 See Brazil-Export Financing Program for Aircraft, WT/DS46/R, Para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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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成员应拥有在最长为 10 年的时间内实施削减承诺的灵活性。最不发达国家成员不需
作出削减承诺。
《反补贴协定》第 27 条第 2 款允许最不发达国家使用出口补贴，且不受时间限制。
这体现了 WTO 对最不发达成员的特殊照顾，通过给予最不发达按国家额外的优惠使其承担更少
的义务，帮助提升最不发达成员参与国际贸易的能力。
（二）特殊与差别待遇对中国的意义
中国在加入 WTO 后，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 31.6 万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3.4%，连续两年超过 30 万亿元。中国取得
的经济贡献离不开入世时享受的特殊与差别待遇。
1.过渡期安排
根据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中的过渡期规定，中国在加入 WTO 时在许多领域享受了过渡期安
排。在垄断性产业方面，电信服务业享有 6 年过渡期，从入世第 1 年初步开放网络服务到第 6 年
中国全面放开有线网及光缆；金融服务业享有 5 年过渡期，入世 5 年后外国银行将可以与中国居
民进行人民币业务往来，非金融业金融公司可提供汽车融资，外资可参股中资银行；保险业享有
5 年过渡期，入世 5 年后中国应取消所有营业牌照上的地域限制，逐步允许外商拥有 50%以内的股
权，简化外国保险公司合资审批流程，逐步取消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在保护性产业方面，
农业享有 12 年的特殊过渡期，农产品平均关税率要降到 14.5%-15%，小麦、玉米、豆油等进口配
额逐年增加，且进口配额要逐步交给私营部门使用；汽车产业享有 5 年过渡期，2005 年前逐步取
消汽车配额，整车关税由 80%-100%降至 25%， 2006 年前零件关税减至平均 10%。此外，传统产业
方面的纺织服装业、钢铁工业等产业和竞争性产业方面的商业服务业、进口贸易等产业也获得了
1
一定的过渡期安排。 中国入世时所享受到的过渡期安排优惠待遇，不仅为中国适应国际经贸规则
体系带来了缓冲时间，使得国内一些弱势产业部门得到了一定保护，还对国内产业和政策做出了
一定的调整，中国的国内贸易法律法规逐渐与多边贸易规则相接轨。
2.弥补能力不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投入量相同，也会因为能力差距而得到
2
不同的产出。 正是考虑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能力差距，WTO 才会纳入特殊与差别待
遇。这种能力差距更多地表现为技术领域的差距，特别是在当下的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掌握核
心技术的国家往往更具有话语权。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不足还体现在对规则层面的掌握
不如发达国家那样熟练，这其中也是因为发达国家作为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者，对于 WTO 的游
戏规则的熟练度远胜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刚加入 WTO 时，对 WTO 规则的运用特别是在应对别国
将中国诉诸争端解决机构时，尚处于摸索阶段。因此，DSU 中具有的一些条款，如第 8 条第 10
款规定，当争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成员与发达国家成员之间时，如发展中国家成员提出请求，专
家组应至少有 1 名成员来自发展中国家成员；第 27 条第 2 款规定，秘书处应成员请求在争端解决
方面协助成员时，可能还需在争端解决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成员提供额外的法律咨询和协助。这些
特殊与差别待遇或多或少都弥补了中国在规则层面的能力不足。

1 参见史炜：
《中国入世各产业市场开放时间表》
， 载《冶金管理》2001 年第 9 期。
2 参见张向晨，徐清军，王金永：
《WTO 改革应关注发展中成员的能力缺失问题》
，载《国际经济评论》2019 年
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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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限制发达国家的单边行为
1

美国在其 2017 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 指责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利益，虽然中
国口头支持自由贸易以从中获利，但只是选择性地遵守规则和协议。在“促进自由公平和对等的
经济关系”这一篇章下，美国强调，只有关系是公平对等的，竞争才是健康的，美国将与认同公
平对等贸易的国家签订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反击不公平贸易做法。美国之所以一直强调贸易关
系的公平与对等，目的是为了执行其“美国优先”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美国指责所有的规则只
适用于少数国家，自称为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则适用少数规则，这不是“旨在大幅降低关税和其他
贸易壁垒以及消除国际贸易关系中的歧视待遇的对等安排”。但根据 GATT1994 第 36.8 条规定，
在削减或取消针对欠发达缔约方贸易的关税和其他壁垒的谈判中，发达缔约方不期望因其做出的
2
承诺而获得对等，这说明在 WTO 内是允许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义务承担上是不对等的。 此
外，WTO 中的授权条款也强调了发达国家成员在关税减让谈判中不得向发展中国家成员要求对等
3
的待遇措施， 因此，美国要求与中国进行对等贸易，不符合 WTO 中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精神。
此外，目前 WTO 中的谈判新议题主要集中在跨境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等领域，如果将来达
成新协定，新协定里毫无疑问也会有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而中国在跨境电子商务、数据自由流
动、数据技术安全等方面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具有一定差距，因此未来新协定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
款对于中国来说仍有重要意义。
（三）中国目前适用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利益分析
1.条款的总体利益分析
面对美国的发难，中国有必要从现实分析特殊与差别待遇带来的实际利益，重新思考目前坚
守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意义。中国在入世时就放弃了高达 45 条特殊与差别待遇条
4
款，分别涉及《与农业协定》等 8 个协定， 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入世时享受到的特殊与差
别待遇并不多。从六大类条款上看，鉴于目前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需通过特别
的优惠来增加贸易机会，第 1 类增加发展中国家贸易机会的条款中国已经不再需要；第 4 类过渡
5
期条款，由于中国入世的过渡期已过， 也没有适用的意义；而第 6 类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条款也
不适用于中国。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2 参见李双双：《WTO“特殊和差别待遇”透视: 改革争议、对华现实意义及政策建议》，《国际贸易》2019 年第 8
期。
3 参见蔡连增：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研究》，
《厦门大学学报》2001 年第 2 期。
4 同 2，这 8 个协定为《农业协定》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关于实施 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6 条的
协定》
《关于实施 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7 条的协定》
《进口许可程序协定》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保障
措施协定》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
5 根据中国商务部 2018 年 7 月份发布的《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在货物贸易领域，中国降税承诺早在
2010 年就已全部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由 2001 年的 15.3%降至 9.8%；在服务贸易领域，截至 2007 年，中国
开放承诺也已全部履行完毕，100 个服务业分部门已按承诺开放。这意味着中国在 WTO 中已经不再享受过渡期优
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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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特殊与差别待遇获得的方式，WTO 内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可分为主动型条款和被动型
条款，主动型条款是只要自称为发展中国家就能享受优惠待遇的条款，被动型条款则是指只有给
1
惠国承认某一成员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后，才能获得的优惠待遇。 在剩下的 3 类条款中，第 2 类要
2
求成员确保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条款基本上属于被动型条款。 以目前的形势看，美国在其发布的官
方文件中都明确指出不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而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毫无疑问也会与美
国站队。因此，该类条款目前对于中国来说几乎没有适用意义。
2.第 3 类条款对中国的实际利益分析
关于第 3 类条款，WTO 协定内共有 44 项承诺、行动和政策工具使用灵活性方面的特殊与差
别待遇条款，这些条款中：
（1）《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3.12 条、《保障措施协定》
3
第 9.2 条、
《关于国际收支条款的谅解》第 8 条， 中国从来没有援引过，或将来也没有援引的可能
和必要；（2）GATT1994 第 18.7(a)、18.8 和 18.13 条适用于发展程度低、竞争力差的欠发达成
员，中国不需要；（3）中国没有加入《政府采购协定》，其条款对中国当然不适用；（4）
《技术性
4
贸易壁垒协定》第 10.5 条不适用，因为中国不满足条款规定的条件。 （5）农业协定有 9 条，其
中第 6.2 条、6.4 条、9.2(b)(iv)和 9.4 条不适用，因为中国在入世时做出了特别承诺，超过了一
般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因此不符合条件，附件 2 第 4 段规定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粮食援助的优惠，
5
中国不需要； （6）
《服务贸易总协定》有 4 条，其中第 3.4 条关于允许个别发展中国家成员在设
立咨询点的时限方面给予适当的灵活性的规定，中国没有适用的需要；
（7）
《贸易便利化协定》第
14 条规定，每一发展中或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应该各自自行指定 A、B、C 类措施所包含的具体条
款：A 类措施是指发展中或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在协定生效时立即实施的措施，B 类措施是指发展
中或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在协定生效后的一个过渡期结束后的日期起实施的措施，C 类措施是指发
展中或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在协定生效后的一个过渡期结束后的日期起实施的、同时要求通过提供
能力建设援助和支持以获得实施能力的措施。中国通报了 A 类和 B 类措施，A 类条款的实施日期
为 2017 年 2 月 22 日，B 类大部分条款的实施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22 日，目前中国均已全面落实，
因此《贸易便利化协定》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对中国没有适用意义。
对以上不符合适用条件或没有适用意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进行剔除后，对中国有实际意

1 参见漆彤，范睿：
《WTO 改革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待遇问题》
，《武大国际法评论》2019 年第 1 期。
2 参见管健：
《美国不承认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经贸影响》
，《中国外汇》2020 年第 7 期。
3《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3.12 条规定允许发展中成员延长争端解决替代程序的时限；
《保障措施协
定》第 9.2 条规定可以将保障措施协定的最长实施期限由 8 年延长到 10 年；
《关于国际收支条款的谅解》第 8 条
规定为国际收支的目的而采取的限制性措施进行磋商时可以采取简易程序。
4《海关估价协定》附件 3 的第 3 条和第 4 条规定发展中成员可以对海关估价所选择方法的顺序提出保留，中国在
入世时未提出此类保留；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第 10.5 条要求发达成员以 WTO 官方语言提供相关通知，中国不
是发达成员，也不适用。
5《农业协定》第 6.2 条允许发展中国家为鼓励资源贫乏的农民进行农业和农村开发项目无限提供支持，中国入世
时同意放弃这一单列权利；第 6.4 条（b）规定微量的国内支持的比例是 10%，在入世工作组报告第 235 段中的承
诺是 8.5%，所以该条不适用；第 9.2（b）(iv)规定一成员出口补贴预算支出和得益于此类出口补贴的数量分别不
大于 1986 年至 1990 年基期水平的 64%和 79%，但允许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百分比应分别为 76%和 86%，
《中国入
世议定书》第 12 条规定中国不得对农产品维持或采取任何出口补贴，因此该条也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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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包括：
（1）GATT1994 有 1 条，第 36.8 条关于发达成员不期望欠发达成
员在削减或取消关税和其他壁垒的谈判中做出互惠承诺；
（2）
《服务贸易协定》里有 3 条，分别是
第 5.3 条规定给予发展中国家在参加或签订经济一体化协定方面的灵活性，第 19.2 条规定发展中
国家在开放服务贸易部门方面的市场准入的灵活性，关于电信服务附件第 5（g）条允许发展中国
家对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和服务的进入和使用设置对增强其国内电信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力和增加其
参与国际电信服务贸易所必需的合理条件，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力度仍有所欠缺，这些条
款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有需要；（3）《技术性贸易壁垒》有 1 条，第 12.4 条允许发展中国家成员使
用不适合其发展、财政和贸易需要的国际标准作为其技术法规或标准，中国可能有需要；
（4）农
业协定中有 4 条，其中第 12.2 条规定对粮食实行任何新的出口禁止或限制不得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第 15.1 条要求成员需按照减让表和承诺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特殊与差别待遇；附件 2 第 3 段涉及
发展中国家中为粮食安全目的而实施的政府储备计划享有的优惠；附件 5 第 B 节允许发展中国家
成员传统饮食中主要食品的初级农产品一定条件下可以使用非关税措施。以上条款中国在特殊情
况下可能使用，仍具有一定的适用意义，因此中国可能有需要。综上所述，第 2 类条款中对中国
有实际利益的只有 9 条。
3.第 5 类条款对中国的实际利益分析
关于第 5 类条款，WTO 协定共有 25 条技术援助类条款，其中：
（1）由于中国入世时承诺放
弃 TRIPs 和关于实施 GATT1994 第 7 条的协定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因此这两个协定的条款不适用；
（2）《关于国际收支条款的谅解》第 12 条关于协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磋商的规定；《实施卫生与植
物卫生措施协定》第 9.1 条和 9.2 条规定帮助欠发达成员提高卫生和植物保护水平和维持和扩大
所涉产品市场准入机会的技术援助；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 25.2 条、关于电信服务的附件第 6（c）
段规定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有关电信服务以及电信和信息技术发展情况的信息，以增强国内电信
服务部门；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27.2 条规定发展中国家成员在争端解决层面可
以获得 WTO 技术合作部门的法律协助。这些规定更适用于发展程度低的欠发达成员，以中国目
前的经济实力，已经不再需要这些技术援助。
（3）
《贸易便利化协定》有 7 条，中国不需要，理由
在上文已经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除了以上技术援助条款外，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中规定了 9 条技术援助条款，除了第 11.8
条是关于优先保障最不发达国家成员的利益中国不适用外，由于与发达国家在技术上仍然存在差
距，中国可能有需要，特别是在未来新议题谈判成功后达成的新协议中的技术援助条款。
表二 中国适用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

WTO 协定

总条款数

中国仍适用
的条款数

对中国有实际利益的条
款数

《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25

25

1

《关于国际收支条款的谅解》

2

2

0

《农业协定》

13

7

4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6

6

0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25

2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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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措施协定》

2

1

0

《服务贸易总协定》

13

13

3

《贸易便利化协定》

10

10

0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11

9

0

107

97

17

总数

注：该表不含中国入世时放弃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入世时就放弃了 45 条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但此时中国享有的特殊与差
别待遇仍有 107 条，入世近二十年后，这些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对中国的意义已不如从前，在现
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中，如今对中国具有实际利益的仅有 17 条，占比仅剩一成。此外，即便
1
中国真的需要这 17 条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但由于大多数条款本身的模糊性和软法性， 并不能
对发达国家施加强制性义务，例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第 11 条“对其他成员的技术援助”规
定，如收到请求，各成员应就技术法规的制定向其他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成员提供建议；如
收到请求，各成员应就建立国家标准化机构和参加国际标准化机构的问题向其他成员、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成员提供建议，并按双方同意的条款和条件给予它们技术援助；如收到请求，各成员应
采取其所能采取的合理措施，以安排其领土内的管理机构向其他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成员提
供建议，并按双方同意的条款和条件就下列内容给予它们技术援助。这一条款均规定在“收到请
求”的前提下，发达国家才会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至于技术援助的内容、范围，如何提
供技术援助等一系列问题均由发达国家自行决定，因此，在如何落实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问题上，
发达国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就导致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实际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三、解决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困境的现有路径
加入 WTO 以来，中国获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而这带来的现实问题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家
身份遭受双重困境。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一直在挑战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即使美
国不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不给予中国特殊与差别待遇，由于发展中国家地位带来的特殊
与差别待遇对于中国的实际意义越来越小，中国在 WTO 项下的利益并不会遭受什么影响，但如
果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特殊与差别待遇，中美在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上的分歧可能导
致在未来规则谈判和 WTO 改革方面陷入僵局。另一方面，在守住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过程中，中
国面临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压力下，中国不仅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的挑战，
在降低关税水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国，
中国还要面临着后起新兴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地位“搭便车”的压力，中国的产业正向“一带一
2
路”沿线的后起发展中国家转移。 如何破解这一困境，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解决路径：
（一） 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灵活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

1 参见车丕照，杜明：
《WTO 协定中对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法律可执行性分析》，载《北大法律评
论》2005 年第 2 期。
2 参见徐奇渊：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的三大挑战》
，载《东北师大学报》2019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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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我国虽然在经济总量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人均收入、
1
产业结构、人类发展指数、区域发展和城乡收入差异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不
仅如此，中国在国际经贸谈判和争端解决的人才储备远不如发达国家，这说明中国在多边贸易体
2
制下的参与能力和谈判能力还很弱，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能力鸿沟。 因此，中国应当坚
持发展中国家地位，在这一前提下，可以针对具体领域和具体议题，根据自身的能力和义务适用
特殊与差别待遇，例如在电子商务谈判中，中国就不需要享受与老挝、缅甸等发展中国家相同的
3
保护水平。 此外，中国还应积极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义务，这一策略体现在《贸易便利
化协定》的谈判中，包括中国在内的 30 个发展中国家主动决定履行 75%的协定承诺，截至目前中
国也已经全面落实了协定条款，因此也不需要再继续享受该协定项下的特殊与差别待遇。通过采
4
取这种灵活适用的方式，既可以缓和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又可以团结其他发展中国家。
但是，这种方式虽然不会使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更加恶化，但也不会令现状有所好转。一
方面，美国没有得到其想获得的对等待遇，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在 155 条特殊与差别待遇中只能
享受 17 条，并没有多少实际优惠，即使没有这些优惠待遇，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不会遭受什么影响。
如此一来，与美国的矛盾得不到实质性的解决，从特殊与差别待遇中获得的实际利益也不多，只
能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谈判长期处于僵持的状态，而这还会影响到未来的议题谈判
能否顺利进行。
（二）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进行技术上的调整，参照其他国际组织的分类标准，
5
增加“新兴经济体”的分类。
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将国家分为先进经济体、新兴经济
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目前中国属于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迅速崛起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根据多个国际组织的预测报告，世界经济力量将会持续从传统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
6
转移，从长期来看，新兴经济体在全球 GDP 中的比重将会持续增加。 从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速
7
度上看，新兴经济体经济规模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日趋减少，以新兴 11 国 为代表的新兴经
济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这也说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传统分类已经
不足以反映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虽然此种方法既适应了发达国家要求巴西、印度等发展水
8
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整体调整的要求，又满足了发展中国家进行内部合作的需求， 但这种分
类方式本质上与传统的分类方式并无区别，WTO 内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定”方式之所以备受争
议，就是因为 WTO 并没有规定明确的定义，而各个国际组织的分类标准也不一样，如果增多一

1 参见刘伟，蔡志洲：
《如何看待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载《管理世界》2018 年第 9 期。
2 参见张向晨，徐清军，王金永：
《WTO 改革应关注发展中成员的能力缺失问题》
，载《国际经济评论》2019 年
第 1 期。
3 参见屠新泉：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在 WTO 享受高关税》
，21 世纪经济报，2019 年 9 月 8 日。
4 参见张生：
《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背景下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
，
《太平洋学报》2019 年第 11 期。
5 参见徐奇渊：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的三大挑战》
，
《东北师大学报》2019 年第 6 期。
6 参见沈铭辉：
《“百年大变局”中的世界经济大势》
，
《世界知识》2020 年第 9 期。
7 新兴 11 国是指二十国集团中的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
南非和土耳其。
8 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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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兴经济体”类别，结果可能与目前的情况无异，WTO 成员本就对何为“发展中国家”无法
达成一致，更难以对“新兴经济体”的定义达成共识。
（三）对“发展中国家地位”与“特殊与差别待遇”两个问题进行切割，放弃部分特殊与差
别待遇条款，但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
根据前文分析，特殊与差别待遇对中国的实际利益越来越小，从中获利也几乎是过去时，即
使现在中国没有这些优惠条款也并无大碍。但由于中国一贯作为发展中国家集团中的领导者，发
展中国家身份对于中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和团结其他发展中国家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虽然特
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对中国的意义已时过境迁，但发展中国家地位这一身份还不能放弃。面对发达
国家的发难，中国可以适时弱化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主动提出放弃那些对中国没有适用意义的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但对于触及核心利益以及未来新协定中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中国仍应
主张保留适用。这一点不是没有过先例，韩国在 1995 年以发展中国家地位加入 WTO，1996 年加
入经合组织时就表示除了农业和气候变化领域之外，不再要求享受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
虽然韩国在美国的施压下于 2019 年 10 月放弃了发展中国家地位，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韩国
已从发展中国家身份中获得了许多利益，此时发展中国家地位对其意义已大不如从前，因此放弃
并不会对其造成严重后果。此外，从美国的各个官方文件可以看出，美国的核心诉求在于要求与
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进行对等贸易，发展中国家改革问题的本质是中美问题，这一
问题的核心是中国在当下的 WTO 谈判中应该比入世时应该承担多大的义务，如果中国在坚持发
展中国家地位的前提下，主动提出放弃部分特殊与差别待遇，并就美国关心的领域承担更多的责
任，或许能够缓和中美问题，使 WTO 改革中的发展中国家问题能有所进展。
（四）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以此为条件作为谈判的筹码，例如加入经合组织等影响力较大
的国际组织。
考察我国在 WTO 体制下的义务，不难发现我国一直积极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和能力相适应
的义务，实际上并未享受多少发展中成员待遇，虽然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入世，但实际上中
1
国的开放水平高于许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 甚至在某些方面承担的义务甚至比发达成员还要重，
2
例如在卡车关税方面，美国的关税是 25%，中国的关税是 15%。因此有学者主张中国应当放弃发
展中国家地位，发展中国家地位对于刚入世的中国的确意义重大，但中国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
3
从中获利已是过去时， 已经不需要借助发展中国家身份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发展中国家地位问
题对于中国来说，经济意义已经不明显。
2019 年年初，巴西就声明放弃在 WTO 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这固然是美国施压的结果，但
背后也不乏利益交换的因素，巴西曾在 2017 年 5 月首次要求加入经合组织，但因其限制性贸易政
策遭到美国贸易代表团的反对。巴西一直在寻求提高国际话语权，提升全球领导地位，加强与发
达国家的关系，对巴西而言，迎合美国的要求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从而换取加入经合组织这一

1 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最终的承诺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发展中国家对各部门的平均承诺率大约为 16%，大部分
发展中国家做出的承诺分部门在 30 个以下，而中国在 12 个部门中的 9 个做出了承诺，涉及金融、增值电讯、法
律、会计、税收、建筑设计、工程服务、房地产、医疗海运、公路、民用航空、教育等 100 余个服务行业。
。
2 参见刘敬东：
《WTO 改革的必要性及其议题设计》
，
《国际经济评论》2019 年第 1 期。
3 参见庞中英：
《美国发起挑战“发展中国家地位”何去何从？》，华夏时报，2019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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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了发达国家的集团，符合巴西的国家利益。如果中国参考巴西的做法，以放弃发展中国家地
位换取加入经合组织，或者进行其他的利益交换，此时的问题在于如果中国放弃了 WTO 内的发
展中国家地位，中国在其他国际组织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将无法自圆其说，特别是在联合国等政治
性更强的国际组织。不可否认，作为联合国五常之一的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决策有着强大权力，
联合国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是否真的那么重要，也许有待商榷。但一直以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
家集团的代表，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参与国际事务，假如中国放弃 WTO 内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一方面中国难以维系在其他国际组织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中国是否仍代表着发展中国家集团利益
无疑会受到质疑；另一方面，对于目前中国的战略布局——“一带一路”倡议，也会有一定影响，
毕竟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身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者和主导者。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虽然
WTO 内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带来的利益已不那么重要，但是选择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政治影响远
大于其经济影响。在国际交往中，目前中国维持发展中国家地位这一身份的象征意义大于其实际
意义，只有当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所带来的利益大于维持这一身份的利益时，中国主动从发展中
国家地位中“毕业”才是明智的选择。

四、未来的路径选择——放弃部分特殊与差别待遇
1

在 WTO 中，发展中国家地位与特殊与差别待遇并不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 这两个概念既
有联系又有区别。首先，发展中国家地位是可以自认的，而特殊与差别待遇则的授予多数由给惠
国自主决定，对于其中的主动型条款，发展中国家可以自主享有，但对于被动型条款，只有给惠
国承认某一成员为发展中国家时，才会授予该成员更加优惠的差别待遇。因此，若一成员自认为
是发展中国家，则其不一定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由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本质上是为了保障发
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弥补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能力不足，因此，若一成员主张特殊与
差别待遇，则其必须具备发展中国家地位。总而言之，拥有发展中国家地位不一定享有特殊与差
别待遇，但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前提是必须具备发展中国家地位。
2020 年 8 月 21 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华尔街日报》全文刊登署名文章《如何纠正
世界贸易？》中又一次指责中国利用“特殊与差别待遇”规避市场开放，并要求中国、印度等先
进经济体不应再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可以看出，美国的态度一如既往。目前，在发展中国家改
革问题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坚持原有立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略有不同的是，中国始终坚持
发展中国家地位，不放弃特殊与差别待遇，同时承诺愿意在未来的谈判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当前
正处于中美贸易摩擦、WTO 改革、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多重背景下，短期内美国不会改变其立场，
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不会做出让步，继续死守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特殊与差别待遇对于中国来说
并不是明智的选择，而且还可能会让原本就并不顺利的 WTO 改革谈判持续陷入僵局。一是中国
如今的经济发展规模屡遭发达国家质疑，即使中国拿出诸多证据也不能很好的说服发达国家；二
是中国原本享受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就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少，而且目前 WTO 中的特殊与差别待遇
条款对于中国也已经没有什么实际利益，即使没有这些优惠条款中国也不会遭受什么影响。因此，
放弃那些已经对中国没有适用意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保留核心利益条款和对未来协定中的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适用权利，这不仅不会影响到我国在 WTO 的利益，还一定程度上满足了

1 参见马晓野：
《美国取消发展中国家地位/待遇能做到哪一步——“发展中国家待遇”的前世今生》
，来源：大国策
智库，http://www.daguoce.org/article/88/9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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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改革要求，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我国支持 WTO 改革的友好合作的积极态度，也体现了
我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其次，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属性不同。发展中国家属于国家定位，国家定位
关乎于一国在参与国际社会事务时的身份问题，具备政治与经济双重属性；特殊与差别待遇则是
一个经济问题，是 WTO 内的特有原则，一国可以凭借发展中国家地位享受优惠待遇，例如过渡
期安排、技术援助等等。因此，如果选择放弃 WTO 内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中国在其他国际组织
中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将难以自圆其说，而且中国一直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大哥，在放弃发展中
国家地位后要如何继续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信任与合作也是个难题。特别是当前“一带一路”
倡议正在进行中，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其沿线国家也以
发展中国家为主。截至 2020 年 1 月，已有 138 个国家和 30 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
1
合作文件，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倡多边合作机制，为各国提供了协调沟通的平台，如果
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中国在“一带一路”中的角色定位不可避免地会遭受争议。此外，放弃发
展中国家地位并不一定会获得发达国家的自动接纳，相反，还可能影响到在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
2
事务中的角色定位，毕竟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因此，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政治属性胜于其经济属性。关于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至今争论不休，对比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的改革方案，可以发现双方立场悬殊，想要就发展中
国家地位这一问题想要达成确切的定义几乎不可能，发展中国家定义已经被政治化。由于中国取
得的经济成就和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已不再被西方视为是发展中国家，而是至少属于“一只
3
脚已踏进发达国家领地”的发达国家。 从技术上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定义也许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和学术价值，但从政治角度上看，这一问题的争论并不会对目前的谈判产生实质上的影响。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特殊与差别待遇虽然紧密联系，但两者并非不可分割。放弃部
分特殊与差别待遇也不影响我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只要我国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根据
WTO 规则，我国对未来协定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仍有主张适用的权利。鉴于目前中国在发展中
国家集团中的角色定位，中国应当先保持发展中国家地位不动摇，将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特殊与差
别待遇问题分开看待。一方面，放弃部分特殊与差别待遇，缓和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矛盾，推动
WTO 改革进程；另一方面，保持发展中国家地位，有利于中国继续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继续保
持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审时度势做出的让步，既能稳定发展中国家阵营，保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
的良好关系，继续维持国家目前的战略布局，又能向发达国家表示出谈判的诚意，展现大国风范，
这对于打破中国目前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困境也许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1 据中国一带一路网显示，截至 2020 年 1 月底，中国已同 138 个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2 参见彭德雷，周围欢，屠新泉：
《多边贸易体制下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研究——基于历史、现实与规范的多
维考察》
，
《太平洋学报》2020 年第 1 期。
3 Jin Ling, Su Xiaohui, How the West Perceives China’s Developing Country Status.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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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公共机构”身份厘清
——以推动我国尽快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为切入点
李本 唐宇琛

*

摘 要：尽管中美已经签署了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但一些更棘手的问题将留待第二阶段协
议谈判解决，其中国有企业补贴问题将是第二阶段谈判的重点。目前国企作为“授”方与
SCM 协议中的“公共机构”这一补贴主体身份有进一步被西方国家混淆的可能性。我国宜
主动通过相关国内立法对接相关国际条约，丰富相关认定标准。特别是在中国要加快加入《政
府采购协定》
（GPA 协定）进程的当下，中国需要大幅改进出价清单，其出价清单中所列的
国有企业和公共机构的身份认定问题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必须在我国《政府采购法》的修
订中进行相应厘清，从而明确国企列入采购代理机构,但出价清单中的国企并不必然成为反
补贴语境下的“公共机构”
。同时,我国应进一步在深化国企分类改革的系列法律完善中厘清
国有企业作为“公共机构”的相应职能, 承担 SCM 协议项下关于禁止性补贴的义务。
关键词：国有企业；补贴；反补贴；公共机构；《政府采购协定》

国有企业补贴问题是中美贸易摩擦中双方争议最大的议题之一，其中“公共机构”认定
又是焦点问题。2018 年 3 月，以美国方面对中国输美钢铝产品适用“232 条款”为肇端，中
美贸易摩擦逐步激化升级。尽管中美已经签署了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但更棘手的国有企业
地位，产业补贴政策问题尚留待第二阶段协议谈判解决。中美之间关于国有补贴的争端自“中
美双反措施案”（DS379）开始交锋，双方争点不断。虽然该案上诉机构支持了我国对公共
机构认定“个案判定”的观点，但至今为止，西方国家对我国国有企业作为补贴的提供者（
“授”
方）和接受者（“受”方）双重身份的不同问题不断质疑，这也成为我国国企受到贸易调查
最主要的原因。
本文拟结合相关国际条约、协议，各国国内立法实践，探讨我国应如何主动化疑解决冲
突？如何主动通过国内立法对接相关国际条约，丰富相关认定标准？同时探讨结合中国要加
快加入《政府采购协定》
（以下简称 GPA 协定）进程的实际需求，其出价清单中所列的实体
企业和公共机构在《政府采购法》修订中的相应厘清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国有企业相应定
性分类进行完善建言从而纾解国企在反补贴问题上面临的“授”“受”双重困境。

一、国有企业作为补贴“授”“受”者所面临的质疑
我国国有企业在作为补贴的“授”
“受”者方面，所面临的质疑和诘难，往往在贸易调
查阶段就突显出来。尽管在中美双反措施案中，上诉机构最终否决了美方主张的“政府股权
控制论”
，但这并没有让其改弦易辙。相反却因为上诉机构在否决的同时创造了“有意义的
控制”这一“缺口”
，并由此认定我国的商业银行为公共机构，使得美国有机会对“有意义
的控制”进行扩张解释并无限地接近“政府控制论”的核心。同时，美国也在对“政府控制
论”进行扩张解释，在一些情况下，即使政府对企业不享有绝对控股，美方仍可基于其他因
素认定目标企业是否为公共机构。
自 2017 年 12 月至今，美欧日三方贸易部长已发表七分联合声明。产业补贴和国有企业
问题已经成为了每次声明中必定涉及的内容，西方国家也希望推动形成新的标准与规则 ，
并重构公共机构概念。纵向来看这七份联合声明，从第一份旨在增强合作 ，逐渐演变到第
二份中确定“为发展更为严格的产业补贴政策确定依据”；而“更好的处理公共机构和国有
*

李本，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唐宇琛，上海大学法学院 2018 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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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扭曲市场的行为，确定公共机构的定性标准，以及公共机构和国有企业的额外义务与规
则”以及“提高透明度”的共识 ，被明确写入第三份和第四份联合声明中。第五和第六份
声明，则强调了要推进文本工作，密切“公共机构”补贴规则合作以解决市场扭曲问题 。
就在中美已经签署了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前夕，美日欧三方贸易部长发布了第七份联合声
明，除了重申对一些国家的国有企业扭曲国际市场感到担忧以及展开更为严格的产业补贴谈
判外，该三国在“公共机构”方面谈及“许多补贴是通过国营企业发放的，并讨论了确保这
些补贴实体被“公共机构”一词所包括的重要性。
”甚至认为 WTO 上诉机构在几份报告中
对“公共机构”的解释削弱了 WTO 补贴规则的有效性：要确定一个实体是公共机构，并不
需要发现该实体“拥有、行使或被授予政府权力”
。
美欧日三方贸易部长的联合声明在产业补贴、国有企业和公共机构方面，明确展现了西
方国家的关切：中国政府可能会创造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以保证国有企业胜出或是对某一重点
发展的领域，不谋求利润地对相关国有企业进行各式激励，以及恐于一些国有企业在政府的
支持补贴下逐步走向国际供应链上的重要地位，进而扭曲国际竞争环境。同时将我国国有企
业的正常生产行为推断为“政府行为”，从而将国有企业等同于“公共机构”，只要由国有企
业提供原材料就被当作是下游企业生产过程中获得补贴。
更潜伏危机的是，早期对我国提起反补贴贸易救济调查的国家大多限于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欧盟。但 2016 年后，尤其是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对我国提起反补贴贸易
救济调查的国家已经扩展至包括印度、土耳其、新西兰、埃及、巴西以及台湾地区等国家和
地区，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集中关注我国国有企业在补贴方面的“不规范”行为，因此，
在西方国家意图重构“公共机构”概念之时，结合国内立法对接相关国际条约，主动提出我
国关于“公共机构”的主张，厘清国有企业和公共机构的关系，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特别
是在中国要加快加入 GPA 协定进程的当下，中国的出价清单中所列的实体企业和公共机构
的界定问题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必须在我国《政府采购法》的修订中进行相应厘清。

二、“公共机构”身份厘清：以推动我国尽快加入《政府采
购协定》为切入点
（一）SCM 协议及各成员国对“公共机构”的立法及认定实践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下称 SCM 协议）第 1 条规定：补贴是一国政府或任何公
共机构提供的使接受者得益的财政资助。SCM 协议在正文部分并未直接规定“公共机构”
的定义及特征，但是逐条分析 SCM 协议附件 1 中被列为出口补贴清单的条款，不难发现协
议在部分条款中，对可能构成公共机构的行为要件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明确，那就是该机构如
果提供了某项财政资助，必须是“受委托或授权”
。
如果说附件 1 通过例举的方式对“公共机构”的行为要件应该包含“当受政府委托或授
权”这一特征进行了立法宣示，WTO 框架下 DS379 案和 DS437 案则通过裁决明确了司法
实践对这一特征的肯定。DS379 案件上诉机构直接阐明 SCM 协议的第 1.1(a)(1)条所指的“公
共机构”是指负有某些政府责任或行使某些政府权力的实体，其核心特征是被赋予并行使政
府职能和权力，并多次强调重要的是一个实体是否被赋予行使政府职能的权力，而不是如何
实现这一点，这些观点亦被 DS437 案件的专家组在其报告中所引用。
WTO 各成员国对公共机构的认定实践也具有共性：在欧盟，公共机构的认定被细化为
是否符合三个标准：是否根据一国法律而建立或运行，其决策是否受政府控制，其设立目的
是否是以追求公共政策为目标；加拿大则是通过认定国有企业是否在股权、决策和运行方面
受到政府控制，来认定国有企业是否是为公共机构；美国现行的反补贴法案中，除了通过“股
权控制”说直接可能对绝对股权控股的国有企业定性为公共机构外，补贴的主体被表述为“当
局”（Authority），通过“五要素分析法”，包括了是否为政府所有、政府官员是否为企业权
力机关成员、政府是否控制企业活动、是否遵循政府政策或利益以及是否根据立法设置来认
定是否为公共机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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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出结论，尽管 SCM 协议等国际条约相关规定均有模糊性认定之处，目前不论是
国际立法还是国际实践，从主流看认同“公共机构”的构成要件都包括受政府指示或委托时
行使政府职能或公共职能这一特征，但在具体各国实践中存在对这一特征的倚重因素的不同
考量。
（二）其他国际条约及 GPA 协定对公共机构“受委托或授权”的特征描述
而结合其他国际条约涉及“公共机构”的相应条款，不难发现，若将国有企业或民营企
业纳入公共机构，也大多需要有法律授权，且相关实体应当行使政府职能或公共职能。例如
《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中央、地方政府授权行使权力的非政府机构也会被认定为公共机
构；
《金融服务协议》中规定，公共机构应当是政府、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机构拥有或控制
的，主要为政府目的执行政府职能或进行活动的实体。
作为 WTO 四个诸边贸易协议之一的 GPA 协定，则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公共机构的具
体特征体现。GPA 协定将其附录 1 中附件 1、附件 2 和附件 3 中所列的实体规定为该协定项
下的采购实体，附件 1 和附件 2 中的实体主要为中央政府部门和各地方、各部委的政府部门，
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部门。而附件 3 中所列的其他实体虽五花八门，但根据协定第二条
第四款第三项的规定，他们的采购行为都是为政府目的而进行的采购，从而可以认定，附件
3 中所列的实体，都是经政府委托或授权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三）国企的“公共机构”身份厘清：以力推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为切入点
基于各种原因我国目前尚未加入 GPA 协定，但是各种情势表明越早加入越主动。中国
越早加入 GPA，就越早为中国企业参与其他参加方的政府采购市场提供公平竞争的条件。
GPA 参加方只对签署 GPA 的 WTO 成员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中国不是 GPA 参加方，中国企
业在 GPA 参加方的政府采购市场竞争中，也就无法获得 GPA 规则保障，另外中国越早加入
GPA，付出的制度成本越低。
2018 年 4 月 10 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
出，在扩大开放方面中国将采取四项重大举措，在第四项重大举措“主动扩大进口”中向世
界宣布，中国要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的进程。但由于国内的政府采购体
系与 GPA 存在较大差异，对于如何将国有企业纳入 GPA 的管辖范围，如何进一步完善出价
清单等问题，长期以来存在不少争议。其中一项争议就是：附件 3 所列名单都符合“受委托
或授权”的特征，这个附件 3 中出现的国企是否当然就构成“公共机构”，从而被认定为补
贴的主体，因而其他 WTO 成员方就可以以此为依据，由此推断这部分国有企业在国际贸易
中扮演补贴提供者角色，进一步发起对所谓下游企业的反补贴贸易救济调查并滥用反补贴措
施？
自 2007 年以来，我国先后向 WTO 组织递交了七份出价清单，纵观这七份出价清单的
附录 1 附件 3，国有企业在我国 2012 年提交的第五份出价清单中首次出现，并随着我国改
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出现在附件 3 中的数量也不断增加。
根据我国最新的政府采购协定出价单，事实上已经突破了我国目前《政府采购法》的规
定，在该规定中，政府采购的主体即国家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可以委托采购代理
机构，在委托的范围内办理政府采购事宜。这样的规定距离相关国际协定和各国通行实践距
离较大，关键是并未将国企作为采购代理机构纳入。同时也不能进一步厘清作为出价清单实
体的国企是否就永久成为反补贴意义上的“公共机构”？前者导致国内立法和出价清单不符，
后者可能引起此类国企的“公共机构”这一补贴主体标签有被西方国家混淆的很大可能性。
欧盟曾向中国提出要开放 78 家国有企业，几乎涵盖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美国则认为应该
覆盖任何以政府目的创建、建立或授权进行基础设施或其他建设项目的国有或国家投资企
业。我们应如何主动释疑，避免在反补贴问题上陷这些国企于被动？
截止 2019 年 11 月 7 日，审核通过的全国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共计 16771 家，但显然并不
能简单地将这近一万七千家企业直接同反补贴协议框架下的“公共机构”挂钩。虽然这两者
的共同点显而易见：
“受委托或授权参与国际贸易”
，区别在于 GPA 框架下的“国际贸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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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为政府采购服务的，代理机构的政府采购行为并不在 SCM 协议所规制的补贴与反补
贴行为之列；联系在于如果国企作为受委托或授权参与政府采购后，将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所
采购物品以低于市场价格提供给下游企业，使下游企业获益则很有可能构成 SCM 协议所规
制的禁止性补贴。
厘清 GPA 协定框架下国企做为采购机构与 SCM 协议框架下国企做为“公共机构”的联
系与区别正是我国在《政府采购法》中需要明确的内容。首先需要在《政府采购法》修订中
明确国企可以列入采购代理机构（现行法律与实际出价清单不符）
；其次，应该明确国企作
为 GPA 出价清单中的代理机构仅就出价清单中某项政府采购活动存在“被委托或被授权”；
这意味着国企如果被指控存在补贴问题时，仅在出价清单中就具体的某项政府采购活动中被
认定为“公共机构”，不应就此认定出价清单中的国企必然成为反补贴语境下的“公共机构”
。
进行这样的立法厘清，既是对 GPA 协定的正面解读及相应回应，也是主动对 SCM 协议关于
“公共机构”的相关认定条款和国际实践的对接。
按照 SCM 协议，构成禁止性补贴有三个要件：其一，补贴提供者是政府或任何公共机
构；其二，提供了一项财政资助；其三，使接受者得益。我国目前列入 GPA 协定的出价清
单的国企，其中既有直接被授权的政府采购机构，这部分国企具备“公共机构”的潜质；也
有受委托做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的国企仅应在出价清单中就具体的某项政府采购活动被认
定为 “公共机构”
，不应就此认定出价清单中的国企必然成为反补贴语境下的“公共机构”
。
中国加入 GPA 后，这类国企如果通过政府全球采购的物品以低于市场价格提供给下游企业，
极有可能满足禁止性补贴的后两个构成要件，从而引发他国对下游企业的反补贴举措。
下图通过表格形式对国有企业在 GPA 协定中的不同角色导致在 SCM 协议下产生不同影
响进行直观说明：

国有企业

SCM 协定下的补贴提供者，承担
“公共机构”职能

GPA 协定

政府采购
机构

国企作为 GPA 出价清单中的政
府采购机构。

一定程度意味着承认这部分国企
具备“公共机构”的潜质。

政府采购
代理机构

国企作为 GPA 出价清单中的政
府采购代理机构仅就出价清单中某
项政府采购活动存在“被委托或被
授权”
。

仅在出价清单中就具体的某项政
府采购活动中被认定为 “公共机构”，
不应就此认定出价清单中的国企必然
成为反补贴语境下的“公共机构”。

表一：国有企业在 GPA 协议清单的不同角色导致在 SCM 协议下产生不同影响
在我国目前力推加入 GPA 的当下，中国需要大幅改进出价清单，包括将更多国企纳入
其中，以尽可能满足 GPA 参加方的期待，评估及预判其中的法律风险并进行相应国内立法
及实践的应对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以厘清“公共机构”职能、引入“竞争中性”深化国企
分类改革
通过上文分析，防止 GPA 出价清单中的国企变身为反补贴语境中的“公共机构”
，除了
强调在出价清单中只能就具体的某项政府采购活动中被认定为 “公共机构”外，还应力求
避免以非市场化运作方式和下游企业进行原材料交割。这实质涉及到了国企改革的核心问
题：如何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以厘清“公共机构”的职能为切入点，首先要对国企的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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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制度进行完善。
（一）在深化国企分类改革的立法中，纳入对“公共机构”的对接规定
2015 年国资委、财政部和发改委印发《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
（下
称《分类指导意见》）
，将国有企业界定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并对其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
类监管。
《分类指导意见》的根本分类准则是以主营业务和核心业务范围，并结合国企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状和需要进行的分类。
次年 9 月，国资委和财政部又联合印发了《完善中央企业职能分类和绩效评价实施方案》
（下称《评价实施方案》）
，将我国央企分为三类进行监管，即：商业类、战略类和公共利益
类。但这两种分类均不能充分体现出国际社会对我国国有企业融入世界贸易，并进一步尊重
遵守国际条约的期待。特别是在国企的补贴问题上，反而有陷国企于被动之嫌。由此在两份
意见的分类基础上，将“公共机构”的概念纳入其中则显得更为必要，同时，对我国推动
SCM 协议改革，以及确保为政府目的进行采购的国有企业的覆盖范围，进而推动对中国成
功加入《政府采购协定》而言至关重要。
1.公益类国有企业
目前《分类指导意见》对公益类国有企业进行了性质界定，其中规定：
“公益类国有企
业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必要的产品或服务价格可以由
政府调控；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
我国在遵循《分类指导意见》的基本分类框架基础上，可对《分类指导意见》进行更加
符合国际协议发展的方向修订，即引入对“公共机构”的对接相应规定：“公益类国有企业
当且仅当受到政府委托或授权行使政府职能或公共职能时，根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及附件 1，具备“公共机构”构成要件的，应承担该协议项下关于禁止性补贴的义务”
。
增加这样的规定，一方面向国际社会表明我国勇于承担国际协议中禁止性补贴的义务，
同时也对“公共机构”的内涵进行了更好的立法把握和宣示，另一方面也倒逼相应国企改革，
厘清权利义务的边界。
2.商业经营类国有企业
公共机构与商业经营类国有企业并非是泾渭分明的，相反，两者是相互交错的。这是由
于公共机构与商业经营类国有企业是两种分类方式，公共机构是根据企业是否受到政府指示
或委托行使政府职能或公共职能，这种身份是临时的、被授予的，更多情况下扮演着补贴的
“授”方的角色，与其相对的是非公共机构，后者是指在竞争关系上，某一国有企业与其他
相同或相似性质、类别的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同台竞争，不受到特殊的优惠条件，作为市场
主体，更多扮演着补贴“受”方的角色。
与《分类指导意见》的分类方式不同，对于中央企业，《评价实施方案》中明确增加了
战略型中央企业，战略型国有企业是商业类国有企业的一种，与其他商业类国有企业不同的
是需要承担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以及完成
重大专项任务的使命。从权力来源考虑，《分类指导意见》中的中央企业是指由国资委行使
出资人职责，领导班子由中央或中组部管理的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由于与政府关系紧
密，很容易被外国指责行使政府权力。另一方面，从具体行为角度分析，战略型国有企业确
实承担着一定的公共职能，例如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但同时其又承担着一定的科
研职能和商业职能。因此，一定程度上剥离、弱化公共职能，强化其科研职能、商业职能，
能够从具体行为的维度阻却其被认定为“公共机构”的可能性。但在当前情况下，该类国有企
业“被动”列入公共机构名单的风险很高。
分类依据不同将会直接导致某一国有企业在作为市场竞争主体时，同时承担政府职能或
公共职能，肩负起公共机构的职能。此时，补贴的“授”“受”的双重身份同时被国有企业
所承担，这对肩负着公共机构身份的完全竞争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能否正确实施政府职能或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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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同样在该分类项下需要增加引入对“公共机构”的对
接相应条款：以是否受到政府委托或授权而被认定为“公共机构”
，因构成 SCM 协议 1.1 条
及附件 1 所例示“公共机构”，应承担该协议项下关于禁止性补贴的义务；另一方面，还需
要引入“竞争中性”原则指导商业经营类国企同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公平竞争，进而减少因
国有企业的特殊补贴优势，在国际竞争中扭曲国际市场。
（二）引入“竞争中性”原则，以国企分类改革推进国企制度改革
通过对公共机构内涵外延特征的认定，不难推断，公共机构的职能只是商业类国企的“外
部设备”
，只有经过授权后，商业类国有企业的部分行为才可能成为履行政府职能或公共职
能的行为。因此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在企业内部对承担“公共机构”职能和
“商事主体”职能进行严格划分，包括资金和职能上的划分。
在资金方面，商业类国企在承担政府职能时，不可避免会受到国家的资金支持，从资金
用途上讲，该笔资金应当仅用于企业承担“公共机构”职责，即使在完成被委托的各项任务
后仍有盈余，亦不可同企业自有的生产运营的资金混同；同时，在企业履行“公共机构”职
能时，亦不可避免的与其他商业实体相接触，并产生资金往来，此类现金流的盈余或亏损，
亦应当体现在身为“公共机构”的账户款项下。避免运营资金与承担公职的资金混同，也能
够在出现反补贴贸易纠纷过程中，更有力的说明企业的行为性质，以避免被随意扣上“公共
机构”的帽子。
在职能方面，承担“公共机构”职能的国企则更多的体现在应当贯彻“竞争中性”原则，
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回归到 SCM 协议中关于补贴的定义，某一商业实体从政
府或公共机构处获得的某种利益，是被认定为补贴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应当从源头上
防止国有企业利用其“公共机构”的身份，对市场主体进行选择性购销或价格歧视，以保证
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或是外资企业都能够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享有同等的权利。
商业类国有企业承担“公共机构”职能，更多的体现在作为补贴的“提供者”方面，而
究其本质，国有企业终究是市场主体，其主要任务是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以实现国有资产的
保值增值，此时，国有企业则更多扮演着补贴“接受者”的角色。如何对国有企业进一步规
制以防止其持续遭到反补贴救济调查的强制应诉，还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引入“竞争中性”
原则，使国有企业更加独立自主地融入到市场经济的竞争中。
首先，明确商业经营类国企的经营基于“商业考虑”
。商业经营类国企应当主动核算成
本，以盈利为目标，从根本上剥离其社会责任，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在国家开放的竞争领域
中公平竞争。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ATT）第十七条第一款乙项对国有企业的“商业考虑”
进行了详细的规定，CPTPP 协议也在第 17.1 条对商业考虑进行了定义，这一定程度上可以
看作对国有企业进一步融入世界所做出的多边性和区域性协议的法律规制趋势。同时，要立
法明确国有企业在进行采购销售过程中，只进行商业上的考虑，这种考虑包括价格、质量、
资源多少、推销难易、运输和其他购销条件。在全球采购过程中，供应商所在国家的市场化
程度、竞争程度以及政策风险等，也可以作为考虑的要素。
其次，政府主动退出市场活动，成为制定公平竞争市场规则的中立监管者。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从“竞争中性”和反补贴角度看，
需要政府在税收、监管、土地、融资等方面平等对待商业经营类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外
商企业。
第三，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将政府与商业经营类国企的关系简化为投资
关系。逐步实现商业经营类国有企业的人事、经营、决策独立，并按要求对经营信息进行披
露。推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将国家对企业的投资比例逐步降低，引进民营资本，
对于混改后仍由国家控股的国有企业，政府也应当在《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会的权限内行使
权利。同时，增加对管理层的社会选聘比例，以实现国企的自主经营。
综而述之，在深化国企分类改革的立法中，包括对《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
导意见》和《完善中央企业职能分类和绩效评价实施方案》的修订，建议纳入对“公共机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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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接规定：
“国有企业当且仅当受到政府委托或授权行使政府职能或公共职能时，根据《补
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及附件 1，具备“公共机构”构成要件的，应承担该协议项下关于禁
止性补贴的义务”，既是对国际立法的相应链接，也是积极主动厘清国企“公共机构”身份
的国内立法宣示。
下图通过表格对不同类别国有企业在 SCM 协议下扮演的角色与改革方向进行说明：
国有
企业种类

作为补贴提供者，
承担“公共机构”职能

公益
类国有企
业

在设立时或设立后
受到政府委托或授权行
使政府职能或公共职
能。

作为补贴接
受者
遵守协议项
下关于禁止性补
贴的义务。

改革方向

/

资金方面：避免运营资金
与承担公职的资金混同。
商业
受到政府指示或委
经营类国
托行使政府职能或公共
有企业（包
职能，是临时的、被授
括战略型
予的。
中央企业）

与其他所有
制企业同台竞争，
不受到特殊的优
惠条件。

职能方面：作为补贴提供
者，承担“公共机构”职能时，
防止其利用其“公共机构”的
身份，对市场主体选择性购销
或价格歧视。作为补贴接受者，
引入“竞争中性”原则，使国
有企业更加独立自主地融入到
市场经济的竞争中。

表二：不同类别国有企业在 SCM 协议下扮演的角色与改革方向

结语
“公共机构”、
“国有企业”和“政府采购”三者之间的准确厘清有重要意义。首先，国
有企业的有效分类能够更好地丰富“公共机构”的内涵外延，从而减少受到反补贴贸易制裁
的几率，同时，也能更好的推进政府采购制度的完善，加快我国加入 GPA 协定的步伐；第
二，国有企业的“公共机构”身份的厘清能为国有企业在包括 GPA 协定、SCM 协议等国际
条约的义务更好履行保驾护航，减少在相应框架下受到打击和制裁的可能性；第三，我国的
“公共机构”主张需要向世界传播和表达，而 GPA 协定正是有效可靠的载体；同时，国有
企业依靠 GPA 协定能够在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找到突破口，成为 GPA 协
定项下其他会员国政府采购的供应商，进一步帮助国有企业深度融入国际市场。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中对于公共机构、产业补贴、国有企业和政府采购的涉及并
不多，然而上述问题在美日欧三方贸易部长发布的第七份联合声明中却占据绝大部分篇幅，
三方甚至直接建议重构“公共机构”内涵。因此，结合国有企业分类和制度改革，以推进我
国加入 GPA 协定步伐为契机，主张我国关于“公共机构”的内涵和外延显得格外重要。我
国必须通过系列立法完善，突出“公共机构”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当且仅当某一实体在受到
政府指示或委托行使政府职能或公共职能”，并以“公共机构”内涵外延为切入点统筹政府
采购制度的开放与国企分类制度的完善，解决国有企业在贸易纠纷中的公共机构认定问题，
同时有效推进 GPA 协定谈判所面临的僵局，并最终推动国有企业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同
时做为国企改革的重要举措，我国应在相关配套立法中通过引入“竞争中性”原则作为一种
市场竞争理念和制度安排，进一步在深化国企分类改革的系列法律完善中厘清国有企业作为
“公共机构”的相应职能，避免在反补贴问题和政府采购问题上陷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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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ify the Identit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s "Public Body" and
Improve Related Legislation
------To Promote Speedy Accession to the GPA
Li Ben Tang Yuchen
(Shanghai University Law School)

Abstract: Although the first stage of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d been signed by both
government, some more intractable issues will still be left for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agreement,
subsidy polici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ill be the focus during the negotiation. Now, as the
“provide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easily confused with the “public body”, a subsidy subject
status in SCM, by the western countries. So that China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adopt relevant
domestic legislation to align with relevant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enrich relevant recognition
standards. Especially seeking to accelerate its accession to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China needs to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hresholds of supplies and services. At the
same time,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lis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ublic body” in SCM,
which should be clarified in the revision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aw. Thus, it should be clear
tha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listed as purchasing agencies, bu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Thresholds will not as “public body” under SCM. At the same time, the func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s “public body”, should also be clarified in a series of legal improvements of deepen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undertake obligations under SCM with
respect to prohibited subsidies.
Keywor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ubsidy; Anti-subsidy; Public Body;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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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壁垒的新形态下平衡 WTO 价值冲突的路径研究
杜玉琼 裘韵

摘 要：数字经济时代，多元化的非关税壁垒在国际贸易壁垒体系仍占据主导，但其内在形
态有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限制措施所针对的对象从贸易活动本身悄然转移至发展数字
贸易所必需的媒介，包括信息及其载体；采取措施的理由大多与“安全”问题挂钩，除涉及
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外，还牵涉到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国家安全问题，反映了二重的价值冲
突。所幸，WTO 在处理价值冲突方面，因绿色贸易壁垒和蓝色贸易壁垒引发的激烈争议已积
累了一定的经验，在实践中主要通过澄清条约中规定的例外条款来保护非贸易价值，为处理
新的复杂冲突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但鉴于贸易壁垒新形态本身已“超纲”
，要将“平衡”落
实到对其中二重价值冲突的处理上仍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生硬套用经验。当前恰逢国
际贸易规则重构之变局，在以“发展”为导向的 WTO 改革中，贸易壁垒及其折射的价值冲突
议题是恒重点，对其处理既要汲取经验教训也要有所变通，方能破局。
关键词：贸易壁垒；数据流动；非贸易价值；一般例外；安全例外

一、问题的提出
回顾多边贸易规则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价值冲突无处不在。一方面，国家主权所代
表的“国家利益”与全球治理倡导的“共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自始存在，而主导多边贸易体
制的国际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 WTO）正是在这样的冲突
下，通过艰难的谈判建立起来的。虽然，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带动
了主权国家之间开展国际合作的需求和意向，但“国家利益”始终是一国政府在国际政治经
济舞台上活动的“指挥棒”
，当可预期的合作利益大于其让渡部分利益，接受国际规则约束
可能付出的成本时，
“共同利益”才有机会通过多边的合作实现。因此，作为国际法律秩序
的一部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乌拉圭回合谈判形成的 WTO 一揽子协议同其他条约一样，
是建立在成员国之间达成共识并相互妥协的基础上的，但其法律文件中包含的“例外”条款
之多却是其他国际条约所罕见的，也是多边贸易体制运行所必需的，旨在为成员国在其主权
范围内制定政策保留足够的空间，避免国际贸易规则议题向成员方国内管制事项扩张过程中
的冲突被激化。另一方面，WTO 协定建构的国际贸易秩序固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
但绝不是“自我封闭的内循环”，其本身属于国际公法的分支，势必会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发
生联系，而这一关联已暗示了贸易价值与非贸易价值之间的潜在冲突。事实上，以促进贸易
自由化为目标的 WTO 规则对几乎所有社会和法律的其他部分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环境和
1
人权 。反之，为了保护环境和人权等非贸易价值，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难免要施加诸多
贸易上的限制，而这些限制就可能构成贸易壁垒。
如今，受时代变革之影响，与贸易价值可能产生碰撞的新型“非贸易价值”已经出现，
并贯穿于国际贸易在技术革命下的新业态——数字贸易的发展始终。虽然国际互联网早在
1969 年就已诞生，但直到 1994 年才开始广泛被用于在线商务活动为全球贸易开拓机会。随

1

参见鲍威林：
《国际公法规则之冲突》
， 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5-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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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互联网应用的升级，“网络购物”等新模式不仅对零售业及其他可以通过互联网交易的服
务部门的造成了冲击，对突破技术瓶颈所必须的电信、计算机与信息技术行业也产生了巨大
影响。为此，WTO 于 1998 年建立了一个全面的工作计划用以审查有关 WTO 协定适用于此
类贸易的问题，在该项计划中 WTO 将“以电子方式生产、分销、营销、销售或交付的货物
和服务”被统称为“电子商务”。这一工作计划在确定存在的问题以及探索行动方向层面无疑
是成功的，但在具体展开行动时由于成员方始终未能就电子商务问题达成任何实质决定，只
完成了阶段性免征电子传输关税这一项成果。随着互联网更深层得扎根于国际贸易，且开启
了以使用数字化信息为媒介，覆盖全球的信息网络为载体，信息技术创新为推动力的数字经
济时代，贸易新业态的轮廓愈发清晰。2013 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其发布的报告 Digital
Trade in U.S and Global Economies , Part 1 中首次提出了“数字贸易”这一全新的概念，并在
2014 年发布的系列报告 Part 2 中采用了广泛的定义：“所有运用互联网及相关技术的贸易活
动，既包括数字内容服务，社交网站、搜索引擎及其他数字服务，也涵盖通过电子商务平台
进行的货物贸易活动”。目前，
“数字贸易”、
“电子商务”与“跨境电子商务”等概念被不同
程度得采用或混用在贸易协定、政府文件和研究报告中。对此，笔者认为，从互联网技术应
用于国际贸易到两者深度融合的历程来看，新的概念的出现见证了贸易新业态发展的痕迹，
“电子商务”与“数字贸易”无优劣之分，但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下，采用“数字贸易”这
一概念更符合发展的要求。理由是，在这一概念下，可再进行“数字内容贸易”、
“数字货物
贸易”、
“数字服务贸易”等次级概念的划分，有利于对应 WTO 法律框架下规制的适用或开
启独立的数字贸易规则谈判，进而有利于解决数字贸易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壁垒问题。
通过观察仍在持续影响数字贸易发展的壁垒可以发现，其中一部分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另一部分才是因互联网技术发展产生的新问题。除电子传输的关税征收问题外，WTO 早期关
注的电子商务法律问题及政策壁垒包括：电子合同在法律上的确定性、网上交易的司法管辖
权、对互联网通讯和商务中涉及“非法”和“有害”内容传播的问题、数据传输的安全性与
隐秘性（侧重于支付安全，防止欺诈与盗用）
、电子商务的增值税与所得税收问题、以及从
电话诞生开始就十分重要的基础设施产品、服务与技术标准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以保障
交易支付安全为目的的数据传输安全与隐秘性问题，以及基于买卖双方合意的电子合同法律
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涉及基础设施与电信服务的问题虽然部分通过 WTO 协议得到了解决，
却因其他技术因素的影响产生了新的问题。此外，依据国家立法或政策，要求数据在本地存
储或限制数据跨境流动的措施也可能构成影响数字贸易发展的壁垒。可见，环境因素（互联
网应用）和媒介因素（数据）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尤其是环境因素本身也在不断发展，
又进一步推动了壁垒的内在形态产生变化，才引发了外部在研究、规制壁垒的过程中产生连
锁反应，如术语名称及其内涵的争议、规制措施走向的变化等。
目前，尚未得到解决并将持续对数字贸易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的壁垒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数据跨境流动的壁垒；
（2）数据存储与处理的本地化壁垒（3）互联网服务准入的壁垒
（包括对租用线路和 VPN 的限制，以及对互联网服务的审查、过滤和屏蔽等措施）；
（4）数
字产品的知识产权壁垒（如源代码转让要求）；
（5）其他具有歧视性要求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数字壁垒在贸易壁垒体系中能否像环境壁垒那样独立为一类新型的非关
税贸易壁垒？经分析认为，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在整体上，因 WTO 成员国在电子传输征收
关税的问题上暂且达成了一致，实行阶段性暂停征收关税，目前存在的数字贸易壁垒均可视
为非关税壁垒；其次，不论是数字产品的知识产权壁垒、技术性壁垒还是互联网服务的准入
壁垒都未超出先有的非关税壁垒下各子类别的范畴；最后，仅有新出现的数据存储与处理的
本地化壁垒和数据跨境流动壁垒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
（1）限制的对象特殊。此
类壁垒下的具体措施所针对的对象不再是产品或服务本身，而是重要的媒介工具数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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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内容——信息等，看似与产品或服务本身并无直接联系，但在数字经济的特殊背景下，
数据作为核心媒介，其流动性对未来以数字为导向的国际贸易的发展而言实际上是至关重要
的；
（2）采取措施的目的特殊，通常基于多各种“安全”的担忧，并可能泛化协定条款所述
的“安全”概念。但考虑到在这一类壁垒中采取的措施可能影响的对象更多的是服务，结合
服务贸易壁垒的定义 ，广义上也可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服务贸易壁垒。受国际经济环境与
媒介因素的双重影响。因此，与其说增加了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不如将其界定为贸易壁垒在
数字经济时代发展出的新形态。在此种形态下，壁垒所针对的对象并非贸易活动本身，而是
影响贸易活动的要素，且此类要素本质上属于其他法律规制的范畴，意味着对其进行规制实
质上处于两个或以上法域的交叉地带，从不同的利益角度出发获得的结论可能是矛盾的。
眼下，如何通过国际贸易体制对此类因外部因素影响产生的国际贸易壁垒内在新变化进
行调整和规制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难题。考虑到贸易壁垒本身反映了一定的价值冲突，本文拟
以 WTO 对非贸易价值的保护为视角，通过提炼贸易壁垒在数字经济影响下焕发的新形态，
由表及里，深入观察该变化中包含的价值冲突，结合先例积累的经验，探讨 WTO 在下一步
发展中如何落实对价值冲突的平衡。

二、贸易壁垒新形态引发的二重价值冲突
（一）一重价值冲突：数据安全与贸易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各国对主权问题的关注蔓延至网络空间。尽管国际社会基本普遍接
受了国家主权原则也可适用于网络虚拟空间，但不代表有关网络主权的争议就此结束，因主
权不仅及于各国境内的基础设施，也牵涉网络空间的数据与各类信息，数据主权（Data
Sovereignty）难免成为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尤其是数据的本地化要求与对跨境数据流动的
监管问题。
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立场上，国家依据网络空间国际法理论行使数据主权独立管理、保
护本国数据，要求数据在本地存储并限制其自由流动以规避风险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当个人、
有组织的犯罪团体甚至政府都有机会在技术支持下通过互联网获取其他国家的重要数据或
情报，或是发布一些带有煽动性的敏感信息，对他国的政治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但在互联网
时代，国际贸易与网络的联系空前紧密，数据正是因跨国界流动而获得价值，数据本地化要
求与限制数据跨境流动等措施显然与数字贸易发展需要的环境背道而驰，因此被视为贸易壁
垒。这是数据主权理念下，国家维护数据安全与追求数字产业发展之间的必然冲突，在全球
范围内则表现为不同国家价值选择之间的冲突。
（二）二重价值冲突：人权与贸易
除国家安全方面的隐患之外，在大数据时代，网络的发达与数据的流通还可能给人权的
发展带来一定风险，如传播有害信息，侵犯知识产权，泄露个人隐私信息等，进而使数字贸
易发展的需要与人权法律所保护的基本权利产生冲突。
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与隐私保护的冲突可直观得表现在美国与欧盟多年的数字贸易合作
与矛盾中。“隐私保护”始终是欧盟在各个谈判中不可动摇的“硬性要求”，甚至多次导致相关
谈判无法顺利进行而搁浅，如美欧仍在进行的《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谈判等。此
外，欧盟与美国于 2000 年达成的《个人信息跨国流通安全港协议》就因无法平衡“跨境数据
自由流动”与“隐私保护”的矛盾而被欧洲法院宣布失效，直至双方于 2016 年重新达成了在隐
私保护规范上要求更严格的《欧盟—美国隐私盾协议》
（以下简称“隐私盾协议”），该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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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保护商业数据隐私，不仅要求协议方提供与欧盟同样水平的数据保护标准，还要求政府
安全部门不得对这些数据采取任意或大规模监控措施等。同时，出于“隐私保护”的考虑，欧
盟支持“数据存储强制本地化”以限制跨境数据自由流动，这与美国主张的数字信息全球自由
流动理念明显对立。自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以下
简称 GDPR) 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生效后，因其在适用上采“长臂”管辖原则2，虽非国际强行
法，但该规则在事实上成已成为全球性的法律，任何与欧盟有贸易往来的数字经济企业都可
能受 GDPR 管辖。同时，GDPR 设计了最严格的数据保护标准与流通规则，虽然有利于提
高他国数字经济企业对用户隐私保护的重视，甚至倒逼他国为了推动国内企业对外发展而完
善数据保护制度，但不可忽视这一法规加诸于外国企业的高昂的合规成本，以及被用作新技
术壁垒以阻碍数据跨境流动，甚至拒绝他国数字经济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潜在可能。
鉴于贸易壁垒新形态涵盖的非贸易价值本身具有积极的意义，且在其他国际法的分支领
域有着更强的基础，不论是“国家安全”还是“隐私保护”，在通常意义下都是正当的，即
使在贸易领域这一非主场下不可避免得与自由贸易目标发生了冲突，也不必然“低人一等”
，
需要警惕和防范的是正当政策目标下的措施为贸易保护主义所滥用，造成不公平贸易的风险。
因此，明确平衡不同法律所保护的价值冲突的路径与原则既是多边数字贸易规则构建的前提，
也是当前在规则缺失的情形下解决潜在争端的重要指引。

三、平衡价值冲突的路径与原则
（一）厘清 WTO 法与其他国际规则的关系
从 WTO 法在广义国际公法中的地位来看，虽然过去 WTO 法因调整国际贸易关系而作
为私法的成分被过高得强调，但其本质上是国际公法的一部分，或者说 WTO 法规则本就是
公法规则。3以绿色贸易壁垒为例，在可持续贸易与环境保护的问题上，既要防止以环境保
护为幌子的贸易保护主义，也要落实保护环境的目标，就需要破解 WTO 规则与多边环境协
定的关系问题。但在贸易壁垒的新形态中，情况又与绿色贸易壁垒有所不同，无法将前述经
验全套照搬，盖因数据这一核心要素所属的国际法领域还尚未成型。
目前，与跨境数据流动有关的规则主要来源于各国的国内监管法律和政策，且内容分布
较为零散，所持立场在不同的国家利益倾向下分歧较大，这意味着在缺乏有公信力的国际治
理的情况下，避免冲突需要尽可能得寻求成员方的共识。
（二）严格审查政策目标下的贸易措施必要性
从 WTO 处理价值冲突的历史经验来看，上诉机构主要通过 WTO 条约中明确规定的例
外条款来保护非贸易价值，承认的合理的政策目标均涵盖在例外条款项下所列清单中，包括
公共道德、人类健康、环境保护等。4但过去涉及 WTO 例外条款较多的案件主要是货物贸
易纠纷案，很少涉及服务贸易规则中例外条款的适用，而从贸易壁垒新形态可能影响的贸易
类型来看，反倒是服务贸易受影响的几率较大。GATS 对例外条款的规定同样分为“一般例

2

从 GDPR 第 3 条“地域范围”的规定可以发现，
欧盟将法律适用的属地主义与效果保护主义原则结合起来，
目的在于扩大 GDPR 适用的域外效力。最终的效果是不论是否在欧盟境内设立的企业，不论数据处理行为
发生地，只要向欧盟境内的数据主体提供商品或服务的都可能适用该条例。
3
参见[比]约斯特▪鲍威林 著，周中海、周丽瑛、马静、黄建中等译：
《国际公法规则之冲突——WTO 法与
其他国际法规则如何联系》
，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3—44 页。
4
See Henrik Andersen, Protection of Non-Trade Values in WTO Appellate Body Jurisprudence: Exceptions,
Economic Arguments, and Eluding Ques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ume 18, Issue 2, June
2015, Pages 38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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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第 14 条）与“安全例外”（第 14 条之二）两种情形，并要求只有在不构成歧视或对服
务贸易的变相限制的前提下，成员方才可以援引第 14 条项下的规定采取相应措施。就贸易
壁垒的新形态而言，关联性较大的主要是 GATS 第 14 条（c）款（ii）项。
首先，从条文本身出发，在（ii）项中要求措施确保遵守的法律或法规之目的在于“保护
个人隐私、个人记录和账户的机密性”，其中“个人隐私”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为“与个人
信息处理和传播有关”。其次，贸易壁垒的新形态并未直接针对某一服务贸易，因此，证明
新形态下限制数据跨境流动措施的“必要性”问题更加复杂。最后，援引还需证明措施实施的
一致性，否则一旦被认定存在歧视或构成对贸易的变相限制，仍可能功亏一篑。笔者认为，
此处恰恰最能体现贸易壁垒新形态的特点，即多数措施可能并不直接针对跨境提供服务的外
国提供商，且对其本国互联网企业同样要求数据的本地存储与处理，从境内传输数据至境外
也同样需要经过严格审查，从表面看，符合实施方式的一致性要求，但实质上会对外国互联
网服务提供商在跨境提供服务的质量、效率、成本等方面存在影响，对该跨境贸易构成潜在
的限制，仅有少数措施，如征收“数据税”以阻止境外服务等，存在明显的歧视性。这种隐蔽
性较强的贸易壁垒现象对 WTO 的规制是极为不利的。
（三）警惕“国家安全”例外的泛化
贸易壁垒新形态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是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如担忧来自境外的监控，
或是泄露国家秘密，抑或是认为境外网站发布一些政治敏感信息危害本国政治安全等。因此，
GATS 第 14 条之二“安全例外条款（Security Clause）”也可能被援引，但在 WTO 的争端解
决实践中，尚未出现援引 GATS 安全例外条款的先例，只能以与该条款近似的 GATT 第 21
条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作为参照。
虽然在实践上缺乏指引，但笔者发现通过 WTO 发布的 GATT 第 21 条分析索引文件5，
在理论上也可以为安全例外条款的法律解释与适用提供方向：首先，第 21 条共有 3 款规定，
并非所有规定都与贸易壁垒的新形态有关联，最可能被援引的是第 21 条（b）款（iii）项“缔
约方为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在战时或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下采取的行动”。其次，
第 21 条（b）款第 3 项的规定历来是争议最多，且目前最具适用价值的，盖因此项中核心的
关键词“基本安全利益（Essential Security Interests）”与“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Other
Emergen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均以“其认为必要（it considers necessary）”的方式给予
了 WTO 成员国最大限度的“界定权”，同时也意味着 WTO 专家组在具体案件中对该条款解
释时需要尊重成员国对这些关键用语具有的排他性“界定权”。6依据分析索引对开放“界定权”
的描述，WTO 显然已意识到“此处的安全措施必须把握好平衡的自由度，一方面不可使例外
条款过于严格，不能禁止那些纯粹为安全原因所需要的措施，另一方面，也不能使之过于宽
泛，以至于在安全的伪装下，成员国将采取实际上有商业目的的措施”，因此，成员国解释
条款时的精神将成为防止滥用安全例外条款的唯一保障。7
同理，
成员国对 GATS 第 14 条之二“安全例外”条款中“安全”和“紧急情况”概念的界定，
也应遵循一般国际法的条约解释原则，即《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的规定，“善意（in
good faith）”解释其内涵。“善意”的含义为理性、合理，具体表现为诚实得以一种方式行事
而不使他人的主观信任落空，包括禁止权利滥用与保护合法期待两个方面，可以对成员国享

5

See Analytical Index of the GATT：Article XXI Security Exception,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
blications_e/ai17_e/gatt1994_art21_gatt47.pdf, last visited on August 16, 2018.
6
参见安佰生：
《WTO 安全例外条款分析》
，
《国际贸易问题》2013 年第 3 期。
7
See Analytical Index of the GATT：Article XXI Security Exception,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
blications_e/ai17_e/gatt1994_art21_gatt47.pdf, last visited on August 1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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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界定权”施加一定限制。8但同时，这一解释原则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其内涵的高度抽
象性与主观判断标准使得适用该原则进行解释变得困难，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至少在贸易壁垒新形态下，遵循善意原则解释“安全”与“紧急”，可以借助前述一般例
外的“必要性”的判断标准，从而最终认定某一项措施能否援引 GATS 安全例外条款。最后，
联系实践可以发现，影响贸易壁垒的新形态下各具体措施援引安全例外条款抗辩的关键因素
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
（1）网络攻击能否构成“战时”或“其他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2）
“网络安全”、
“信息安全”和“数据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是否属于“基本安全利益”的范畴？
针对第一个问题，网络攻击在事实上对他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当风险达到一定程
度时可以构成“战时”或“紧急情况”。而第二个问题实质上是对“基本安全利益”的界定， “安
全”从来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在互联网时代，从主权国家
的角度出发，“基本安全利益”应包括网络安全或数据安全。在对上述两个核心问题的分析基
础上，笔者尝试模拟代入贸易壁垒新形态下的具体措施，如互联网服务审查、网络安全审查、
数据本地化要求与限制数据跨境流动措施等，初步得出结论：虽然“网络安全”或“数据安全”
可以被一国界定为 GATS 第 14 条（b）款中的“基本安全利益”，但（iii）项适用的特殊条件
“战时”与“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严格限制了安全例外的适用，目前来看，仅有在爆发
“网络战”的情形下，可以为保护本国的数据或网络安全而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对来自境外，
尤其是对战国家的数字产品或服务的严格审查，禁止审查不合格的产品在境内使用，隔绝不
合格的数字服务等，或是禁止境内数据跨境传输至网络对战国家。至于和平时期的网络攻击
威胁，虽然大部分情况下属于远期的可能性冲突，但也不乏网络病毒感染等非战争危机，能
否适用安全例外条款在学界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但不论如何都应当警惕成员方以贸易
保护，扭曲竞争为目的，无限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范畴，将“安全例外”条款当作保护
伞的风险。

四、结语
当前，恰逢国际贸易规则重构之变局，在以“发展”为导向的 WTO 改革进程中，贸易
壁垒及其所折射出的价值冲突议题应是恒重点，盖因消除贸易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始终是
多边贸易合作努力的大方向。尤其是面对数字技术革命催生的引领国际贸易发展方向的新业
态——数字贸易，有必要发展国际合作，从双边、小多边的探索逐步回归到大多边层面的合
作治理，对影响数字贸易发展的壁垒问题要给予充分重视，从国际主义而非国家主义出发，
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平衡复杂的价值冲突，减少假借名目的非关税壁垒，同时为成员方合理的
数据和信息安全监管政策留下足够的空间。

8

参见冯寿波著：
《<WTO 协定>与条约解释——理论与实践》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39-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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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规则的发展及中国应对
摘 要：二十多年来未变的 WTO 规则沉疴已久，改革势在必行。美国、欧盟、日本三方已
发出七份联合声明，其中的国有企业条款指向中国的意图明显，随着相关条款的发展和完善，
其在未来全球贸易规则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影响力不断扩大。在此背景下，中国面临不容忽
视的挑战，我国应当积极有为地对国企条款进行研究，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进一步深化
国企改革，以助推我国国有企业在全球经贸中与国际接轨，提升我国在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中
的话语权。
本文首先梳理了国际贸易规则中涉及国有企业的条款，从 WTO 协定到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等国际贸易协定，再到 TPP 和 CPTPP、美加墨协定等美欧自
由贸易协定，按时间顺序纵向透视了国企条款的立法历程，粗线条地整理出国际贸易中的现
行国企条款内容。其次本文深入到规则本身，详细探讨了国企条款体系下涉及的“国有企业”
定义、非歧视和商业考虑规则、透明度规则、竞争中立规则、非商业支持规则等主要规则，
由此分析出西方国家通过扩大国有企业定义范围、细化非商业支持规则、提高透明度要求和
加强信息披露义务等试图重塑 WTO 框架中国企规则，对国企条款要求愈发严苛的趋势。紧
接着本文具体阐述了该趋势下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一是会冲击我国国际贸易投资市场，二
是会加速我国出口型国有企业对外转移步伐，三是将削弱我国参与全球贸易规则制定的话语
权。最后本文针对我国的困境，提出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双管齐下进行应对的观点：一方
面我国要从国际层面积极推动“国有企业”明确合理的定义，在国际贸易协定中尽快确立符
合我国国情的国有企业规则，并助力国有企业作为确立规则的主体参与政策制定；另一方面
我国要从国内层面上结合当前国有企业规则的国际发展趋势，通过构建商业类国有企业的制
度框架及其市场管理制度，规范当前国有企业补贴模式，消除国际社会对我国国有企业“公
私不分”的顾虑。
关键词： 国有企业；WTO 改革；中国应对；竞争中立；国企改革

随着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国际贸易摩擦的持续升级, 多边自由贸易体制机
制中的缺陷进一步暴露, 主要 WTO 成员对 WTO 进行必要改革已经形成初步共识。从改革
过程概况看，美国率先出场，中国系统表态，发展中国家频频发声；从具体内容上看，改革
进展涉及诸多领域，尤以发展中成员地位及特殊待遇与差别对待、电子商务多边规则、通报
1
义务履行、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程序等方面的磋商谈判最为引人注目。与此同时, 走向海外、
紧跟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中国企业日益增多, 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导下, 企业进行
海外投资、参与全球贸易的现象日渐频繁，中国国有企业以“公私混合”身份参与全球经济
竞争引发了激烈争议。
2017 年以来，美国与欧盟、日本先后发布了七份三方联合声明（2017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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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卢锋,李双双.《多边贸易体制应变求新: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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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10 日 、2018 年 5 月 31 日 、2018 年 9 月 25 日 、2019 年 1 月 9 日 、

2

3

4

5

6

20 年 5 月 23 日 和 2020 年 1 月 14 日 ）, 成为 WTO 改革的大力推动者，其中一项核心诉
7

8

求即针对现有的 WTO 内容，认为反补贴和强制性技术转让、发展中国家差别待遇等规则没
9
有得到很好的遵守，或者相关规定不合理，削弱了美欧日企业等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
美欧日在此项核心诉求中着重强调了国有企业问题，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 我们应当高度警
惕。

一、现行国际条约中的国有企业国际贸易规则
国际贸易协定中的国企条款由澳大利亚国内的竞争中立规则发展而来，旨在规范国际贸
易中国有企业借助政府力量进行不公平竞争的行为。其最初并不涉及他国，仅在一国国内适
用，
“出发点是政府的商业活动不得因其公共部门所有权地位而享有私营部门竞争者所不能
10
享有的竞争优势” ，核心是消除国有企业在跨国商业活动中获得的政府资源等外部支持因
素，弥补私营企业同等条件下难以公平竞争的缺陷，该规则后来逐步被广泛采用，调整范围
扩展至国际社会。
（一）WTO 协定
现有 WTO 协定没有针对国有企业的专门规则，
只有关于
“国营贸易企业”的规定。
《1947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47）第 17 条对“国营贸易企业”进行了阐述，《1994 年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1994）进一步规定“关于对第 17 条解释的谅解”。此外，关

2

USTR.Joint Statement by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at MC11.(2017-12-12)[2020-06-2
3].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7/december/joint-statement-united-states.
3
USTR.Joint Readout from Meet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in
Brussels.(2018-03-10)[2020-06-23].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march
/joint-readout-meeting-united-states.
4
USTR.Joint Statement on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2018-05-31)[2020-06-23].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may/join
t-statement-trilateral-meeting.
5
USTR.Joint Statement on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2018-09-25)[2020-06-23].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septemb
er/joint-statement-trilateral.
6
USTR.Joint Statement of the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2019-01-09)[2020-06-23].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
019/january/joint-statement-trilateral-meeting.
7
USTR.Joint Statement of the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2019-05-23)[2020-06-23].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9/may/join
t-statement-trilateral-meeting.
8
USTR.Joint Statement of the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
he European Union.(2020-01-14)[2020-06-23].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
2020/january/joint-statement-trilateral-meeting-trade-ministers-japan-united-states-and-european-union.
9
许宏强,张琦:《美欧日对 WTO 改革的核心诉求与中国的对策》.«国际贸易»2019 年第 2 期，第 18-23 页.
10
唐宜红,姚曦：
《竞争中立:国际市场新规则》.«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3 第 3 期，第 54-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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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总协定第 2 条第 4 款和关于第 11 条到第 14 条的注释和补充规定也涉及国营贸易企业问
题。归纳起来，WTO 要求缔约国的国营贸易企业只能从商业上的考虑出发进行经营决策，
11
遵循非歧视原则和透明度原则。 后来一些新加入 WTO 的成员，比如中国、俄罗斯、越南
和哈萨克斯坦，其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中广泛涉及国营贸易企业、非歧视待遇、政府采购
以及补贴问题，体现出国有企业纪律在多边贸易规则领域实质性增强。
（二）国际贸易协定
1994 年 1 月 1 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与 GATT 相比，该协定对国营贸易企
业的规定明显更加丰富。其第 15 章部分条款对国有企业问题有所涉及，譬如国有企业的定
义，再如缔约方在本国国有企业销售商品或服务时，应非歧视对待其他缔约方的企业等，但
这些条文多为宣示性规定，并未实质性认定违反规则的行为以及裁判规则。2004 年，美国
-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美新 FTA”）首次以较高的标准规定了国企条款。该协
定第 12 章设置了相关条款要求“增强国有企业透明度、禁止政府影响国有企业、政企合谋
12

。
以及其他反竞争行为，并且规定新加坡应该逐步消减国有企业数量等等”
（三）TPP 和 CPTPP

2015 年 10 月 5 日，包括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 12 个成员签
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首次将国有企业列为单独一章。该协定涉及成员国的
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意味着国企条款首次运用于综合性较强、
影响力广泛的国际多边贸易协定中。TPP 将国企条款发展到完备且成体系化的程度，于第
17 章主要规范了“适用范围、非歧视性待遇、商业考虑原则、管辖权、非商业援助、透明
度等” 6 个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国企条款的针对性和约束性大幅增强，主要体现在对
国有企业的界定进一步明确、严格限制国企条款适用例外情形、首创非商业援助规则、对国
有企业违反国企条款行为的认定提出了明确标准、规定国企条款适用争端解决机制并赋予其
13
执行力等方面。
2018 年 3 月 8 日, 在日本的主推下, 除美国外的原 TPP 协议 11 国在智利首都圣地亚
哥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 CPTPP 全文继承了 TPP 中关于
国有企业的规则，仍主要由适用范围、国企的义务、责任制度三大方面构成国企条款的体系，

11

何东霞:《全面理解世贸组织“国营贸易企业”条款》.«国际贸易问题»2003 年第 5 期，第 14-18 页.
杨秋波:《国企条款透视:特征、挑战与中国应对》.«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8 第 2 期，第
123-131 页.
13
杨秋波.同上论文,123-13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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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适用性，该协议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正式生效。
（四）美欧自由贸易协定
2018 年 10 月 1 日，美国宣布与墨西哥、加拿大达成《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USMCA 在 TPP 的框架
（USMCA)，并以此取代原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基础上，对国有企业规则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和发展，比如关于禁止性“非商业支持”
以及竞争中立规则的规定。除 USMCA 外, 美国现行生效的自贸协定均在竞争政策一章加入
14

了针对国有企业和政府企业的条款, 主要涉及非歧视、商业考虑、透明度规则等。

欧盟在与新加坡、加拿大、越南、哈萨克斯坦和日本的经济与贸易协定中开始将国有企
业问题单独加以规范。其中，与新加坡和加拿大的协定中关于国有企业问题的规定比较简单，
主要的义务还是体现在非歧视和商业考虑义务方面；而与越南、哈萨克斯坦和日本签订的协
定中，针对国有企业的规则受到 TPP 的较大影响，但总体来说与 TPP 的差异仍然较大。

二、国有企业国际贸易规则的内容及其不足
（一）国有企业国际贸易规则的内容
1. 国有企业的定义

现行 WTO 框架下， 仅有对“国营贸易企业”的定义， 即包括国家企业和被授予独占
15

权，或特殊的权利或特权的政府和非政府企业 ，其外围大于国有企业。美新 FTA 主要通过
定性的方式对国有企业进行界定，将美国的国有企业阐述为“政府通过所有者权益拥有或控
制的企业”，新加坡的则是“政府对其施加决定性影响的企业”。TPP 中的国有企业定义发
生了很大变化，指主要从事商业活动且同时满足下述三种条件之一的企业：
（1）政府直接
拥有 50%以上的股权；
（2）政府通过所有者权益行使 50%以上的投票权；
（3）政府拥有董
事会或其他类似管理机构大多数成员的任命权。USMCA 则在 TPP 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国
有企业的概念，明确规定其为主要从事商业活动且同时满足下述四种条件之一的企业：
（1）

14

刘明:《对 2017 年以来美欧日三方贸易部长联合声明的分析》.«国家治理»2019 年第 21 期，第 13-25 页.
朱丽佳：
《TPP 国有企业规则分析》.《苏州大学》,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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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直接或间接拥有 50%以上的股权；
（2）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所有者权益行使 50%以
上的投票权；（3）政府拥有董事会或其他类似管理机构大多数成员的任命权；
（4）政府通
过任何其他所有者权益，包括少数股东权益，拥有对企业的控制权，比如可以决定或指示影
16
响企业重大事项的决策权。 概括来说，USMCA 通过股权、投票权、任命权或决策权四种
形式，对“国有企业”作出了宽泛的定义。
2. 非歧视和商业考虑规则
非歧视规则包括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两个方面，即国有企业给予其他成员（产品、服
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低于给予本国或第三国（产品、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商
业考虑则是指国有企业的商业行为应当与相关商业或产业中的私营企业的通常商业行为相
17
一致。
WTO 框架下针对国营贸易企业的规定，这两个规则已然存在，但仅适用于货物贸易；
入世议定书中有规定适用于货物和服务，甚至涉及外商投资企业，这是适用范围涵盖投资的
雏形；在 CPTPP 和 USMCA 协定中，两个规则扩展适用到货物、服务贸易，并涵盖投资，
这种拓展在欧盟近期的经济与贸易协定中也有所体现。GATT1994 中，商业考虑被视为违
反非歧视义务的一个抗辩理由，而在欧盟与越南、哈萨克斯坦和日本新近签署的经济与贸易
协定，
以及 CPTPP 和 USMCA 协定中，非歧视和商业考虑义务呈现出相互独立的并列状态，
反映出规则日益趋同的走势。
3. 透明度规则
早在 GATT1994 第 17 条第 4 款中，国营贸易企业进出口的产品信息就被要求进行披
露，
“关于对第 17 条解释的谅解”虽然细化出对受影响产品的描述、国营贸易企业的设立
原因和功能、国营贸易企业享受特权的法律依据等内容，但总体来说披露范围比较窄。CPTPP
和 USMCA 协定提出了比 WTO 更严格的要求，其规定国有企业的披露义务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一是主动披露，即协议生效 6 个月各缔约方主动披露国有企业清单，并进行年度更新；
二是应请求披露影响贸易或投资的行为，披露内容涉及股权、人事安排、经营情况和财务状
况等，如政府及国有企业持有的股份比例，对持有的特殊股票或投票权说明，在国有企业任
职的政府官员的职务，过去 3 年的年度收入及总资产，依法从中受益的例外或豁免，年度
18

19

报表及第三方审计报告等信息 ；三是应请求披露非商业支持与股权注资的情况 ，包括非

16

管健：《WTO 改革综述之三:非市场经济新规则》.(2020-04-14)[2020-06-23].https://mp.weixin.qq.com/s/t
wIt4L2Ar9FGZ7_DnaB0NA.
17
管健:《美墨加协定（五）国有企业国际经贸规则研究》.(2020-02-02)[2020-06-23].https://mp.weixin.qq.
com/s/yyKSESfPNGAt5XnvC_cheg.
18
田丰:《国有企业相关国际规则:调整、影响与应对》.«国际经济合作»2016 年第 5 期，第 4-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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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支持的形式和影响、政府机构、支持的金额、时限、法律依据等，对于这一类政策或项
目信息，披露应当充分具体，以使要求获取相关信息的缔约方理解对应的政策或项目运作，
20
并能由此评估其对贸易投资的影响或潜在影响。 在该背景下，透明度规则披露框架更为系
统全面，包括主动披露和应请求披露；披露内容更为具体明确，涉及影响投资贸易的行为和
非商业支持、股权注资的情况。
4. 竞争中立规则
国企条款源于竞争中立规则，而竞争中立规则源于澳大利亚要求创造条件以使国有企业
与私营企业享有平等待遇的国内法，故竞争中立规则的宗旨是维持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
的公平竞争环境。至于如何维持这样一种环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 2012 年
出版的
《竞争中立：维持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做了相当具有代表性的研究，
该报告提出了八点建议：（1）国有企业的公司化程度、商业活动和非商业活动的分离程度
要合理；（2）对国有企业的成本核算要坚持高标准的透明度和披露；（3）在商业和竞争环
境中经营的国有企业要获得与同类可比商业的投资回报率；（4）当国有企业履行公共政策
职能时，应确保给予充分透明和可计量的补偿；（5）应当给予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平等或
相对平等的税收待遇税；
（6）国有企业应在与私营企业尽可能相同的监管环境中经营；
（7）
国有企业应遵守金融市场的规则，以与私营企业同等的条件获得融资；（8）政府采购的政
21

策和程序应体现竞争、非歧视和透明的原则，不应给国有企业不正当的竞争优势。

尽管经合组织拟出了较为详尽的建议，但在目前的 USMCA 和 CPTPP 中，竞争中立规
则均仅被概括性提及，且重点在于监管中立。USMCA 第 22.11 条要求缔约方应当同意分享
包括竞争中立规则在内的以确保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最优做法的信息；
USMCA 第 22.5 条第 2 款和 CPTPP 第 17.5 条第 2 款则约定“每一缔约方应当确保缔约方
设立或维持的监管国有企业的任何行政机构，以公正的方式对由其监管的企业，包括非国有
企业，行使监管裁量权。”而欧盟与越南、哈萨克斯坦和日本的经济与贸易协定中也设置了
国有企业监管中立条款：“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管的机构必须在法律上区分于和职能上独立于
国有企业，并且不得对国有企业负有责任，以及在类似情况下作做出平的行为”
。由此可见，
竞争中立规则看似在国有企业条款体系中具有起源式的重要地位，实则尚未系统发展成一个
具有约束性的独立国际规则。

19

郝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的深刻变革》.«宏观经济管理»2019 第 11 期，第 85-90 页.
韩立余:《TPP 国有企业规则及其影响》.«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 年第 1 期，第 83-87 页.
2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竞争中立:维持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年。
第 1-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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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商业支持规则
非商业支持规则最初出现在 TPP 协定中，基本定义是凭借国有企业的政府所有权或控
制而给予国有企业的支持。协定第 17 章规定这种支持是“帮助”对“另一缔约方的利益造
成不利影响”或者“对另一缔约方的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并在该章第 7 款、第 8 款分别
对“不利影响”和“损害”等进行解释，明确了非商业支持造成不利影响的行为和缔约方国
有企业违反规则的行为的认定标准。该规则在 CPTPP 中得以继承，USMCA 又对其予以更
新和发展，将支持对象限定为特定企业，还增加了关于禁止性“非商业支持”的规定，即禁
止给生产和销售货物（除电力）的国有企业提供服务以外的下列商业支持：（1）一个国营
或国有企业给信用不佳的的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或贷款担保；（2）一缔约方或该缔约方的国
营或国有企业，给一个破产或处于破产边缘并且在合理时间内无可信的重组计划的国有企业
提供非商业支持；（3）一缔约方或该缔约方的国营或国有企业，以与私营投资者通常做法
22

不符的方式，将一个国有企业的债务转为股份。

虽然该规则体现出很多反补贴规则的内容，但相较之下，非商业支持规则有自身的一些
显著特点：第一，非商业支持直接绕过反补贴规则中对于如何认定公共机构的争议，明确界
定规制主体不仅包括缔约国，还包括缔约国所有或控制的国有企业；第二，非商业支持不要
求被支持方实际利益的获得，而仅对行为形式加以界定，包括仅对国有企业提供的支持、主
要由国有企业使用的支持、国有企业获得的数额巨大的支持、通过裁量权偏袒国有企业的支
23
持； 第三，非商业支持的范围不仅涉及货物贸易，而且包括服务贸易、涵盖投资；第四，
目前的非商业支持并没有关于发起行政调查程序的约定，只能通过争端解决的方式进行救济，
而 WTO 反补贴规则实行双轨制救济手段，既可以诉请 WTO 争端解决方式，也可以发起反
补贴调查。
6. 其他规则
其他规则之一为实体性规则。具体包括如美新 FTA 涉及的不得影响国有企业商业决定
的规定；GATT1994 中不得要求或鼓励国有企业违反协定的规定；欧日经贸协定等关于提
升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规定；TPP 和 USMCA 关于民事诉讼司法管辖权的规定等。
其他规则之二为豁免和例外规则。此类规则可以分三类：一是主体的豁免，包括（1）

22

管健:《WTO 改革综述之三:非市场经济新规则》.
刘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国有企业章节的中国应对》.«东方法学»2016 年第 5 期，第 55-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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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 3 个连续的财务年度中的任何一年, 自商业活动获得的年度收入低于 TPP 协定下 2 亿
美元特别提款权或者 USMCA 协定下 1.75 亿美元特别提款权的规模以下企业；
（2）主权财
富基金、独立的养老基金等特定类别的国有企业；
（3）缔约方或成员通过附件的方式提出
的地方国有企业。二是适用范围的豁免，包括（1）国有企业的非商业活动；
（2）政府采购
活动；
（3）行使政府职权的活动；（4）解决金融机构或主要从事金融服务的企业破产或失
败问题的活动；
（5）缔约方保留的不符措施。三是例外情形，包括（1）经济紧急状况；
（2）
非歧视和商业考虑义务不适用于国有企业根据政府授权所提供的满足特定条件的金融服务。
通过此项豁免和例外规则，国有企业规则创设的义务被限缩，可以更好地满足各缔约方的不
同要求。
（二）国有企业国际贸易规则的不足
整体看来，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下国有企业规则纳入了世界各国对公平竞争的共同诉求，
并有将竞争中立作为核心标准予以普遍化的良好趋势，但与此相对应，规则体系也存在着不
可忽视的不足，最显著的问题即定义的模糊和规则的零散，此不仅导致各国间争议频发，而
且大大降低了对国有企业的约束力。
以国有企业的定义为例，GATT 第 17 条是 WTO 迄今为止的唯一直接规定。其以“国
营贸易企业”为着眼点，被拟之时各国就无法对其内涵达成共识，同时也未作出商业考虑、
非歧视待遇的具体规定，使得该条款本身存在界定不清的固有限制，而实体义务规范不到位
的漏洞则进一步阻碍了其在实践中的有效执行。2002 年美国诉加拿大的“小麦案”系涉及
本条款的典型争议案件。本案中，美国针对加拿大小麦出口的国营贸易企业——加拿大小麦
局（CWB）提起申诉，认为加拿大政府赋予该企业某些专有权和特权违反了 GATT 第 17
条的规定。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认为“不能仅因为国营贸易企业使用了其所享有的特权就认定
其没有按商业考虑进行经营”，
“美国也没有提出充分、有说服力的事实证据证明 CWB 未按
商业考虑运营”，美国的主张最终未得到支持。尽管专家组报告和上诉机构报告在本案中对
GATT 第 17 条的解释和澄清具有重要意义，但他们既未裁定“非歧视的一般原则”是否要
求成员采取积极措施来确保国营贸易企业遵守该义务，也未对“非歧视的一般原则”和“商
业考虑”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重要问题上作出分析，因此实际上是对条款进行了狭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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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推测，GATT 第 17 条依然是日后争端焦点问题。

24

除了定义模糊，国有企业规则的过于零散也是当前 WTO 框架下显而易见的缺陷。由于
WTO 始终坚持“协商一致”基本决策原则，这意味着任何一个成员均有“一票否决权”，
25

往往导致在纷繁复杂的议题谈判上效率低下。 现行国有企业规则大多分散于其他国际贸易
协定中，毫无疑问，这种不成系统的协议框架会导致全球贸易缺乏统一的标准，极易引发经
26
贸大国间的争议， 故而难以形成对国有企业的有效约束。

三、中国面临的制度挑战
显然，当前欧美国家正绕过世界贸易组织，率先通过区域贸易协定推行新型国有企业规
则。表面上看，我国未加入诸如 TPP 等纳入国企条款的国际贸易协定, 因而其难以对我国产
生实质影响。但实际上，随着国企条款在国际贸易规则中的不断推进，我国已然面临巨大的
挑战。
首先，该问题研究的关键不是去探讨新型国有企业规则能否对我国产生直接约束力，而
是这些规则是否具有示范性、引领性，从而被接受成为 WTO 改革的重要参考依据, 使此次
改革的最终框架发生重大变化，进而对我国产生间接影响的可能性。不难看出，这些规则构
建出 WTO 以外的一套体系，条约网络的分散和混乱使得 WTO 对于全球贸易治理的中心地
位弱化，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愈发难以通过一个单一的多边论坛解决需要大规模合作的问
27
题，最终将导致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被边缘化。
其次，美欧等强国也都是国有化与私有化并存的经济结构，但与我国相比存在着显而易
见的差异。从行业范围看，西方世界数次国有化浪潮往往起于大萧条、大危机、世界大战等，
由政府发起以顺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需要，国有企业集中在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国家安
28
全、国家战略相关的行业，竞争性行业则以私营企业为主； 中国国有企业则不然，为了更
好地巩固国家经济稳定和壮大国家发展竞争力，我国国企参与领域甚广，在诸多行业都具有
极强的话语权，对我国经济起全面主导作用。从企业规模看，西方国企比重远低于发展中国
家：1984 年一项针对 70 多个实行混合经济的国家的调查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公共部门的
年度投资额占全国总投资的 27%，且这一比重还在增长之中，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

24 段平刚:《WTO

加拿大小麦出口和进口谷物处理措施案法律问题分析》.«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0 年第 6 期共 29 期，第 125-128 页.

25姜跃春,张玉环:《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与多边贸易体系前景》

.«太平洋学报»2020 年第 4 期共 28 期，第

8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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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Wu.The China Inc Challenge to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57,
No.2, 201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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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投资额平均不超过全国总投资的 11%。 应当看到，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西方国企
29

日渐式微，衰退之势难以挽回，其规模、比重也呈直线下降之态，几乎可以说其少量存在的
国企是为私企拾遗补缺；而我国国企长期以来在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经济发展
贡献巨大，市场地位也远超势单力薄的西方国企，即使随着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不断推进，
未来国有经济比重会持续下降，但就目前来看，相较美欧等经济大国，WTO 国企条款严苛
性的增强明显会对我国产生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最后，中国即使不加入相关国际贸易协定，也可能被迫采纳协定中的相关规则，因为协
定成员国很有可能会将相关要求内化为国内法律规定，并在以后与非成员国的交往中也采用
30
协定框架下的内容。 而区域贸易协定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更会不可避免
地增加成员国之间的贸易, 排除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 从而间接缩减我国对外贸易
的规模。
笔者认为，中国不加入相关国际贸易协定仍不免受到规则领域的新情势和投资环境的影
响；如若加入，那么标准趋高趋严的国有企业国际贸易规则就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具体而
言，国有企业新规则可能主要会对我国产生以下消极影响。
（一）冲击我国国际贸易投资市场
对于中国来说，国有企业新规则最大的挑战可能来源于非商业支持规则。在该制度框架
下，其他缔约方对于中国出口的货物，可以不用再审查提供财政资助的主体是否是公共机构，
而一旦接受资助企业的货物或服务在其他缔约方的市场发生绝对或重大变化，就可能被认定
为损害投资所在国的国内产业。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对外投资中国有企业一直占据重要份
额，因此政府对企业的资金或股权支持都是极为普遍的存在。例如，当下中国政府正在大力
扶持服务行业，国务院于 2015 年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
“打造一批主业突出、竞争力强的大型跨国服务业企业，充分利用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等政
策，加大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支持力度，进一步优化资金安排结构，突出政策支持重点，完善
和创新支持方式，引导更多社会资金加大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支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改善
公共服务。结合全面实施‘营改增’改革，对服务出口实行零税率或免税，鼓励扩大服务出
口”
。新型国有企业规则语境下，非商业支持的范围宽泛，中国政府划拨专项资金、加大扶
持力度的行为很容易被认定为存在非商业支持。除此之外，欧美新区域贸易协定的竞争中立
规则确立了国有企业“公平竞争”的行为规范，本质上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商业化塑造；同时，
透明度规则对国有企业的披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披露内容包括所有权、控制权等重要信息，
适用范围在实践中很可能延伸到国有企业准入阶段。这对于目前在融资、行业垄断方面享有
很大优势的中国国企来说，均为不利因素。
综合来看，新型国有企业规则的高要求对我国而言属于竞争劣势。若中国国企有在成员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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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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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境内进行投资或者经营的计划，则必须遵守其关于国有企业的规定，跨境投资的门槛设定
很容易导致投资失败，市场经营的限制要求很容易造成对海外子公司控制权的丧失，这样我
国无疑面临着国有企业被限制海外发展、国际贸易投资市场遭受极大冲击的风险。
（二）加速出口型国有企业对外转移步伐
如前所述，国企条款的高门槛和高标准会成为我国加入一些国际贸易协定和扩大海外投
资版图的障碍，这将直接加大我国出口压力，并因此产生外贸转移效应，加速出口型加工制
造企业对外转移步伐。一方面，协定成员国之间依靠关税优惠等政策，譬如 TPP 成员间关
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拆除，交易成本大大降低，非成员国之间则仍然承受着较高的贸易成本，
我国作为非成员国，原先的市场份额很可能被其他成员国占领；另一方面，CPTPP、USMCA
协定中的原产地标准等相关规则鼓励区域内国家的企业更多使用区域内的原材料和中间产
品，成员国间的贸易往来和经济融合日益频繁，区域外国家则被排除在超大型自贸区之外。
在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要素匮乏的情况下，国内出口型企业面临两头挤压，在国
际市场上的竞争难度进一步增加。为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维持对外贸易规模，提升国际市
场的参与程度，某些出口型加工制造企业可能会加速从国内向外迁移产业和产能的步伐，以
31
主动应对我国位列区域贸易协定之外的宏观环境障碍。
（三）削弱我国参与全球贸易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在经济建设、国际影响力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我国仍
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相比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国有企业仍然需要借助政府
支持等手段以深度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发展国民经济，我国依然深受美国等经济强国的影响，
对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的掌握程度较弱。早在 USMCA 中，美国就针对所谓“非市场经济”
国家设置“毒丸”条款，即美加墨三方中任何一方与非市场化国家达成自贸协定，另外两方
可将其踢出北美自贸协定，且在墨西哥投资的外国国有企业投资者无权援引投资争端解决程
序寻求救济，其孤立并分割中国经贸网络、剥夺中国国有企业诉诸争端解决机制权利的意图
可见一斑。为了遏制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的迅猛发展，美欧日这些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在
此次 WTO 改革中无疑会在诸多议题上有更多类似的共同诉求，其达成协议的速度很可能快
于预期，甚至在 WTO 之外自成一体，
而中国坚决不同意可能会成为阻碍改革的
“众矢之的”
，
32
或者“被迫接受对中国不利的条款” 。美欧日这种变相逐出我国的做法不仅将中国在国际
贸易与投资规则制定的过程中排除在外，而且其对相关规则的主导会使中国国有企业难以进
33)
入缔约国市场，进一步增加中国参与自由贸易谈判的难度， 削弱我国参与未来全球贸易
规则制定的话语权，致使我国在新一代贸易规则制定中处于更为被动的位置。

四、中国的应对策略
究中国国有企业当前内外交困之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国企的经营行为被认可度较低，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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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面临垄断质疑，对外有反倾销、反补贴之嫌。2019 年上海进博会开幕之际，欧盟驻华
代表团发布新闻稿声称，“中国存在承诺疲劳的风险，欧盟敦促中国表现出更大的雄心和真
正的努力，以实现再平衡和公平竞争”
，直接指出中国存在的国有企业补贴等问题；而严苛
的国有企业规则在主要发达国家备受推崇，也间接反映了外国对中国国有企业市场行为合法
34
性的广泛担忧。 因此，我国的当务之急应是双管齐下，一从国际层面坚持多边贸易体制，
推动改革进程，积极参与国有企业规则的制定；二则从国内层面继续深化国企改革，通过完
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落实相关实践内容来消除国际社会的顾虑。
（一）国际层面
1. 合理定义“国有”内涵
国有企业规则一路发展以来，“国有企业”已被宽泛地定义为股权、投票权、任命权或
决策权四种形式。实际上，国际社会对国有企业的概念界定并不统一，美新 FTA 到 TPP 再
到美加墨协定对其定义的扩张明显延伸了国有企业的边界，有可能将国家行使政府职能与从
事商业活动混为一谈，进而影响企业权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
中将国有企业界定为国家通过全部、多数或重要少数所有权而对其实施重要控制的企业，核
心即“因所有权而控制”
。 这种意义上的控制与经营权意义上的控制区分开来，类似于《物
权法》上对物之所有的概念，突出了政府基于所有权益控制企业的特点，既符合“国有企业”
之“有”的最基本含义，又明确了定义国有企业的统一标准，避免与政府以监管者身份行使
管制权的情况相混淆。
若要获得对中国最有利的谈判结果，中国应坚持非歧视和平等互利原则，积极推动国有
企业合理和准确的定义，或可借鉴经合组织的做法，将国有企业的定义尽可能限制在较小的
范围内，以股权和控制权为标准，即仅以出资为唯一标准来界定企业身份，而不应将企业管
理的人事任免和重大事项决策权作为重要或唯一的考虑因素，否则所有设党委或党支部的企
业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国有企业。
2. 明确区分“企业”性质
国际社会除了对国有企业的定义难以达成共识，对国有企业性质的认定也大相径庭。笔
者以为，国有企业之所以称为“企业”
，首先或应推定其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并享有市
场主体地位从事商业活动，但鉴于其“国有”的特殊身份，不排除其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履
行政府职能，故有必要按其所承担的职责对国有企业加以区分。
在立陶宛，国有企业被分成三类，一是寻求增加企业价值的国有企业，二是寻求战略利
益的国有企业，三是寻求社会和政治目标而非商业目标的国有企业。挪威和芬兰则将之分为
仅拥有商业目标而没有战略利益的商业国有企业、有战略利益的商业国有企业以及具有特殊
35
任务和目标的国有企业。智利、葡萄牙和瑞士也存在着类似的分类， 核心要素均在于判断
企业的商业活动是否具有市场性本质。这种做法较为明确地区分了国有企业的营利性行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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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14 页.
35
OECD.State-Owned Enterprise Governance: A Stocktaking of Government Rationales for Enterprise
Ownership[M].OECD Publishing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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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行政及对社会管理的职能行为，多国的实践业已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说明此分类具
有较强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据我国 2015 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以及国
资委、财政部和发改委随后发布的《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国企被分
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尽管该分类在表述上与前述三大分类颇为相似，但实际所含的具体类型
并无法在企业的商业经济行为与政府行政职能之间准确区分。倘若继续按此政策推行国有企
业改革，恐难扭转我国目前在国际贸易中频受挤压的局面。以“中国诉美国双反措施案”为
例，在《补贴与反补贴协定》对公共机构未给出明确定义的情况下，美国不考虑商事主体实
际行为，直接一刀切地将中国工商银行认定为公共机构，将银行发放的贷款视为公共机构提
供财政资助，从而对我国施以反补贴措施。尽管该裁决最终被上诉机构推翻，但美国之所以
能提出类似主张而置我国于不利地位，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确实缺乏对国内外环
境新变化的准确研判，以致国企身份模糊，其市场经济行为难以令西方发达国家信服。建议
36
借鉴上述三大分类方法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公益类和国家安全类， 如此既能解决政府
与企业的关系问题，也能明确商业类国有企业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
3. 加快参与国有规则制定进程
对于国有规则制定内容，如前所述，首先需要一个明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国有企业”
定义，
以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设置的条款壁垒。在当前自由贸易协定风起云涌之际，
中国应当加快在现有多边协定中谈判的步伐，争取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在由我国主导的自
由贸易协定中尽可能确立较为温和的、适合中国国企的国有企业规则方案，维护我国企业的
37
利益。 就目前谈判进程看，三分之二成员均为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最受关注。该协定因主要参与国主体身份的特殊性而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消除
关税壁垒上，未对国企竞争公平问题进行主要讨论。我国可以积极推动国有企业规则在该协
定中的应用，与其他众多发展中国家共同界定一个更向中国模式倾斜的“国有企业”概念，
38
并明确其若按三种类型进行区分，最主要的类别仍是完全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追求商业
价值的国有企业，尽管政府位列股东，但实际与其他投资者投资设立的企业一样遵循平等、
公平、公正等市场经济原则。至于其他两类，仅为特殊情况下对第一类企业的补充，且实践
中会严格区分，避免混同。以此为基础，在未来我国参与的多边贸易协定中，还可借鉴马来
西亚、越南等国有比重高的国家制定配套的“负面清单”
，通过排除特定行业、特定地区、
特定民族、特定实体等例外条款，以及逐步转让和加设过渡期的方式减少欧美范式国企条款
对我国的冲击，加大主动权，降低我国未来开辟新的国际贸易市场的损失和风险。
对于国有规则制定主体，规则规制的对象本身——国有企业或许也可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国际法层面，一个重要发展便是跨国公司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由于通过国家作为跨国公司
代理人的参与方式很难将公司的主张真实完整地加以表达，故公司游说团体利用多元的渠道
39
和手段，在许多国际论坛上竭力推行有利于商业企业的政策。 跨国国有企业作为在国际上

36

韩立余:《国际法视野下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法学»2019 年第 6 期，第 161-183 页.
王金波:《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应对》.«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118-128 页.
38
田野:《国际经贸规则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 年第 23 期，第 74-83 页.
39
马忠法,胡玲:《论跨国公司投资环境责任的国际法规制》.«海峡法学»2020 年第 1 期共 22 期，第 47-55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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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主体，同样可在新一轮 WTO 体系的重塑中发挥类似的作用。我国应充分
利用各种国际场合搭建规则平台, 推进中国版的国有企业规则。一方面，国家要协助国有企
业参与国企条款的设置，灵活将中国版国有企业规则纳入到中国的贸易投资协定中。例如,
“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国有企业是积极参与沿线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的主力，中国与沿
线国家签订或更新自由贸易区协定时就应主动就国有企业规则的内涵及判断标准达成共识；
在与欧美西方国家谈判贸易或投资协定时，要加入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身份认定标准等内容。
另一方面, 鉴于 WTO“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国有企业新规则因中美存在根本分歧而实
际推行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我们应当看到各成员国之间仍然有不小的谈判空间，中国要应抓
住各方国情存在差异、认识尚有分歧、规则仍未成形之机，鼓励国有企业核心人员积极参与
相关规则的研究工作和指南制定，提出反映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和正当利益的新
40

型国有企业规则。 否则，若其主要由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主导,西方集体针对中国国有企
业“立规则”的情形自然难以避免。
（二）国内层面
1. 引入国有企业“竞争中立”等规则
国有企业新规则虽然是主要发达经济体排斥中国企业、制约我国海外市场竞争的武器，
但不失有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促成国有企业回归企业本质的合理成份。坚决反对某些恶意打
击我国国有企业的规则之余，中国可以接受一些与中国国有企业市场经济行为相一致的条款，
并在我国国内制度的构建中赋予其立法层面上的严格意义。
一是竞争中立规则。2018 年 G30 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提出：
“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中国尚无直接规定竞争中立规则的法律法规，
但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愿意践行竞争中性原则的承诺显示了我国推动国有企业公平竞争的
决心和相关规则立法化的可能性。目前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都以规范
市场竞争为宗旨，但对国有企业不具有针对性的约束力，倘若对两部法律加以修改确立竞争
中立规则，想必会在国际社会引发更多的共鸣、获得更多的认可。
二是透明度规则。当前，TPP、USMCA 都以相当高的标准要求公开披露所有权和权益、
经营的市场和市场份额、与政府的关系及政府所给与的补贴和优惠、与关联方的重要交易以

页.
40
刘雪红:《国有企业的商业化塑造——由欧美新区域贸易协定竞争中立规则引发的思考》.«法商研究»201
9 年第 2 期共 36 期，第 170-1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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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及重大风险因素等 ，而中国《公司法》和《证券法》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仅适用于上市公
司，国资委印发的《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信息公开实施办法》中要求披露的信息
也仅侧重于生产经营整体情况、业绩考核等信息。在国企经营状况、股权分布透明度问题一
直饱受国内外诟病的情况下，我们或有必要借鉴全球贸易规则发展的要求，结合中国实际情
况，逐步公开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与此同时，一方面建立信息公开机制，通过国有
企业官网等多种公开渠道披露政府持股比例、政府人员担任董事、监事、高管的情况以及政
府是否实际控制企业的信息；另一方面，应加强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保证公司工商
信息变更、财务报告实质性调整的及时更新。对此，中国可优先以上海自贸区作为试验点建
42
立国企信息披露制度，并观察实际效果以视情况逐步推广实施。
2. 建立现代国有企业管理制度
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长期目标，其重点是从内部强化公司
治理机制，即以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为要素，在人员配置上严格遵循公司法进
行任免，进而在对国有企业管理过程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来运营。
值得一提的是，在基本消除了行业主管部门设立和经营国有企业而代之以国有资产监管
部门管理后，我国分级持股经营的条件基本成熟。在对国有企业进行商业类、公益类和国家
安全类三大分类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改革可以依据对应的分类对国有企业进行层级界分。层
级高即政府直接投资的，公共政策性强，性质上更倾向于政府企业；层级低即国有企业再投
资的，市场自主性强，性质上更倾向于私有企业。具体而言，国家安全类国有企业属于政治
层面、公法意义上的机构；公益类国有企业属于中间层的投资运营公司，作为国有独资公司
在国家授权范围内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是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平台，不从事具体生
产经营活动，对所投资企业行使股东职责，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商业类国有企业即
从事商品生产和服务提供的市场主体，独立经营管理, 以营利为目的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而
43

与履行政府的职能行为等无关。

就此种层次结构的划分来看，商业类国有企业本就在市场中与其他类型的市场主体直接
竞争，其公司治理与一般私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没有本质区别，我国需要明确的是这一层级中
国有资本所发挥的作用，从制度体系到实践操作上真正实现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由管企业向管
44
资本的转变，助推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塑造和良性发展。 优良的现代国有企业管理制度能够
营造良好公平的竞争环境，国有企业的竞争意识会相应提高，驱动各企业依靠自己的管理和
技术、产品以及服务进行创新性生产经营，有利于市场遵循规律运行和获得长远发展；借此
机会，我国还能更快地塑造“市场经济”话语体系，以游刃有余地面对国企条款新规则，并
敦促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尽早承认中国商业类国有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
3. 规范现行国有企业补贴模式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一直是全球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重灾国。

41

江如如:《TPP 中的国有企业相关条款及中国对策》.《商》
，2016 年第 18 期，第 238-239 页.
孙岳:《自由贸易协定竞争中立规则对国企的规制及中国对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20.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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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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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对华反倾销的广泛扩散，对华反补贴调查的发起国较为集中，主要是美国、加拿大等
发达成员。美国通过国内法的扩大解释，多次将中国国有企业认定为公共机构，由此发起高
45

频反补贴调查 ，中国国有企业以“公私不分”身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能否确保公平竞争的
问题甚至构成 2018 年中美贸易战的焦点。据统计，1995 年至今，全球对我国共发起 1463
例反倾销调查和 182 例反补贴调查， 对华“双反”调查愈演愈烈，中国产品饱受“双重救
46

47

济”的困扰。

中国加入 WTO 议定书第 15 条和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中关于反倾销和反补
贴的规定并非专门针对国有企业，而是适用于所有企业。但在由美欧日主导的本轮 WTO 国
有企业规范方案中，与反补贴内容极为相似的非商业支持规则适用范围直接限缩为国有企业，
且在条款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意味着频频活跃于全球竞争平台的中国国有企业直接面
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间接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国有企业普遍作为补贴受益者的强烈
不满。因此规范现行国有企业补贴模式势在必行。对此我国应首先完善现行补贴模式的制度
框架，通过在《反不正当竞争法》、
《反垄断法》或者其他单行法中明确规定政府补贴的授予
程序和标准，逐步取消对国企的不当优惠政策，本着竞争中立的原则提高政府补贴的透明度
48
，鞭策国有企业回归商业实体的本质；此外还应从制度细节上规范补贴授予的主体，如前
文所述以是否承担政府职能为标准区分出国有企业的三大类型，参考欧盟账户分立的做法分
49
别设立商业账户和公共服务账户 ，以防商业类国企通过交叉补贴等方式获得不正当的竞争
优势。

五、结语
WTO 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规则是中国与美欧日主要经济体之间的严重分歧，西方集
体利用区域经济合作协定不断细化国有企业的规制范围，推动新一轮国际贸易体系的构建，
意在强化其主导地位，打压、遏制中国发展。我国对其呈现出的不可逆趋势宜持开放态度，
客观看待国际贸易协定中国企条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主动研究国企条款和全球贸易协定新
规则的发展方向，对比发掘我国现有制度存在的不足并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寻求突破壁垒
的良策。国际层面上，我国应当积极推动“国有企业”明确合理的定义，在双边和区域贸易
协定中尽快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国有企业规则，并助力国有企业作为规则确立的主体参与政
策制定；国内层面上，我国需要结合当前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有企业规则的发展趋势，针对国
际社会的质疑构筑商业类国有企业的制度框架及其市场管理制度，规范当前国有企业补贴模
式。只有合理化国际国企规则体系和深化国内国企改革并驾齐驱，我国国有企业才能在未来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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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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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贸易中拥有更公平的竞争地位，享有更充分的话语权，中国才能真正落实“走出去”
战略，在国际化发展中始终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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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WTO rules, which have not changed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have been
criticized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reform is imperative.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have issued seven joint declarations，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clauses included in
which point to China clearly.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related clauses, the role
they play in the future global trade rules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their influence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In this context, China is facing challenge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The
country is supposed to study the term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for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further deepen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 as
to help the country'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tegrat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improving the right to spea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This article first sorted out the provi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involv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rom the WTO agreement to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the United States-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 and
then to the TPP and CPTPP, the US-Canada-Mexico Agreement and other US-EU free trade
agreements.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clauses was viewed longitudinally in
chronological order, and the content of current state-owned enterprise claus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was elaborated summarily. Secondly, this article went deep into the rules themselves.
discussed the defini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non-discrimination and business
consideration rules, transparency rules, competition neutrality rules, non-commercial support rules
and other major rules involved in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clause system in detail, and
concluded that Western countries attempted to reshape the rule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WTO framework by expanding the scope of the defini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efining
non-commercial support rules, increasing the requirement of transparency rules, and strengthen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bligations. Then, the article specifically explained on the huge challenges
China faced under this trend. Firstly, it will impact the country’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market. Secondly, it will accelerate the pace of export-oriente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oreign transfer in China. And thirdly, it will weaken China’s right of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trade
rule-making. Finally, this article aimed at China’s dilemma and proposed a dual-pronged approach
to cope with it from both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levels: On the one hand, China must
actively promote a clear and reasonable defini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and establish i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 as soon as possible;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must refer to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rend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rules, build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market
management system for commerci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standardize the current subsidy
model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rom the domestic level. Only in this way, it will be possible to
eliminat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worries about the “no distinc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tatu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Keywords: State-owned enterprise；WTO reform；China's response；Competitive neutrality；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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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多边化发展困境及路径探索
陈骞琦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63）

摘

要：随着多哈回合陷入僵局，WTO“协商一致”和“一揽子承诺”的多边谈判规则受到质疑，以议题为导向的

诸边贸易协定谈判为促进国际贸易规则的多边化发展带来曙光。本文对诸边贸易协定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对规制
诸边贸易谈判提出有关议题选择、成员选择及争端解决机制选择等方面的建议。
诸边贸易谈判的议题选择应限制在与贸易相关的议题范围内，并且随着全球供应链的发展，跨部门的谈判应当被纳
入考虑，以避免部门之间的规定不协调；诸边贸易协定的成员选择应当在搭便车效应和外溢效应之间进行平衡，核
心成员的参与非常重要，并且应当能够吸引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将诸边贸易协定纳入 WTO 协定附件 4 需要成
员协商一致决定，这一要求对于经济实力日益分化的 WTO 成员而言过高，可参考欧盟允许部分成员达成增强合作
协议的规定，将诸边贸易协定纳入附件 4 的协商一致要求放松至三分之二多数决，既可以防止对最惠国待遇原则的
侵蚀，同时能促使成员选择诸边模式进行谈判，降低成员通过达成区域贸易协定削弱世界贸易多边化的可能性；有
强制力的争端解决机制是成功的诸边贸易协定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通过 WTO 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因诸边贸易协定
引起的争端是很好的设想，但如今上诉机构陷入瘫痪，欧盟中国等成员牵头签订了《多方临时仲裁安排》
，这样一
个“类上诉机构”的成效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无论如何，一个长出牙齿的争端解决机构对于诸边贸易协定的多
边化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除了以上所述的诸边贸易协定，成员也可以考虑采用临界数量协定的形式推动贸易多边化发展，临界数量协定亦被
称为开放式诸边贸易协定，即无需全体成员的参与，但是建立在最惠国原则的基础上，惠及全体成员。临界数量协
定的优势在于议题选择更加灵活，能够在一些涉及投资、环境方面的议题上先行先试，另外，临界数量协定的生效
需要参与成员贸易量达到一定水平，因此其产生的外溢效应能抵消因最惠国待遇原则所带来的搭便车效应。
在多边贸易谈判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通过诸边贸易协定的方式进行谈判，是多边谈判的折衷路径选择，能够迂
回地实现国际贸易规则多边化的目标。此外我国应密切关注诸边贸易协定的制定，不仅应积极参与诸边贸易协定的
谈判，更应该积极牵头进行诸边协定谈判。
关键词：诸边贸易协定 临界数量协定 国际贸易规则制定

一、世界贸易多边化发展的困境
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过去国际贸易多边化发展的道路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
的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更大程度的撕裂，使得 WTO 成为了备受争议的组织。在国际规则的制定方面，一些发展中
国家认为 WTO 走得太远，迫使他们接受不符合其利益并超出其实施能力的协定，认为这超越了 WTO 的使命。然
而，发达国家却认为 WTO 的规则制定不够深入，希望将一揽子承诺覆盖到涉及如投资、、环境、劳工标准等领域。
1

此外，于 2001 年开始的多哈回合谈判也陷入僵局，多哈回合面临着谈判进程缓慢和议题狭窄的危机，目前为
止，多哈回合取得的成果包括《贸易便利化协定》、农业出口补贴纪律、
《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协议、以及修改
《TRIPS 协定》的议定书等。同时，随着全球供应链的发展，多哈回合的议题内容不足以满足产品制造国际化的发


陈骞琦：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1 Robert Z. Lawrence, “Rulemaking Amidst Growing Diversity: A Club-of Clubs Approach to WTO Reform and New Issue Selection”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9(4), p.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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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求。2学者们把多哈回合陷入僵局的原因指向其谈判原则：协商一致与一揽子承诺，认为这两个谈判原则使得
WTO 内的规则制定费时费力。3
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停止国家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脚步，相反，区域贸易协定蓬勃发展，WTO 将区域
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s）定义为两个或多个合作伙伴之间的互惠优惠贸易协议，构成一项最惠
国原则的例外，但需要得到 WTO 的授权，遵守一系列规则。迄今为止，WTO 官方统计累计达成的区域贸易协定达
到 711 个，其中已经生效的有 306 个。4区域贸易协定涉及的议题不仅广泛，而且越来越深入，这表明，WTO 成员
并非不愿意缔结贸易政策相关的协定，而是不愿意在 WTO 如此广泛的平台上做出承诺。5
虽然 WTO 有相关条款对区域贸易协定的达成进行约束，6但是区域贸易协定使调整国际贸易的规则趋向碎片化，
“意大利面条碗”效应不仅体现在自由贸易协定（FTAs）的“原产地规定”的条款中，更加反映了总体世界贸易规
则如碗中的意大利面一样剪不断，理还乱，对世界贸易多边化的发展进程造成巨大的冲击。7
早在 2004 年，彼得·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等学者就意识到了 WTO 规则制定中存在的问题，试图探索一
种“可变几何”
（variable geometry）模式，即有区别于一揽子承诺，由成员承担不同的义务，并建议重新考量采取
诸边协定模式的谈判。82018 年欧委会在公布的“WTO 现代化的欧盟建议”中，也建议在目前无法达成完全的多边
协商一致的领域中，积极推动诸边协定的谈判。9WTO 成员间的经济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导致建立在在协商一致和
一揽子承诺基础上的多边贸易谈判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在目前这种情势之下，WTO 体系下的诸边贸易谈判成为
我们为促进世界贸易多边化发展之目的首先应当考虑的出路。

二、诸边贸易协定的发展
（一）WTO 中的诸边贸易协定
诸边贸易协定的前身是东京回合的 9 份行为守则，10这些行为守则原本只约束签署方，经过乌拉圭回合的谈判，
诸多行为守则被纳入《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WTO 协定）中，成为约束 WTO 全体成员的多边协定，
而涉及政府采购、民用航空器贸易、国际奶制品、牛肉贸易的四项协定，未能在乌拉圭回合完成多边化谈判，因此
将其归为诸边贸易协定，被列于 WTO 协定附件 4 中，其中《国际奶制品协定》和《国际牛肉协定》效力于 1997
年终止，目前在 WTO 中仍然有效的诸边贸易协定包括《政府采购协定》和《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11
WTO 协定对该类诸边贸易协定法律效力、将诸边贸易协定纳入附件 4 及从附件 4 中删除作了规定。WTO 协定

2 谢珵：
《诸边贸易协定和 WTO 谈判的路径选择》
，
《国际经济法学刊》2019 年第 2 期。
3

龚柏华：
《论 WTO 规则现代化改革中的诸边模式》
，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9 年第 2 期。Michitaka Nakatomi, “Plurilateral Ag
reement: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DBI Working Paper 439, October 2013, p. 6.

4

载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region_e/region_e.htm#facts ，2020 年 10 月 9 日访问。

5

Bernard M. Hoekman& Petros C. Mavroidis, “WTO ‘à la carte’ or ‘menu du jour’? Assessing the Case for More Plurilateral Agre
ement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6 no. 2(2015), p. 320.

6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第 24 条及《服务与贸易总协定》
（GATS）第 5 条对区域贸易安排进行约束。

7

Michitaka Nakatomi, “Plurilateral Agreement: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DBI Working Paper 439,
October 2013, p. 6.

8

Peter Sutherland et al., Consultative board to the Director-General, The Future of the WTO: Addressing Institutional Challenges in t
he New Millennium (2004), pp. 65-66.

9
10

European Commission, WTO-EU'S Proposals on WTO modernization, Brussels, July 2018, WK 8329 /2018 INIT, p. 8.
包括补贴与反补贴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进口许可程序、政府采购、海关估价、反倾销、牛肉协议、国际奶制品协议、民用航空
器贸易协议。

11

钟英通：
《WTO 改革视角下的诸边协定及其功能定位》
，
《武大国际法评论》201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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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条第 3 款规定附件 4 的诸边贸易协定对于接受的成员，也属于本协定的一部分，对其有约束力，而对于未接受
的成员既不产生权利也不产生义务。WTO 协定第 10 条第 9 款规定部长级会议应一贸易协定参加者的请求，可决定
将贸易协定加入附件 4，但决定只能经协商一致作出。而部长级会议将诸边贸易协定从附件 4 中删除则没有协商一
致的要求。并且 WTO 协定对于诸边贸易协定的议题选择、成员加入条件、争端解决机制等问题没有作出详细的规
定，许多安排需要由诸边贸易协定自身进行规定。
（二）诸边贸易协定的特征及改革建议
1. 议题选择方面
采取诸边贸易协定的路径进行谈判，可以讨论的议题范围很广泛，同时又可以将谈判限缩在特定领域，吸引对
该领域有相关利益的成员进行谈判，相比起一揽子承诺的路径下，成员可能会为了交换利益而承担其他义务，诸边
贸易协定的模式能确保成员是基于自身利益而进行谈判，虽然此种俱乐部模式可能降低签订一揽子承诺的可能性，
但是从长远来看，成员基于其真实利益出发而签订协定，对于 WTO 及其成员而言都是更好的。12
根据议题是否已经被 WTO 体系所规制，有学者将议题分为已经为 WTO 规则所规制的事项（WTO+）
，典型如
关税减让，另一类是尚未被 WTO 规则所规制的事项（WTO-X）
，典型如劳工标准。13有学者认为诸边贸易协定的谈
判议题不应当与已经构成 WTO 一揽子承诺一部分的事项重合，也即认为议题只能是 WTO-X 事项，并且认为议题
应当限制在与贸易相关的议题上。14也有学者认为如果议题属于 WTO-X 事项，那么就不会涉及对最惠国待遇原则
的侵蚀，也不会导致国际贸易规则的碎片化，因此没有理由限制就 WTO-X 事项开展诸边贸易谈判。而除了 WTO-X
以外的事项都是与贸易相关的议题。其又将 WTO+的事项进行进一步的分类，将 WTO+事项分为涉及监管承诺与合
作的议题，以及涉及歧视性市场准入的议题。涉及歧视性市场准入的议题不仅会加速国际贸易规则的碎片化，还会
侵蚀最惠国待遇的基本原则，因此应当对此类议题的诸边贸易谈判进行限制，或通过 WTO 协定第 10 条规定的协商
一致的加入条件所剔除。而涉及监管承诺与合作的议题，比如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诸边贸易协定，虽然也具有歧视性，
但这种歧视更多是统一进程中呈现出来的副作用，而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空间让其他国家“搭便车”。15
虽然理论上的分析认为诸边贸易协定的议题选择可以十分广泛，但是并不是所有议题都能以诸边贸易协定的方
式进行谈判，一些成员担心诸边贸易协定的议题范围过于宽泛，发达国家成员会设置更高的标准，之后如乌拉圭回
合一样，使得它们不得不接受这些诸边贸易协定。16因此大多数观点认为，议题的选择应当限制在贸易相关的领域
内，只是随着全球供应链的发展，贸易与其他部门的划分越来越模糊，因此，未来跨部门的议题谈判也应当被纳入
考虑范围。
2、成员选择方面
诸边贸易协定允许部分成员针对特定的议题进行谈判，其在成员选择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但这并不意味着
诸边贸易协定是少数国家自娱自乐的俱乐部，诸边贸易协定的达成应当以多边化为目的，否则只会加剧成员间的分
歧。
本着促进贸易多边化发展的目的，诸边贸易协定的成员选择方面应当在防止搭便车行为和促进外溢效应
12

Robert Z. Lawrence, “ Rulemaking Amidst Growing Diversity: A Club-of Clubs Approach to WTO Reform and New Issue Selecti
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9(4), p. 834.

13

14

15

16

Henrik Horn, Petros C. Mavroidis and Andre´ Sapir, “Beyond the WTO? An Anatomy of EU and US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
nts”, The World Economy ,(2010), p. 1567.
Robert Z. Lawrence, “Rulemaking Amidst Growing Diversity: A Club-of Clubs Approach to WTO Reform and New Issue Selectio
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9(4), p. 826.
Bernard M. Hoekman& Petros C. Mavroidis, “WTO ‘à la carte’ or ‘menu du jour’? Assessing the Case for More Plurilateral Agr
eement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6 no. 2(2015), p. 339.
Robert Z. Lawrence, “Rulemaking Amidst Growing Diversity: A Club-of Clubs Approach to WTO Reform and New Issue Selectio
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9(4), p.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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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llover effects）之间进行平衡。成员诉诸诸边贸易谈判或区域贸易谈判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防止其他成员搭便车
的行为，也即成员不需履行相应的义务则可以享有权利，其是最惠国待遇原则适用的结果。但如果参加成员所占的
市场份额足够大，就能吸引非成员国加入协定或者单方面调整规则以适应更大的市场，最后达到多边化的效果。相
反，如果参与成员所占市场份额很小，则不会产生这样的外溢效应。17因此，核心成员的参与十分重要。
诸边贸易协定不仅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需要，同时也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如果不积极发展诸边贸易协定，
就会促使发达国家通过达成区域贸易协定的方式实现自身利益，此时，那些被大区域贸易协定排除的成员在全球经
济中的影响力很可能被削弱。18因此诸边贸易协定的谈判应当鼓励有共同利益诉求的发展中国家成员进行讨论，建
立谈判和实施监管的透明机制，此外，加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也很重要。针对最不发达国家，
还可以自动授权，给予他们非互惠的优惠政策，促进其发展的同时，也可以加大诸边贸易协定在 WTO 通过的可能。
19

3、协商一致原则
有观点将多哈回合僵局的根本原因指向协商一致的表决方式，导致谈判场所向其他平台转移。20也有观点认为
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协商一致至少在表面上体现出了成员平等的民主原则，体现了主权平等原则，也能缓和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实力不对等的情况。21在多边贸易谈判中，要求成员承担新协定的义务，以对其绝对主权进行限制，
因此需要每个成员都作出同意，这是多边贸易谈判的应有之义，而且是推动多边谈判进程唯一现实的路径。22
而目前成员无法在多边谈判中取得广泛共识，因此探索诸边模式成为可能。当前的问题是 WTO 协定第 10 条第
9 款规定的将诸边贸易协定加入附件 4 的协商一致要求是否过于苛刻。
目前如《政府采购协定》的诸边贸易协定只对签署成员有拘束力，对非签署国不产生权利和义务，从理论上来
说，诸边贸易协定的签署使得有些成员国变好了，同时非成员国也没有损失，但是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非成员国
却不愿意通过这样的诸边贸易协定，学者猜测非成员国不愿意通过诸边贸易协定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们不是建立在
最惠国原则基础上的协定，另一个可能性更大的原因是阻止诸边贸易协定通过的成员希望以区域贸易协定的方式对
议题进行谈判或者在 WTO 体系之外达成协定。23
协商一致的合理性在于可以防止部分成员达成的诸边贸易协定损害最惠国待遇原则，从而损害非签署国成员利
益，以及防止成员就争议性事项如劳工标准等达成协定。然而，为了不损害非签署国成员的利益需要达到协商一致
那么高的标准吗？有观点认为在目前 WTO 多边化进程陷入僵局的情形下有必要修改将诸边贸易协定纳入附件 4 的
协商一致规定，以促进 WTO 内可变几何的发展。24或者可以借鉴欧盟允许部分欧盟成员达成增强合作协议（enhanced
cooperation agreement, ECA）加深彼此合作的实践经验，
《欧洲联盟运作条约》规定只要 27 个成员中有 9 个成员同
意达成 ECA 即可，而实际上不需要协商一致。在成员同质性更高的欧盟内部尚且如此，对于经济水平差距悬殊的
17

Thomas Cottier, “The Common Law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

18

nal Economic Law, 2015, 18, p. 16.
Michitaka Nakatomi, “Plurilateral Agreement: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DBI Working Paper 439,
October 2013, p. 21.

19

Rudolf Adlung& Hamid Mamdouh, “Plur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An Escape Route for the WTO?”, WTO Working Paper ERSD-

20

21
22

23

2017-03, p. 18.
Thomas Cottier, “The Common Law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
nal Economic Law, 2015, 18, p. 18.
龚柏华：
《论 WTO 规则现代化改革中的诸边模式》
，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9 年第 2 期。
Rudolf Adlung& Hamid Mamdouh, “Plur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An Escape Route for the WTO?”, WTO Working Paper ERSD2017-03, p. 21.
Bernard M. Hoekman& Petros C. Mavroidis, “WTO ‘à la carte’ or ‘menu du jour’? Assessing the Case for More Plurilateral Agr
eement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6 no. 2(2015), p. 340.

24

Michitaka Nakatomi, “Plurilateral Agreement: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DBI Working Paper 439,
October 2013,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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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成员更不应该作这么高的要求。25因此，建议改变将诸边贸易协定纳入附件 4 的表决方式，如改变为三分之
二多数决，既可以防止对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侵蚀，同时能促使成员选择诸边模式进行谈判，降低成员通过达成区域
贸易协定削弱世界贸易多边化的可能性。
4、争端解决机制
WTO 最吸引成员方的要素之一就是其争端解决机制，被称为“皇冠上的明珠”
，不幸的是，由于美国频频行使
一票否决权，拒绝上诉机构成员的遴选，上诉机构陷入停摆。
其他 WTO 成员试图寻求上诉机构的替代方案，试图建立一个“类上诉机构”以解决成员之间的争端。2020 年
3 月 27 日欧盟发布《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该上诉仲裁安排的依据是 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DSU）第 25 条的规定，临时上诉安排采取诸边协定的模式，向所有 WTO 成员开放，截止至 2020 年 9 月份，共
有 24 个 WTO 成员加入，其中中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均已加入。26临时上诉安排基本参照了 DSU 的规定，同
时为提高上诉审理的效率，加入了一些新规则。该安排只是上诉机构停摆期间的临时措施，参与成员的最终目标与
优先事项仍是启动上诉机构成员遴选机制，恢复上诉机构的正常运转。27
关于诸边贸易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选择，DSU 附录 1 及附录 2 规定 DSU 可适用于诸边贸易协定，但这种适用
不是自动的，需要诸边贸易协定的参加方在协定中予以明确。如《政府采购协定》第 22 条规定本协定在产生的争
端应当适用 DSU 的相关规定，但是属于 WTO 成员的协定参加方才可以参加争端解决机构（DSB）就争端所作出的
决定或采取的措施，并且本协定项下产生的任何争端不得造成其他协定项下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的中止，反之亦然，
也即是不允许交叉报复。而《民营航空器贸易协定》成员未作出接受 DSU 适用的决定，因此 DSU 不能适用于成员
间就《民营航空器贸易协定》产生的争议。
大多数学者观点认为因诸边贸易协定产生的争端应当诉诸 WTO 争端解决机构，为协定的执行效果提供保证，
但是报复措施应当受到限制，比如采取与《政府采购协定》一样的争端解决路径，限制交叉报复的使用，以防止出
现成员为适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而将与 WTO 使命不相符的议题置于 WTO 体系下进行谈判。这样稍微宽松的报复
措施或许会略微降低诸边贸易协定的强制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惩罚措施没有那么严厉，因此可以吸引更多的成员
参加。28
不论未来 WTO 争端解决机构的变化如何，是恢复上诉机构的运作，还是通过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的方式建立一
个“类上诉机构”
，一个长出牙齿的争端解决机构对于诸边贸易协定的多边化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三、临界数量协定
2007 年华威委员会报告提出多边贸易机制陷入困境，一个关键挑战就是如何设置既尊重全体成员利益，同时保
证各成员能持续作出承诺的谈判议程，委员会建议在规则制定方面考虑以临界数量协定的方式进行，绕开了协商一
致的谈判原则，有别于一揽子承诺，不需要全体成员的参与，但是却建立在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基础上，惠及全体成

25

Bernard M. Hoekman& Petros C. Mavroidis, “WTO ‘à la carte’ or ‘menu du jour’? Assessing the Case for More Plurilateral Agreement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6 no. 2 (2015), pp. 336-337.

26

JOB/DSB/1/Add.12 2020 年 4 月 30 日；
JOB/DSB/1/Add.11/Suppl.1 2020 年 5 月 19 日；
JOB/DSB/1/ Suppl.2 2020 年 5 月 20 日；
JOB/DSB/1/
Suppl.3 2020 年 6 月 29 日；JOB/DSB/1/ Suppl.4 2020 年 7 月 28 日；JOB/DSB/1/Add.12 2020 年 9 月 22 日。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加
拿大、中国大陆、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欧盟、瓜地马拉、中国香港、冰岛、墨西哥、新西兰、挪威、巴基斯坦、新加坡、
瑞士、乌克兰、乌拉圭、厄尔多尔、尼加拉瓜、贝宁共和国、黑山共和国、中国澳门。

27

JOB/DSB/1/Add.12 2020 年 4 月 30 日。

28

Robert Z. Lawrence, “Rulemaking Amidst Growing Diversity: A Club-of Clubs Approach to WTO Reform and New Issue Selec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9(4), p.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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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29临界数量协定（Critical Mass Agreements）
，或称关键群体协定、开放性诸边贸易协定，与上文所述的诸边贸
易协定区别，30目前 WTO 协定尚未对其进行规制。
目前 WTO 内部最典型的临界数量协定就是《信息技术协定》
（ITA）
，ITA 达成于 1996 年 12 月新加坡部长级会
议，由信息科技贸易量占据世界信息科技贸易总量超过 80%的 29 个成员参与，协定规定了生效条件，参与成员信
息科技贸易量达到 90%时才能生效，该数据由 WTO 秘书处进行统计。ITA 于 1997 年 3 月 26 日正式生效，参与成
员通过修改关税减让表的方式履行义务，31而关税减让表系 GATT1994 的组成部分，因此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适用
于全体 WTO 成员，并且成员可以将因协定适用产生的问题提交 WTO 争端解决机构。2015 年 12 月 54 个成员在内
罗毕部长级会议上完成 ITA 的扩围谈判，增加另外 201 件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减让，于 2016 年 7 月起分阶段实施。
32

ITA 取得的巨大成功鼓励了成员探索通过临界数量协定制定规则的道路，如于 2014 年开始谈判的《环境产品
协定》
（EGA）
，目前有 18 位成员正在进行谈判，试图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取消对许多与环境有关的重要产品的
关税。
在协商一致的谈判原则难以变革的情况下，在最惠国待遇原则基础上探索临界数量协定成为推动 WTO 继续向
前发展的出路，就临界数量协定的议题选择方面，有观点认为应当将临界数量协定的议题严格限制在贸易本身的领
域，并以关税减让为核心。33有学者则认为临界数量协定不仅可以适用于市场准入的相关问题，也可以适用于贸易
规则的谈判，并且随着货物与服务的区分越来越模糊，临界数量协定除了可应用于特定议题，还可以尝试就跨部门
的议题进行谈判，以保证跨部门规则的一致性。34临界数量协定的优势之一就是在议题的选择上可以先行先试，一
些涉及投资、环境方面的议题即使不以临界数量协定的方式进行谈判，部分国家也会以区域贸易协定的方式对这些
方面进行规制，与其通过区域贸易协定的路径造成规则碎片化，不如将议题置于 WTO 内，由 WTO 秘书处介入谈
判，促进规则多边化进程。
临界数量协定另一个显著特点体现为核心成员的参加，协定中规定参与成员贸易量达到一定水平才能生效，保
证了参加成员的市场足够大，具有外溢效应，故可以抵消最惠国待遇原则所带来的搭便车效应。而且临界数量协定
建立在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基础上，受到非参与方成员的阻碍也会相应减小。
在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方面，ITA 位成员设立的义务是修改关税减让表，关税减让表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1994）的组成部分，因此非签署成员也可以就协议的适用问题向 WTO 争端解决机制提起争端。35学者们都
建议临界数量协定通过 WTO 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但是应当限制交叉报复，具体原因如上文诸边贸易协定部分所述。
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如果临界数量协定的成员义务不是通过修改关税减让表的方式进行的，则应当设计新的具有拘
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以保证协定的执行效果。

四、结语
以“协商一致”和“一揽子承诺”原则进行谈判促进国际贸易规则多边化固然是最为理想的状态，然而经济全
球化不仅带来了融合，也让国家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产生撕裂，尤其是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29

See the Report of the First Warwick Commission: The Multilateral Trade Regime: Which Way Forward? (University of Warwick 2007), pp.
30-32.

30

龚柏华：
《论 WTO 规则现代化改革中的诸边模式》
，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9 年第 2 期。

31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on Trad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WT/MIN (96)/16.

32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on The Expansion of Trad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WT/MIN (15)/25.

33

龚柏华：
《论 WTO 规则现代化改革中的诸边模式》
，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9 年第 2 期。

34

Rudolf Adlung& Hamid Mamdouh, “Plur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An Escape Route for the WTO?”, WTO Working Paper ERSD-2017-03,
p. 22.

35

钟英通：
《WTO 改革视角下的诸边协定及其功能定位》
，
《武大国际法评论》201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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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边贸易谈判举步维艰之时，诸边贸易谈判成为促进世界贸易多边化发展的现实路径。
应当明确是的，诸边贸易协定谈判（包括临界数量协定）的目的始终是为了促进贸易多边化发展，其谈判与规
则的制定只是多边化的妥协方案，后续对于诸边贸易协定规则制定进行限制也应当本着促进贸易多边化发展的原则，
比如明确规定允许所有成员参与谈判，允许所有成员加入协定等。同时应当警惕部分国家以诸边贸易协定之形式，
行单边主义之实。鉴于诸边贸易谈判具有“设定先例”的特征，我国应密切关注诸边贸易协定的制定，不仅应积极
参与诸边贸易协定的谈判，更应该积极牵头进行诸边协定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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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WTO 上诉机构的“停摆”僵局及改革
宋 歌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多边贸易体制的良好运作依赖于高效的规则制定和争端的有力解决。对于上诉机构所面临
的僵局，我国作为 WTO 的重要成员，多次在 DSB 会议上推动上诉机构的机制改革，充分体现了
我国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态度，我国既不会坐视 WTO 争端解决机制失去上诉功能，也不会
因其“停摆”而另起炉灶。中国同多个成员国联合推动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颇显成效，本
文将围绕上诉机构面临的危机，深入探析危机产生的缘由，通过各方反应和事态进展，特别是通
过分析《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这一新提案，总结出 WTO 上诉机构的改革设想，以及我国作
为负责任大国在当前局势下的发展之策。
关键词：争端解决机制;多边贸易体制;上诉机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引言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众多，贸易总额巨大，无疑是当前国际社会最为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
一。世界贸易组织拥有一套独立完整的运行体系，其日常运行主要依赖于谈判机制、审议机制和
争端解决机制。谈判机制旨在通过谈判的方式建立与贸易相关的诸多规则。规规则建成之后，由
审议机制负责监督，保障各贸易组织成员国遵守规则。一旦贸易组织成员国之间产生贸易争端，
争端解决机制则可以发挥其化解作用，世界贸易的发展和运行依靠三大机制相互协作。《世界贸
易组织协议》中明确规定其规则“对所有成员均有约束力”，而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的争端解决
机制无疑是重中之重，对维护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发挥了积极作用。争端解决机制由
GATT 争端解决机制演变而来，作为世界上最为繁忙的国际司法机制之一，争端解决机制以其繁
重而高效的工作确保了多边贸易体系的高速正常运转。贸易争端解决包括四个步骤，分别是磋商、
专家组裁定、上诉机构判决和执行裁决，其运作的基础便是有着国际贸易“最高法院”之誉的世贸
组织上诉机构。上诉机构作为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最终裁决者，当其报告通过时，世贸成员国需
无条件服从。上诉机构的法官共有七个席位，审理上诉案件所需法官数量最低为三个。然而，自
2017 年以来，美国以各种理由阻挠上诉机构法官甄选程序，导致上诉机构法官数量无法满足审理
案件的最低标准，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 11 日，仅剩下一名法官的上诉机构已无法组庭正常审理案
件，因此正面临着“停摆”危机。1



宋歌（1995—），男，山东潍坊人，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世界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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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国华：WTO 上诉机构的最后五年 | 基于 WTO 争端解决机构会议记录的回忆，中国法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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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WTO 上诉机构的发展历程
1947 年，23 个国家为了适应世界贸易的迅速发展的需要，共同订立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其中 22 条和第 23 条中详细规定如何解决缔约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包括规则和程序等。其中，选
定专家组以及通过裁决报告采取协商一致的方式，因此往往存在败诉方滥用否决权阻挠通过报告
的情况，因此如何完善争端解决机制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上诉机构根据 DSU 第 17 条的规定
产生，1995 年，经过了漫长的八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以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一般原
则、管理机构、基本程序和例外为内容的 DSU 终于投入实施，DSU 致力于解决成员国的贸易纠
纷，以强有力的约束力裁决，促进争端解决方式的实施。
争端解决机构在 GATT 的基础克服了 GATT 的弊端，有利于实现促进各国贸易经济发展的目
标。与 GATT 相比其最大的特点体现在变“协商一致”为“反向共识”，大大减小了成立专家组的阻
力，并使专家组报告很容易获得自动通过。其次，它项下的上诉机构，根据 DSU 的规定，具备准
司法的职能。
上诉机构专门应对专家组的案件，上诉机构由 7 人组成，上诉庭由 3 人组成，上诉机构对专
家组报告可以通过也可以不通过，用这种方式有效的解决争端解决，并且避免专家组报告的错误。
此后，WTO 的缔约国稳步增长，目前为止已有 164 成员国。此外，上诉机构的法官由各成员国协
商认定，国籍具有广泛性，成员任期为４年，经全体同意的法官可以连任一届。自上诉机构成立
以来，共有 27 名成员就任，其中 26 名已经结束任期，现成员只剩 1 名。根据 DSU 第 17 条的规
定，3 人负责一个案件方可开庭审理。然而自 2019 年 12 月 10 日，最后三名成员中的两名已经结
束任期，目前上诉机构只剩 1 名成员，因此将无法正常有效的运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上诉机
构法官的选拔需要 WTO 所有成员一致同意，然而由于美国的有意阻碍，新任法官的遴选工作停
滞不前，目前上诉机构已无法正常工作，WTO 的各项协议俨然无法有效履行。

二、WTO 上诉机构“停摆”僵局的缘起
（一）WTO 上诉机构危机的根源
1、设置之初的不足
WTO 在其构建之初，各成员国为了寻求本国在更大范围内世界贸易的发展，因此将自身框架
于统一有效的多边规则之下。为保证 WTO 各项规则能够合理有效的实施以及解决各成员国之间
不可避免的争议能够获得良好的解决，其争端解决机构为保护自由贸易的有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保障。而上诉机构是 WTO 争端解决体系项下的创新机制，但由于在设立之初没有可供参考的经
验，使得其发展依赖于各成员方的共同努力，现有的机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问题越加凸显。
在 DSU 中仅第 17 条中规定了上诉机构，法律规定较为笼统、简单，尽管在其后的 PC/IPL/13 和
WT/DSB/12的文件中对上诉机构做出更为细致的规定，然而对于如何确认上诉机构成员资等问题
却只字未提，最终导致了危机的产生。
2、单边主义的复燃

2

参见石静霞：《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的危机与改革》载《法商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150-163 页。

1057

从上诉机构设立至今，WTO 中各成员国政治、经济较量的结果往往体现其在上诉机构成员组
成中的名额占比当中，相对拥有更多的成员名额可能有利于在贸易争议中取得优势。因此具有政
治、经济优势的国家往往期望通过选任其本国人民加入法官队伍，使其上诉机构与本国保持一致
的价值观。因此，争夺上诉机构成员名额的过程，体现着各种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较量。近年来，
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实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在 WTO 中的地位稳步上升，打破了美国一家
独大的优势地位，因此美国为维持其霸权地位，试图推动 WTO 改革以期重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
同时，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单边发起了采取歧视性进口限制措施等一系列的贸易审查措施，
甚至不惜发动中美贸易战，用行动诠释了何为“美国例外主义”，已使自身陷入多场诉讼中。随着
单边主义的复燃，多边主义背景下设置的争端解决机构自然不再符合美国的现时需要，为防止上
诉机构可能做出不利于本国的裁决，因此美国选择阻碍上诉机构的正常运行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
（二）美国不满的原因
1、世界经济出现变局
自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经济关系、经贸格局、经济治理均发生了前
所未有的变化。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在当前的世界经济中已成为最大的贡献者。中国对于世界
经济增长的贡献，冲破了美国等经济强国的垄断封锁，打破了世界经济原有格局，使国际经济贸
易进入新时期。因此，美国提出，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新兴力量冲击了世界经济的发展，WTO 的
现有体制缺乏有效的规则进行约束，导致发达国家在争端解决机内面临竞争环境的不公。
2、承借 WTO 改革的呼声
自 21 世纪伊始，国际上已经出现一些改革 WTO 的声音。目前，为适应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
WTO 体制已经面临更多改革的呼声。WTO 存在一些不作为和漏洞影响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其
中 WTO 体制最主要反对者便是美国，美国是 WTO 的前身 GATT 的创造者，也是 WTO 重要成员
国之一。特朗普在上台后，扬言要以单边取代多边，2018 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内法为依据，全面抛
弃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单方发起了针对多国出口美国的产品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中国、欧盟、日
本、加拿大等等 WTO 成员国于是采取反制措施，使国际贸易严重陷入混乱。除此之外，美国以
各种理由多次阻止上诉机构遴选新任法官，使现行 WTO 上诉机构名存实亡。
3、“美国”优先理念的影响
美国认为，WTO 规则在可预测性和透明性等方面存在问题，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上
诉机构对程序问题和实质性解释过于武断激进的规定，裁决结果规定争议双方的权利义务，让美
国难以发挥其强权主义。美国政府意识到，只有摆脱 WTO 对美国国际贸易的束缚，才能在多边
领域实现其“美国优先”理念。因此必须对 WTO 进行改革，重塑其游戏规则，将美国置于有利地
位。美国政府认为，美国独自承担贸易逆差是不公平行为，中国的经济体制和飞速发展“破坏”了
公正的市场环境，使得中美贸易长时间处于不平衡的状态，WTO 体制下美国没有正当理由束缚
中国，因此选择避开 WTO 及其争端解决机制，单边压制中国经济贸易。

三、对 WTO 上诉机构“停摆”僵局的各方反应
（一）WTO 应对之策
截至 2020 年，WTO 多个成员国签署了要求美国撤销法官任命阻碍的请愿书。绝大多数 WTO
成员国认为，美国对于上诉机构的指控存在一定合理性，但最佳方式绝不是阻碍法官任命，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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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机构停摆。对不合时宜的规则进行修订，然后全体通过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美国一
味的否决这些倡议且始终不能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其对于上诉机构的改革始终是消极应对，引
发了各成员诸多质疑，也加大了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不确定性。
（二）各国应对之策
1、加拿大改革方案
加拿大早期的改革方案也关注于谈判、监督以及争端的解决，与欧盟的改革方向较为一致。
尤其是在争端解决方面，既支持美国对于上诉机构的不满，又表明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存在的必要
性，应保证上诉机制的正常运行。加拿大曾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邀请 12 个 WTO 成员国聚集在
渥太华开会，中国与美国被排除在外。会议主题围绕着争端解决机制运行、提高 WTO 透明度改
革以及制定 21 世纪贸易规则进行。会议结束后的公报十分简短，只表达了对于解决争端解决机制
运行不畅的关注，同时期望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上诉机构继续发挥作用。
2、中欧印等联合提案
为了解决美国的体制性关注，中国会同欧盟及印度与 2018 年提交了《中欧加印等联合提案》
。其指出法官即便即将离任，也应当审理完成其在任期内已经进行的上诉案件，同时即将离任的
法官在新法官上任以前可以继续履行其职务，但最长不得超过离任日期后的两年时间。中欧印等
联合提案认为，上诉案件多存在积压情况，并且具有其复杂性。因此案件经过双方达成一致后，
可将其审理期限延长至 90 天。此外，提案指出 WTO 成员国与上诉机构应当定期举办年度会议，
共同解决上诉案件审理过程中遇到的困境与阻碍。联合提案的提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中欧印等
国对待改革争端解决机制的问题站在了统一的立场上。
3

3、欧盟改革方案
欧盟早期提出的《WTO 现代化》改革方案，主要包括规则的制定与发展，常规工作与透明
度以及争端解决机制，旨在及时完善 WTO 相关规则。在争端解决机制方面，欧盟认为，美国之
所以提出上诉机构延期处理案件问是因为上诉机构资源不足所造成的，因此应当建立行之有效、
公开透明的争端解决机制，尤其是针对上诉机构。欧盟重点针对美国阻碍上诉机构任命新成员从
而导致上诉机制瘫痪提出主张。总之，欧盟希望加强上诉机构的司法性，这与企图削弱其司法性
的美国想法相反。
其后，在推动解决上诉机构危机基本无望的情况下，欧盟也开始着手替代性方案，并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分别与加拿大和挪威向 WTO 提交了关于利用 DSU 第 25 条设立临时上诉仲裁机制
的声明，拟在上诉机构成员少于法定可以审理案件的人数的情况下启用仲裁机制解决上诉问题。
2020 年 1 月 24 日，在达沃斯论坛期间，欧盟与其他 16 个 WTO 成员4发表联合声明，各方同意将
基于 DSU 第 25 条设立一个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各方指示迅速完成此项工作，并将这一安排
向所有愿意加入的 WTO 成员开放。
3

中国、欧盟等成员向世贸组织提交联合提案推动尽快启动上诉机构成员遴选，来源于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11/20181102810497.shtm，最后访问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
4

分别为：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欧盟，危地马拉，大韩民国，墨西哥，
新西兰，挪威，巴拿马，新加坡，瑞士，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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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案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
（一）上诉仲裁安排的提出
为保证专家组报告能够继续上诉，中国、欧盟等主要成员国在 2020 年举办的达沃斯论坛期间
发表了联合声明，各方同意讲基于 DSU 第 25 条设立于一个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并在同年 4
月 30 日，包含中国、欧盟在内的 19 个世贸组织成员国正式向 WTO 提交通知，呼吁依照 WTO《关
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第 25 条仲裁的有关规定，共同建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
安排》5。在上诉机构停摆期间，参加方将依据 DSU 第 25 条的规定以及根据该条款商定的上诉仲
裁程序规则，处理参加方之间提起上诉的争端案件，以替代因为美国阻挠而陷入“停摆”的原上诉
机构。目前，临时仲裁安排的参加方包括 19 个世贸成员6，但不仅限于这些成员国，此安排欢迎
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参加，对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开放。
此次通过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暂时代替陷入停摆的上诉机构也是世贸组织成员捍卫多边
贸易和自由贸易的共同呼吁。经过多轮磋商，19 个成员国中遴选出的 10 个仲裁员的名单于 7 月
31 日正式确认，并在 8 月 3 日正式发布。之后每一个上诉案件将由三名上诉仲裁员审理，这些仲
裁员按照轮换和随机原则，将从遴选出的这 10 名常设上诉仲裁员即仲裁员库中选出，依据世贸组
织上诉程序的现行规则和实践确定的上诉仲裁规则，来处理在原上诉机构瘫痪期间提起的上诉案
件。
（二）上诉仲裁安排的法律依据
建立上诉仲裁安排的法律依据是世贸组织依据 DSU 第 25 条关于仲裁的规定，从建立背景、
目的、参与方、制度设计等方面都是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安排。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的具体内容首
先声明其作为 WTO 上诉机构的一个替代手段，能够便利解决涉及双方已明确界定问题的争端。
其次该安排诉诸仲裁需经各成员方同意，各方应议定将遵循的程序。只有经已同意诉诸仲裁的各
方同意，其他成员方方可成为仲裁程序的一方，诉讼方也应遵守仲裁裁决。所做出的的裁决应通
知 DSB 和任何适用相关协定的理事会或委员会，任何成员均可在此类机构中提出与之相关的任何
问题。最后是 DSU 中第 21 条7在细节上必要作修改后应适用于仲裁裁决。19 个世贸成员基于上述
条款建立了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作为上诉机构审理的替代性方案。
以上 19 个成员方但不限于此的成员依照 DSU 第 25 条第 2 款规定要求，并根据 DSU 第 17
条关于上诉审理再程序性和实体性方面的规定8。临时上诉仲裁的案文及有关具体技术方案，具体
包含为正文及两个附件，其正文涵盖了该安排的生效方式、宗旨和法律地位等主体框架。临时上
诉仲裁的附件 1《议定程序》包含特定案件中关于上诉仲裁程序的统一规定9和附件 2《仲裁员库
的组成》10仲裁员的选任和仲裁庭组成的具体规则。这样的仲裁安排使得争端解决机制保留了专
5

世贸组织文件 JOB/DSB/1/Add.12 2020 年 7 月 20 日
截止到 2020 年 8 月，目前的 MPIA 参与方包含了 19 个世贸组织成员国，分别为；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
国、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欧盟、瓜地马拉、中国香港、冰岛、墨西哥、新西兰、挪威、巴基斯坦、新
加坡、瑞士、乌克兰、乌拉圭。
7
DSU 第 21 条规定对执行建议和裁决的监督
8
DSU 第 25 条第 2 款规定：“除本谅解另有规定外，诉诸仲裁需经各方同意，各方应议定将遵循的程序。”
9
世贸组织文件 JOB/DSB/1/Add.12 ANNEX 1
10
世贸组织文件 JOB/DSB/1/Add.12 ANNEX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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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组审查和上诉审理的两级裁决，即两审终审制。设立常设上诉机构恰恰是 WTO 争端解决机制
区别于 GATT 的一个重要特征，这项创造性临时仲裁安排既是各成员方间共同努力作出的重大突
破，又维护了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创举。
（三）上诉仲裁安排的法律性质
临时上诉仲裁安排虽作为上诉机构“停摆”期间的临时举措，但也为上诉机构的”停摆“迎来了
新的机遇和挑战。这一安排旨在向所有愿意加入的 WTO 成员国开放，以期共同应对现存的危机，
最终目的是仍是为寻求上诉机构持续改进及尽快启动成员遴选机制，恢复上诉机构正常运转。其
有着如下的特征：
1、数边性
根据临时上诉仲裁安排正文中的相关内容，参与方可以援引 DSU 第 25 条项下的具体内容作
为上诉机构因其法定成员不足而无法审理其相互争端的专家组报告而采用的临时上诉仲裁程序，
在此种情况下，参与方提起上诉将不依照 DSU 第 16 条和第 17 条关于上诉审议的规定。这表明参
与临时仲裁安排的参与方通过这一 WTO 框架内开放性的数边协议，同意通过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暂时替代上诉程序，且只对参与方成员产生法律效力。该仲裁为了满足特定争端的当事方所达成
仲裁协议中 DSU 第 25 条的具体要求，对此上诉仲裁安排的附件 1 中的约定程序作为标准的仲裁
协议模本，提供参与方在诉诸临时仲裁上诉时所采用，仅需添加具体案件的案号即可。此种情况
下就解决了先前加拿大、欧盟等国家所达成的双边所建立的临时仲裁上诉协议的局限性，在此基
础上将双边仲裁协议呈多边化趋势发展。
2、开放性
上诉仲裁安排作为诸边协议，只对参与方成员产生法律效力。当前的参与方以及其后参与该
协议的 WTO 成员方在上诉机构停摆期间均不在向上诉机构提出上诉，参与方成员将在上诉仲裁
安排的框架下，解决相互之间的上诉争端案件，包括裁决执行争端等。如果一个争端案件发生在
参与方和非参与方成员间，则该仲裁安排不适用于上诉案件的争端。虽然像日本、韩国等 WTO
成员国尚未加入该临时仲裁安排，但是这个安排是开放性的，随时欢迎有意向的成员国加入这一
仲裁安排，从而避免待审专家组报告可能处于无期限审理的状态。临时上诉仲裁安排是在美国利
用 WTO 决策的协商一致惯例、执意停摆上诉机构的危机下，充分体现了 WTO 绝大多数成员国坚
决维护包括上诉机构在内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坚定立场和创造性举措。这个开放性创举也可能
是促进未来上诉机构改革的前奏。
3、临时性
上诉仲裁安排是一项临时性的多边协议，是为了应对上诉机构停摆而采取的临时性替代方案。
该协议也在序言部分“强调本安排的临时性”，且明确表明：“参与方继续承诺解决上诉机构成员的
任命为优先问题，并强调上诉仲裁安排将继续有效直至上诉机构重新完全恢复运行”。该协议将从
参与方正式通知 WTO 之日起生效，并在之后的一年内由参与方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进行评审。
这意味着该临时安排将会不断发展改进，直到上诉机构恢复正常运行。而考虑到当前新冠肺炎疫
①
情所带来的影响，原定于今年 6 月举行的 WTO 部长级会议也因影响推迟 ，今后发生一些调整和
①

雷蒙.WTO 新任总干事遴选拉开序幕[J].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0(0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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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也是不可避免的。基于各成员国集中精力抗击疫情和美国丝毫没有表现出恢复上诉机构遴选
的立场，使得上诉仲裁安排虽作为多方临时协定可能会运行很长一段时间。
（四）上诉仲裁安排与 DSU 的关系
在上诉仲裁安排中附件 1、2 分别是特定案件中关于上诉仲裁程序的规定以及仲裁员的选任规
则。这两个附件作为 WTO 框架内多方临时仲裁上诉的关键部分，其中既可以作为今后成员国就
争端解决的专家组报告提出的上诉作为根据 DSU 第 25 条第 2 款11应遵循的依据，也是上诉仲裁
安排组成部分的多边协议的具体内容。其中临时仲裁安排虽有 DSU 第 25 条作为依据以及现行上
诉机构的参照，但本质上是 WTO 下成员国间创设的临时性数边协议。与 DSU 不同在于：
1、明确程序规则
临时仲裁对可上诉的专家组报告、可上诉的时间点和截止日以及明确 90 天仲裁上诉期限有了
具体的规定。其中，临时仲裁对于可上诉的时间点以及截止日区别于向上诉机构的上诉，对时间
的规定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处理。临时仲裁对时间点的安排旨在避免走通常的专家组报告散发之日
60 天内上诉，而是通过请求专家组报告散发预期日之前 10 天内请求中止该程序，并在该中止之
日起算 20 天内提起临时仲裁上诉。通过对比发现临时仲裁上诉的提起截止日期比在 DSU 第 16
条中规定的在专家组报告散发之日起算 60 天内提起上诉的日期更短，更有利于对仲裁的尽快处
理。临时仲裁安排在附件 1 中第 12 条规定了原则上“当事方请求仲裁员在提交上诉通知之日起算
90 天内作出裁决”。但特殊情况下可延长 90 天时限作出裁决。
2、规定仲裁庭组成
上诉仲裁安排对于仲裁员池在附件 2 中有了详细的规定，根据附件 1 规定，设置 10 人常设上
诉仲裁员池，每次选择 3 人组成上诉仲裁庭，有关上诉程序均参照上诉机构和 DSU 第 17 条程序，
由此可知，仲裁员池具有相当于上诉机构的法律地位和职能。从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的启动和对仲
裁员的选择可知，其虽不同于现行的上诉，但其他程序基本参照 DSU 的有关规定。
3、避免审议专家组对事实的客观评估
上诉仲裁安排在附件 1 中第 13 条规定：“如有必要为在 90 天期限内作出裁决，仲裁员也可向
当事方提出实质性建议，注入去除基于缺少 DSU 第 11 条下对事实客观评估的主张”。这主要是为
在规定期限内审理上诉案件，避免审议对涉案问题下事实问题的客观评估，有利于临时仲裁上诉
集中处理上诉案件的法律问题。这项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美国对上诉机构的不满。
4、上诉仲裁无需经 DSB 通过
上诉仲裁安排在附近 1 第 15 条规定：“当事方同意遵循仲裁员裁决，该裁决应是最终的。”
根据 DSU 第 25 条第 3 款规定，作出的裁决应通知 DSB 而不是由其采纳，并通知其他相关协定的
理事会或委员会。此条款表明，从临时仲裁的上诉到作出判决都生效，都无须经过 DSB 同意，而
是通过 WTO 秘书处。由此产生的管理等问题由 MPIA 成员方进一步作出议定，并在 WTO 现行的
体制之下无须经所有 WTO 成员的协商一致决定，这些都是对现行上诉机构的管理的一定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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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诉仲裁安排的意义
上诉仲裁安排的生效，表明各参与方对维持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行动和决心。虽然这个
临时上诉仲裁安排是在上诉机构“停摆”期间不得已的选择，但却是各参与成员方积极应对、积极
磋商、通力协作以维护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一个重大突破。虽然这项安排的最终目的仍是为了
恢复上诉机构正常运行过程中的临时举措，但对于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有着借鉴和
积极的发展作用。
1、临时补位保障解决机制运行
上诉仲裁安排可以对目前已陷入僵局的 WTO 上诉机构进行临时补位。在上诉机构瘫痪的情
况下，任何向上诉机构提起上诉的案件，均陷入搁置状态，这将难以实现 DSU 规定的快速解决贸
易争端的目标，也会影响成员国在世贸规则下的权利和利益。因此，虽然向已瘫痪的上诉机构提
起上诉仍是世贸成员的权利，但行使该权利难以实现维护自身权益、争端解决的目的。而上诉仲
裁安排中的参与方在继续将恢复上诉机构的前提下，选择暂时适用上诉仲裁解决上诉问题，是在
世贸租柜允许的范围内自主作出的理性选择，也反映出各参与方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
制的积极态度。
同时为保证上诉仲裁安排的顺利实施，协议参与方承诺不向瘫痪的上诉机构提起上诉是一项
必要的技术安排，否则将与其选择临时上诉仲裁相矛盾。在美国利用 WTO 决策协商一致的原则
下执意破坏上诉机构的运行，协议体现了 WTO 绝大多数成员国维护上诉机构的决心和立场，在
一定程度上可对美国单方面阻碍予以制裁，成为推动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契机。而对于未参与临
时上诉仲裁安排的世贸组织成员国而言，其可以选择继续向已瘫痪的上诉机构提起上诉，多方临
时上诉仲裁安排并不会影响其权利的实施。不过在司法实践中，在上诉机构没有正常恢复运营之
前，此类上诉仍将会处于“无人审理”的状态。
2、灵活遴选维护解决机制稳定
上诉仲裁安排总体是在不违反 DSU 的前提下做出灵活性的细化、完善，使其维护争端解决机
制的稳定性。如在附件 2 中对仲裁员的选任规定做出了一定的突破，如在临时上诉仲裁的仲裁庭
组成问题上，设立一个 10 名仲裁员组成的常设上诉仲裁员库，上诉将从 10 人常设的上诉仲裁员
池中选出 3 人审议，较于以往 DSU 中 7 人不仅在人数上有所不同，其性质设置也成为常设性的组
织安排，并且仲裁员的具体人选也进行重新遴选，从而与传统的上诉机构中人选随案件而临时指
定有所不同。同时，该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美国针对上诉机构的指责。如在其序言中强调
的，不得增加或减少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等问题。还有在正文部分规定仲裁员应在提交上诉通知之
日起算 90 天内作出裁决。此外，上诉仲裁安排仅限于审议专家组报告中的法律问题，仲裁员仅对
其解决争端所必要的问题进行裁决，避免对事实问题的评估。上诉仲裁安排中这一类灵活性举措
积极地回应了美国对上诉机构的不满，可能也代表了未来上诉机构改革的方向。
3、拓展开放促进解决机制发展
上诉仲裁安排实质上是采用的是多方参与的诸边协定模式，并且向所有的 WTO 成员开展，
随时欢迎各成员方的加入。虽该协议目前仅由 19 个成员国参与，约占总成员国的 10%，尚未涵盖
全部 WTO 成员，但是该协定作为推进 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一次创造性举措，基于 DSU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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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条的临时上诉仲裁模式很可能现实中能期望的最佳方案，此协定有望未来能吸引更多成员方的
加入，发挥更具有开放性的作用。

五、WTO 上诉机构的发展设想
目前，WTO 上诉机构“停摆”僵局仍可能持续存在，距离完全恢复运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临时上诉仲裁安排虽有 DSU 第 25 条作为依据和现行上诉机构为参考，但实质上仍是 WTO 框架
下成员国间合意创设的临时性数边协议，并不是一个系统性的最终解决方案。因此为寻求上诉机
构的持久改进以及推动恢复上诉机构的遴选程序，我国应更紧密地联合其他成员国，努力寻求解
决路径和改革举措，和其他成员一道破解美国出的难题，发挥其领导作用，以期争取早日恢复上
诉机构的正常运行。
1、推动决策方式合理化
上诉机构出现遴选危机以来，最大的改革呼声就是希望通过总理事会投票启动上诉机构的遴
选，但这改革建议似乎并没有得到任何世贸成员的正式采纳和推动，其原因在于：
从规则层面上看，WTO 现行决策机制的特点是“协商一致”原则，即在重大决策中需要全体成
员方的一致同意。这一原则能够在重大问题上充分发扬民主，但其弊端也尤为明显，只要一个成
员方持反对意见，就不能做出重大决策，这也是在客观上给予美国阻碍上诉机构成员任选的一票
否决权。WTO 协定虽然规定总理事会可以通过投票作出决定，但也明确对于作为争端解决机构召
集的总理事会的决定，只能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所以，总理事会想要绕过 DSU 的规定而通
过投票启动上诉机构遴选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问题。
从实践层面上看，想要恢复上诉机构运转需要多个步骤，如决定启动遴选程序、遴选委员会
推荐人选、DSB 任命上诉机构成员等。如果美国执意阻碍，其可以反对召开任何相关会议的会议
议程，反对作出任何相关决策，这将意味着世贸成员需要在每个环节都进行决策，也意味着在任
何一个环节如果不能获得多数支持从而陷入失败的死局。
从政治层面上看，虽然世贸协定赋予了一定启动投票程序的权利，但在实践中几乎没有使用
过这项权利。如果强行对上诉机构遴选程序上启动投票规则，可能在国际上面临许多反对的呼声。
而且部分成员也担心一旦开启投票程序的先河，将会使其逐渐延伸到贸易谈判领域，导致成员国
在未来难以有效的切身保护自身权益。甚至从更深层面而言，美国是上诉机构“停摆”的始作俑者，
如果启动这项投票程序，可能被误读为直接参与成员国间的对抗，这是很多世贸组织成员国不愿
意看到的，所以，对于上诉机构通过这一方式作出改革还有很长的一段道路要走。
2、推动专家组审理独立化
上诉仲裁安排是“上诉仲裁”程序，而不是第二个专家组程序。上诉程序作为一个纠错机制，
避免了专家组审理的碎片化，是国际法治的进步，也是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支柱。
上诉仲裁安排的初衷是复制上诉机构，在机制设置、审理范围、审理程序等方面都模拟了上诉机
构，与专家组程序截然不同，不同点在于：
首先，专家组程序是临时组建的专家组审理案件，而上诉仲裁安排是设立一个具有 10 名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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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组成的常设上诉仲裁员库，具有一定的专门性。其次，在专家组程序中，争端方对专家组成员
选择上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并可在一定情况下否决其认为不适合的成员。而上诉仲裁安排中，对
于仲裁员的选择是根据随机、轮换原则从仲裁员库中选择 3 名工作人员审理案件，争端方无权选
择，除非存在利益重弄图，争端方不能反对某个仲裁员审理案件。第三，专家组程序中各个专家
组分别独立工作。互相之间并无连续。而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仲裁成员为了促进决策的一致性和连
贯性，仲裁员库中的成员将在可行的情况下，相互讨论解释、实践和程序等事项，不仅仅局限于
审理的仲裁人员。最后，专家组程序既审理法律问题又审理事实问题，而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与上
诉机构相同，仅审理法律问题。对此，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在程序设置上一定程度的回应了美国的
不满，甚至待该安排臻于完备的情况下发展成为未来上诉机构的改革方向。
3、推动审理期限机动化
上诉仲裁安排在程序机制方面，在尽量复制上诉机构审理程序的同时，也对审理期限、DSU
第 11 条12项下的上诉等程序问题上作出了改进、提高了效率。先前在实践中，大多数上诉案件的
报告超出了 DSU 所规定的 90 天法定审理期限，一定程度上导致在报告效力的不确定性以及透明
度等方面产生问题。而且上诉机构也未对上诉报告中提供了有关世贸组织法的咨询性意见或是在
上诉报告中夹杂附带性意见进行管理，专家组报告也不仅就法律题作出裁决，也对事实问题进行
评估等方面有着诸多的问题。而上诉仲裁安排则对上述进行了相关的程序性改进，总体上该安排
在保留上诉机构审理程序的核心特征外，对相关的程序问题进行了细化、完善，些灵活举措积极
地回应了美国对上诉机构的不满原因，这与美国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实行单边主义的立场截然不
同。也可以作为未来上诉机构改革方向的重点参考方向。
而上诉仲裁安排建成后，美国仍提出了诸多意见，实际上美国的态度已经非常的明确，并且
已经成功达到其真正目的，即让上诉机构“停摆”。在美国没有真正的政治意愿的情况下，推动恢
复上诉机构遴选和正常的运转基本没有可能。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其对待上诉机构的态度就一直没
有改变。因此，从短期乃至中长期看来，基于 DSU 第 25 条设立替代性上诉仲裁机制可能是大势
所趋，甚至这一临时安排可能会变革发展为一个永久性的制度，同时也恰恰体现了该安排在维护
上诉机制方面的价值，对未来的改革方向有着积极的作用。
4、推动仲裁解决贸易争端系统化法制化
上诉仲裁安排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条约，而是各参与方达成的共同文件，是各方作出的共
同承诺，是参与方综合考量各种因素的务实选择。上诉仲裁安排作为上诉机构瘫痪期间的临时应
急安排，细化、设置了 DSU 第 25 条规定的仲裁程序，供各参与方共同使用，而不是缔结在世贸
规则框架下的独立的国际条约。这种非国际条约的文件，有利于避免引发关于其在世贸规则中法
律地位的争议，有利于避免将应急安排长期化、永久化的担忧，有利于推动各参与方尽快达成共
识，有利于各参与方迅速完成国内审批程序。争端方将根据 DSU 第 25 条，按照上诉仲裁安排的
规定，达成专门的仲裁协议，且该仲裁协议对协议双方而言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仲裁安排是志
同道合的世贸成员的共同选择。一旦加入，即意味着该成员作出了承诺，在上诉机构停摆期间使
用该安排解决上诉问题。该安排对所有世贸成员开放，随时欢迎其他成员国加入，也不拒绝参与
方撤回联署、终止参与该安排。当然，在参与方选择退出的情况下，其作为争端方参与的争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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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也将会失去妥善解决上诉问题的临时渠道，但已经达成的、且具有法律效力的仲裁协议仍将持
续有效。
鉴于美国目前没有意图恢复的情况下，从长期来看基于 DSU 第 25 条设立替代性上诉仲裁机
制 是十分紧急和必要的，甚至可以推动构建这一临时仲裁安排发展为永久性的法律制度。但由
于该安排目前仅有 19 个成员国参与，仅占 WTO 总成员国的 10%，尚未涵盖绝大多数成员国，尤
其是像俄罗斯、日本此类相对重要的 WTO 成员国还没有参与进来，可见成员间对这一临时上诉
仲裁安排仍存在分歧。这就需要我国主动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仲裁解决贸易争端体系的系统化
和法制化建设，倡议并联合更多具有相同意愿的成员国，尽快推动仲裁协议谈判的达成，在仲裁
解决贸易争端的规则设定上发挥更多主动权。而且在制度设计上，可对仲裁制度进行适当变通并
发展，呼吁更多成员国的参与，使其能够适应和满足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争端解决需求，真正使之
发展为长远之计。
13

六、结语
争端解决机制是维护全体 WTO 成员国利益的重要保障，因此其有效性和权威性的确立应当
依靠全体成员共同参与。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愈加频繁与密切，
国际贸易的繁荣离不开各方成员的不断谈判，WTO 各成员国有义务共同寻求解决 WTO 危机的方
法，调和各方分歧，重新分配权利与义务。面对美国优先理念的冲击，如何共同维护世贸组织争
端解决机制的正常和有效运作，打破上诉机构所处停摆危机成为各成员国的首要解决问题。
在此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国应充分结合自身的定位，调整和拓展世界经济贸易组织新议
题的规则，加强包容性和代表性。与其他具有相同意愿的成员国紧密联合，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
与合作，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经济贸易治理体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13

参见叶盛兰：《十五年后的中国与市场经济地位》载《环球市场》2016 年第 24 期，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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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ews of the“Lockout”and Reform of the WTO Appellate Body
SONG Ge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Xi’an, 710000)

Abstract: The sound functioning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relies on efficient rule-making and
strong settlement of disputes. As far as the lockout faced by the appellate body is concerned, as a vital
member of the WTO, China has promoted the reform of the mechanism of appellate body at DSB
Meeting for many times, which fully reflects China’s firm attitude in safeguarding the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China will not look on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lose its appeal function, nor will
it make a fresh stat because the“lockout”. What’s more, The Multi-party Interim Appeal Arbitration
Arrangement jointly promoted by China and a number of member states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auses of the crisis around the crisis faced by the appellate body. Through the
reactions of all parties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situation, especially the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this new
proposal,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form conceptions of the WTO appellate body,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a as a responsible big power in present situation.
Keywords：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Appellate Body；The Multi-party
Interim Appeal Arbitration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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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 WTO 上诉机制的困境与发展方向
刘小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 430073）

摘 要：WTO 争端解决机制自建立以来，在解决国际贸易纠纷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是世界贸易组织引以为傲的制度。然而，美国先是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反对张胜和教
授的连任，再是接连阻止新成员选任程序的正常启动。2019 年 12 月 10 日，WTO 上诉机构
因为法官人数不足正式停止运转，使得许多上诉案件无法及时解决，严重损害了成员方的合
法权益，动摇了 WTO 在贸易纠纷解决领域中的权威地位，并对多边贸易体制造成巨大的冲
击。WTO 上诉机构至今未能恢复正常工作。WTO 争端解决机制虽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但并不意味着这一机制将彻底沉寂。各国正在积极采取对策，为尽快启动上诉机构成员甄选
程序而努力着。本文将从美国对上诉机构的指责入手，分析美国破坏上诉机制的深层经济原
因以及上诉机构实际存在的问题，希望在解决成员补选问题的同时，完善上诉机构固有缺陷；
同时分析了现有状况下通过专家组程序的案件的不同处理方式，并重点介绍多边临时上诉仲
裁安排；最后，为中国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困境下的应对方式提供一些建议。
关键词：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MPIA

WTO 争端解决机制是以 GATT 争端解决机制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与 GATT 机制相比，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范围更加广泛，专门化的争端解决机构和程序规则使其更具司法
性和专业性，反向协商一致的规则促进了报告的顺利通过并节约了争端解决的时间，交叉报
复制度的设置督促当事方履行裁决或者建议，两级审案的机制设置更有利于实现实体正义与
程序正义。正是因为这些优势，WTO 争端解决机制在解决跨国贸易纷争方面处于举足轻重
的地位，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
然而，美国接连不断地阻止上诉机构新成员选任程序的正常启动，导致上诉机构因为法
官人数不足，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正式停止运转。许多人评论说：上诉机构的停摆使得
WTO 这颗明珠黯然失色了。
美国阻止上诉机构正常运转的一系列行为，探其原因，既有美国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经
济原因，也有上诉机制本身存在的制度性缺陷。

一、 上诉机制困境的经济原因
无论是 GATT 体制还是 WTO 体制，二者的成功建立都离不开美国的主导和推动。
二战结束以后，欧、日等国饱受战争创伤，正在艰难地恢复国民经济，而美国大发战争
财，工业与贸易发展迅速，其国内产品的竞争优势是其他国家的产品难以比拟的。与此同时，
美国充分利用科学与技术成果，在新能源、计算机、宇航产业等发展迅速。因此，美国拥有
大量的贸易顺差额，经济发展迅速。但是，美国担心欧、日等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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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经济扩张。因此，其坚持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并主导和推动了 GATT 的建立。在 GATT
体制下，各国开展了多轮谈判以逐渐削减关税、减少贸易壁垒。这一机制不仅保障了美国经
济的稳定发展，也促进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复苏和贸易发展。但是，70 年代以后，美国出现
石油危机，失业率增加，国际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这些状况的出现使得美国奉行公平贸易
政策，更加注重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当美国认为其他国家以“不公平”或者“不合理”的行为有
损本国进出口商人的利益时，要么通过双边谈判干预对方的进出口贸易，要么利用国内法规
对其进行报复和制裁。“301 条款”就是美国这一时期贸易政策的重要体现。
20 世纪 90 年代，WTO 机制建立，取代了原 GATT 机制，形成了更具司法性和执行力
的争端解决机制。欧盟、日本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这一机制对美国滥用 301 条款等
国内法规政策侵犯其经济利益的行为加以管制，美国则希望运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本
国的贸易利益、依法对败诉方进行跨领域的交叉报复，从而促进其他国家市场的开放。当时，
美国国会曾经担心这一机制会侵犯美国的主权利益而持反对态度，甚至提出设立一个专门委
员会对专家组报告进行审查。但这种想法未成气候，因为美国对于在 WTO 机制中维护自身
权益是非常自信的——根据美国国内的宪法体系，专家组报告规定的义务不能自动成为国内
法的一部分，通常需要国会的正式立法才能实施；若认为某项义务与美国承担的国际义务不
符，可以拒绝遵守报告中的要求。1
进入 21 世纪后，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新变化，欧盟、日本等经济实力稳步提升，中国
成为实力雄厚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钢铁、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已经成为美国在
国际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出口困难的加剧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还在持续。从争端解决机
制的角度来看，美国作为被诉方的案件增加，败诉案件同样增加，越来越多的裁决显示出了
对美国不利的结果，这与美国加入 WTO 机制的设想和预期不符。因而，美国认为，无论是
多边贸易体制还是 WTO 争端解决机制都没有朝着它设想的方向发展，不仅没有促进美国经
济发展，反而加剧其贸易逆差，增加其被诉几率，损害其国家利益。为了保护美国的经济安
全和利益，其贸易政策就转向了单边保护主义。具体到争端解决机制的领域中，这种单边主
义的贸易保护策略体现为破坏上诉机制的正常运转，以此为要挟与各国继续谈判，意图使
WTO 争端解决机制朝着有利于维护美国利益的方向改革。通过破坏上诉机构，美国意图通
过双边协商谈判解决争议，同时借助其国际实力迫使其他国家接受不对等的谈判结果；针对
已经经过专家组程序的案件，其作为争端当事方仍然向上诉机构提起诉讼，使得案件处于悬
而未决状态，实际上剥夺了对方及时获得救济的机会。例如，美国与加拿大有关华盛顿对软
木材征收反补贴税一案中，专家组报告指责美国征收反补贴税，认为美国商务部对加拿大木
材一再未能以客观和公正的方式采取行动。然而美国提起上诉，由于上诉机构无法受理新的
上诉，DSB 无法通过最终报告，加拿大也不能寻求报复。加拿大称，美国正在“加重对加拿
大软木木材生产商的不公平待遇”，即“向一个上诉机构提出上诉，认为它使加拿大失去了在
世贸组织的权利”2。

二、 上诉机构困境的体制性原因
虽然美国阻止上诉机构正常运转有深层的经济和贸易政策背景，但是上诉机构自身的制
度设计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和改善。美国对上诉机构的批判主要针对以下问
题：上诉机构对一些条约和规定存在越权解释的行为、上诉机构超出权限范围审理了一部分
1

屠新泉，石晓婧：
《国家主权与国际规则:美国对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态度变迁》
，
《太平洋学报》
，
2020 年第 06 期，第 7 页。
2
Monicken H. U.S. DERAILS LUMBER DISPUTE WITH CANADA IN APPEAL TO DORMANT
APPELLATE BODY. Inside US Trade. 2020, 38(3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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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问题、部分案件的审理期限超出时间限制、已经结束任期的成员仍然参与案件审理等。
这些问题是制度设计本身的漏洞带来的，并非美国的无病呻吟。
（一）越权解释
DSU 第 3.2 条规定，WTO 争端解决机制可以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澄清有关协议
现有的条款规定。这一规定成为了上诉机构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等国际惯例对条约文
本进行解释的依据。然而，
《WTO 协定》中规定，只有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才有权对 WTO
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进行解释。因而，在实践中，上诉机构对解释条约内容的行为被评价为
越权行为，受到各国指责。例如，2008 年美国对华双反案1中，中国认为美国对中国适用双
反措施违反了 WTO 相关协议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理解“公共机构”。专家组报告
中认为公共机构是指政府控制的机构，因而裁定中国的国有企业属于公共机构，属于补贴的
提供者。而上诉机构支持中国的主张，认为公共机构是指被赋予政府权限并履行政府职能的
机构，国有企业并没有这种权限和职能，自然无法提供补贴。最终，上诉机构裁定美国对华
采取的双反措施违反了 WTO 有关规则。
这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条约进行解释的典型案例。
在这个案件中，上诉机构根据《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第一条政府与公共机构的有关规定以及
协议的目的和宗旨对“公共机构”一词进行了解释。
上诉机构对条约有关用语进行解释的例子还有许多，这种解释行为违反了《WTO 协定》
对条约文本解释权力的规定。对此进行改革可以从上诉机构的角度入手，删除 DSU 第 3.2
条关于澄清协议条款规定的授权。也可以从成员国的角度出发，让成员方在部长级会议或者
其他定期会议中对有关条约规定的解释发表声明（因为条约本就是成员方共同意志的表达），
以此约束上诉机构对条约的解释权。
（二）审理范围
DSU 第 17 条第 6 款规定了上诉机构的审查范围，即仅限于专家小组报告中涉及的法律
问题和专家小组所做的法律解释。但是，条文中仅规定了“法律问题”和“法律解释”，并没有
明确这两个术语的内涵和范围。在欧共体荷尔蒙案2中，上诉机构认为，何时何地发生了何
种纠纷明显是一个事实性质的问题。衡量和采信当事方以及第三方提供的证据也是事实问题，
它是事实认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判断当事方采取的某一特定措施是否违反了相关协定
规定的义务属于法律问题，判断专家组是否客观地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也属于法律问题。上
诉机构认为可以根据专家组是否故意忽视证据、是否歪曲证据、是否具有足以引起合理怀疑
的重大过失，判断专家组是否客观地对事实进行了评价。上诉机构这样的做法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上诉机构的区分标准本身就前后矛盾——它将专家组衡量采纳证据当作事实问题，但
是又认为专家组故意忽视或者不采纳证据的行为属于法律问题；其次，上诉机构从未被授予
对“事实”和“法律”进行解释的权限，这又涉及到上诉机构对条约规定的越权解释问题了。
严格遵守上诉机构审理范围将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在一些案件中，专家组仅针对部分事
实和法律问题进行了审理，上诉机构必须基于专家组未涉及的问题才能妥善处理案件时，上
诉机构应该何去何从？在加拿大期刊案3中，美国根据 GATT1994 的第 3.2 条对加拿大《消
费税法》提起专家组程序，专家组仅针对 3.2 条第一句话做出了裁定，但是上诉机构不仅推
翻了专家组针对第一句的裁定，而且对第二句话进行了分析并做出裁定。根据上诉机构的审
理范围，专家组的裁定不包括第二句话，上诉机构无权对第二句话进行审查。这种做法被称
1

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 ,
WT/DS379/AB/R.
2
欧共体——关于肉类及肉类制品的措施案（荷尔蒙）
，WT/DS26/AB/R ,WT/DS48/AB/R.
3
加拿大——关于期刊的某些措施案，WT/DS31/A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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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成法律分析”。这种做法无疑已经超出了上诉机构的权限范围，成为诸多国家批评指责
的对象。
无疑，针对上诉机构审理范围的指责是制度设计的不完善导致的。解决这一问题，首先
要从 DSU 条文本身入手，应该明确规定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内涵和范围，这是上诉机构
正确行使职权的前提条件，同时上诉机构的审查范围应该扩展到与法律问题密不可分的事实
问题（所谓密不可分是指不审查这些事实问题就无法继续处理法律问题）。其次，完成法律
分析的做法经过几十年的经验总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考虑赋予上诉机构进行“完
成法律分析”的权力。
（三）审理期限
上诉机构被各国指责的另一个问题聚焦在审理期限上。DSU 规定上诉机构一般情况下
应当在 60 日内完成程序。遇有特殊情况，这一期限可以延长到 90 天，但必须经过争端解决
机构的批准。实践中，许多案件都不能遵守这个时间限制，如欧共体荷尔蒙案件中，上诉审
理的期限竟然达到了 114 天。审理期限的拖延其实体现的是上诉机构大法官们的工作量繁重
以及案件的复杂性。提交给上诉机构审理的争端不仅具有国际性特征，还涉及当事国的国内
法问题，同时需要考虑裁决结果对当事国和第三方的影响。在做出任何一份裁决之前，上诉
机构的法官都需要深思熟虑，认真阅读案件涉及的国内法律法规和当事方提交的申诉与答辩
理由。为了确保案件质量和裁判公正，一些复杂案件的审理期限就被延长了。
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方法是延长上诉机构的审理期限，或者将双休日、节假日和翻译报
告的时间从 90 天的期限中剔除。对于一些特别复杂的案件，上诉机构可以和当事方协商，
根据他们的共同意愿，确定一个合理的期限。当然，扩充上诉机构的法官数量也是缓解工作
压力、及时完成争端解决程序的一种选择。
（四）成员过渡机制
美国批评上诉机构已经离任的成员仍然参与着案件审理程序，这其实是针对上诉机构离
任成员过渡机制的不完善提出的指责。根据《上诉审议工作程序》第 15 条的规定，任期届
满的成员如果想要继续参与案件审理，必须要有上诉机构的授权，并且要通知争端解决机构。
美国认为，这一规定表明：只有争端解决机构才有权将离任成员继续视为机构成员，而上诉
机构未被授予该权力。
洪都拉斯就此提出的改革建议是：已经由离任成员开庭的案件继续让其处理，与此同时，
在任期届满前的 60 天内不再为其安排新案件。这一建议既保障了成员对已经参与的案件的
继续审理，利于保障裁决的一致性，又能够避免任期届满成员离任的过度迟延，促进争端快
速解决。1除此之外，为了保障上诉机构不会因为人员不足而停止运作，应当提前开启遴选
工作，可以考虑提前一年开始审查各国推荐的人选并面试，及时与成员国沟通，这样一来，
即使推荐人选遭到反对，也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对策。
（五）其他问题
除了上述问题以外，上诉机构还存在其他制度性缺陷。
首先，上诉机构的秘书处为其工作提供了许多支持和帮助，为大法官省去了许多前期工
作，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秘书处的律师们通常要面对成千上万页的文件，从中概括出案件
的争议焦点和主要证据，繁重的工作压力使得许多优秀的律师们不堪重负。张月姣大法官曾
1

石静霞：
《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的危机与改革》
，
《法商研究》2019 年第 03 期，第 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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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告别演讲上表达：在其任职的 8 年内，已经有 7 名律师离开了秘书处，40%的人选择
去律师事务所任职。1因而，除了关注上诉机构大法官的人员数量和工作压力以外，也要关
注秘书处的人员流失问题。可以考虑提高薪酬待遇挽留人才，同时也要引入更多的专业人员
加入秘书处，缓解工作压力。无疑，秘书处的高效运行将有助于提高上诉机构的工作效率，
这也是解决上诉机构法官工作量大、审理期限过长的一种方式。
其次，美国指责上诉计构总是针对一些与案件审理无关的问题或者专家组程序未涉及的
问题发表附带性的意见，有的案件中附带意见的报告长达 46 页2。对此，应当适当限制上诉
机构的这种行为，仅允许其就与审理案件密切相关的问题发表意见，这也有利于满足审理期
限的要求。
最后，美国同样否认上诉机构报告的先例作用。从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文本来看，上诉
机构的报告从未被赋予先例的地位，但是在实践中，上诉机构宣称其报告具有先例的作用，
之后的专家组报告应该遵循它。无疑，赋予上诉机构报告以先例地位，可以增强争端处理结
果的可预测性和一致性，但是从目前的协议规定来看，这种做法缺乏依据。因而，可以修改
有关协议规定：对于上诉机构的报告，应当定期放到争端解决机构的会议上去讨论，并接受
各国对这些报告的审议，对于各国普遍支持的报告，可以视为先例，指导以后的案件处理。
尽管目前为止，上诉机构仍然处于停摆状态，前述改革方向似乎没有意义，但是许多国
家都朝着尽快恢复其正常运转的方向努力着，上诉机构仍有很大可能恢复正常工作，因而探
讨上诉机构的制度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当上诉机构解决了成员数量不足的问题之后，仍然
需要解决以上这些制度缺陷，否则，上诉机构必将继续遭受质疑和挑战。

三、 上诉机制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虽然上诉机构陷入困境，但是 WTO 争端解决机制仍然运作着，当事方申请成立专家组
程序之后，案件通过几种不同的路径继续进行着。这些路径分别是：
（一）专家组程序审结未上诉
根据 DSU 第 16 条第 4 款的规定，专家小组的报告散发给各成员方之后，在 60 天内，
除非当事方正式上诉，或者争端解决机构达成一致意见，决定不通过该报告，否则该报告可
以在争端解决机构自动通过。通过的专家组报告对当事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执行力。败诉方
应当执行专家组报告，改变其违反协议规定的措施或者承担赔偿责任。一方拒不执行报告时，
另一方可以经过争端解决机构授权进行报复。
（二）向瘫痪的上诉机构上诉
如果专家组报告散发给各成员后的 60 天内，当事方向上诉机构提起上诉，基于上诉机
构的停摆现状，案件将处于悬而未决状态，等到上诉机构恢复工作时，可以基于现有的专家
组报告对法律事项和法律问题进行二审。也就是，采取这一路径解决纠纷的成员方将面临一
个无法确定期限的等待过程，并可能继续遭受争端当事方对其合法权益的侵害。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美国单方采取的行为导致上诉机构瘫痪，然而就在停摆后的第一次召开的争端解决
机构例会上，美国仍然将纠纷提交上诉机构解决。2019 年 12 月 18 日，美国在例会上针对

1

张月姣，翟雨萌：
《张月姣大法官在 WTO 上诉机构的告别演讲——对上诉机构的十点兴革建议》
，
《国际
经济法学刊》2016 年第 02 期，第 3 页。
2
阿根廷——与商品和服务贸易有关的措施案，WT/DS453/A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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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4361案件的专家组报告提起上诉，同时提出，由于上诉机构法官人数不足，无法开展工
作，两国将协商讨论案件的进一步处理方向。这种做法无疑是为了将案件在争端解决机构中
搁置，进而采用有利于维护美国利益的方式解决纠纷。
（三）向多方临时上诉仲裁机制上诉
显而易见，上述两种路径未能充分保障当事方上诉权利的正常和及时行使。一些成员方
已经探索出第三条路径来解决上诉案件，即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ulti-Party Interim
Appeal Arbitration Arrangement，简称“MPIA”）
。2020 年 4 月 30 日，中国、欧盟、加拿大等
成员正式向 WTO 提交通知，建立 MPIA 以暂时发挥上诉机构的二审作用，解决上诉纠纷。
《基于<争端解决谅解>第 25 条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中规定，当上诉机构因为法官
数量不足无法正常运转，
当事方根据 DSU 第 25 条项下的仲裁条款提起上诉仲裁时，由 MPIA
根据 DSU 第 17 条规定的上诉审查的实体和程序要求进行审理并做出仲裁裁决。它设想组建
一个十名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库，每一个案件都由 3 名仲裁员审理。7 月 31 日，仲裁员名单
确定，仲裁员库成功组建。但是这一安排仅对加入它的成员生效。因此，对于经历了专家组
程序的当事方而言，如果当事国已经加入 MPIA，它们可以通过仲裁安排进行上诉，以继续
解决贸易纠纷。
由于 MPIA 作为新机制刚刚开始运行，其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尚未可知，但是，从
制度本身来讲，MPIA 的出现是解决上诉机构困境的一条新路径，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优势。
第一，MPIA 的出现能够继续发挥世界贸易组织解决贸易纠纷的职能，维护当事方合法
权益。世界贸易组织的两大重要职能就是提供贸易谈判场所和解决贸易纠纷，上诉机构停止
运转严重妨碍 WTO 第二项职能的实现。MPIA 作为上诉仲裁程序，可以对提起上诉的专家
组报告进行审查，从而为当事方提供了再次审理以获得救济的机会，更有利于实现程序公平
并进而促进结果公正。可想而知，如果没有 MPIA，上诉程序暂时无法启动的事实无疑剥夺
了当事方通过上诉审查维护自身权益的机会。
第二，MPIA 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上诉机构的制度设计，吸取了上诉机构的有益成果和
经验。仲裁员库将由具有公认权威并在法律、国际贸易和适用协定所涉主题方面具有公认专
门知识的人员组成2。MPIA 对仲裁员的要求与上诉机构大法官的要求基本相同，体现了仲
裁员的专业性、国际性和法律性。MPIA 同样将上诉范围限制在专家组报告的法律问题和法
律事项的范围内，能够节约程序时间，提高案件处理效率。此外，DSU 第２１条和２２条
有关执行程序和中止减让等规定经过适当修改后适用于仲裁裁决，也就是说，上诉仲裁裁决
同样具有终局性，当事方拒不执行裁决使将面临报复。
第三，MPIA 在加入和退出方面具有灵活性。它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成员开放，各方
向争端解决机构发出通知，在任何时间加入该安排。已经参加该安排的成员方也可以通知争
端解决机构终止参与。但是已经达成的上诉仲裁裁决仍然有效，其退出时的未决争端也要继
续适用 MPIA。

四、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从这一多边贸易体制中受益良多。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
下，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壁垒措施逐步减少，经济实力和
1
2

印度诉美国热轧碳钢反补贴措施争端案, WT/DS436/AB/R.
《基于<争端解决谅解>第 25 条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第 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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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国力迅速提升，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世界贸易组织的存在，为我国提供了参与全球贸易
规则制定的机会以及谈判和对话的场所。争端解决机构的存在，提供了和平解决贸易争端的
平台。作为受益者，我国必须坚决维护多边贸易主义，捍卫世界贸易组织的尊严，绝不能让
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损害全球贸易秩序。
一方面，中国应当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家组织的合作，继续与美国交流和对话，努力恢
复上诉机构的运作。上诉机构恢复原有的功能和效用不仅是中国的愿望，也是坚守多边主义
的众多国家的共同期许。在争端解决机构的会议上，各国从未放弃与美国的对话交流，希望
尽早启动上诉机构成员的选任程序。在９月２８日的争端解决机构会议上，墨西哥代表 121
个成员国发言，再次介绍了有关补选上诉机构六个空缺席位的处理程序，并且表达了众多成
员对上诉机制目前状况的担忧，认为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成员国的利益。但是美国表示，世
贸组织必须进行真正改革，争端解决机制应当加强世贸组织的谈判职能和监督职能，而不是
通过过度干预和填补空缺来削弱这些职能。换言之，美国仍然拒绝启动补选程序，其理由在
于美国对于上诉机构改革的诉求并未实际解决。
因而，我认为要想劝说美国接受补选程序，必须以完善上诉程序规则和世界贸易组织规
则为前提。各方应当针对上诉机构确实存在的制度缺陷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并就这些
举措与美国达成一致意见。在贸易规则的谈判上，世贸组织的规则应该适应全球经济形势变
化和治理体系的变革，对贸易救济措施等传统领域进行修改和完善，同时重视电子商务、劳
工权利保护等新兴领域的谈判。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规则完善的谈判过程中，应
当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措施绝不妥协，努力构建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
另一方面，中国应当充分利用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以及双边、区域争端解决机制。在
上诉机构恢复之前，MPIA 机制可以处理经过专家组审理的上诉案件，避免案件桎梏于上诉
机构。中国作为这一临时安排的发起者之一，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机制，总结案件仲裁裁决中
的经验教训，培养熟练掌握国际贸易纠纷处理技巧的专业律师人员，提高他们处理纠纷的能
力，以便在 MPIA 中维护本国合法权益。另外，中国要与欧盟等国合作，将这一临时机制的
益处展现给尚未参与进来的其他成员国。只有更多的成员国加入 MPIA 机制后，中国与这些
国家的贸易争端才能通过上诉仲裁机制解决。除此之外，虽然双边和区域性条约协定中的争
端解决机制在实践中使用的几率较低，但是在上诉机构陷于困境的现状下，它们也能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压力。这些制度目前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磋商、调解、仲
裁程序为主，政治性色彩强于司法性色彩，在程序和规则设计上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但是通过我国可以加强其司法性、完善程序规则和加强透明度等发挥双边和区域争端解决机
制的优势，为解决贸易纠纷提供多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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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法治的挑战与完善：上诉机构危机与改革
曾奎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 430073）

摘 要：上诉机构是 WTO 的重要的“司法机构”，对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发挥着重要作用。上诉机构停摆危机是对
WTO 法治的挑战，这其中既存在大国政治干预的因素，也因为 WTO 关于上诉机构的法治未及时更新，无法适应国际
贸易关系发展需要。针对上诉机构停摆的危机，各成员国都曾积极提出应对方案，目前中国与欧盟等国构建的多方
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已经逐步向实践迈进，是一种临时性的应急措施。但若要从根本上解决本次危机则需要推进对上
诉机构进行改革，完善 WTO 的法治。鉴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相互依赖关系，上诉机构改革离不开国际社会对于维
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共同努力与合作，重点在于各国与美国能够达成上诉机构改革的共识，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上诉机构停摆；WTO 法治；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上诉机构改革

人类对法治理念的追求和探索已有千年的历史，其中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界定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和认同，他认
为法治就是存在良好的法律规范，并且这些法律规范得到良好的实施和遵循。1这意味着法治要求“良法”并“善治”。
2
国际法治，顾名思义，是法治在国际关系中的发展，相较于国内法治的悠久发展历史，国际法治现在仍然处于早期
阶段。3但国际法治已经在理论与实践中逐步丰富和深入，WTO 的法治便是国际法治理论与实践的产物，其中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就是其法治化的突出表现。但是 2019 年 12 月上诉机构停摆导致争端解决机制无法完整有效运作，
长此以往将对 WTO 法治造成冲击。

一、WTO 法治的挑战：上诉机构危机
WTO 法治是国际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全球贸易治理的重要内容。4一方面 WTO 法治在规范层面体现
为其具备一个丰富而系统的贸易法律体系，从 GATT 到 WTO 的发展过程中达成了大量的多边协议、议定书、关税
减让表和服务贸易承诺书等与贸易相关的条约，法律渊源具有相当规模，并且明确了以《WTO 协定》为首的有序
法律体系结构。5另一方面 WTO 的法治在执行监督层面也有所体现，既在于其能通过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监督各国对
WTO 贸易法律规范的实施，又因 WTO 争端解决机制实现了争端解决的司法化，能够保证法律规范的顺利执行，这
是推进法治化的关键条件。6
WTO 争端解决机制是 WTO 法治维系的重要保障，它的建立标志着国际贸易关系的法治化。国家间的贸易争端
可以通过该机制，根据 WTO 的贸易法规等国际法，和平解决双方的争端，若对专家组报告不认可，还可以向上诉
机构提出申诉。该机制确立了两审终审制来解决国家间的贸易争端，可以称得上是 WTO 的“司法机构”，能够为
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具有可预见性的争端解决方式，这在其他领域或国际组织中是从来没有的。其中上诉机构在解决
国家间争端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对专家组出具裁定报告后仍然存在争议的案件进行处理，在审理
中有权对法律事实进行解释，起到了维护 WTO 法治的示范作用。


曾奎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法 2019 级硕士研究生。
Aristotle, Politics, trans.by C.D.C. Reeve,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98.
2
何志鹏：《“良法”与“善治”何以同样重要———国际法治标准的审思》，《浙江大学学报 A(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3 期，
第 138 页。
3
费秀艳：《国际法治发展的实证考察———以 WTO 法律体系为视角》，《新疆社科论坛》2015 年第 5 期，第 69 页。
4
赵骏,韩小安：《WTO 法治和中国法治的砥砺与互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5 期，第 149 页。
5
曾令良：《WTO 一种自成体系的国际法治模式》，《国际经济法学刊》2010 年第 4 期，第 41 页。
6
曾令良：《WTO 一种自成体系的国际法治模式》，《国际经济法学刊》2010 年第 4 期，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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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前后，随着两位上诉机构法官的相继离任，上诉机构任职法官人数仅剩一位。由于近两年来上诉
机构法官的遴选受到美国阻挠，导致这两位法官的离任直接造成上诉机构法官人数达不到开展上诉审理的最低人数
（三人），上诉机构停摆。WTO 争端解决机制至此无法完整有效的运行，虽然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专家组仍能运转，
但无可否认的是上诉机构的停摆很可能导致争端成员国失去上诉的机会。此时 WTO 争端解决将面临三种情形：一
是争端双方对专家组的报告表示一致赞同，争端到此结束无须经过上诉机构的评审程序；二是争端一方对专家组报
告表示不满，但却无法通过上诉机构予以申诉，而专家组的报告也因反向一致原则下得以通过，但此时通过的报告
没有保障另一方的诉权，这与 WTO 的宗旨相违背，长此以往会使成员国丧失对 WTO 的信任；三是双方对裁决报
告均不满意，经反向一致原则不予通过，此时争端解决陷入僵局。7故上诉机构停摆将影响 WTO 法律规范的维护，
WTO 法治面临挑战。

二、上诉机构危机的原因：WTO 法治化的不足
上诉机构停摆的直接原因是美国阻挠法官遴选，美国甚至陆续提出了对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六项指控予以拒
绝启动遴选程序。8美国此举实质上是因为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不能满足美国所倡导的“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贸易
政策，不再有利于维护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霸主地位，所以竭力阻止争端解决机制的运作。但是我们从 WTO 法
治视域中对上诉机构危机的原因进行探讨，可以发现 WTO 本身在法律制度层面与执行层面存在不足和漏洞。
（一）法律制度规范层面原因
美国对 WTO 上诉机构存在不满，除了与其本身利益的冲突，也与 WTO 关于上诉机构的法律规范存在不合理
之处有关，究其根本是 WTO 法律规范未达到“良法”的境界，给予了美国进行反对和拒绝开启上诉机构法官遴选
的理由。
1. 上诉机构审查范围的规定存争议
《WTO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简称 DSU）中第 17 条第 6 款明确规定了上诉机构的审查范围，仅
限于案件所涉的法律问题和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9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审查效率，直接对法律方面是否
存在错误予以审查及纠正，减轻上诉机构的审查负担。但是这也就意味着上诉机构不能对专家组所认定的事实问题
进行审理，专家组在事实方面可能存在的错误无法在上诉机构审理中得到纠正，这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 WTO 争端
解决机制作为“司法机构”应有的公平公正的性质。并且随着实践的深入，WTO 上诉机构仅仅审查法律问题是不
符合国际贸易争端解决需求的，毕竟如果只重视效率不重视公平也不会为国际社会所认可。同时，实践中关于何种
问题属于 DSU 中规定的“法律问题”存在较大争议，美国甚至认为上诉机构在不同案件中采用不同的标准对该问
题进行审查。10借此对上诉机构的公正性提出质疑。故 WTO 法律规范中关于上诉机构审查范围的规定并不周延。
2. 法官任职规定存在漏洞
DSU 对于法官任职人员以及离任法官案件处理等问题的规定存在明显漏洞。首先，在关于法官任职人员方面，
规定的法官人数不足。DSU 第 17 条第 1 款规定上诉机构仅由 7 人组成，任何案件由三位法官任职。11该上诉机构
设计之初并没有预料到会被大量使用，故原定的任职法官人员较少，而实践中则大量案件涌入上诉机构造成预计的
法官工作量负荷较大。但是针对这一情况却未及时调整法官的任职制度，这也为如今的上诉机构停摆埋下了伏笔。
其次，对于离任法官的过渡案件审理问题规定不明朗。对于离任法官曾审理的案件如何处理问题 DSU 中并未有明
7

胡加祥：《上诉机构“停摆”之后的 WTO 争端解决机制何去何从》，《国际经贸探索》2020 年第 1 期，第 96 页。
在 2019 年 2 月 DSB 例会上，美国总结了过去两年来其对上诉机构的各项指控，认为如果要支持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制，上诉机
构必须遵守 1995 年成员方创设 WTO 时同意的下列规则: (一) 上诉机构必须在案件上诉后 90 日内发布报告;(二) 任期已满的上
诉机构成员未经 DSB 批准，不得继续审理上诉案件; (三) 上诉机构不得对事实问题做出裁定，包括但不限于与国内法有关的问题;
(四) 上诉机构不得对无助于 DSB 做出建议的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五) 上诉机构不得称其报告为先例，或可提供权威解释; (六) 上诉
机构不得改变成员方在 WTO 协定下的实体权利或义务。
9
DSU 第 17 条第 6 款规定“上诉应限于专家组报告涉及的法律问题和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
10
石静霞：《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的危机与改革》，《法商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156 页。
11
DSU 第 17 条第 1 款规定“DSB 应设立一常设上诉机构。上诉机构应审理专家组案件的上诉。该机构应由 7 人组成，任何一个案件
应由其中 3 人任职。上诉机构人员任职应实行轮换。此轮换应在上诉机构的工作程序中予以确定。”
2
8

1078

确规定，但在《上诉机构工作程序》中规定由上诉机构授权任期届满的法官继续审理，12而美国对此提出异议，认
为争端解决机构才能予以授权。故关于此内容的规定并不充足。
3. 上诉机构法官遴选程序规定的不足
上诉机构停摆危机的直接原因便是美国的上诉机构法官遴选的阻挠，与美国干预的政治原因难逃干系，但是也
有 WTO 上诉机构的法官遴选程序规定不足的原因，这给了美国借题发挥的机会。
一方面关于上诉机构法官遴选的具体程序在 DSU 中规定不明确。仅仅在第 17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中规定了上诉
机构法官的任期及资质问题，13对于如何遴选则没有具体的规定。在实践中是由 WTO 成员提名候选人，WTO 组建
遴选委员会进行面试等考察，最终在 DSB 会议中由全体成员通过协商一致表决通过。14遴选程序规定的不明确会
留下许多政治干预的空间。另一方面协商一致的表决机制存在设计缺陷。根据协商一致的表决机制，只要有一国否
决，则可以对于特定法官的任免予以否决，美国便是在协商一致表决中多次予以反对，造成上诉机构法官遴选多次
失败。虽然协商一致的表决机制是 WTO 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基础，15但是在上诉机构法官遴选的实践中也暴露出
该机制容易被不当利用，试图以此操纵上诉机构改革。16该制度设计存在不足。
（二）法律执行层面原因
上诉机构在执行层面存在越权行为也是上诉机构停摆的一大诱因，在美国的控诉中曾多处指控上诉机构存在越
权行为。在实践考察中上诉机构确实存在超期审理、越权解释或越权审查等问题。
1. 上诉机构在审理案件时存在解释越权。
根据《WTO 协议》第 9 条第 2 款的规定，只有部长级会议与总理事会对 WTO 的多边贸易协定等享有专有的解
释权力。17 上诉机构则根据 DSU 第 3 条第 2 款的规定，承担“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习惯规则澄清这些协定的现有
规定”的任务，并且“DSB 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者减少适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然而，上诉机构在实
践中却常常越权解释，如在美国与欧盟关于“归零法”一案中，上诉机构对于归零法是否违背《反倾销协议》的解
释就超出了其解释权限。18在部分案件中对于“非歧视责任”的解释甚至给成员国增加了责任。19
2. 存在超期审理的情况。
DSU 第 17 条第 5 款明确规定了上诉机构的审理期限为 90 天。20上诉机构在运转初期较好的遵守了这一规定，
即使存在超期的例外也会征得争端当事双方的同意，而自 2011 年中美轮胎案后，上诉机构开始频繁超期审理，并
且很多案件中没有征得争端当事双方的同意。故上诉机构存在对 DSU 审理期限的越权行为，并且引起了争议。这
种情况的出现存在多种原因，一方面是上诉机构案件增多而法官人员不足，案件复杂法官的负担过重；另一方面则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根据《上诉审议工作程序》第 15 条的规定：“届满上诉机构成员根据上诉机构授权且通知争端解决机构后可继续完成其被分配的
案件审理。”
DSU 第 17 条第 2 款规定：“DSB 应任命在上诉机构任职的人员，任期 4 年，每人可连任一次。（能否连任取决于 DSB）但是，对
于在《WTO 协定》生效后即被任命的 7 人，其中 3 人的任期经抽签决定应在 2 年期满后终止。空额一经出现即应补足。如一人被任
命接替一任期未满人员，则此人的任期即为前任余下的任期。 ”DSU 第 17 条第 3 款规定：“上诉机构应由具有公认权威并在法律、
国际贸易和各适用协定所涉主题方面具有公认专门知识的人员组成。他们不得附属于任何政府。上诉机构的成员资格应广泛代表
WTO 的成员资格。上诉机构任职的所有人员应随时待命，并应随时了解争端解决活动和 WTO 的其他有关活动。他们不得参与审议
任何可产生直接或间接利益冲突的争端。”
杨国华：《WTO 上诉机构的产生与运作研究》，《现代法学》2018 年第 3 期，第 151 页。
孔庆江：《一个解决 WTO 上诉机构僵局的设想》，《清华法学》2019 年第 4 期，第 201 页。
Gregory Shaffer，Manfred Elsig and Sergio Puig，The Extensive ( but Fragile) Authority of the WTO Appellate Body，79 LAW & CONTEMP
PROBS 237 (2016)．
根据《WTO 协议》第 9 条第 2 款规定：“部长级会议与总理事会拥有采纳对本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所作解释的专有权力。对附件
一中多边贸易协定的解释，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应根据监督该协定实施情况的理事会的建议行使其权力。”
United States-Continued Existence and Application of Zeroing Methodology, WT/DS350/AB/ R.
陈凤英,孙立鹏：《WTO 改革：美国的角色》，《国际问题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66 页。
DSU 第 17 条第 5 款：“诉讼程序自一争端方正式通知其上诉决定之日起至上诉机构散发其报告之日止通常不得超过 60 天。在决定
其时间表时，上诉机构应考虑第 4 条第 9 款的规定（如有关）。当上诉机构认为不能在 60 天内提交报告时，应书面通知。DSB 迟
延的原因及提交报告的估计期限。但该诉讼程序决不能超过 90 天。”
3
1079

是上诉机构可能审理了不必要的问题，所以导致审理超期，这也是美国所持的观点。21
3. 上诉机构发布咨询意见或附带意见不符合规定。
上诉机构在审查案件时存在过多发表附带意见和对 WTO 贸易法发表咨询性意见的情况，都是对与案件双方提
出的问题关联性有限的问题进行了过多的阐述，在有关案件的审理报告中甚至出现 46 页的附带意见。22DSU 等相
关法规中并没有明确授予上诉机构发布咨询意见和相关附带意见的权力，故上诉机构此行为也存在越权的嫌疑，美
国对此也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有关学者和专家也提出强制司法节制的建议。23
（三）WTO 法治化的局限性
上诉机构停摆存在 WTO 本身法律规范的不完善和上诉机构本身越权执行的原因，本质反映的是 WTO 贸易法
律规范和其监督执行制度没有及时更新，已经不能适用时代发展的变化，甚至不能满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贸
易关系发展的需要，故对于 WTO 各方面进行改革的呼声愈涨。但是，WTO 法治作为国际法治实践的早期产物离不
开国际局势和国际关系的变化的影响，在 WTO 国际贸易法规的制定中更多的是各国经济政治实力的较量，国家利
益竞逐与衡量，这其实也反映了 WTO 法治化的局限性。
WTO 法治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受限制于国际政治形势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变化。国际法治的建
设与构想是需要在平衡和满足各国的利益需求基础上，才能在得到各国的认同从而以条约的形式确立，毕竟国际法
治与国内法治不同，国内法治可由最高的权力机关统筹制定发布，而国际法中则不存在最高的立法机关，更多的是
以条约或实践中形成习惯法的方式产生国际法，必定会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 WTO 法治受全球经济形势变
化的影响，自 WTO 建立以来，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科技革命逐步改变着全球的贸易往来，而
WTO 的贸易法律规范却未及时更新，所以难以适应时代发展，WTO 法治存在其时代局限性。故 WTO 法治本身存
在局限，不能阻止上诉机构停摆的命运，因为其原因不仅仅在于 WTO 法治的问题，还存在许多国际政治因素和经
济形势变化的影响。

三、WTO 法治视域中上诉机构危机应对的考察
上诉机构停摆对 WTO 争端解决机制造成直接冲击，也是对 WTO 法治的挑战。各成员国对于如何应对上诉机
构停摆危机提出了多种应对方案，目前以中国和欧盟等国家为代表的 WTO 主要成员国家，依据 DSU 第 25 条构建
了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ulti-Party Interim Appeal Arbitration Arrangement，简称“MPIA”）。在此，可以将这
些应对方案放入法治视域中予以探讨评价。
（一）上诉机构危机应对的路径选择
在 WTO 上诉机构停摆前后，学术界以及 WTO 成员国就曾提出了多种应对方案，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四种：
1. 启动投票方式遴选法官程序
WTO 上诉机构停摆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利用协商一致原则在遴选法官时一票否决，造成法官任职人员不足，而
启动投票方式遴选法官则可以避免美国的阻挠( Ernst－Ulrich Peters-mann，2019) ( Pieter Jan Kuijper，2018)。根据
《WTO 协定》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明确如果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无法做出决定，便可以由投票方式表决，24这其实
21
22
23
24

李晓玲:《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改革的谈判进程与岔路口选择》，《国际经贸探索》2020 第 4 期，第 105 页。
Argentina-Measures relating to Goods and Services, WT/DS4353/AB/R.
石静霞：《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的危机与改革》，《法商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156 页。
《WTO 协议》第 9 条第 1 款：WTO 应继续实行 GATT 1947 所遵循的经协商一致作出决定的做法。（注 1）除非另有规 定，否则
如无法经协商一致作出决定，则争论中的事项应通过投票决定。在部长级会议和 总理事会会议上，WTO 每一成员拥有一票。如欧
洲共同体行使投票权，则其拥有的票数应与属 WTO 成员的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数目（注 2）相等。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的决定应
以所投票数的简单多数作出，除非本协定或有关多边贸易协定另有规定。（注 3）
注 1：如在作出决定时，出席会议的成员均未正式反对拟议的决定，则有关机构应被视为经协商一致对提交其审议的事项作出了决
定。
注 2：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的票数决不能超过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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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启动投票方式解决上诉机构危机提供法律基础。但是具体如何启动呢？根据该条款规定是由总理事会召集，然后
依据 DSU 第 2 条第 4 款即协商一致原则作出启动的表决。虽然启动投票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比较便捷的解决法官
任职人员不足造成的停摆危机，最大限度的保留原本的上诉机构制度，但是目前情况下短期内无法启动投票方式遴
选法官的程序，25因为美国同样可以在协商一致原则中予以否决启动该方式。
2. 另行建立争端解决机制
在目前情况下，另行建立争端解决机制存在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直接复制上诉机构的制度，建立可以处理
专家组报告的上诉审议的机制；另一种是建立新的完整平行的争端解决机制26( Pieter Jan Kuijper，2018) ( Peter Van
denBossche，2019) ( 孔庆江，2019)。但是另行建立的争端解决机制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并且在目前美国竭力强调
改革的情况下，美国在很大可能上不会加入这种新的机制，新构建的机制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如 DSU 中有 160
多个成员国家的参与程度。故这种方式并非一种理想的解决上诉机构危机的方式，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WTO 面临
的需要改革的境况。
3. 制定终结上诉审议机制的条款
针对上诉机构停摆的情况，甚至提出了直接修改 DSU 和《上诉审议工作程序》等内容条款，制定在上诉机构
法官不足三人情况下上诉机构不受理案件的方案。27该方案的实质就是制定了终结上诉审议机制的条款，取消 WTO
上诉机构两审终审制，回归到一审终审的机制。28这种方式事实上改变了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最大特征与优势，
使争端当事方不再享有上诉权利，不利于公平公正的解决贸易争端。
4. 基于 DSU 第 25 条建立临时仲裁机制
DSU 第 25 条规定了在各方同意的基础上可将仲裁作为争端解决的替代方式，29该方式的初衷是提供给争端方
可供选择的与争端解决机制并行的仲裁方式，但在实践中运用的次数屈指可数。针对 WTO 上诉机构停摆的现状，
该条款的规定为建立临时仲裁来替代上诉机构提供了操作空间，将其进行变通设计可以直接构建上诉机构的替代机
制。30这种方式在法律操作技术上是方便可行的，但是仲裁是在基于自愿的基础上才能适用，故这种方式所能囊括
的成员国有限，并无法如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一样具有强制性效果。目前，在应对上诉机构危机中已经将该方案付
诸实践。
（二）上诉机构危机应对之 MPIA
为了维系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行，解决目前上诉机构的困境，经过一系列准备和会议商谈，2020 年 4
月 30 日中国、欧盟和其他 17 个世贸组织成员正式向世贸组织提交通知共同建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Multi-Party Interim Appeal Arbitration Arrangement，简称 MPIA)，能够为 WTO 争端解决的上诉处理提供一定支持。
1.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的性质
MPIA 就是基于 DSU 第 25 条进行灵活变通设计的临时上诉仲裁，该机制基本保留了第 25 条的基本性质。首先，
MPIA 是临时应对上诉机构停摆的具有临时性质的应急措施。在 MPIA 的原文序言中明确指出了“基于《争端解决

25
26

27
28
29

30

注 3：对于作为争端解决机构召集的总理事会的决定，应仅依照《争端解决谅解》第 2 条第 4 款的规定作出。
石静霞：《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的危机与改革》，《法商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159 页。
Pieter J. Kuijper，
“From the Board: The U. S. Attack on the WTO Appellate Body”，(45: 1) LEGAL ISSUES OFECONOMIC INTEGRATION
1,2－3 (2018).
Working Procedures on Appellate Review，WT/AB/WP/6, 16 Aug 2010.该文件替换之前于 2005 年 1 月 4 日发布的版本。
石静霞：《应对 WTO 上诉机构危机:基于仲裁解决贸易争端的角度》，《国际贸易问题》2019 年第 4 期，第 15 页。
DSU 第 25 条规定：
“1.WTO 中的迅速仲裁作为争端解决的一个替代手段，能够便利解决涉及有关双方已明确界定问题的争端。 2．除
本谅解另有规定外，诉诸仲裁需经各方同意，各方应议定将遵循的程序。诉诸仲裁的一致意见应在仲裁程序实际开始之前尽早通知
各成员。 3．只有经已同意诉诸仲裁的各方同意，其他成员方可成为仲裁程序的一方。诉讼方应同意遵守仲裁裁决。仲裁裁决应通
知 DSB 和任何有关适用协定的理事会或委员会，任何成员均可在此类机构中提出与之相关的任何问题。 4．本谅解第对 21 条和第
22 条在细节上作必要修改后应适用于仲裁裁决。 ”
Scott Andersen et. al., “Using Arbitration under Article 25 of the DSU to Ensure the Availability of Appeals”，Centrefor Trade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 CTEI) Working Paper，CTEI－20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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谅解》第 25 条实施应急措施”和“强调这一安排的临时性质”。同时还规定参加成员仍然致力于解决上诉机构遴
选僵局，将其作为优先事项，进一步体现 MPIA 只是临时性的解决措施。其次，MPIA 属于诸边协议。这意味着该
协议只对参加方成员产生法律效力，并不是对所有 WTO 成员国均有效力。如果参加该协议的成员国与未参加该协
议的成员国发生争端，那么其案件便不能通过 MPIA 完成上诉仲裁。但是，该机制具有开放性质，任意成员国可随
时加入该协议。最后，MPIA 主要是程序性规则。虽然其规则大部分参照了 DSU 的相关规定，但是它也设置了一些
新的程序规则，在一定程度上针对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上诉机构规则的不足之处予以完善，如明确上诉审理期限
可经当事方同意可延长。
2.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的运作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由 15 个条款的正文和两个附件构成。正文规定了 MPIA 的性质和基本运作程序，附件
一则是重点阐述基于第 25 条项下仲裁程序，附件二则是关于组建仲裁成员库的内容。关于 MPIA 的具体运作可以
从其启动、仲裁裁决、退出与加入等方面展开分析。
第一，MPIA 的启动。根据 MPIA 第 9 条，临时上诉仲裁机制可适用于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参加成员之间的任
何未来争端且可适用与执行阶段。在双方均同意 MPIA 的成员间任意争端方可经商定启动该机制，但第三方无权启
动，31启动条件为上诉机构人员不足无法审理上诉案件。32附件一第 5 条还明确规定在专家组程序中止生效后 20 日
内，可通过向世贸组织秘书处提交上诉通知的方式启动。第二，MPIA 的裁决程序借鉴了上诉机构的内容又赋予其
适用灵活性。仲裁员是由附件二中建立的仲裁员库中的成员中选择 3 名仲裁员审理上诉，关于其裁决内容的规定基
本与 DSU 的上诉机构一致，都是限于对法律问题和专家组作出的法律解释进行审查，但在审理期限问题中除了规
定 90 天的时间外，还明确了在争端方同意情况下可以适当延长，裁决程序也可以适当予以精简，体现了其适用程
序的灵活性。33同时该机制还允许上诉方撤回上诉，而对于未提出上诉仲裁的成员则默认其无异议，专家组报告可
由争端解决机构反向一致原则予以通过。第三，关于退出与加入 MPIA 上体现了该机制的开放性。MPIA 第 12 条规
定任何 WTO 成员均被欢迎通过通知争端解决机构其联署本文件的方式，在任何时间加入 MPIA。并且参加成员在
没有违反协议情况下可通过通知争端解决机构撤回其对本文件的联署，决定终止参加 MPIA。34
3.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的评价与前景
自 MPIA 建立以来，已经成功完成对 10 名贸易仲裁专家仲裁员库，正要进行第一个上诉案件的处理。其真实
运作效果和前景如何尚待实践检验。但是针对 MPIA 的理论制度层面可以针对性的予以客观评价。
就目前 MPIA 的规范内容来说，该制度具有相当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应对 WTO 上诉机构停摆的危机，
发挥 WTO 争端解决替代上诉机构的作用。但是，多方临时上诉仲裁的不足也很明显，一方面其不具备强制管辖权，
目前加入的成员国也较少，其管辖权和覆盖面均不如 WTO 上诉机构；另一方面，裁决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取决于仲
裁员的选任制度，目前制度中缺乏对仲裁员薪资待遇等规定，若对此不明确则很难保障仲裁员的独立性，很可能受
政治因素干涉，那么此时其裁决的可预见性和可靠性也随之减损。
31

附件 1 第 1 条规定：“双方都一致同意多边仲裁上诉安排，任一争端方可根据经商定的本程序启动仲裁。”附件 1 第 16 条规定：.
“只有案件争端方而非第三方可以启动仲裁。根据《争端解决谅解》第 10.2 条向争端解决机构通知其对专家组审查事项具有实质
利益的第三方，可以向仲裁员提交书面陈述，并应被给予被仲裁员听 取意见的机会。《上诉审查工作程序》第 24 条应经必要修改
后适用。 ”
32
MPIA 第 1 条规定：“只要上诉机构因上诉机构成员人数不足而无法 审理它们之间案件的专家组报告的上诉，则其意图诉诸《争端
解决谅解》第 25 条项下的仲裁，作为临时上诉仲裁程序（以下称“上诉仲裁程序”）”
附件 1 第 2 条规定：“只有在上诉机构无法根据《争端解决谅解》第 16.4 条和第 17 条在本争端中审理上诉时，才能启动仲裁。为经
商定的本程序之目的，上诉机构成员在专家组向争端方发布最终报告时少于三人的，视为出现前述情况。”
33
MPIA 附件 1 第 12 条规定：“争端方要求仲裁员在提交上诉通知后 90 日内发布裁决。为此，仲裁员可采取适当的组织措施以精简
程序，但不得损害争端方的程序性权利和义务以及正当程序。这种措施可包括就页数限制、时间限制和期限、以及所需听证会的长
度和次数作出决定。”MPIA 附件 1 第 14 条规定：.“根据仲裁员的提议，争端方可以同意延长 90 日的裁决发布期限。”
34
MPIA 第 12 条规定：“任何世贸组织成员均被欢迎通过通知争端解决机构其联署本文件的方式，在任何时间加入 MPIA。就该世贸
组织成员为争端方的争端而言，该成员通报争端解决机构的日期，将被视为为第 9 段和第 10 段之目的的文件提交日期。”MPIA
第 14 条.“参加成员可通过通知争端解决机构撤回其对本文件的联署，决定终止参加 MPIA。但是，受制于第 9 段，参加成员有意
使 MPIA 继续适用于在此撤回之日未决的争端。此外，任何根据第 10 段达成的上诉仲裁协议将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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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MPIA 的前景可以从其条文中窥见端倪。第 13 条明确规定：“参加成员将在本文件提交之日起一年后审
查 MPIA。审查可以涉及 MPIA 的任何特征。”可见 MPIA 运行一年后的审查评估是具有开放性的，前景将如何
发展还需实践检验。同时附件一第 5 条规定：“如果上诉机构不能运作的时间较长，参与成员将按照附件 2 规定的
程序，从仲裁员库组成后两年开始，定期部分更新仲裁员库······”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MPIA 已经做好
上诉机构替代方案的长期准备。

四、WTO 法治的完善：上诉机构改革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只是针对上诉机构停摆的应急措施，具有临时性质，从长远来看要真正解决上诉机构的停摆
危机，就要从 WTO 的法治完善入手，实现上诉机构甚至是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从而使 WTO 在这方面的法律规
范适应国际贸易关系发展的需要。
（一）改革前提：国际社会的合作与共识
上诉机构的改革是 WTO 法治完善的重要内容之一。WTO 法治的本质就是为了调整和维护多边贸易关系，上诉
机构是 WTO 法律规范执行和维护的重要一环。因此。无论是上诉机构的改革还是 WTO 法治的完善，都对国际关
系具有一定依赖性，35上诉机构改革的前提就是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与共识。
一方面，需要国际社会对上诉机构的改革达成共识。对上诉机构改革的重要性于迫切性达成一致认同，也要对
上诉机构改革方向与内容能够通过谈判协商等方式努力实现求同存异。但国际社会中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尤其
近年来美国提倡单边主义与“美国优先”的政策，导致美国对 WTO 争端解决机制存在较大的意见，直接造成上诉
机构停摆。故这种共识的达成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毕竟美国也是上诉机构的主要适用者之一，上诉机构停摆也不利
于美国贸易争端的解决，故随着时间流逝美国也会需要上诉机构能够有效运转，此时才能更好的推动改革。
另一方面，上诉机构改革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在达成共识之后，各国能够积极参与到上诉机构的改革之
中，提出相关改革方案，并且能够积极协商促进改革机制合意的形成才能有效推动 WTO 法治的完善。如果各国在
谈判中如美国所为的那样，仅仅提出争端解决机构的不满，却未提出具体改革方案，也不接受任何提案，这种消极
合作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二）改革内容：上诉机构法律规范完善
国际组织法治的完善，本质是各国利益博弈与妥协的过程。上诉机构法律规范的完善主要是美国与各贸易成员
国的利益平衡。美国所指控的对上诉机构的批判，其实是 WTO 法律规范存在的问题，也是各国针对上诉机构改革
的关注焦点。根据与美国谈判中的让步程度，可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必须坚持改革完善的法律规范问题，这类问
题是即使存在美国等大国的反对，根据 WTO 的发展和其宗旨必须要进一步调整完善的问题；另一类可做出让步考
虑美国建议的问题。在不违反 WTO 多边贸易体制的根本宗旨与原则前提下，这类问题存在可进行调整的退让空间，
并且美国所提出的建议也是值得参考。
1. 必须坚持改革的法律规范问题
各国在与美国进行对上诉机构改革问题谈判的过程中，应当明确需要统一战线坚持的底线。36美国所主张的上
诉机构改革，是试图最大限度的保留原有的制度，因为原有的上诉机构制度中存在较大的制度空白，能够给美国进
行政治干预的空间，就如这次美国的行为导致上诉机构停摆。
首先，法官遴选机制改革是必须坚持的重要问题。该问题也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近两年各国曾对该问题提
出了多种提案，包括改自动启动遴选、37协商一致原则为主辅之以投票机制遴选方案等。但美国一直强调要解决上
诉机构法官离任过渡问题才能解决遴选问题，存在拖延解决问题的嫌疑。对此，应坚持与美国谈判解决该问题，可

35
36
37

费秀艳：《国际法治发展的实证考察——以 WTO 法律体系为视角》，《新疆社科论坛》2015 年第 5 期，第 69 页。
李晓玲：《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改革的谈判进程与岔路口选择》，《国际经贸探索》2020 年第 4 期，第 108 页。
Communication from the African Group，WT /GC /W /776，26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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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诉机构法官离任的过渡问题一并协商。其次，明确上诉机构法官权限范围是需要完善的重点内容。法官权限问
题涉及到上诉机构法官是否能够进行事实审查、解释权限等问题，美国对此方面基本坚持原本 DSU 的规定，强调
法官不能对事实进行审查，也不能越权解释，而关于这部分内容各成员国也提出了众多方案其中不乏适当方框法官
权限的提案。该问题涉及改革的核心，各成员国应有所坚持。
2. 可让步考虑美国建议的问题
在推进 WTO 法治完善的过程中，各国与美国的谈判博弈需要在一些方面进行妥协与让步，才能达成共识。故
可以在涉及一些非关键问题时采用绥靖策略，予以让步。具体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审理期限问题可灵活性的进行调整。美国主张上诉机构法官之所以审理超期是因为对与案件无关的事项进行了
审查，而其他各国则认为是上诉机构法官案件负担过重而导致审理超期。针对该问题可参考 MPIA 的安排，保留上
诉机构 90 天的审理期限的规定，同时可以明确规定经过争端双方同意可以允许超过审理期限，这样一来既符合美
国关注的司法经济性问题，又具备一定的灵活性。第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同美国对法官权限的限制。正如美国
所指称的上诉机构法官确实不享有提供咨询意见与附带意见的权力，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对法官权力予以限制，这也
是司法经济的要求。第三，法官人数问题并非改革重点。对于这一问题则应综合其他核心问题的调整状况，只要法
官遴选制度完善后能避免因单方势力操纵而停摆，那么即使保持现在的人数也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而在案件负担
压力方面，可以通过改兼职为常任等形式来予以弥补。
以上便是目前提出的争论问题中，个人认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美国建议，作出妥协和让步的问题。当然，
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未在此展开讨论，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三）改革助力：WTO 法治完善的中国参与
WTO 法治的完善事关全球经济贸易秩序的未来发展，38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 WTO 法治完善中应当也
必须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多边贸易体系的维护对于中国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维护多
边贸易体系，完善 WTO 法治关系到各国的发展，中国应当在 WTO 法治完善中积极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在中美
贸易战背景下，美国在多领域针对中国试图打压中国经济的发展，在 WTO 改革的博弈中也不例外，对此中国必须
积极参与 WTO 上诉机构改革的规则制定和修改，提出 WTO 法治完善的中国方案，争做规则的制定者，而不仅仅
是被动的接受者，这样才能更好的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上诉机构改革离不开中国的助力推动。目前，中国在应对上诉机构停摆危机中确实在积极参与，发挥着中流砥
柱的作用。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的设立就离不开中国的努力，能够积极的参与并联合多个国家设立 MPIA 机制来
紧急应对上诉机构的危机。同时中美关系的缓和与合作也能促进上诉机构改革的推进，中国一直都致力于与美国友
好协商，但是美国一意孤行继续推行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这是各国都需要警惕的。当然，目前对
于 MPIA 的组建还在推进过程中，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其中，并且自始至终都保持为 WTO 上诉机构改革的推进而努
力。

五、结论
目前，虽然美国也倡导 WTO 上诉机构改革，但是其改革目的在于加强对 WTO 上诉机构的控制与监督。然而，
大多数国家则是希望保持上诉机构的司法独立性与公正性，减少政治因素的干预，这恰恰与美国的意图相反，故美
国在上诉机构改革中持消极姿态，上诉机构改革陷入僵局。中国与欧盟等国积极应对上诉机构停摆危机，构建了多
方临时上诉仲裁机制，作为临时性的应急措施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其效果则仍要由实践来检验。WTO 上诉机构
改革是 WTO 法治的完善重要一环，各成员国必须携手共进，通力合作，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做出努力。

38

陈凤英,孙立鹏：《WTO 改革：美国的角色》，《国际问题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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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的集体国家实践性质
胡建国
（南开大学法学院）

摘 要：分别研究 MPIA 与 DSU 第 25 条个案上诉仲裁机制但坚持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提
供了观察 MPIA 法律性质及其运行实践的独特视角。MPIA 不是《WTO 协定》附件四意义
上的“诸边协定”。DSU 第 25 条虽然可以作为个案上诉仲裁的法律依据，但无法作为 MPIA
的法律依据，MPIA 因此不能构成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MPIA 是部分 WTO 成员
集体国家实践的成果，是 WTO 法乃至国际法向前发展的一种独特方式。MPIA 的集体国家
实践定性有助于准确把握 MPIA 与 WTO 及其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MPIA 所涉各个主体在
不同阶段的角色定位，也有助于准确分析和预测 MPIA 及其裁决的影响。MPIA 的日常运行
及其在具体争端中有效发挥作用，主要依赖于参与成员和上诉仲裁员。但是，一旦在具体争
端中达成 DSU 第 25 条上诉仲裁协议，
就会在 WTO 框架下产生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相关义务。
基于 MPIA 的第一起 DSU 第 25 条上诉仲裁将会成为 MPIA 能否有效发挥作用的真正试金石。
关键词：MPIA；DSU 第 25 条仲裁；集体国家实践

一、引言
由于对上诉机构不满1，美国利用协商一致决策规则赋予的权力，持续阻扰启动上诉机
构成员遴选，导致上诉机构从 2019 年 12 月 11 日因审理上诉案件的法定人数不足而停摆。
WTO 争端解决机制陷入半瘫痪状态，上诉机构停摆前已经上诉的部分案件因得不到上诉机
构审理而无限期搁置。2上诉机构停摆后发布的专家组报告已经或面临被上诉而无限期搁置
的风险。3
早在上诉机构停摆之前，部分成员已在酝酿利用 DSU 第 25 条进行上诉仲裁，以便建立
替代性上诉机制，解决部分 WTO 成员之间的贸易争端。2020 年 4 月 30 日，中国、欧盟等
19 个 WTO 成员将文件《根据 DSU 第 25 条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MPIA）通报 DSB4，
标志着 MPIA 正式生效。此后，厄瓜多尔、尼加拉瓜、贝宁、黑山和中国澳门陆续加入 MPIA，
1

美国对上诉机构的集中批评，参见：USTR, Report on the Appellate Body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February 2020.
2
2019 年 12 月 11 日共有 14 个案件处于上诉阶段。上诉机构停摆后，上诉机构审结了已经举行过听证会的
四个案件（DS435、DS441、DS499、DS505）
。其余 10 个案件的专家组报告被无限期搁置，部分案件引发
了 WTO 成员的进一步争议。例如，在菲律宾诉泰国香烟案（DS371）中，菲律宾在启动的两个第 21.5 条
执行之诉中都获得了有利的专家组裁决，但由于泰国上诉，这些专家组被无限期搁置。这意味着菲律宾短
期内无法获得有效救济。尽管菲律宾与泰国在顺序协议中同意先走执行审查程序再走报复程序，但在泰国
提起上诉的背景下，菲律宾径直提出了报复授权请求，引发大量争论，甚至导致 DSB 会议中断。
3
上诉机构停摆后共发布了 4 个专家组报告（DS567、DS494、DS533、DS543）
，其中前三个案件的败诉被
诉方（分别于沙特、欧盟和美国）都提起了上诉。预计美国也会对 2020 年 9 月 15 日公布的中国诉美国 301
关税措施案专家组报告提起上诉。未来几年还会有许多专家组报告公布，极有可能面临被上诉而无限期搁
置的风险。
4
See MULTI-PARTY INTERIM APPEAL ARBITRATION ARRANGEMENT PURSUANT TO ARTICLE 25
OF THE DSU, JOB/DSB/1/Add.12, 30 April 2020.

1086

MPIA 参与成员达到 24 个。5与此同时，参与成员积极推动 MPIA 有效运行起来。一方面，
6
参与成员在规定的 3 个月期限内成功组建了 10 人上诉仲裁员库。
另一方面，针对落入 MPIA
适用范围的 WTO 争端，部分参与成员将达成的 DSU 第 25 条临时上诉仲裁协议通报 DSB，
预计不久就会有第一起 MPIA 临时上诉仲裁案件。
但是，MPIA 的未来运行仍可能面临诸多障碍和不确定性。美国的反对可能导致 MPIA
得不到 WTO 的人员和经费支持。MPIA 留下了许多有待回答的法律问题。MPIA 所涉相关
主体的角色如何定位？对 MPIA 法律性质的探讨，不仅需要揭示 MPIA 的本质特征，而且需
要回答与 MPIA 有关的实践问题。

二、DSU 第 25 条作为 MPIA 法律依据？
（一）区分 MPIA 与基于 MPIA 的 DSU 第 25 条个案上诉仲裁
1．研究对象
研究 MPIA 相关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研究对象。目前主要有三种研究进路：一是将 MPIA
系列文件及其建立的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作为研究对象；二是在研究中也结合基于 MPIA 的
DSU 第 25 条个案上诉仲裁机制；三是分别研究 MPIA 与 DSU 第 25 条个案仲上诉裁机制，
但不会割裂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本文试图采取第三种研究进路，主要探讨 MPIA 的法律性
质及其影响。
2．MPIA 文件及 MPIA 的结构
MPIA 文件包括正文和两份附件。正文建构了 MPIA 的整体框架，附件一为 MPIA 参与
成员在个案中拟达成的 DSU 第 25 条临时上诉仲裁协议提供了示范文本，附件二则规定了仲
裁员库的组建问题。
3．MPIA 与基于 MPIA 的 DSU 第 25 条个案上诉仲裁的关系
MPIA 虽然是一种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安排，但 MPIA 正文和两个附件构建了在 WTO 框
架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DSU 第 25 条个案上诉仲裁所依托的一般性支持框架，其核心要素包
括：
（1）参与成员承诺：放弃上诉，愿意在纳入 MPIA 适用范围的特定争端中缔结上诉仲
裁协议并根据 DSU 第 25 条进行上诉仲裁（MPIA 第 1 条、第 2 条和第 10 条）。
（2）上诉仲裁程序：尽量复制第 17 条；独立性与公正性；程序效率；灵活性。
（3）十人仲裁员库：资格条件、总体平衡、集体会商。
（4）统一支持结构：拟建立统一的支持结构，且独立于 WTO 法律司和规则司。
MPIA 建构的一般框架是一种事实上的、具有一定灵活性的诸边制度。MPIA 在个案中
服务于根据 DSU 第 25 条进行的上诉仲裁（例如，个案上诉仲裁中依赖根据 MPIA 框架组建
的仲裁员库，参照附件一缔结“上诉仲裁协议”）；MPIA 借助个案仲裁发挥作用和运转起来。
另一方面，DSU 第 25 条是个案上诉仲裁的法律依据，作为其依托的 MPIA 因此具有正

5
6

如果加上欧盟所代表的 27 个成员国，MPIA 参与成员数量将达到 51 个。
See JOB/DSB/1/Add.12/Suppl.5, 3 Augus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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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性基础。
4．双边或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的价值
从实践来看，WTO 成员即使不参加 MPIA 或类似安排，亦可能直接根据 DSU 第 25 条
诉诸上诉仲裁。MPIA 尚未通报 DSB 之前，巴西与欧盟在巴西税费案（DS472）的顺序协议
中就表示，争端双方正在讨论上诉机构停摆的程序性后果，将会努力缔结一份独立的程序性
协议，在本案中保留基于 DSU 第 25 条的上诉审查的可及性。7在美国 OCTG 案（DS488）
的顺序协议中，美韩同意不会根据 DSU 第 16.4 条对第 21.5 条专家组报告提起上诉。但美国
又表示，如果争端双方同意 DSU 第 25 条仲裁程序对第 21.5 条专家组报告进行审查，他们
将会对本程序协议作相应修改。8
MPIA 生效后，WTO 专家组发布的四份报告均裁决被诉方败诉，其中被诉方已在三个
案件中提起了上诉。在这些案件，作为被诉方的欧盟，作为起诉方的加拿大和卡塔尔（尚未
加入 MPIA），都曾提议 DSU 第 25 条，但遭到了尚未加入 MPIA 的俄罗斯（起诉方）
、美国
和沙特（均未被诉方）的拒绝。
在俄罗斯诉欧盟成本调整方法案（DS494）中，2020 年 7 月 24 日公布的专家组报告裁
定欧盟败诉。98 月 28 日，欧盟根据 DSU 第 16.4 条和第 17.1 条提起上诉，但表示愿意与俄
罗斯依据 DSU 第 25 条上诉程序一起找到本案的最终解决办法。欧盟特别强调 DSU 第 25
条上诉程序的互惠性，且上诉程序基于 MPIA 以及 MPIA 附件 1 包含的默认标准商定程序规
定的仲裁协议。10遗憾的是，尚未加入 MPIA 的俄罗斯没有接受欧盟提议，9 月 2 日也对专
家组的部分裁决提起了上诉。11
在加拿大诉美国软木反补贴案（DS533）中，2020 年 8 月 24 日公布的专家组报告裁定
美国败诉。129 月 28 日，美国根据 DSU 第 16.4 条和第 17.1 条提起上诉。13在同日举行的
DSB 例会上，加拿大表明曾向美国提议缔结上诉仲裁协议以使美国寻求审议专家组报告，
但美国拒绝了加拿大的提议。加拿大对美国拒绝加拿大提议并提出上诉的行为提出了严厉批
评：第一，美国行为与美国在上次 DSB 例会上的表态（“尽管上诉机构持续陷入僵局，争端
解决机制仍在运行”）相矛盾。第二，美国行为与 USTR 的既定立场（“并不需要上诉机构”）
相矛盾。第三，美国行为挫败了争端解决机制的恰当运行，严重减损了 WTO 成员集体看重
的国际贸易的安全性和可预期性。第四，美国行为加剧了给予加拿大软木生产商的不公平待
遇，拒绝了加拿大根据 DSU 实现争端迅速解决的权利。14
在卡塔尔诉沙特15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案（DS567）中，2020 年 6 月 16 日公布的专家组
报告裁定沙特败诉。167 月 28 日，沙特根据 DSU 第 16.4 条和第 17.1 条提起上诉。179 月 30

7

See WT/DS472/17, 9 January 2020. MPIA 生效后，该案落入 MPIA 适用范围。
See WT/DS488/16, 10 February 2020.
9 See Report of Panel, EUROPEAN UNION — COST ADJUSTMENT METHODOLOGIES AND CERT
AIN ANTI-DUMPING MEASURES ON IMPORTS FROM RUSSIA (SECOND COMPLAINT), WT/DS49
4/R, 24 July 2020.
10
See WT/DS494/7, 1 September 2020.
11
See WT/DS494/8, 8 September 2020.
12
See Report of Panel, UNITED STATES –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SOFTWOOD LUMB
ER FROM CANADA, WT/DS533/R, 24 August 2020.
13
See WT/DS533/5, 29 September 2020.
14
See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controls-controles/softwood-bois_oeuvre/other-autres/2020-09-28-WTO-st
atement-declaration-OMC.aspx?lang=eng, last visited on 6 October 2020.
15
截至 2020 年 10 月 10 日，卡塔尔和沙特均未加入 MPIA。
16
See Report of Panel, SAUDI ARABIA – MEASURES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T/DS567/R, 16 June 2020.
8

1088

日，卡塔尔致函 DSB，提议本案上诉提交 DSU 第 25 条仲裁解决。18卡塔尔还表示，如果本
份建议没有导致将本案上诉提交 DSU 第 25 条仲裁解决的协议，卡塔尔保留根据国际法采取
行动捍卫自己利益的权利。19
在印尼（尚未加入 MPIA）诉澳大利亚 A4 复写纸案（DS529）中，2020 年 10 月 2 日争
端双方向 DSB 通报了顺序协议，对于潜在第 21.5 条执行之诉中的上诉问题作了安排，即同
意通过 DSU 第 25 条仲裁进行上诉审理。该项安排与 MPIA 存在较大不同。20
前述实践表明，只要 WTO 成员有足够的意愿，即使不参加 MPIA 或类似安排，亦可在
特定争端中达成协议诉诸 DSU 第 25 条上诉仲裁。那么，双边或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的价
值何在？
第一，避免争端方在个案中的策略选择行为，提前锁定 DSU 第 25 条上诉仲裁渠道。
第二，预先就 DSU 第 25 条上诉仲裁相关事宜（特别是仲裁程序）做出安排，避免由于
谈判细节问题达不成上诉仲裁协议。
第三，就 MPIA 而言，不仅彰显了参与成员支持上诉机制、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决心，
而且通过相关制度性安排，最大限度地维护 WTO 判理的一致性，部分回应美国对上诉机构
运行现状的批评，为上诉机制的完善提供改革经验。
（二）DSU 第 25 条作为个案上诉仲裁的法律依据
DSU 第 25 条谈判历史表明，第 25 条仲裁旨在替代包括专家组、上诉机构在内的整个
争端解决机制。DSU 第 25.4 条第 4 款的用语（DSU“第 21 条和第 22 条应当酌情适用于仲裁
裁决”）暗示，第 25 条仲裁并不适用于 WTO 争端解决裁决的执行阶段。DSU 第 17 条建立
的上诉机制表明，DSU 第 25 条仲裁并不旨在作为上诉机制的替代。但是，DSU 第 25 条的
用语（“争端双方明确界定的问题”）以及唯一仲裁实践21表明，不应过于狭义地理解 DSU
第 25 条的适用范围。22DSU 第 25 条仲裁不仅适用于 WTO 争端解决裁决的执行阶段（例如

17

See WT/DS567/7, 30 July 2020.
沙特在本案中曾表达了如下立场：鉴于沙特与卡塔尔断绝了所有关系…沙特在本案中不会以任何方式与
卡塔尔互动，或者与卡塔尔有任何直接或间接接触。See Report of Panel, SAUDI ARABIA – MEASURE
S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T/DS567/R, 16 Jun
e 2020, para. 1.10. 在此背景下，卡塔尔只能通过致函 DSB 向沙特提出 DSU 第 25 条上诉仲裁建议。See als
o WT/DS567/8, 5 October 2020（“I request that you bring this proposal to the attention of Saudi Arabia a
nd that this communication be circulated in the WT/DS567 document series. Qatar stands ready to make
available representatives for the purpose of discussing the precise content of an agreement to refer the m
atter to Article 25 arbitration”）. 预计沙特不会与卡塔尔达成 DSU 第 25 条上诉仲裁协议。
19
See WT/DS567/8, 5 October 2020.
20
争端双方同意，如果 DSU 第 21.5 条专家组报告散发之日，可在这些诉讼中服务于上诉庭的可获得上诉
机构成员的人数低于 3 人（下称“上诉机构无法运行”
）
，任何一方都可以通过诉诸 DSU 第 25 条概括的仲
裁机制对第 21.5 条专家组报告提起上诉。在此种情况下，争端双方将会在第 21.5 条专家组报告散发给争端
方之前（但注意到，只有第 21.5 条专家组报告散发之日上诉机构无法运行，争端双方才会诉诸第 25 条仲
裁）
，商定上诉情况下使用的第 25 条仲裁程序。争端双方将会在仲裁程序实际开始之前向所有成员通报诉
诸仲裁的协议。在通过诉诸 DSU 第 25 条仲裁进行上诉的情况下，争端双方将会合作，以使仲裁员在上诉
通报 DSB 之日起的 90 天内向 DSB 以及任何相关协定的理事会或委员会通报仲裁裁决。See WT/DS529/18,
7 October 2020.
21
在欧共体诉美国版权法第 110（5）节案的执行阶段，为了确定美国版权法第 110（5）
（B）节对欧共体
利益造成的利益丧失或减损，争端双方诉诸 DSU 第 25 条仲裁。仲裁小组认为自己拥有管辖权。
22 有学者指出，根据第 25 条机制可以解决的争端类型是开放式的（wide open）
。See Bashar H. Malkawi,
Can Article 25 Arbitration Serve as a Temporary Alternative to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ss? 5 Jan
uary 2019, http://arbitr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2019/01/05/can-article-25-arbitration-serve-as-a-temporar
y-alternative-to-wto-dispute-settlement-process/, last visited on 7 October 202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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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补偿谈判阶段确定利益丧失或减损数额，此时第 25 条仲裁发挥了填补漏洞的作用），而且
适用于争端双方明确界定的任何问题，包括通过 DSU 第 25 条仲裁审查对专家组裁决提出的
上诉。DSU 第 25 条可以作为基于 MPIA 的个案上诉仲裁的法律依据。DSU 第 25 条个案上
诉仲裁有着坚实的法律依据，因此可以作为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
DSU 第 25 条仲裁机制在上诉机构停摆背景下的创新性发展。
（三）MPIA 的法律依据
MPIA 作为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存在一定联系的一种诸边安排23，需要以特定法律形
式与之发生联系。
1．MPIA 文件不是《WTO 协定》附件四意义上的“诸边协定”
从 WTO 法的角度看，一份文件若要成为《WTO 协定》附件四意义上的“诸边协定”，
需要满足严格的法律条件：经一份贸易协定的 WTO 成员参与方请求，部长会议只能可以协
商一致决定将那一协定补充到附件四之中。24MPIA 参与成员从未请求部长会议将 MPIA 文
件作为诸边协定纳入《WTO 协定》附件四；即使提出请求，鉴于美国肯定反对，部长会议
也不可能协商一致同意将 MPIA 文件纳入附件四。
MPIA 文件甚至不是一份贸易协定。暂且不论此处的“贸易协定”能否涵盖仅仅规定争端
解决事宜的文件，即使从国内条约缔结程序法的角度看，MPIA 也很难称得上一份贸易协定。
中国、欧盟等 WTO 成员虽然经过长期谈判形成了 MPIA 文件，但谈判人员是否拿到了国内
谈判授权是存在疑问的。25同时，参与成员似乎没有签署 MPIA 文件，但发布了两份关于
MPIA 的声明26，并将 MPIA 文件通报 DSB。27
2．DSU 第 25 条不能作为 MPIA 的法律依据
DSU 第 25 条可以作为个案上诉仲裁的法律依据（不论是否基于 MPIA 或类似安排），
但这并不必然可以推论出，DSU 第 25 条就可以作为个案上诉仲裁所依托的 MPIA 的法律依
据。此种定性意味着，部分 WTO 成员达成的 MPIA 文件修改了 DSU，其所建立的 MPIA 将
会作为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约束 WTO 相关机构及成员。但是，DSU 之修改须
经 WTO 所有成员协商一致通过。MPIA 生效后的 WTO 待遇（例如上诉仲裁员的日常费用）
并不支持此种看法。

23

MPIA 参与方没有选择一些学者所主张的在 WTO 法律框架之外缔结诸边协议，而是尽量使 MPIA 与 WT
O 争端解决机制发生联系。就个案仲裁而言，不仅可以利用 WTO 资源，还可以利用 DSU 第 21 条和第 22
条规定的执行机制。从制度层面看，可以尽量维护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完整性，确保 WTO 判理的一致性。
24
参见《WTO 协定》第 10 条第 9 款。
25
2019 年 9 月 4 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一项决定，授权欧盟贸易委员在必要时基于 WTO 现有规则与第三国
缔结临时上诉仲裁安排。See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2059, last visited on 6 Octo
ber 2020. 但是，如果一项国际条约拟涉及国际争端解决上诉机制等重要问题，光是欧委会自我授权恐怕不
够。作为对比，2018 年 3 月 20 日欧盟理事会批准了《建立投资争端解决多边法院公约的谈判指令》
，正式
授权欧委会谈判多边投资法院（MIC）公约。See Council of the EU, Press release,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rt: Council gives mandate to the Commission to open negotiations, 20 March 2018， https://www.con
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18/03/20/multilateral-investment-court-council-gives-mandate-to-the-c
ommission-to-open-negotiations/.
26
2020 年 1 月 24 日达沃斯部长声明；2020 年 3 月 27 日部长声明。
27 值得注意的是，MPIA 参与成员 2020 年 3 月 27 日部长声明表示，MPIA 的建立受制于完成各自国内程
序（如果适用的话）
。2020 年 4 月 15 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书面程序批注了 MPIA。See Council of the EU,
Press release, Council approves a multi-party interim appeal arbitration arrangement to solve trade disput
es, 15 April 2020,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0/04/15/council-approves-a-mult
i-party-interim-appeal-arbitration-arrangement-to-solve-trade-disp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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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结论并不意味着，DSU 第 25 条不能作为 MPIA 的法律基础。恰恰相反，正是因为
DSU 第 25 条可以作为个案上诉仲裁的法律依据，作为个案上诉仲裁依托的 MPIA 才有了更
大的正当性。如果 DSU 第 25 条或其他条款并不允许上诉，即使是作为国家实践，MPIA 也
丧失了正当性基础。

三、MPIA 的国家实践性质：JOB/DSB/1 机制及其实践视角
（一）JOB/DSB/1 机制的主要内容
加拿大提出并积极推动 JOB/DSB/1 机制运行起来，部分成员可以借助该机制分享关于
改善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做法与程序。
1．目标
2016 年 7 月 8 日，加拿大请求 DSB 散发文件《关于建立、记录和分享 WTO 争端行为
做法和程序的机制的声明》
（JOB/DSB/1)28。该份文件旨在设置一种机制，便利并鼓励 WTO
成员单独或与其他成员一起散发关于建立、记录和分享（Developing, Documenting and
Sharing）WTO 争端解决做法和程序的文件（下称“JOB/DSB/1 机制”）
。JOB/DSB/1 机制拥
有多种目标：建立、记录和分享争端成员之间适用的额外做法和程序将有助于解决争端，减
少程序性分歧和拖延的范围，并产生实践经验，最终在所有成员同意的情况下，将这些做法
进行编撰以便改善和澄清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
2．参与、效力与合作
JOB/DSB/1 机制的参与方式和效力。WTO 成员可通过支持 JOB/DSB/1 文件而表明他们
愿意并意图参与 JOB/DSB/1 机制。29以此种方式参与 JOB/DSB/1 机制，不会构成对其他成
员通过本机制散发的任何文件的支持，也不会构成对任何文件的任何条件的接受。以此种方
式参与 JOB/DSB/1 机制的成员不应被视为支持通过本机制散发的任何文件，除非他们明确
如此表示。并未支持 JOB/DSB/1 文件的 WTO 成员也可以参与 JOB/DSB/1 机制。从实践来
看，MPIA 及后续文件作为 JOB/DSB/1 系列文件通报 DSB。对于中国等并未支持 JOB/DSB/1
文件的成员来看，通过援引 JOB/DSB/1 文件而参与了其所建立的机制。
支持本声明以及通过本机制散发的任何文件，无损任何支持成员关于 DSU 的正确解释
或者修改 DSU 的必要性和是非曲直的看法，本声明和通过本机制散发的文件并不旨在以任
何方式影响对任何涵盖协定的任何条款的解释。支持本声明的成员将会继续参与 DSB 特别
会议，以期指出并编纂对 DSU 的改进和澄清。
为了改善争端解决的每一阶段的效率和有效性，在建立将会适用于他们争端的做法和程
序时，各成员应该利用一切机会相互合作与协调，与 WTO 裁判人员和秘书处合作与协调。
3．建立、记录和分享做法与程序的机制
根据 JOB/DSB/1 文件第 5 段，为了便利并鼓励建立、记录和分享 WTO 争端解决做法与

28

See STATEMENT ON A MECHANISM FOR DEVELOPING, DOCUMENTING AND SHARING PRA
CTICES AND PROCEDURES IN THE CONDUCT OF WTO DISPUTES, JOB/DSB/1/Add.1, 18 July 20
16.
29
目前，澳大利亚、加拿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欧盟、危地马拉、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西兰、
挪威、新加坡、瑞士、中国台北、乌拉圭、乌克兰、越南等 17 个 WTO 成员通过支持 JOB/DSB/1 文件参与
JOB/DSB/1 机制。See JOB/DSB/1/Add.1, 18 Jul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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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邀请各成员单独或与其他成员一起散发文件，规定商定、拟议或示范的做法与程序。
WTO 成员通过 JOB/DSB/1 机制散发的材料可包括：
（a）表明他们在未来争端中单边或者与其他成员在互惠基础上遵循某些做法与程序的
意图的文件。MPIA 系列文件属于此类。
（b）阐述特定争端的当事方之间的程序性协议的文件，可能作为其他争端和/或者其他
争端方的模型。
（c）一个或多个成员作成的包含了样板、示范或拟议做法与程序的文件。
（d）一个或多个成员作成的阐述旨在改善争端解决的做法与程序的任何其他文件。
为了不经常卷入争端的成员的利益，散发文件的成员应该尽可能补充他们所散发文件的
背景和解释性说明。为了通过本机制分享文件，邀请各成员向 DSB 散发文件，作为本声明
文件系列的附录；如果他们愿意，也邀请各成员在 DSB 会议上引入文件以便进行讨论。
（二）JOB/DSB/1 机制的实践情况
截止 2020 年 10 月，WTO 部分成员已经根据 JOB/DSB/1 机制通报了 20 余份文件，针
对 WTO 争端解决中的下列问题表达了单个成员倡导或者少数成员共同支持的做法和程序：
书面通报（MAS、执行措施、报复措施）；争端解决透明度；第三方参与；改进和完善争端
解决程序；顺序协议；专家组组建；电子提交 WTO 争端解决文件；迅速回应第三方的加入
磋商请求；公布工作程序、时间表、工作时间表、先期或程序性裁决；DSU 第 25 条双边或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值得注意的是，JOB/DSB/1 系列文件通报 DSB 后，DSB 虽然予以
公布，但 WTO 网站并未有任何报道。中国、欧盟等 19 个成员通报建立 MPIA 的文件也未
导致 WTO 官方给予任何新闻报道。
JOB/DSB/1 机制及其实践情况（截止 2020 年 10 月）
通报
日期

文件名

内容

参与成员

2016
0708

JOB/DSB/1

建 立 JOB/DSB/1
机制

加拿大通报。

2016
0715

JOB/DSB/1/Add.1

1. 17 个成员宣布
支持 JOB/DSB/1 机制。

加拿大通报。

2.表明部分成员支
持通过 JOB/DSB/1 机
制建立的四类做法与
程序。

2016

JOB/DSB/1/Add.2

书面通报：MAS、

1092

澳大利亚、加拿
大、哥伦比亚、哥斯
达黎加、欧盟、危地
马拉、中国香港、日
本、韩国、新西兰、
挪威、新加坡、瑞士、
中国台北、乌拉圭、
乌克兰、越南。
加拿大、日本、

执行措施、报复措施

0715

挪威、中国台北

2016
0715

JOB/DSB/1/Add.3

争端解决透明度

加拿大、欧盟、
挪威

2016
0715

JOB/DSB/1/Add.4

第三方参与

加拿大、欧盟、
中国台北

2016
0715

JOB/DSB/1/Add.5

2016
0729

JOB/DSB/1/Add.6

顺序协议

加拿大

2017
0707

JOB/DSB/1/Add.7

专家组组建

加拿大

2017
0707

JOB/DSB/1/Add.8

电子提交 WTO 争
端解决文件

加拿大

2017
0707

JOB/DSB/1/Add.9

迅速回应第三方
的加入磋商请求

加拿大

2017
0707

JOB/DSB/1/Add.10

公布工作程序、时
间表、工作时间表、先
期或程序性裁决

加拿大

2019
0725

JOB/DSB/1/Add.11

DSU 第 25 条双边
上诉仲裁协议

欧盟、加拿大

2019
1021

JOB/DSB/1/Add.11/Re

欧盟、加拿大

v.1

DSU 第 25 条双边
上诉仲裁协议修改

2019
1021

JOB/DSB/1/Add.11/Su
ppl.1

DSU 第 25 条双边
上诉仲裁协议

欧盟、挪威

2020
0430

JOB/DSB/1/Add.12

改进和完善争端
解决程序

加拿大、欧盟

通报 MPIA

19 个参与成员

2020
0515

JOB/DSB/1/Add.12/Su
ppl.1

加入 MPIA

厄瓜多尔

2020

JOB/DSB/1/Add.12/Su

加入 MPIA

尼加拉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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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9

ppl.2

2020
0626

JOB/DSB/1/Add.12/Su
ppl.3

加入 MPIA

贝宁

2020
0724

JOB/DSB/1/Add.12/Su
ppl.4

加入 MPIA

黑山

2020
0731

JOB/DSB/1/Add.12/Su
ppl.5

通报仲裁员库

23 个参与成员

2020
0918

JOB/DSB/1/Add.12/Su
ppl.6

加入 MPIA

中国澳门

（三）MPIA 的集体国家实践性质
不论是欧盟与加拿大、挪威达成的双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还是中国、欧盟等 19 个成
员达成的 MPIA，都作为 JOB/DSB/1 系列文件通报 DSB。MPIA 参与成员最终选择以
JOB/DSB/1 系列文件的法律形式让 MPIA 落地。MPIA 借助 JOB/DSB/1 机制生效，反映出
MPIA 的国家实践性质，也界定了 MPIA 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
从形式上看，MPIA 借助 JOB/DSB/1 机制生效。该机制不会赋予据此通报 DSB 的相关
文件在 WTO 框架下的法律效力。MPIA 无损参与成员关于 DSU 的正确解释或者修改 DSU
的必要性和是非曲直的看法，MPIA 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对任何涵盖协定的任何条款的解
释。但这并不排除 MPIA 包含的承诺具有国际法上的约束力。例如，MPIA 参与成员承诺放
弃 DSU 第 17.4 条项下的上诉权，根据禁止反言原则，MPIA 参与成员就不得在落入 MPIA
适用范围的案件中根据 DSU 第 17.4 条对专家组报告提起上诉而使之无限期搁置。这为 MPIA
在参与成员之间的有效适用奠定了基础。
从内容上看，WTO 成员可以借助 JOB/DSB/1 机制“建立、记录和分享”关于争端解决的
做法与程序。MPIA 相关文件旨在“建立”关于争端解决的做法与程序。从 WTO 法律发展的
角度看，通过 JOB/DSB/1 机制“建立、记录和分享”的争端解决做法与做法，本质上反映出
WTO 部分成员的单独或集体国家实践。
MPIA 是 DSU 法律框架下 WTO 部分成员集体国家实践的成果，可以作为 WTO 争端解
决国家实践的一部分，MPIA 及其运行实践未来亦可为 WTO 争端解决机制特别是上诉机制
的完善提供经验甚至是模板。从国际法发展角度看，国家实践是推动国际法发展的重要方式。
MPIA 反映出来的集体国家实践做法，是国家实践推动国际法发展的创新性方式。多边条约
（例如 DSU）框架下的单独、双边或集体国家实践，必须遵守多边条约规则，必须能够促
进多边条约目标的实现。

四、MPIA 运行中的若干问题
（一）MPIA 与 WTO 的关系
作为 WTO 部分成员的集体国家实践，WTO 对 MPIA 可以保持独立和中立态度。这解
释了，
WTO 官方没有对 MPIA 进行任何新闻报道。作为对比，WTO 各类裁决机构发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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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成员提起争端和提起上诉等事项，WTO 官方都有新闻报道。WTO 的此种立场不能被
解释为，WTO 不支持 MPIA（不论是否迫于美国压力），仅是根据 MPIA 性质的一种 WTO
实践。
2020 年 6 月 5 日，美国驻 WTO 大使谢伊致函 WTO 总干事，反对为了 MPIA 设立新的
WTO 部门，反对分配员工给 MPIA，反对使用 WTO 预算资助明显超出简单第 25 条仲裁的
程序。美国认为，MPIA 建议将会耗费 WTO 资源寻求通过一项诸边安排重新建立上诉机构
及其错误做法和上诉机构秘书处。第 25 条不能为使用 WTO 资源支持并非仲裁一部分的功
能（例如“一组仲裁员”“跟踪 WTO 争端解决活动”，或者让仲裁员“相互讨论解释、做法和程
序问题”）提供依据。此外，提名和选任个人作为“仲裁员库”必然仅仅是参与成员进行的程
序。一组成员没有权利花费 WTO 资源，指示 WTO 各个机构的主席审查并遴选个人，作为
服务于潜在仲裁的仲裁员名单。第 25 条也不能为一个成员指示 WTO 总干事向一个仲裁员
提供 WTO 秘书支持的依据。但是，美国并不反对 WTO 成员利用第 25 条或其他非正式程序
帮助解决争端。30总体来看，美国虽然不反对各成员利用 DSU 第 25 条进行（个案）上诉仲
裁，但反对 MPIA 利用 WTO 资源。MPIA 的 WTO 部分成员集体国家实践性质支持美国此
种看法。
（二）MPIA 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
MPIA 并非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但是，基于 MPIA 的个案上诉仲裁是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一部分。作为集体国家实践的 MPIA，为作为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一部分的
MPIA 个案上诉仲裁提供人员（上诉仲裁员）和制度支持。
作为 WTO 部分成员的集体国家实践，MPIA 及其运行应当遵守 DSU 相关规则。在美国
版权法第 110（5）节案的第 25 条仲裁中，仲裁小组注意到，由于交付 DSU 第 25 条仲裁无
需 DSB 做出决定，诉诸第 25 条仲裁不存在任何多边控制。仲裁小组有义务确保根据调整
WTO 体制的规则和原则适用第 25 条。31
可以预测，WTO 官方不会为作为部分成员集体国家实践成果的 MPIA 的运行提供太多
支持。但是，一旦在个案中启动了基于 MPIA 的临时上诉仲裁程序，WTO 就必须根据 DSU
第 25 条及实践提供秘书和行政支持。
（三）MPIA 所涉主体的角色定位
1．WTO 总干事和相关主席
根据 MPIA 附件二，参与成员预想，将由 WTO 总干事、DSB 主席以及货物、服务、
TRIPS 和总理事会主席组成的预选委员会实施预选程序，对参与成员提名的上诉仲裁员候选
人进行筛选。鉴于 MPIA 的国家实践性质，WTO 总干事和相关主席最好以个人身份（而非
WTO 官员）行事，这正如 WTO 总干事根据一个 FTA 的请求指派 FTA 争端解决机制下的仲
裁员。
在 MPIA 个案上诉仲裁中，由于参照 MPIA 附件一达成的 DSU 第 25 条上诉仲裁协议亦
规定由 WTO 总干事从仲裁员库选择三名上诉仲裁员组建仲裁庭，WTO 总干事此时应以
WTO 官员身份行事。

30

See Dennis C. Shea‘s letter to WTO DG Roberto Azevedo, June 5, 2020; Also see Statements by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Meeting of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Geneva, June 29, 2020.
31
See Award of the Arbitrators, US – Section 110(5) Copyright Act (Article 25), para.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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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MPIA 第 7 条预想的行政和法律支持应该由总干事负责。
2．WTO 秘书处
MPIA 第 7 条规定，上诉仲裁员将会被提供适当行政和法律支持…支持结构将会完全独
立于支持专家组的 WTO 秘书处员工及 WTO 各个部门…只对上诉仲裁员负责。该条似乎表
明，将会为 MPIA 建立一般性的“支持结构”，但也可被理解为在具体争端的 DSU 第 25 条上
诉仲裁中提供行政和法律支持。
MPIA 的集体国家实践性质并不支持 WTO 秘书处为 MPIA 建立一般性的支持结构。但
是，一旦在具体争端中根据 DSU 第 25 条上诉仲裁协议启动上诉，WTO 秘书处应当为该案
上诉仲裁提供行政和法律支持。
3．WTO 专家组
MPIA 日常运行并不涉及 WTO 专家组。
但是，
如果 MPIA 参与成员在具体争端中将 DSU
第 25 条上诉仲裁协议通报给专家组，专家组就需要认真考虑自己在该份协议项下的角色。
特别是，如果特定争端中的 DSU 第 25 条上诉仲裁协议基于 MPIA 附件一，协议许多条款就
为专家组规定了诸多责任：至少提前 45 天向争端双方通报 DSU 第 16 条意义上的专家组最
终报告的预期公布日（附件一第 3 条）；中止专家组程序并且（i）解除专家组最终报告的保
密性（ii）将专家组案卷移交上诉仲裁员（iii）以 WTO 工作语言向争端方和第三方转交专
家组最终报告（附件一第 4 条）；争端双方未在规定时限内提起上诉，专家组继续进行专家
组程序（附件一第 6 条）
；撤回上诉情况下继续进行专家组程序（附件一第 18 条）。
由于基于 DSU 第 25 条的上诉仲裁协议对专家组具有约束力，在相关规定与 DSU 并无
冲突的情况下，WTO 专家组应当尽量履行前述责任。
4．MPIA 参与成员
参与成员是 MPIA 日常运行以及具体争端中的上诉仲裁能够有效进行的责任主体。
MPIA 参与成员应当（集体）向上诉仲裁员提供日常薪酬和其他支持，以使他们更好地履行
MPIA 规定的日常职责。
5．上诉仲裁员
10 人上诉仲裁员库是更类似于一个清单，还是拥有类似于上诉机构成员权力的常设机
构？上诉仲裁员如何看待自己的日常职责？WTO 是否需要向入库的上诉仲裁员支付日常薪
酬？如果条件允许（例如获得日常薪酬）
，上诉仲裁员应当根据 MPIA 相关规定积极履行职
责，例如“跟踪 WTO 争端解决活动”、“将在可行的范围内讨论解释、做法和程序问题”（MPIA
第 5 条）
。此种职责源自 MPIA，由 MPIA 参与成员进行保障，与 WTO 没有直接关系。WTO
不需要为上诉仲裁员支付日常薪酬，而应当由参与成员支付。但是，一旦上诉仲裁员参与个
案审理，WTO 应该为其支付仲裁费用。
在个案上诉仲裁中，上诉仲裁员有义务确保临时上诉仲裁遵守 DSU 相关规则。如果
MPIA 与 DSU 出现冲突，应优先适用 DSU；在 DSU 无强制规定的情况下，争端方在个案中
达成的 DSU 第 25 条上诉仲裁协议应当优先于 DSU 适用。
6．上诉仲裁第三方
关于上诉仲裁第三方的规定主要见于 MPIA 附件一。如果参照附件一在个案中达成了
DSU 第 25 条上诉仲裁协议，如果不对第三方施加负担，关于第三方的规定均有约束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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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来看，主要规定向第三方通报上诉仲裁的进展情况。附件一第 16 条允许第三方参与
上诉仲裁。第三方（包括尚未加入 MPIA 的成员）可以选择参与，也可以选择不参与，不会
对 MPIA 裁决的效力产生影响。
MPIA 允许第三方参与，除非尽量模仿 DSU 上诉程序，一个重要考虑是，第三方特别
是尚未加入 MPIA 的成员参与越多，越能增强 MPIA 裁决的先例影响力，从而有助于确保
WTO 判理的一致性。
（四）MPIA 上诉仲裁裁决的效力和影响
1．MPIA 上诉仲裁裁决的效力
在具体争端中，MPIA 上诉仲裁裁决作为 DSU 第 25 条仲裁裁决获得法律效力，裁决结
果约束争端双方，裁决执行应尽量遵守 DSU 第 21 条和第 22 条设置的执行机制。MPIA 上
诉仲裁裁决一经公布即可生效，与其他背景下做出的 DSU 第 25 条仲裁裁决（例如美国版权
法第 110（5）节案第 25 条仲裁裁决、非 MPIA 背景下的 DSU 第 25 条上诉仲裁裁决）的效
力一样。
从国内执行的角度看，MPIA 上诉仲裁裁决能否嵌入到中国、欧盟等 MPIA 参与成员先
前制定的 WTO 争端解决裁决执行机制之中，恐怕都还存在一定问题。
2．MPIA 上诉仲裁裁决的影响
MPIA 上诉仲裁裁决会对未来的争端解决活动产生何种影响？MPIA 参与成员、其他
WTO 成员、WTO 专家组、上诉仲裁员等在未来的 WTO 诉讼中如何看待 MPIA 上诉仲裁裁
决？
第一，作为依据 DSU 第 25 条生效的一类 WTO 裁决，其（先例性）影响可能与其他背
景下的 DSU 第 25 条裁决一样。但是，目前仅有一份第 25 条仲裁裁决，提及该份裁决的情
形非常有限。
第二，与 WTO 专家组报告、上诉机构报告相比，MPIA 上诉仲裁裁决公布即生效，无
需 DSB 通过。形式上可能意味着 MPIA 上诉仲裁裁决的影响力较低。但鉴于 WTO 专家组
报告、上诉机构报告的自动通过性质，此种形式差异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第三，与第 21.3（c）条合理期限仲裁裁决、第 22.6 条报复仲裁裁决相比，均为仲裁和
公布即生效。但二者仍存在较大差异。MPIA 裁决是上诉裁决，并且 MPIA 提供了系列确保
仲裁裁决质量和一致性的与现有上诉机制类似的安排（例如 10 人仲裁员库及配套安排、第
三方广泛参与）
。
由于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并不存在严格的遵循先例制度，上诉机构建立的强先例制度
（偏离先例的“强有力理由”（cogent reasons）标准）遭到批评，WTO 判理的影响最终取决
于其质量和说服力。MPIA 上诉仲裁裁决未来具体何种影响，最终取决于裁决质量和说服力。
MPIA 相关制度安排提供了保证上诉仲裁裁决质量和说服力的可能性，但最终取决于上诉仲
裁员做出高质量和有说服力的裁决。为了确保 WTO 判理的一致性，上诉仲裁员不仅需要尽
量遵循 WTO 现有判理，而且需要尽量遵循 MPIA 裁决。

五、结语
MPIA 是上诉机构停摆后部分 WTO 成员依托 DSU 第 25 条的创新性集体国家实践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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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虽然 DSU 第 25 条个案上诉仲裁有着较为坚实的法律依据，并成为 MPIA 的法律基础，
但不能直接推导出，DSU 第 25 条可以作为 MPIA 的法律依据。MPIA 借助 JOB/DSB/1 机制
落地和其他因素表明，MPIA 是 WTO 部分成员的集体国家实践。MPIA 不能成为 WTO 争端
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对 WTO 和尚未 MPIA 的其他成员没有约束力。
就 MPIA 的日常运行而言，从法理上讲，WTO 无需提供任何官方支持，但这并不妨碍
WTO 官员以个人身份行事。但是，一旦在具体争端中达成 DSU 第 25 条上诉仲裁协议，就
会在 WTO 框架下产生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相关义务，WTO 就有义务为上诉仲裁程序的进行
提供行政和法律支持。
MPIA 的日常运行及其在具体争端中有效发挥作用，主要依赖于参与成员和上诉仲裁员。
基于 MPIA 的第一起 DSU 第 25 条上诉仲裁将会成为 MPIA 能否有效发挥作用的真正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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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的多方临时上述安排
王彬 庄雅茜
（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辽宁沈阳；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辽宁沈阳）

摘 要：WTO 作为当下最重要的多边贸易组织，但仍然面临着较大的风险和隐患，许多边
临时上述的危机都会对个 DSB 的运行造成较大影响。针对当下出现的种种问题，许多 WTO
各成员以及各学者都在积极地寻找最佳的解决策略，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改革和创新意
见，解决当下的问题，维护贸易组织的长远发展。多方上述安排（MPIA） 的机制构建和实
际的运行都需要有完善的法律依据和保障，使其成为解决世贸组织争端的重要方式，并展现
出自身的实践性和灵活性多方。作为 WTO 中的一项应急措施，虽然存在较多的问题，但仍
然是处理许多争端的重要途径。据相关的行业负责人介绍，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规定，在
上诉机构停摆期间，参加方将通过世贸组织《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25 条规
定的仲裁程序，处理提起上诉的争端案件。参加方根据世贸组织关于上诉程序的现行规则和
实践，确定了上诉仲裁程序规则，保障裁决的一致性和可预期性。该安排显示了各方对多边
贸易体制的信心和支持，有利于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为了保证 WTO 的平稳性和高效性，需要设立许多的上述审理机构，通常的审理机构由
七人组成，每个人各司其职，共同维护 WTO 的权威性。在实际的案件审理中，上述机构则
拥有的绝对的解释权，能够对 WTO 的相关规则做出官方的回应和落实，其审理的权限范围
是专家组报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和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可以维持、修改或撤销专家组的
法律裁定和结论，会直接影响专家小组所作结论正确与否的结果，同时对规则解释也会影响
着各成员方的权利与义务履行标准。

[1]

关键词：WTO；多方；临时上述安排

一、WTO 上诉机构危机的背景解析
（一）单边主义的“复燃”
WTO 的创建初衷便是以构建多边的贸易机制为主，更好的进行资源整理，在更大范围
内进行贸易的统一和运行。因此，为了保证 WTO 的各项措施和规则能够落实和平稳运行，
各个参与成员为了解决贸易过程中发生的冲突和矛盾设计了一系列应对争端的解决机制，为
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但是，随着近几年来多边贸易的不断发展，其规模
和范围都呈现出明显的扩大趋势，美国进而推出了一系列的审查和限制措施，对于一些贸易
过程进行筛查，有着明显的“美国例外主义”下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复燃”的现象。在
这种情况之下，多边贸易机制下的争端解决策略已经不再适用当下的单边主义复燃需求。
（二）设置之初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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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多方临时上诉机构是当下对于贸易争端解决中的创新性策略，随着贸易过程的
不断发展，其上诉机制也在不断地更新和优化之中，当前上诉机构所取 得的显著成效是所
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但是，在设立之初并没有可供参考的经验和理论，在相应的规则制定和
设立中呈现出明显的不足和偏差，在争端解决谅解（DSU）中对于上诉机构的规定仅有几条，
且内容大多简单，并没有提升一些可行性的解决策略，其基础的内容构建也并不完善，对于
成员的选定以及选任标准和评估方案都等存在较大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导致了接下来的问题
[2]
的出现。
（三）WTO 个别成员的私心
WTO 自从设立之初至今，其成员数呈现出明显的递增趋势，其政治、文化、经济背景
各不相同，在众多复杂的人员构成中，WTO 中各成员对于所属国家来说有着重要的政治意
义。因此，许多成员在决策的过程中往往无法做到公平公正，而是更倾向于自己所属国的利
益，各种政治因素成为影响上诉机构成员选任过程中的重要阻碍，因此，常常会出现因为政
治立场不统一而进行名额的争夺情况。
近几年来，中国的成长较为迅猛，在 WTO 中所占的地位和分量和不断提升，已经逐
渐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打破了美国原有的较强优势地位，因此，美国试图重新构建自身的霸
权地位，来遏制中国如意壮大的力量，尤其在采取一系列的贸易措施之后，美国将自己陷入
了多场诉讼之中。

二、上诉仲裁安排的特殊性质
首先，上诉仲裁安排属于临时性应急范畴，经常用来处理一些突发或者复杂的事件，主
要是为了应对争端解决机制中上诉机构停摆而采取的临时性方案。因此，在应对停摆问题时，
要对于所有的参与人员进行安排，使其同意通过该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审理他们之间的上诉案
件。另外，还要所有的参与方作保证，在上诉期间确保公平公正，并及时听取反馈意见，对
当下的机构不断的改进和完善，使得上诉机构的运行更加平稳、高效，能够自主应对一些临
时或突发情况。
其次，上诉仲裁安排的性质属于诸边协议，有一定的条件和限制性，对于上诉仲裁的的
进行有着严格的标准，只对参与的成员方起到相应的法律效力。因此，在实际的案件争端中，
如果存在非参与方的争端，此上诉仲裁便不能够适用。参加方成员会在上诉仲裁的相关条例
规定之下解决相应的争端和问题，常见的便是裁决执行争端以及上诉仲裁安排生效之日未决
的争端。此外，不同的国家会因为实际的国情差异而出现不同的安排。
最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上诉仲裁安排也不断地增加和删改一些规则程序，但是每
一项新增的程序规则都必须在 DSU 的框架之下，很多规则在制定之初便会参照 DSU 的相关
规定和准则，进行相应的改动和创新，并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基于目前的情况，上诉仲
裁设置了一系列的规则程序，比如，重新规定了上诉的其实起算日期和截止日期，规定上诉
的审理时间不能超过 90 天，在实际的审理过程中，经当事双方和裁议员的同意可以适当的
延长期限。在上诉审理的过程中，裁决的进行无需通过解决机构，而是要向相应的争端解决
机制和任何相关协定的理事会或委员会报备，在不影响双方的利益之下，争端案件的当事方
可一致同意偏离上诉仲裁协议中规定的程序等。这一系列新程序的增加有效的提升了上述审
理的效力，保证审理、裁决过程中的公平性，并且，在实际的审理过程中，充分的尊重了仲
裁当事人的意愿，有利于进一步改善争端机制的现存问题，使其朝着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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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诉机构与 WTO 的法治道路
（一）WTO 法治道路之初：建立常设上诉机构
WTO 的相关程序与法律中规定了有关的冲突解决方案和相应的责任机制，根据《谅解》
法的规定范围，WTO 的全体成员可以通过相关的法律依据使用适当的方式进行争端的解决，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磋商、专家审理、上述等过程。根据案件的不同来选取最适合的方式。其
中，审理过程中还分为初审和上述审，在初审中，通常是由专家组构成，专家组是由 DSB 提
供专家组专家的名册，由当事方来进行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当事方对审理有异议者，可以
[3]

向专家组提出，或通过上述机构请求再次审理，这便到了终审的环节。
（二）WTO 上诉机构停摆的经过与原因

WTO 上诉机构的停摆，并不是由单一的元素造成的，其源头主要在于上述机构中法官
的任期期限和相关的规定。根据《谅解》的相关规定显示，七个人所构成的上诉机构中，每
个案件的审理都是由三个人进行，因此，审理中的最低法官数量为三人。法官的任期年限同
样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制，一般规定为任期 4 年，
每人最多连任一次，其中在 1995 年有明确的法律条例规定，七人中有 3 人的任期经抽
签决定应在 2 年期满后终止，所以 7 位法官的期满年限都是不统一的。通过前期法官成员
的构成分析可以发现，在 2017 年中有 3 位法官任期结束，赵宏（中国） 成功当选之后，
上诉机构法官还存在四位法官同时任职，直至 2018 年滞后施里·谢旺生任期届满离去，在
此之前都是四位法官同时在任。另外，若因为法官人数达不打牌最低人数要求，则无法进行
正常的上述和审理工作，比如，在 2019 年 12 月 10 日，格·巴提亚和托马斯·格拉厄姆
结束了任期后，当下的上诉机构只有一位法官在任，这种情况下便不能够开展正常的上述工
作。
WTO 上诉机构停摆的原因并不是单方面造成的，首先，WTO 自身的原因占据大多数，
由于 WTO 缺少对于上诉审理过程的整体性关照和统筹，导致许多上诉机构缺乏完善的程序
规则，导致效率低下。根据《谅解》的相关规定，上诉机构应该设立一位常驻补位法官，以
保障上诉机构法官空额能够及时填补，不会影响到正常的上诉流程，此外，想要得到 DSB 机
构的任命是十分困难的，必须要征得 DSB 所有成员的一致同意。在这个表决过程中，DSB
的任一成员都可以对机构进行提问和审核，只要任何一方持反对意见，则表决不通过。

[4]

（三）WTO 争端解决机构一般的议事机制
对于 WTO 中的一般争端来说，通常以协商的方式解决，但是也有表决机制的例外情况，
这种表决机制是反协商式，主要在一些专家组、上诉机构报告中适用，能够直接影响到最后
的结果。在表决过程中，若有人持反对意见，或者双方争论较大的情况，那么当下的结果无
法通过，则对违反 WTO 规则的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也不能追究。因此，当下 WTO 的成员总
分总结了过往的经验，并充分的考虑到当下的实际情况同意了这种新的表决机制。即 DSB
成员中只要任意一位当事方同意，则本次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就可以顺利通过，开始
执行。这样的创新机能够有效的维护了 DSB 的司法性和权威性，但是同样暴露出了一些问
题，比如没有更好的应用于上诉机构的法官选拔中，间接的造成了之后 WTO 上诉机构的危
机。
另一方方面来说，上诉机构的停摆也直接的反映出各国之间对于体制改革的实际状态以
及矛盾争端，WTO 作为有着一定法律效力和约束力的存在，有着较强的监督效力，但是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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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适应时代的潮流和发展进行实时的变革和优化，这也是问题所在，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
对于 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许多参与者都想通过积极的改革方式来维
护当下的机制，使其更加公平、公正。

四、上诉仲裁安排的前景分析
通过对于上诉仲裁的性质分析可以看到，上诉仲裁安排是为了摆脱目前争端解决机制困
境的一个突破性的创举。因此，对于上诉仲裁安排的前景分析有利于更好的完善当下的各项
审理机制，促进上诉仲裁更加平稳、高效的运行。
首先，在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的相关法律条例中可以看出，所有的参与成
员都会有一定的审查和考核过程，一般会在文件提交后的一年之内审查 MPIA。审查的内容
十分广泛，可以对 MPIA 中所涉及到的任何内容和相应特征进行考核和评估，并以此作为相
应的判断标准。根据对 MPIA 运行一年后开放性的审查评估来确立相应的评审结果和 MPIA
自身运行情况，以及最终的立场和态度。
通过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开发布的 WTO 上诉机构的报告可以看出，在
审理过程中，美国关注的重点不仅是规则和程序内容，更多的是有效的解决策略和可行性方
案，比如，常常指出上诉机构中的错误解释，紧接着便会提出相应的修改细则，对于当时双
方的利益仔细权衡，基于此，美国对于上诉机构的干预现象会一直持续，在新冠肺炎全球化
的影响下，这种现象不会出现松动，所以，MPIA 的临时期限不会少于两年。
其次，从 MPIA 的协议内容可以看出，仲裁员队伍通常由十名仲裁员组成，每个参与方
有权进行一名候选人的制定，并经由 WTO 各个部门干事、DSB 主席，以及相关的理事会主
席、干部、以及负责人的协商和预选，确定最终的仲裁员队伍。在确定好仲裁员之后，便可
进入到审理工作，通常一个案件的审理要由三名仲裁员进行，这些仲裁员将从十名仲裁员队
伍中进行挑选。仲裁员的设定和法官一样，都是常设安排，以保证审理的正常进行，若上诉
机构不能够进行正常的运行，按照相关规定，从仲裁员队伍组成后两年开始，将会进行定期
裁员。通过上述的规则可以看出，MPIA 已经做出了相对完善的审理方案，并能够进行长期
运作，因此，对于仲裁队伍的选拔与确立能够直接影响到最终的审理过程。
综上所述，《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是 WTO 中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解决争端机制
和突发状况的主要使用者，最重要的作用便是维护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使其更加高
效、平稳、公平、工作，进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五、WTO 上诉机构的危机现状
上诉机构的成型是以 DSU 中的第 17 条规定作为依据的，在构建相关的条例中，DSU
中明确规定了相关的事物和程序，其中，WTO 争端解决中心（DSB）由七名成员构成，其
中任期成员可以进行连任，每四年连任一次，在审理过程中必须有三名审理员出席。
为了确保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通常会设置常驻补位审理员，另外，上诉机构还会在七
位审理员中随机抽取三位任期 2 两年以保证成员的及时更新。DSU 还规定了相关的选任标
准，对于要参与上诉机构的成员进行统一的审查和考核，保证每一个成员都具有相应的专业
性和权威性，积极寻找在法律、经济、政治、贸易等方面的专家 ，构建更加专业的团队。
对于上述机构成员的具体选拔标准在 DSU 第 17 条中有着详细的记载。此外，在其他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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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诸如《上诉机构审议工作程序》、《DSU 行为准则》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对于参与的上
述机构成员做出规范性要求。
在 WTO 的整体条例建设中，对于多方临时上述机构的规定篇幅较小，但是，当下社
会对于上述机构的应用范围却十分广泛，据相关数据表明，自上诉机构产生以来，共有上述
机构成员 27 名，其中包含前成员 24 名，现成员有 3 名。根据 DSU 第 17 条的相关规定，
案件的审理由三个人进行，则上述机构中仅存在三名现有成员，在这个过程中由两名成员即
将期满结束，那么实际的审理过程将变成一位成员，按照条例，审理便不能正常有效的进行
下去。由于上诉机构成员的任命和选拔只能 DSB 的成员进行商议后决定，所以成员的选拔
周期较长，效率低下，而美国在上诉机构成员选任的过程中明确表示 DSU 的要求行事，而
对于当下的改革和创新并不表态，在 WTO 中，只要有一方持反对或不赞同的意见，那么此
方案便不予通过，这就使得当下的改革和优化机制无法有效的推进。
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中，为了使得上诉机构有效运行， 86 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一致表示应
当及时填补空缺名额，并给出了具体候选人员名单以及具体运作步骤，但是，美国仍未给予
任何积极态度。这便造成了上诉机构无法完成人员的填补和更新，也就不能够保证上诉审理
的正常运转，使其陷入停摆状态，进而造成整个 WTO 体系的混乱。针对上述情况，WTO 框
架中各项规定和协议必须有效履行，以保证上述机构的平稳、高效运行，从而更好的维护
WTO 乃至世界贸易的良好发展，化解当下的危机。

六、WTO 上诉机构危机下的路径选择
（一）与美谈判以及时补足上述机构空缺成员
许多 WTO 成员和专家学者通过对于当下时局的分析得出，鉴于当下 WTO 多边临时上
述的紧迫性，应当与美国进行全面、深入的协商，以及时的补足当下上述机构的空缺成员，
保证上述机构的平稳运行。另外，对于上诉机构变革进程来说，需要长时间的全面统筹规划，
并不是一味地推翻原有机制，以猎奇的心理寻找创新点，而是充分的结合实际的社会状况和
需求，保证上述机构能够长远的发展运行。与美国的谈判对于当下的上述机构来讲，是化解
成员空缺危机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在谈判过程中，要尽量与美国达成统一意见，保证
当下停摆的状态能够尽快运转，进入到正常状态。另外，谈判过程中既要表明自身的态度，
另外还要注意方法的运用，通过相关资料得知，美国对于上述机构中存在的问题态度模糊，
拒绝讨论任何有关上诉机构的变革问题，因此，此次谈判过程困难重重。
（二）构建平行机构
还有一些有学者提出，构建与现有上诉机构并存的机构能够有效地缓解当下的危机，并
体替代上述机构完成部分审理任务。但是，在构建新的平行机构中必然要绕开美国，将其他
成员国统一起来完成此次新的协议签订。在这种情况的设想之下，仍然面临一些问题，比如，
新机构对于案件处理范围的确立，是否仅限于其签署成员提交的案件，即使对新机构的处理
范围做出开放性规定，或者允许签署成员之外的其他未签署的 WTO 成员将不满专家小组
处理结果的案件提交至新机构。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作为一直以来的强势国家，同样会将案
件提交至新设立的机构中。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截止到 2019 年 9 月，上述至 WTO 的争
议案件有 589 起，其中涉及到美国的就达到了 429 起。针对上述情况，若在签署构建平行
机构的协议中移除美国，那么将会导致案件的缩水，进而影响到新成立的机构的社会价值，
因此，在件问题上要做好更加充分的权衡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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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理事会行使职权补足空缺
有相应的学者指出，在 DSB 中，通常会出现较多问题，比如无法按照协商的结果处理
实际问题，在规定了任选准则和成员规范之后仍无法选出合适的上述机构成员，这一问题直
接导致了成员的空缺。这种情况下，通可以由 WTO 成员向总理事会提出申请，总理事则
会根据相应的规定采取应急预案，通过多方协商或多数决定的方式来确定最终的人选。在此，
总理事会有相应的决策权，对于上述机构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进行直接应对和处理，行
使职权补足的权利。
（四）以 DSU 第 25 条仲裁规定暂行上诉机构之职
DSU 第 25 条仲裁中规定了部分的上述机构的职责，可作为 WTO 成员争端解决的一项
选择。在 DSU 第 25 中条明确提出了仲裁争解决争端的具体方式和相关意义，对于上述机
构所面临的实际危机来讲，构建新的上述机构能够获得大部分 WTO 成员的认可，即时对
于改革持反对者的美国来说，也能接受上述的提议。另外，采用仲裁作为解决争端的方式可
以通过两种具体的方式进行。首先，可以直接使用仲裁代替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在此
过程中，主要包括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两部分。其次，是将仲裁作为备选，即仲裁是对专家
小组所进行的案件中的更深一步的处理，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保证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
行。
通过以上的途径分析得知，在美国持消极态度的情况之下，WTO 的多方临时上诉并不
顺利，同样需要借助仲裁的辅助，运用更充分的实践经验解决上诉机构中存在的危机。

七、多方上诉仲裁的意义
第一，MPIA 展现出自身的实用性特点，在上诉机构的停摆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
用，维护多边贸易的正常运行，MPIA 虽然不是标准的世贸组织下的国际条约，但是凭借自
身的灵活和务实的特点较好的排除了现有的法律争议，消除了各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忧虑，有
利于推动各国审批过程的顺利进行。
第二，MPIA 有着较为完善的审理和裁决机制，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有着很高的执行力，
因此能够在上述机构的停摆期间发挥自身的最大功效，解决争端机制中的各项问题，并接受
相应的约束和监督，不断地规范和优化自身的各项程序和规则。
其中，争端方可以就具体案件达成的专门仲裁协议，此协议对于协议方仍具有一定的法
律约束力，参加方的角色也会发生转变，在整个的案件上述过程中，极有可能成原告，也可
能会成为被告。MPIA 的裁决是终局裁决，争端方如果不履行自身的职责，那么将会有一定
的惩罚。当下，已经有许多的争端案件通过多方临时上述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这也充分的体
现出 MPIA 解决争端的有效性，使得 MPIA 的各项功能得到进一步落实。
第三，MPIA 有着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MPIA 对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开放，成员可
以凭借自己的意愿加入或者退出，其退出后尚未解决的部分争端仍然适用于当下的 MPIA。
对于一些未参加 MPIA 的世贸组织成员，MPIA 的进程并不对其造成特殊影响，在上述机
构的选择过程中仍享有充分的自主权。
第四，MPIA 具着较高的效率，这种高效的处理模式对于争端解决机改革来说有着重要
的作用，MPIA 作为一种上诉程序，在争端机制的解决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这种作
用并不能替代专家组的程序，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起到的是一种终审职能。MPIA 的这一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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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效的解决了审理周期过长，程序繁杂等问题，保证了上述机构审理的高效性，极大地提
升了审理效率。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包容性极强的高效应急处理预案来说，美国却仍然持消极态度，既
不参与表态，也没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反而是一味地批判。基于美国的反对态度，MPIA 在
使用世贸组织预算和资源方面会面临较多的阻碍，使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陷入僵局。这
种做法对于美国自身来讲有失担当和诚信，是一种不理智、不负责的行为，消耗了美国在多
边贸易体制中应有的担当和威信。
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当局应尽快的转变思路，抛开当下的自身利益和局限性的眼光，
摒弃政治上的操弄和狭隘立场，将真正涉及到世贸组织的改革问题予以正面回应，积极推动
多边贸易组织的良性发展，解决当下复杂的局面和困境。解决这些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不可能
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各方以妥协、合作的姿态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而且这一过程要慢慢
推进。 虽然美国不并不是 MPIA 的成员方，没有参与到实际的谈判中来，但是 MPIA 中
的许多案件和安排都将美国的情况考虑在内，兼顾了多方面的考量和规划，继续推进和完善
MPIA 的相关建设，以实际运行成果体现在维护争端解决机制运转方面的价值，对美国等其
他未参加 MPIA 的世贸组织成员保持开放姿态，并力争最终恢复上诉机构正常运转。

八、结语
上诉机构作为 WTO 的组成部分，为世界贸易的平稳、健康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虽
然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许多的危机和隐患，对于当下的制度发展形成一定的制约。但是随着
此次危机的解决，WTO 的多方临时上述安排更应该认清当下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实际情况
选择适当的应对策略，要么暂且忽视上诉机构机制存在的问题而仅仅补足成员空缺，要么选
择替代方式以暂替上诉机构行使职能。但这两种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使用过程中必须
充分的考虑本国国情，在此背景下，我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需要更完备的法治保障，
也正是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机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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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常态化 WTO 上诉机制契机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
徐丽娟

前言
早在 2011 年，美国政府就通过阻挠填补该机构的空缺来表达对该上诉机构的不满。自
2017 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否决权的使用变得系统频繁化，世界贸易组织
(WTO)争端解决体系的上诉机构成员的任命饱受美国的阻挠。美国1声称其阻止上诉机构成
员的任命的正当原因，认为上诉机构长期违反世贸组织成员制定的规则，损害争端解决机制
和世贸组织的整体利益。2018 年 10 月 1 日，美国阻止了上诉机构新成员的任命，从而使该
机构只剩下三名成员，根据 DSU 第 17.1 条规定，上诉机构的成员不得少于三人。2019 年
12 月，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因成员不足而停摆。WTO 上诉机构的瘫痪导致了世贸
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结构性危机，提出上诉的通知妨碍了专家组报告的通过，排除了报告的
约束力进而使得争议没有得到最终解决。2
由于国际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性，世贸组织各方一直在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
此前曾有学者消极认为对于世贸组织出现的双重危机没有明显的出路，3有学者提出在 WTO
之外另创设新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4，其成本代价之大难以想象且结果未知，无法及时
解渴。而启动上诉机构成员的遴选机制的可能性伴随着美国大选显得更加不确定。
为了弥补 WTO 上诉机构的瘫痪及由此带来的系统性后果，部分 WTO 成员根据 WTO
下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规则手册《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谅解备忘录》(DSU)的第 25 条设计
了上诉机制。第 25 条设想了在多边贸易体系中选择仲裁来解决争端，这一规定成为临时仲
裁机制的基础，该机制将作为上诉的替代制度。这种方法最初是由欧盟提出的，后来逐渐在
世贸组织的其他主要参与者中获得了认可。截至撰写本论文时，欧盟和世贸组织成员共 22
个成员已达成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通过临时上诉仲裁来解决他们之间的贸易
争端。
本文主要通过 MPIA 是否可以成为重启 WTO 上诉机制及作为替代方案是否能有效解决
WTO 争端解决机制危机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介绍 MPIA 内容及目前发展概况，解释 DSU 第

1

Se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Report on the Appellate Body of the The World Trade Organiz
ation, Feb. 2020, available at: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Report_on_the_Appellate_Body_of_the_World
_Trade_Organization.pdf (last accessed on 10 Oct. 2020)
美国贸易代表认为，上诉机构司法越权，解释世贸组织协定但并不适用，错误解释世贸组织协议并不断被
作为先例得以遵循，引发担忧；创设新的权利并对非当事方提出的事项做出决定；对于上诉机构决定的采
纳未进行审查。
2
杨国华.丛林再现？WTO 上诉机制的兴衰[J].人民出版社,2020-5.
3
See B Hoekman, PC Mavroidis, “Twin Crises in the WTO, and No Obvious Way Out”, QIL-Questions
International Law 2019, Vol. 63, pp. 113-119.
4
孔庆江教授曾在 2019 年第 12 届“WTO 法与中国”论坛暨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年会上指出，
其对于欧盟主导的 MPIA 态度比较消极，认为这是复制上诉机构的行为，在 WTO 之外另起炉灶设立争端
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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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条可能包含的内涵，分析 MPIA 是否可以作为 WTO 框架内的方案及 MPIA 本身可能存在
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最后得出结论。

一、 问题的提出
自 2017 年来，上诉机构受美国多次阻挠于 2019 年 12 月正式停摆，除了残留案件无法
得到审理外，未来 WTO 争端解决机制发挥作用的可能性面临前所未有之挑战。国际社会不
断做出化解危机的努力，提出各种方案核建议，其中正在热议与发展的当属以欧盟为主导的
从双边到多边的关于 DSU 第 25 条临时上诉仲裁安排方案。
尽管这一机制一开始并不被看好，
5
但是却被不断推进目前已有 23 个代表团向争端解决机构发出通知，慢慢走向一个在上诉机
构缺位情况下的临时替代机制。
2019 年 5 月 16 日，欧盟提出关于《DSU 第 25 条临时上诉仲裁》建议。2019 年 7 月 25
日，欧盟和加拿大同意在上诉机构无法审理案件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安排《DSU 第 25 条临
时上诉仲裁》。62019 年 10 月 21 日欧盟-加拿大修订该安排。2019 年 10 月 21 日欧盟与挪
威达成《DSU 第 25 条临时上诉仲裁》。7现有的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停止运作，欧盟和挪威
及加拿大就能根据世贸组织法律使得它们之间任何潜在贸易争端获得有效和有约束力的解
决。双边安排不断推进，意在感兴趣的成员之间形成一个反映现有世贸组织上诉程序的临时
解决办法。
2020 年 1 月 24 日，17 个成员在达沃斯部长声明，基于 DSU 第 25 条的多方临时上诉安
排（MPIA）。2020 年 3 月 27 日 16 个成员部长声明 MPIA。82020 年 4 月 30 日，19 个世贸
组织成员发表了一项声明，正式确定了 MPIA。截至 2020 年 7 月 6 日有 22 个代表团参加，
目前已有 23 各成员方。MPIA 的参与仍对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开放，按照 MPIA 中提到的程
序，MPIA 的参与成员应将其加入 MPIA 的意向通知 WTO 的争端解决机构即成为临时安排
的成员之一。此外,DSU 第 25 条仲裁及其实践呈现灵活性与可执行性,是嵌入 MPIA 的有效
切入点。仲裁裁决具有一裁终局公布即生效之效果。加上已有的用 DSU 第 25 条仲裁解决争
议的实践,意味着 MPIA 具有实施可能性。
尽管面对 MPIA 能否成为 WTO 改革/WTO 上诉机制重启的转机这个问题 Al-Sadoon
Fahad (2020)9持积极态度，认为 MPIA 这一欧洲替代方案时解决 WTO 多边危机的一种有效
解决方案，但是却不得不承认存在问题。
第一，贸易大国如美国、日本、印度不是 MPIA 的成员国，无疑阻碍了 MPIA 更好地发
挥效力；第二，MPIA 的合法性可能会受到质疑，从字面上理解《争端解决机构通则》第 25
条表明，仲裁只能由争议当事方就特定争端达成，不清楚第 25 条是否可以理解为允许建立
5

孔庆江教授在 2019 年的 WTO 法年会上认为其很难实现。
See trade&isds website,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NNOUNCE AN INTERIM BIL
ATERAL
ARBITRATION SOLUTION FOR THE WTO APPELLATE BODY DEADLOCK”, Jul. 25, 2019, availabl
e at: https://tradeisds.com/canada-eu-interim-bilateral-arbitration-solution/ (last accessed on Oct. 10, 2020).
7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EU and Norway agree on interim appeal system in wake of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ppellate Body blockage”, Oct. 21, 2019, available at: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
dex.cfm?id=2074 (last accessed on Oct. 10, 2020).
8
澳洲、巴西、加拿大、中国、智利、哥伦比亚、哥斯大黎加、欧盟、瓜地马拉、中国香港、墨西哥、纽
西兰、挪威、新加坡、瑞士和乌拉圭。
9
See Al-Sadoon Fahad, “The European Multi-Party Interim Appeal Arbitration Arrangement: A Convincin
g Solution to the Multilateralism”,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Sept. 6, 2020, available at:
http://cilj.co.uk/2020/09/06/the-european-multi-party-interim-appeal-arbitration-arrangement-a-convincing-solutio
n-to-the-multilateralism-crisis-at-the-wto/ (last accessed on Oct. 10, 202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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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MPIA 那样的诸边安排；第三，MPIA 并没有解决部分国家对于世贸组织体系的主要批评
诸如发展中国家类别的确定及自行选举原则（self-election），更没有涉及对于上诉机构过度
解释问题，可能给美国或印度等重要世贸组织成员带来更多挫折10，这可能使 MPIA 这一机
制的运作陷入僵局。11第四，Malkawi(2020)12指出 MPIA 具有不明确的条款，如 MPIA 附件
一第 15 段指出仲裁裁决仅向争端解决机构（DSB）通报（notify）不需要被 DSB 采纳，，
DSU 不会通过该报告，MPIA 仲裁员受世贸组织协议约束，但是不受上诉机构裁决的约束也
不受过去 MPIA 案件的约束，这不得不让人质疑 MPIA 报告未来作为先例的效力及说服力。

二、 MPIA 概述
（一）MPIA 的主要内容
MPIA 有三个独立的部分。首先是给 DSB 的信函，其中表达了 MPIA 各方的承诺，并
规定了上诉机制的程序,包括序言 8 段和 15 个条款。其次，附件一列出了 DSU 第 25 条的仲
裁协议的示范文本。最后一部分是附件二,其中规定了从十名仲裁员中挑选仲裁员的程序。
附件二规定，每个参与国可以提名一名人选，通过预选程序进行审查。仲裁员将根据最高的
专业知识、客观性和公正性进行选择。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工作程序和《DSU 行为准则》
为这些价值观提供了复杂的规则。审查程序完成后，参与国将以协商一致方式任命仲裁员。
三名仲裁员将审理上诉。三名仲裁员将采用世贸组织采用的相同方法选出:他们将使用计算
机算法并在轮换的基础上随机选出。在附件一第 8 段中，MPIA 纳入了合议原则，即审理上
诉的三名仲裁员可以与其他七名仲裁员协商。合议原则通过平衡仲裁员的不同意见、避免个
人偏好以及在他们之间提供健康的辩论来确保一致性和可预测性。
（二）MPIA 的目标
MPIA 是根据 DSU 第 25 条而形成的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以弥补现有 WTO 争端解决机制
的缺陷，这种临时性安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DSU 提供了让成员国留在 WTO 框架内的机会，
实现与 WTO 若即若离的尺度的同时又与那些另立门户或其他措施的情况而言更加简便，无
疑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MPIA 的目标主要有二：第一，根据 MPIA 文件正文所述，MPIA 重申对于基于多边贸
易体系的承诺，承认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对于贸易体系的重要性，依旧努力改善以启动上诉机
构遴选机制恢复。MPIA 是根据 DSU 第 25 条制定的应急措施以维护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的两级裁决，维护世贸协定下的义务，即使没有一方选择根据这一安排提出上诉，也希望通
过 DSB 以消极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专家组报告，维护现阶段专家组解决争端的约束力。13第
二，MPIA 作为各种改革提案的试验中的一种，功能性填补的同时继续寻求长期方案，其在
谈判过程中提出一些热议的改革措施。14
10

同脚注 8，2020 年 6 月 6 日美国在给世贸组织总干事的信中明确拒绝 MPIA。同时发展中国家是否加入
MPIA 摇摆不定。
11
同脚注 8.
12
See Bashar H. Malkawi, “MPIA and Use of Arbitration: Bypassing the WTO Appellate Body”, JURIS
T, May 28,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jurist.org/commentary/2020/05/bashar-malkawi-mpia-wto-appellate
-body/ (last accessed on Oct. 10, 2020).
13
See MULTI-PARTY INTERIM APPEAL ARBITRATION ARRANGEMENT PURSUANT TO ARTICLE
25 OF THE DSU, March 27, 2020; WTO,‘Statement on a mechanism for developing, documenting and
sharing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in the conduct of WTO disputes’ (30 April 2020) JOB/DSB/1/Add.12
(MPIA).
14
同脚注 8，如无口述意见、未经当事人事先同意不得延期的严格时间限制、仲裁员将只处理解决争议所
必需的问题的事实及赋予仲裁员的职责，即以高度期望的司法节约行使其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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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MPIA 的主要特征及法律性质
1. MPIA 的主要特征
MPIA 具有临时性，从措词“临时性”和“短期内的应急措施”可以看出，且其有效期至上
诉机构恢复运转；具有开放性，可以适用于未决争端也可以是未来争端，MPIA 仍对 WTO
其他成员开放；具有多边形，部分 WTO 成员参与。
MPIA 呈现其框架的非约束性（law in book）与个案上诉仲裁协议的约束性
（law in action）
双层结构。前者是具有一定灵活性的锅边制度安排，后者各成员依据禁止反言原则产生拘束
力。
在 MPIA 的内容上尽可能参照 DSU 上诉机制及实践，促进专家组程序中止制度与 MPIA
衔接。针对美国对于上诉机构关于超期审理、非必要裁决问题、越权审查事实问题及过强的
先例问题予以回应。至于这一回应是否有利于 MPIA 的发展有待进一步研究。尤其是涉及到
MPIA 效力问题，如果没有发挥先例作用，那么 MPIA 的报告有没有经过 DSB 通过，是否
会造成 MPIA 审理的案件呈现前后不一致及不确定性。
2. MPIA 的法律属性
MPIA 文件作为 JOB/DSB/1/Add.12 通报,15WTO 成员可以通过一揽子支持 JOB/DSB/1，
也可以在个案中援引而予以支持。欧加和欧挪 BIAA 也是作为 JOB/DSB/1/Add.11 文件通报
DSB。尽管 JOB/DSB/1 第３条规定了支持 MPIA 不影响参与成员关于 DSU 及其他涵盖协定
条款解释的看法，不影响其关于 DSU 改革的看法。但是这里同样需要注意应该受国际法原
则约束如禁止反言原则。
从 MPIA 措辞看正文和附件二未出现“shall”这些表明法律义务的词，
附件一“上诉仲裁协议”则使用了“shall”，应当说在特定争端中，根据禁止反言原则，参与成
员根据 MPIA 附件一达成上诉仲裁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相当于放弃了 DSU 第 16.4 条和第
17 条的上诉权。
MPIA 文件本身不是世贸组织协定附件四意义上的多边协定，不具有国际条约地位，
MPIA 文件本身是否违反 DSU 规则并不重要，只需要考虑符合 DSU 第 25 条即可，该条对
仲裁程序基本没有什么要求。MPIA 框架与 DSU 一致性并无冲突。

三、 针对 MPIA 问题的回应与未来研究问题展望
（一）MPIA 成员有限不妨碍 MPIA 在有限范围内解决国际贸易争端
美国不但不参加，而且反对各成员方在建立 MPIA 时使用 WTO 秘书处预算核人员还对
于该机制提出批评。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 2020 年 6 月 18 日表示该做法“既缺乏世贸规
则依据，也将进一步损害多边贸易体制。”16中国 WTO 研究会副会长、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
霍建国指出，美国加入 MPIA 可能性不大，“除非随着多边机制不断扩大多边机制的扩围，
参与的成员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了一种替代性机制，那么我觉得美国可能会考虑加入。现阶
段美国加入的可能性不大，不仅不会加入，还会抵制这种安排。”17日本方面暂时未作回应。
15

《关于建立、记录和分享ＷＴＯ争端行为做法和程序的机制的声明》JOB/DSB/1, 2016.7.11
参见冯迪凡：《中欧宣布 WTO 下 MPIA 仲裁员库成功组建，美日为何缺席？》，载《第一财经网》，
2020 年 8 月 4 日，网址：https://www.yicai.com/news/100722156.htm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10 月 10 日）
17
参见冯迪凡：《中欧宣布 WTO 下 MPIA 仲裁员库成功组建，美日为何缺席？》，载《第一财经网》，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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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了贸易大国的参与，MPIA 似乎显得尤其单薄，但是作为替代上诉机构的一种临时安排
是目前看来受到较大多数推崇的一个做法，尽管目前只有 23 个成员方。
2020 年 6 月 3 日,WTO 公布了根据 DSU 第 25 条商定的 MPIA 提出上诉程序的案件包括
加 拿 大 葡 萄 酒 销 售 案 (DS537)( 最 后 报 告 发 布 时 间 预 计 是 2020 年 6 月 4 日
WT/DS537/11/Add.3)、哥斯达黎加-鳄梨案(DS524)和加拿大-飞机案(DS522)。18哥伦比亚法国薯条的反倾销税(DS591)将有可能常委 MPIA 的第四个案件。
除了 MPIA 目前还有其他实践，那些未加入 MPIA 的 WTO 成员也有相关实践：一种是
如果争端各方在特定争端开始后达成一项特别协定，声明其不打算对专家组报告提出上诉，
如印度尼西亚关于特定钢铁产品安全保障案（DS496）就说明了双方对于特定争端的承诺采
纳专家组报告就不存在上诉的可能，也就不必然涉及上诉机制。19还有一种是，Simon Lester
（2020）20指出类似 MPIA 作为上诉机制的安排，DSU529 关于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的争
端解决意图从 DSU 第 25 条寻找上诉解决方式，进而达成另一项协议。在上诉机构无法运行
的情况下双方仅诉诸第 25 条仲裁，并确保在仲裁程序实际开始前充分提前通知所有成员其
同意诉诸仲裁，双方将合作，使仲裁员能够在向 DSB 发出上诉通知之日起不超过 90 天内，
将任何相关协议的裁决通知 DSB 和理事会或委员会。21与 DSU529 相似的是 DS567 关于卡
塔尔在沙特阿拉伯的知识产权案件中 2020 年 7 月 28 日沙特阿拉伯通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
构其决定对专家组报告提出上诉22,卡塔尔提议根据 DSU 第 25 条进行仲裁，这里也并未涉
及 MPIA，但是如果沙特阿拉伯同意根据 DSU 第 25 条进行仲裁，那么进一步跟踪了解该程
序如何与 MPIA 相关。
综上，即使很多成员方并未加入 MPIA，但是从 WTO 争端解决各国实践看（虽然目前
案例较少），MPIA 有可能成为示范性安排。一方面，作为 MPIA 的成员方在认可了 MPIA
作为上诉机构的替代临时方案后，其有可能促成成为双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给予一些未加
入 MPIA 的 WTO 成员方更多的选择权；同时也给了 MPIA 成员方不断实践 MPIA 机制的可
能性，对于 MPIA 的发展而言也是一种契机。另一方面，尽管 MPIA 成员方有限,但是正如
霍建国所言,一旦各国实践不断积累形成替代性方案,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多成员方的加
入。从双边到多边,再从多边到双边,不断交替最后有可能成为新的习惯国际法规则。这一点
从 Bashar H. Malkawi 的文章23中可见,一些国家不愿加入 MPIA,这可能是由于采取了“观望”
的态度，如果 MPIA 证明是成功的，这些国家可能会在晚些时候加入。对于其他国家，尤其
是印度，它们面临着一些敏感的争议，比如糖补贴、信息技术产品关税以及取消发展中国家
地位。因此，从短期来看，这些国家最好维持现状，而不是让仲裁小组做出不利的裁决。
（三）MPIA 符合 DSU 第 25 条规定
2020 年 8 月 4 日，网址：https://www.yicai.com/news/100722156.htm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10 月 10 日）
18
See Simon Lester, “The First MPIA Appeals?”, June 3, 2020,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nd Poli
cy Blog，available at: https://ielp.worldtradelaw.net/2020/06/the-first-mpia-appeals.html (last accessed on Oct.
10, 2020).
19
参见 WTO, “Understanding between Indonesia and Chinese Taipei Regarding Procedures under arts 21
and 22 of the DSU”, April 15, 2019. WTO Doc WT/DS490/13,para 7.
20
See Simon Lester, “Another Agreement to Use DSU Article 25 for Appeals”, Oct. 7, 2020, available a
t: https://ielp.worldtradelaw.net/2020/10/another-agreement-to-use-dsu-article-25-for-appeals.html (last accessed
on Oct. 10, 2020).
21
See WTO, “AUSTRALIA – ANTI-DUMPING MEASURES ON A4 COPY PAPER --UNDERSTANDIN
G BETWEEN AUSTRALIA AND INDONESIA REGARDING PROCEDURES UNDER ARTICLES 21 A
ND 22 OF THE DSU ”WT/DS529/18, Oct. 7, 2020.
22
See WT/DS567/7.
23
See Bashar H. Malkawi, “MPIA and Use of Arbitration: Bypassing the WTO Appellate Body”, JURIS
T, May 28,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jurist.org/commentary/2020/05/bashar-malkawi-mpia-wto-appellate
-body/ (last accessed on Oct. 1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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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MPIA 是根据 DSU 第２５条的当然权利，关于 WTO 中将仲裁作为替代手段符合
三个要件：１已明确界定的问题；２各方一致同意并通知各成员；３争议当事方将遵守仲裁
裁决。很显然 MPIA 符合这一规定。尽管美国诟病 MPIA 但是其并不方队各成员国通过 DSU
第 25 条进行争端解决的努力。DSU 第 25 条的仲裁实践主要针对特定争端下争议当事方达
成的仲裁协议，与未发生争端而达成上诉仲裁这一临时安排确有不同，但是并不违背 DSU
第 25 条的内涵。
（四）MPIA 不是万能药,MPIA 是一项持续性工作
尽管美国作为反对遴选上诉机构成员的孤立声音，其对于上诉机构恢复的意愿是必须
的。必须指出，MPIA 不是一项条约，而是一项安排。MPIA 的目标并不是回应美国的批评，
也不是取代上诉机构，作为一项临时安排，部分世贸组织成员代表谈判达成以维护专家组报
告/MPIA 报告的约束性，直到上诉机构重新开始运作。因上诉机构停摆导致的停滞不前的局
面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传统上被视为国际法典范的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性以及多边贸易体
系的“皇冠上的宝石”。至于这一临时安排到底多久，MPIA 文件指出，每年会进行定期审查。
MPIA 并不能全面改革 WTO 及其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相反，其作为目前争端解决机
制瘫痪危机之下的替代方案，至于这一方案是否能够被长期实施，实施多久，有赖于区域谈
判的不断达成，国家实践的不断积累以及可能的出现因为 MPIA 的程序创新进而触发世贸组
织争端解决机制的系统性变化24。
（五）未来研究问题展望
当双边与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适用同意的协议模板，则都可以得到保证。MPIA 仍有
许多不确定因素，MPIA 框架下的上诉裁决先例效力究竟如何未可知；仲裁员库及入库仲裁
员的法律地位不确定，得到的资金支持目前仍是一大问题；对于 DSU 的一些规定是否具有
可实施性尤其是时间上的限定及先例问题，尽管回应了美国对于上诉机构的批判但是这种方
式是否有利 MPIA 的运行及争端的解决；MPIA 的程序创新如何触发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的系统性变化；对于上诉机构的影响；MPIA 的措辞模糊将如何改进；仲裁裁决不需要由
DSB 采纳，世贸组织迄今尚未对 MPIA 表示支持或反对25。

结语
MPIA 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一方面缓解了 WTO 上诉机构停摆危机，从某种程度上可
能成为 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契机，MPIA 这一创造性安排有可能触发上诉机制发生系统
性变化。但是由于 MPIA 作为一项临时性安排且是，其内容上有诸多不适应，包括措辞上模
糊，但是对于启动上诉机制确有推动作用。尽管还有很多问题无法得到回答，在实践中势必
遇到困难，但是未来可期。

24

See Mariana de Andrade, “Procedural innovations in the MPIA: A way to strengthen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Questions International Law, Zoom-out 2019, Vol. 63, pp.121-149.
25
See Shilpa Singh Jaswant，“Arbitration in the WTO: Changing Regimes Under the New Multi-party Int
erim Appeal Arbitration Arrangement”，Kluwer Arbitration Blog,May4,2020,available at：http://arbitrationbl
og.kluwerarbitration.com/2020/05/14/arbitration-in-the-wto-changing-regimes-under-the-new-multi-party-interimappeal-arbitration-arrangement/ (last accessed on Oct. 1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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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的法律问题研究
吴文页

摘要：WTO 上诉机构正处在改革的十字路口，为应对这一全球经贸治理困境，欧盟、中国
与加拿大等成员国积极作为，提出《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并完成了仲裁员遴选
工作，这标志着临时上诉仲裁的方案从早期倡议步入了具体实践。MPIA 将争端解决机制的
两种途径——诉讼与仲裁融合，带来了制度上的颠覆与创新：它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诸边条
约，也不符合传统国际仲裁的特征，而是博采众长、灵活变通，创设了独特的双层结构，具
备临时性、开放性与诸边性，并制度性地回应了上诉机构的现存不足，有助于高效解决争端。
未来，MPIA 将如何发挥预期作用还存在极大不确定性，能否以此为契机将 WTO 改革拉入
法治轨道，重建常态化上诉机构，仍需各国合作与努力。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临时上诉仲裁；WTO 改革

一、WTO 上诉机构的危机与应对
（一）WTO 上诉机构的生存危机
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诉机构是专门审理上诉
案件的常设机构，被视为 WTO 体系中负责裁决贸易争端的“最高法院”，为维系多边贸易体
制、扼制保护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1

然而，自 2016 年 5 月以来，美国持续阻挠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程序，2使得上诉机构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因到期离任的成员不能得到增补而陷入“停摆”，无法继续受理上诉案件。
正如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前任大法官 Peter Van den Bossche 在其告别演说中所言，“阻
碍上诉机构成员的任命会从根本上打乱上诉机构及其功能发挥，进而危及上诉机构的存在”。
3
不难预见，一旦上诉机构瘫痪，败诉方将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专家组裁决报告提出上诉，从
而阻止其获得法律约束力。如果专家组的报告可能因为不被审议通过，产生不了法律约束力，
那么成员还有什么理由选择专家组程序呢？4换言之，自 2019 年 12 月 11 日起，不仅上诉审
议会停摆，整个 WTO 争端解决机制都将面临无法全面运行，甚至可能逐步关闭的尴尬局面。
另一方面，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为 WTO 改革提供授权的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
无法如期召开，各成员国的注意力也纷纷转向国内抗疫，各自为政甚至互相攻讦，推动谈判
的政治意愿降低，诉诸争端解决机构的积极性减损。据统计截至 4 月 30 日，今年争端解决
1

WTO: Appellate Body Annual Reports for 2019-2020, July 20, 2020, p. 195, Annex 7. WTO 秘书处统计数字表
明，自 1996 年第一上诉案件起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共散发了专家组报告 306 份，上诉机构报告 203 份，
上诉率高达 66%。2017 年更有 89%的专家组报告被提出上诉。
2
2017 年 11 月 22 日至 2019 年 3 月 26 日，上诉机构成员选人议题在 DSB 会议上已被连续讨论 15 次，均因
美国的阻挠未能达成一致。
3
Farewell speech of Appellate Body member Peter Van den Bossche, https://www.wto.org/englis
h/tratop_e/ dispu_e/farwellspeech_peter_van_den_bossche_e.htm.
4
Farewell speech of Appellate Body member Peter Van den Bossche, https://www.wto.org/englis
h/tratop_e/ dispu_e/farwellspeech_peter_van_den_bossche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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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只收到了两次协商请求，且没有设立任何小组。5这对于本就处于危机中的上诉机构而
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二）可行的危机应对方案——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虽然美国可能会乐于见到这样的结果，但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显然都不希望国际贸易规
则由强势的一方任意主导，回归到强权即公理，经济与其他力量凌驾于合法权利之上的霸道
逻辑中。
为挽救 DSB 的颓势，2019 年 7 月 25 日，欧盟和加拿大向 WTO 理事会通报了一份文件：
《根据 DSU 第 25 条所提起的临时上诉仲裁》
（Interim Appeal Arbitration Pursuant to Article 25
of the DSU），表示如果 WTO 争端解决上诉机构僵局持续存在，欧加将根据 DSU 第 25 条
启动临时上诉仲裁安排解决贸易争端，仲裁尽量复制 WTO 上诉程序，仲裁员由前上诉机构
成员担任。2020 年 10 月 29 日，欧盟和挪威也提交了一份类似文件。
在此基础上，2020 年 1 月 24 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欧盟、中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等 17 个 WTO 成员的贸易部长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决心继续推动上诉机构成员遴选
工作；同时，根据 DSU 第 25 条建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ulti-party Interim Appeal
Arrangement，简称 MPIA），以作为上诉机构停摆期间的应急方案。63 月 27 日，16 个成员
的贸易部长再次发表声明，宣布 MPIA 已经达成，7并重申这项安排是开放的，欢迎任何 WTO
成员加入，且上诉机构一旦恢复，MPIA 将即行停止。4 月 30 日，19 个成员向 WTO 通报了
MPIA8，随后贝宁、厄瓜多尔、黑山共和国和尼加拉瓜宣布加入。截至目前 MPIA 的参加方
约占 WTO 成员的三分之一。7 月 31 日，MPIA 参加方就仲裁员名单达成一致，成功组建了
由 10 人组成的仲裁员库，由他们负责审理参加方之间争端的二审案件，这似乎标志着 WTO
朝着解决当前的“空椅危机”迈出了一步。

二、MPIA 的文件架构
MPIA 文件由正文与两个附件组成。正文标题《DSU 第 25 条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附件一《争端 DS X 中 DSU 第 25 条议定的仲裁程序》
（Agreed Procedures for Arbitration under
Article 25 of the DSU in Dispute DS X ， 简称 《议 定 程 序》 ） ，附 件 二《 根 据 文件
JOB/DSB/1/ADD.12 组建仲裁员库》（Composition of the Pool of Arbitrators Pursuant to
Paragraph 4 of Communication JOB/DSB/1/ADD.12，简称《仲裁员池》）。
正文由立场声明和具体安排两个部分组成。立场声明共 9 项，强调上诉程序必须（must）
继续是争端解决机制不可缺少的特征，重申根据适用协定对权利与义务之解释的一致性与可
预见性对于成员的重要价值。具体安排共 15 项，分为一般规定、仲裁程序、仲裁员与杂项。
附件一包含 19 项条款，规定了 MPIA 参加方在特定争端中将会达成的仲裁协议的示范
文本，它既参照了常规上诉程序，又有所改进，并就一系列细节问题作出了安排。

5

Thibaud Bodson, WTO and Multi-Party Interim Appeal Arbitration Arrangement: Searching for Right M
edicine, https://international-litigation-blog.com/wto-and-multi-party-interim-appeal-arbitration-arrangement-sear
ching-for-right-medicine/, visited on August 20, 2020.
6
这 17 个 WTO 成员分别是：欧盟、中国大陆、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
危地马拉、韩国、墨西哥、新西兰、挪威、巴拿马、新加坡、瑞士和乌拉圭。
7
韩国、巴拿马退出，中国香港加入。
8
这 19 个 WTO 成员分别是：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大陆、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欧盟、
瓜地马拉、中国香港、冰岛、墨西哥、新西兰、挪威、巴基斯坦、新加坡、瑞士、乌克兰、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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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包含 6 项条款，列明了组建仲裁员库的相关问题，包括仲裁员候选人的提出、候
选人的遴选规则、仲裁员池的组建方法与宗旨等。

三、MPIA 的法律性质
（一）MPIA 在 WTO 框架下的法律地位
关于 MPIA 在 WTO 框架下的法律地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MPIA
是 WTO 框架内开放性的数边协议，尽管其采用了“多方”安排的表述，实际上仍是相对 DSU
这一多边协议而言的数边协议；9另一种观点认为，MPIA 不是严格意义上世贸组织框架下
的国际条约，仅是参加方达成的共同文件与共同承诺，10是世贸组织成员之间对一项政治安
排的联合认可，11或者说是一种诸边的“君子协定”。12
笔者从 MPIA 文件的通报形式与文本内容着手考察，对比诸边协定的定义与特征，认为
不宜将 MPIA 认定为一项产生法律义务的条约，它仅仅是参与国表达政治承诺的一种安排。
1. MPIA 文件的通报形式
MPIA 文件系以 JOB/DSB/1/ADD.12 的形式通报的。JOB/DSB/1 全称为《关于建立、记
录和分享处理 WTO 争端做法与程序的机制的声明》（Statement on a Mechanism for
Developing, Documenting and Sharing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in the Conduct of WTO
Disputes，简称《声明》），于 2016 年 7 月 8 日应加拿大请求散发，旨在鼓励成员分享成熟
的做法，以提高上诉机构的案件审理效率，缩短案件审理时长。
《声明》的第 5 条表明其目的在于：设置一种建立、记录和分享 WTO 争端解决做法和
程序的机制，便利并鼓励 WTO 成员单独或与其他成员一起散发规定“商定、拟议或示范性
的做法和程序”的文件。13作为其附件的 MPIA，应当也属于此处所述的文件范畴，具体而言
可能符合《声明》第 6 条（a）款：表明他们在未来争端中有意单边或者与其他成员在互惠
基础上遵守某些做法与程序的文件。14可见，MPIA 只是成员方对 WTO 上诉机构改革的提
案与设想，没有设置具体的权利义务。《声明》第 3 条规定，支持（endorsing）MPIA 也不
会当然地影响成员关于 DSU 及其他涵盖协定条款之解释的看法以及关于 DSU 改革的看法，
此项规定进一步体现了 MPIA 的倡议性。
此外，MPIA 文件须经 WTO 部长级会议协商一致才能补充进 WTO 协议的附件 4，成为
WTO 法意义上的“诸边协定”。但 MPIA 的参加方仅限于部分世贸组织成员，并已受到美国
杯葛，要想在部长级会议上收获一致意见，成为附件 4 的一部分目前看来并不现实。
9

张乃根：《对〈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的初步评析》，https://mp.weixin.qq.com/s/TIYTNKIi
NHqrbD7bgfQhXw. ，4 月 1 日。
10
杨海泉：《“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值得珍惜尊重》，《经济日报》2020 年第 9 期。
11
Murilo Lubambo de Melo, International Trade Dispute Settlement: Ready to Blossom Again?, 24 ASIL
Insights Home (2020).
12
卢先堃：《有关 WTO“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的几点值得关注的信息》，https://mp.weixin.qq.com/s/Q_
5yYCusn3Px7HkrXpvDlw. 3 月 29 日。 “君子协定”尽管是当事方合意的产物，但这种合意不产生法律拘束
力，参见艾伍德·侯迪斯：《前契约责任：第十三届国际比较法研究学会大会的报告》，1991 年版，第 138
页。
13
Mechanism for Developing, Documenting and Sharing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To facilitate and encou
rage the development, documentation and sharing of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Members are invited to cir
culate, either individually or in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Members, documents that set out agreed, propose
d or model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14
Documents that indicate their intention to follow, either unilaterally or on a reciprocal basis with other
Members, certain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in their future disp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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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PIA 文件的措辞
首先，MPIA 的文件名称不体现条约的特征。在国际法实践中，条约的名称通常表述为：
条约（treaty）、宪章（charter）、规约（statute）、公约（convention）、协定（agreement）、
议定书（protocol）等，15而 MPIA 被称为一项“安排”（arrangement），从名称上来看并不是
国际条约的常见形式，更符合政治承诺的常见形式。
更重要的是，MPIA 的具体用语不体现条约义务。诸边协定（plurilateral，也称数边协
定、复边协定、诸边条约）指一项在有限数目的国家之间谈判的条约，这些国家在该条约事
项中具有特别利益。16而条约是至少两个国际法主体意在原则上按照国际法产生、改变或废
止相互间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的一致。17据此，诸边协定也应当在有限数量的缔约方之间设
定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纵观 MPIA 全文可以发现在正文和附件二中并没有出现“应当”
（shall）等表示法律义务的词语，而是使用了“设想”（envisage）、“将”（will）、“表明其
意图”（indicate their intention）等倡议性词语，虽然有共识和表态，但并没有为参加方设立
法律上的义务。附件一中出现了“应当”，看似具有一定约束力，但必须注意附件一只适用于
特定争端，实践中仅对达成具体上诉仲裁协议的参加方具有约束力，其设定的法律义务不会
广义地涵盖所有 MPIA 成员，因此也不符合条约的特征。
综上所述，MPIA 不是并 WTO 协定附件 4 意义上的“诸边协定”，可能也不具有国际条
约的地位，仅是部分 WTO 成员根据 JOB/DSB/1 散发的一份倡议性政治文件。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成员国启动了专家组程序这一事实并不必然导致 MPIA 的上诉仲裁程序；参加方对这一
项文件的认可也不会剥夺其不参加该安排所确立的程序的权利。18
（二）MPIA 是否是严格意义上的仲裁
一般而言，争端解决机制的两种途径——诉讼与仲裁，像两条平行线。而 WTO 上诉仲
裁机制的建立融合了上述两种制度，给我们带来了颠覆和创新。19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
机制安排，“上诉仲裁”的法律性质到底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仲裁呢？
关于“国际仲裁”的标准定义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1907 年海牙第一公约）（the
Hague Convention for the Pacific Settlement of Disputes）第 37 条的规定：国际仲裁之目的在
于由各国自行选择法官并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上解决国际间的争端。诉诸仲裁意味着善意遵循
仲裁裁决的承诺。20国际公法仲裁与“司法裁决”的主要区别在于，国际仲裁一般要求当事方
自行设计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21可见，国际仲裁最核心的特征之一是当事人
可以自由地指定仲裁员，并且由仲裁员作出有约束力的裁决。MPIA 关于仲裁员选任的规定
并不符合这一特征：虽然仲裁员池中的 10 名成员由当事方推选，但需经过 WTO 总干事、
15

常见的条约名称还有：组织宪章（constitution）、换文（exchange of notes）、临时协定（modus veven
di）、谅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补充协定（arrangement）、联合公报（joint commu
nique）等，参见李浩培：《条约法概述》，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4-32 页。
16
龚柏华：《疫情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边数”问题》，《第一财经日报》2020 年第 A11 版。
17
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 页。
18
Thibaud Bodson, WTO and Multi-Party Interim Appeal Arbitration Arrangement: Searching for Right
Medicine, https://international-litigation-blog.com/wto-and-multi-party-interim-appeal-arbitration-arrangement-se
arching-for-right-medicine/, visited on August 20, 2020.
19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多方临时上诉安排”出炉》，http://www.ccpit.org/Contents/Channel_4131/2
020/0812/1282909/content_1282909.htm，2020 年 8 月 12 日，访问日期 2020 年 8 月 15 日。
20
Article 37 of the Hague Convention for the Pacific Settlement of Dispute, 18 October 1970. “Internati
onal arbitration has for its object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by Judges of their own c
hoice and on the basis of respect for law. Recourse to arbitration implies an engagement to submit in go
od faith to the Award.”
21
J. G.Merrills,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4th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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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B 主席和货物、服务、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和总理是会主席审议，且具体案件
中的仲裁员并不由参加方选任，而是依据 DSU 第 17 条第 1 款规定与上诉审议工作程序的规
则第 6 条第（2）款实行轮选制，由仲裁员推选主席，因此不体现争端当事方的意志。
传统国际仲裁制度的另一大特征是其保密性，具体体现为仲裁员具有保密义务，不得将
与仲裁相关的各种文件资料、证据以及仲裁庭作出的裁决向与仲裁无关的第三人披露。MPIA
不具有此特征。MPIA 附件一第 8 条规定了仲裁员之间存在着集体会商制度，仲裁员可以与
仲裁员池的其他成员讨论与上诉有关的决定，所有成员都应收到与上诉有关的任何文件。第
15 条规定，“根据 DSU 第 25 条第 3 款，裁决应通知...DSB...，并通知任何相关协定的理事
会或委员会”。此类要求更类似于诉讼程序中的披露，区别于传统仲裁，也对 DSU 的规则进
行了变通。笔者认为，这体现 MPIA 变通地回应了 WTO 争端解决机制多边性的要求——有
助于澄清仲裁机构对于 WTO 协议的理解，促进 MPIA 之下仲裁裁决的一致性与协同性。
MPIA 所确立的安排意在延续上诉程序中对法律进行解释和审查的做法，本质上维持了
法律审的上诉安排，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它是以仲裁的形式来进行上诉，但是实
际上还是法律审。因此，笔者认为不宜将 MPIA 认定为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仲裁，现有关于仲
裁承认与执行的机制也可能无法直接适用，有待成员方进一步的讨论与厘清。不过，MPIA
参与方已承诺遵循仲裁员裁决，如果裁决能够得到善意履行，这一特殊的性质暂不会给
MPIA 的运转造成大的阻碍。

四、MPIA 制度设计的主要特征
整体而言，MPIA 的制度设计并未突破 DSU 原有规则，而是在细节上作出了灵活的调
整，稳中求变，既回应了部分成员对上诉机构的不满，又维护了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
性。笔者将其主要特征总结如下：
（一）双层结构
MIPA 制度机构的双层性体现为 MPIA 框架的非约束性与个案中上诉仲裁协议的约束
性。具体而言，MPIA 文件是 WTO 框架下一种事实性的、具有灵活性的诸边安排，不构成
条约，因而对参加方而言没有强制约束性。同时，争端双方缔结的上诉仲裁协议具有约束性，
在具体案件审理中需要被遵守。在整个机制运转的过程中，两层结构相辅相成：MPIA 文件
服务于具体上诉仲裁协议，提供指导，例如个案中，仲裁员来源于根据 MPIA 框架组建的仲
裁员库、争端双方根据附件一缔结上诉仲裁协议；而个案又为 MPIA 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实践，
使其在真正意义上发挥作用。
（二）临时性、开放性与诸边性
MPIA 文本多次强调了“优先事项”、“临时性”、“短期内的应急措施”，第 15 条更是直接
规定：参与方继续承诺“解决上诉机构成员的任命为优先问题”，“任何上诉仲裁协议根据第
10 段继续有效”。这表明参加方制定 MPIA 的目的不是取代上诉机构，而是尽可能保留 WTO
的整体框架，达成一项临时安排以解决上诉机构瘫痪带来的一系列难题，一旦上诉机构再次
具备运作条件，MPIA 就将自然地结束使命。相比于在 WTO 之外“自立门户”，强调上诉仲
裁安排的临时性不仅有助于消弭非参加方对 MPIA 固化的担忧，还体现了参与成员致力于长
远解决上诉机构危机的努力和对 WTO 未来的期待——上诉机构终将有重回荣耀的一天。
MPIA 的开放性体现在文件第 12 条：欢迎任何 WTO 成员在任何时候加入 MPIA；以及
第 14 条：一参与方可决定终止参与 MPIA。换言之，WTO 的成员方可以自由地加入或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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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安排：如果参加方选择退出，与其有关且已具有法律效力的仲裁协议仍然有效，其退出
时尚未了结的争端案件仍适用 MPIA；对于未参加 MPIA 的 WTO 成员，MPIA 不影响其行
使继续向已停摆的上诉机构上诉的权利。MPIA 建立的目的是形成一套在 WTO 框架内暂时
履行上诉机构职责的安排，参与的成员越多越有助于其功能的发挥与目标的达成，为深陷泥
潭的上诉机构搭建起一个喘息的空间。因此 MPIA 对于加入的成员始终秉持开放的欢迎态
度。同时，MPIA 并不具有强制性，为参加方保留了随时退出的权利，不会形成桎梏，阻碍
成员在日后可能达成的新安排。这对于吸引一些中小型国家加入此安排具有重要意义，一来
MPIA 机制本身为他们通过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本国贸易合法权益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又在
大国利益的主旋律之下为他们开辟了一条自保之路。
MPIA 的诸边性表现为目前只有部分 WTO 成员参与，结合一些重要经贸大国已经明确
表达的态度以及所面临的贸易争端局势，未来可能也难以期待 MPIA 成为一项多边性的制度
安排。诸边性意味着 MPIA 的适用范围相对受限，它只对参加方成员产生法律效力，如果一
个争端案件发生在参加方成员和非参加方成员之间，该上诉仲裁安排就不能直接适用于它们
之间的上诉案件了。
（三）当事方意思自治
虽然 MPIA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仲裁机制，但它仍具备鲜明的仲裁色彩，相比于此前
的上诉机制而言给予了争端当事方更多意思自治的空间，争端是否提交仲裁、仲裁的具体程
序、仲裁裁决作出的时间等都允许当事人在合法范围内进行约定。例如，第 9 条规定 MPIA
适用于参与成员方的未来争端，包括此类争端的履约阶段，以及在沟通之日悬而未决的争端。
即当事方可以达成提交仲裁协议，也可以达成一般仲裁协议。第 11 条规定，就具体争端而
言，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争议双方可协商决定偏离作为附件一的 MPIA 上诉机构仲裁协议
中的规定程序。整个仲裁程序完全开放给了当事人决定。附件一第 18 条允许上诉人或另一
被上诉人在仲裁期间的任何时候通知仲裁员撤回上诉或其他上诉。上诉方撤回上诉也完全不
受阻碍。
可见，MPIA 巧妙地利用了 DSU 第 25 条仲裁机制，在上诉机构程序基础上发挥了仲裁
制度的灵活性优势，客观上能够促进当事方的对话与协商，增加意思自治的空间，相比于传
统的仲裁或诉讼程序，可能更有利于高效解决争端。
（四）快速解决争端
DSU 第 17 条第 5 款明确规定，上诉审理的期限为 60 日；如果 60 日内不能完成，上诉
机构应向 DSB 书面通报原因及其预估时间，最长不超过 90 日。但是此前的实践中经常出现
超过 90 日，甚至不向 DSB 说明原因和不与当事方充分商量的情况，导致上诉案件久拖不决，
当事方的权利义务长时间得不到确认。这也是美国对上诉机构的主要不满之一。
“超期审理”产生的原因之一系在上诉方提出事项过多的情况下，上诉机构难以在 90 日
内完成复杂的工作，同时随着 WTO 争端解决实践的不断丰富，后续案件需要澄清与解决的
争议越来越复杂，需要的审理时间也相应增加。22建立在 DSU 第 25 条基础上的 MPIA 回应
了这一程序性问题，明确了 90 天的上诉仲裁期限。附件一第 10 条规定 MPIA 将只处理解决
争端所必须的那些问题。因此，仲裁员不需要对上诉中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做出裁决，从而在
适当的情况下节约司法资源，加速审理案件。第 12 条规定，仲裁员在当事方提交上诉通知
之日起算的 90 天内作出裁决，可以采取适当的组织措施以保证程序流畅，且不影响当事方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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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权利和义务以及正常程序。此类措施可包括限制书面陈述页数、时间和截止日，以及
必须的开庭长度和次数。第 13 条规定：如有必要为在 90 天期限内作出裁决，仲裁员也可向
当事方提出实质建议，诸如去除基于缺少 DSU 第 11 条下对事实客观评估的主张。23避免审
议专家组对事实的客观评价，不仅能够有效服务于 90 天的上诉仲裁期限，还有利于使上诉
仲裁集中于法律问题，避免对涉案国内法进行客观评价可能带来的合规性争议。当然在例外
情况下，按照仲裁员的建议，当事方也可同意延长推迟 90 天时限作出裁决。MPIA 的这一
安排兼具规范价值与实务价值，避免了争端解决时间和审理程序上的拖延，提高了审理效率。
不仅如此，依据第 2 条，凡是初始或嗣后参与该协议的 WTO 成员在上诉机构瘫痪期间
均不再向其提起上诉，从而避免待审专家组报告可能处于无限期未决的“悬案”状态。24依据
附件一第 15 条，上诉仲裁无须 DSB 通过，只需履行通知程序即可。这表明仲裁裁决一经作
出即可生效，在 WTO 现行体制下无需所有 WTO 成员的协商一致决定正式采用，因而能够
迅速发挥争端解决的效力。
MPIA 迅速解决争端的这一特点，是相关成员就推进上诉机构改革继续努力所发出的积
极信号，25在今后的实践中必然成为 WTO 改革的重要参考。

五、MPIA 对应对上诉机构危机的重要意义
危机之下应运而生的 MPIA 一方面提供了临时的上诉机制，能够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
另一方面回应了上诉机构的现有不足，对未来上诉机制的改革提供借鉴与试验，是国际争端
解决机制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一）实践作用
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的目的是在世贸组织上诉机构陷入僵局之时，两级裁决制度仍然能继
续运行。它为争端解决机构提供了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解决了短期内几十个参加方之间的
上诉问题。据悉 MPIA 参加方已经准备将他们之间互诉并处于专家级阶段的 4 项争端提交
MPIA 开始仲裁，分别是：澳大利亚诉加拿大红酒案（DS537）；墨西哥诉哥斯达黎加牛油
果 SPS 案（DS524）；欧盟诉哥伦比亚薯条反倾销案（DS591）；巴西诉加拿大民用飞机案
（DS522）。26这些在 MPIA 成立初期的案件仲裁结果如果能为 MPIA 各方满意的高质量工
作定下基调，今后也许会有越来越多的 WTO 成员愿意加入这一安排，危机给多边贸易体制
所造成的紧急局面就能逐渐得到缓解。
此外，共同建立 MPIA 显示了各参加方对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与支持，是维
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和维持 WTO 争端解决机制运转的有效方式。27比起在 WTO
23

原文脚注 9：为更确定，仲裁员的建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这将有待于当事方考虑对建议的实体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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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另起炉灶”或者“强行投票”，MPIA 已成为多数 WTO 成员的共识，希望借此维护世贸
组织上诉机构的顺利进行，确保 WTO 贸易规则体系执行的严肃性，以及国际贸易秩序的确
定性与稳定性，才能为实现 WTO 贸易自由化的核心价值和非歧视的基本原则提供支撑，而
这正是促进 WTO 改革的基础所在。因此，可以说 MPIA 是应对危机、缓解紧张局势的正确
尝试。28
（二）规范作用
在规范意义上，MPIA 填补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空白——这一空白源
于上诉机构暂时无法在现有世贸组织框架内审理上诉，并保留了 MPIA 参与方之间具有约束
力的专家组审理与上诉审理两段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即两审终审制。实际上，设立常设
上诉机构恰恰是 WTO 争端解决机制区别于 GATT 体制下争端解决框架的一个重要特征，
WTO 上诉机制通过“反向协商一致”避免了 GATT 时期被告利用“正向协商一致”方式阻挠专
家组设立和报告通过，致使争端无法解决的弊端，建立了强有力的裁决执行和监督机制。
29
MPIA 智慧性地保全了两审终审制，维护了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性与稳定性。
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 MPIA 实质上是上诉机构的翻版，但它整合了旨在改进上诉程序
的各种新做法，提供了一扇机会之窗，让参加方能够在解决贸易争端的实践中检验不同的改
革建议。如果将来上诉机构能够恢复运作，这些经验可能迂回推动 WTO 的改革，给未来更
加完善的上诉机制提供经验。这对于 WTO 而言才是更迫切的。

六、MPIA 的前景展望
在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停摆半年多后，MPIA 终于为我们带来了一丝曙光。但这只是第一
步，要彻底解决上诉难题仍有许多障碍横亘前路。
（一）部分经贸大国缺席
许多世贸组织成员，包括一些主要的贸易国家，如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等
国都不是 MPIA 的参加方，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MPIA 的运作空间被极大地限缩了。
2020 年 6 月 5 日，美国大使致函 WTO 总干事，明确对 MPIA 表示了反对。该函表示
MPIA 具有上诉机构性质，重复了上诉机构的错误，并且为未来上诉机构提供了错误示范。
该函还指出，MPIA 不应使用 WTO 的资源和经费，包括“预选”仲裁员和提供秘书支持。从
美国大使的函件内容来看，主要反对意见有两项：反对在 WTO 秘书处成立一个专门的班子
来支持 MPIA 的仲裁工作，以及反对动用 WTO 的正常预算来支付 MPIA 仲裁工作的“公共
部分”。这两点虽然不涉及到 MPIA 仲裁工作的核心部分，但事关机制的日常运转，为 MPIA
下一步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不确定性。暂时来看，美国加入这种安排的可能性不大，甚至还可
能采取措施抵制。30MPIA 仍面临着与美国的激烈博弈。
而对于以印度为典型的这类国家而言，他们虽然没有明确反对 MPIA 机制，但客观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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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一些敏感争议，如糖类补贴、信息技术产品关税以及取消发展中国家地位等，使得他们
不得不选择游离在 MPIA 之外。从短期来看，这些国家会更倾向于维持现状，而不是让仲裁
机构有机会做出对其不利的裁决。31对而日本与韩国来说，加入 MPIA 也难有机会推选本国
的仲裁员人选，因而短期内参与的意愿也不大。
这些没有加入 MPIA 的经贸大国正在进行的纠纷前景如何，他们将会如何处理其争议中
采纳专家组报告或者提出上诉的问题，暂且不得而知。无论如何，考虑到这些国家重要的经
贸地位和贸易争端数量，一套不包括他们在内的争端解决机制其缺陷是不言自明的。32更严
重的是，MPIA 机制下成员的世贸组织义务将受到法律约束，而未参加的成员自然不受约束，
其结果是世贸组织按照不同的标准运行，成员的义务出现不平衡的情况，“双轨”的存在是否
会对 MPIA 成员方的履约意志造成负面影响，是否会深化双方分歧，带来新的上诉困境，都
是值得我们担忧的问题。
（二）实际运作方式待厘清
从制度设计和实际进展来看，MPIA 在真正发挥上诉机构功能审理成员争端案件之前，
还需要完善一些条件，克服一些阻碍，特别是“经费”与“秘书支持”。
实践中上诉仲裁员的工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仲裁员直接审理相关案件的工作，另一
类是与具体案件审理无关的仲裁员日常集体工作，类似于此前上诉机构成员参加的集体讨
论、接收并学习 WTO 有关争端解决的材料、定期在日内瓦等召集所有上诉机构成员参加的
集体活动等。针对第一类工作的经费，MPIA 没有作出明确规定，DSU 第 25 条也未提供参
考。世贸组织历史上只有“美国《版权法》第 110（5）节仲裁案”（WT/DS160）涉及到了该
条款，当时仲裁员的报酬是从 WTO 的正常预算中列支的，这也许能够为将来 MPIA 仲裁员
的此类经费请求提供依据。第二类工作的费用在上诉机构时期就一直由 WTO 秘书处的正常
预算支出，美国对此诟病已久。按照 MPIA 参与方的设想，这一部分的费用将延续此前的做
法，由 WTO 秘书处的正常预算承担，且 MPIA 方强调这些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决策程序
的一致性与协同性。但这恰是美国对上诉机构最为深恶痛疾之处，即通过裁决创造“先例”
（precedent），33因而遭到了美方的极力反对。未来在 MPIA 的实际运转中，这部分资金来
自哪里目前尚不明朗，动用秘书处的资金不太现实并易落下口实。至于是否由 MPIA 参加方
或上诉方出资，笔者认为这一方面可能引发对仲裁结果公正性的质疑，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可
能也难以覆盖 MPIA 的日常需求，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解决路径。在 MPIA 投入运作前，资金
的来源恐怕是一个大难题。
其二，MPIA 文本在秘书支持的问题上规定也较为模糊，只在第 7 条中提出：（MPIA）
支持结构将与 WTO 秘书处职员及其支持专家组的部门完全分开，并在其工作实质方面只有
与上诉仲裁员有关，具有可回应性。WTO 上诉机构原本拥有自己专门的秘书处，但在上诉
机构停摆后秘书处也被解散，工作人员被分配到了 WTO 的其他部门。在 MPIA 框架下，秘
书处的人员来自哪里，是此前解散的上诉机构秘书处还是另行聘请？秘书处提供支持是将遵
循上诉机构秘书处的方式，由一个结构化的单位提供支持，还是将会采取不同的形式，例如
仅在需要时临时提供服务工作？或许更重要的是，支持团队将集体向仲裁员报告，还是如美
国司法机构那样，由个别工作人员向特定仲裁员提供支持？MPIA 暂时无法给出这些问题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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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具体的操作事宜还有待成员国进一步讨论。
除了上述两个要点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技术性问题：对于世贸组织的核心原则，如非
歧视原则和公共政策例外，MPIA 将会采取什么办法进行解释？MPIA 会对政治敏感的国内
法律法规表现出多大程度的尊重？会对专家组的调查结果和论证过程表现出多大的尊重？
MPIA 会回避摆在它面前的新争议还是会试着动手处理它们？34这些问题大概只有“实战经
验”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
MPIA 并不是一个即时反馈的过程，需要实际运作才能检验它的效果。在未来建设方面，
的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主要的国家以及其他能够提供支持的任何机构组织必须团结起来，
考虑比眼下更为全面的改革方式。要解决世贸组织机构改革的诸多问题必然不可能是一蹴而
就的，如果各方能够持续以妥协、合作的姿态积极协商与谈判，相信 MPIA 一定会逐渐展现
出在维护争端解决机制运转方面的价值，最终实现恢复上诉机构的目的。

七、结语
自由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以及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曾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熠熠生辉的
明珠，为将更多发展中国家纳入国经济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今，在它面临内忧外患之
际，各国都面临着一道无比困难的选择题，是推动民粹主义浪潮和逆全球化运动走向新高峰，
还是携手合作，打破贸易保护主义囚笼，维护来之不易的自由国际经济体系。这是对各成员
国的政策制定者提出的重大挑战。
答案不言自明。一个运作良好的多边贸易体系，核心就是有效地解决争端， 35事实上
WTO 建立时所依赖的基石就是这样一个公正的争端解决机构。若没有这样的基石，WTO 的
存在就失去了意义。WTO 上诉机构在整个国际贸易体系中扮演着独立仲裁者的角色，发挥
着砥石的作用。36因此，各国应以 MPIA 为契机，回到法治轨道上来，重建常态化的 WTO
上诉机构。正如 WTO 上诉机构前首席法官巴斯克（James Bucchas）所言，无论上诉机构停
摆后的过渡期有多么漫长，长期的解决方案应该是恢复上诉机构对其所有成员的功能，并使
其能够像过去 25 年一样继续运转，履行 WTO 义务。37我们期待着那一天。

34

Simon Lester, Can Interim Appeal Arbitration Preserve the WTO Dispute System?, Free Trade Bulletin,
September 1, 2020.
35
Farewell speech of Appellate Body member Peter Van den Bossche,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
/ dispu_e/farwellspeech_peter_van_den_bossche_e.htm.
36
刘波，《各国应以 MPIA 为契机重建常态化 WTO 上诉机构》，《21 世纪经济报道》2020 年 8 月 6 日第
004 版。
37
卢先堃：《有关美国反对“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的分析》，https://mp.weixin.qq.com/s/rX-J-Cv6uqjU_S
dt4E02zg，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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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协定的最新挑战及其对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启发
陈 胜 樊丹琪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上海

200021）

摘 要：国际投资协定是指国家间签订的对来自对方的投资者和投资在本国境内提供保护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以下简称 BIT）则是国际投资协定的一种主要形式，是指两个国家签订的对来自对方
的投资者和投资在本国境内提供保护的协定，目的是以稳定、有序、规范的法律框架积极促进良好投资环境的形成。
自由贸易协定更具综合性，涉及的投资方面的内容或多或少，双边投资协定则更为集中，基本只关注与投资相关的
事宜。本文将着重探讨国际上 BIT 的历史、现状，一探国际投资协定概况，总结中国在签订 BIT 时得到的相应启发。
近年来，国际双边投资协定急剧增加，且越来越多的双边投资协定引入了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约定提交
适用该机制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随着 BIT 协议在国际上的增多，逐渐发展出了几类常用的条款，与实体
约定密切相关的有最惠国待遇条款、国民待遇条款、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和国有化或征收条款。与程序相关的最常
见条款则是管辖权条款，管辖权方面，众多 BIT 都约定提交“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即
ICSID 进行仲裁，ISDS 机制与“中心”管辖在国际投资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还显现着一些潜在危机。在诸多
案件中，ISDS 机制引发的问题包括东道国公共利益受损、东道国国有法律的主权遭遇挑战、投资者滥用诉权或轻易
发起仲裁，以及不透明的仲裁程序，且一个东道国的政策变动就可以引起无数境外投资者的反对，令东道国面对难
以计数的仲裁申请，裁决中的巨额赔偿也可能给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与许多东道国的立法和政策不兼容，该机制本身尚且存在一些弊端，因此，许多国家
纷纷终止了已经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面对新的国际投资环境，BIT 亟需改革，改革的角度主要还是从各方对于透
明度缺乏的担忧入手。
国际上双边投资协定的发展历史、现状给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提供了一定启发。BITs 的内容一般涉及投资的范围、
投资的准入、投资的待遇、征收以及投资的争议解决等领域。当前的国际投资协定框架仍存在不小的改进空间，中
国在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可注重平衡东道国利益与投资者利益，增强双边投资协定透明度并考虑约定采取替代性
争端解决措施。且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也可通过完善仲裁员相关规则与加强第三方资助的披露机制以维护中心裁
决的合理性与公平性。期待联合国贸法会第三工作组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挖掘国际投资协定的潜在问题，制定有效的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
关键词：双边投资协定;投资争端解决;东道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以“一带一路”为建设基础，“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这一
过程中，提升中国与他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以下简称 BIT）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中国
须不断关注国际投资协定的发展趋势并从中得到启发。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一直是国际投资协定的核心相
关问题，自 2017 年 7 月起，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简称联合国贸法会）第 50 次委员会会议授权第三工作组讨
论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现存问题、改革必要性和潜在的改革方案。如今，经过两年的讨论，第三工作组
决定同时研究制定多个潜在的改革方案，包括体制性改革方案。改革方案的研究与制定为推进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
解决机制改革进程指明了方向。



陈胜：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兼任上海市法学会银行法律与实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博士、复旦大
学经济学博士后。樊丹琪：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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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投资协定概念梳理与背景探源
国际投资协定是指国家之间的协定，旨在对投资保护政策建立起有法律效应且可执行的文本，其他国际投资协
定的形式则见于地区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与投资相关的协议。双边投资协定则是国际投资协定的一种主要形式，
是指两个国家签订的对来自对方的投资者和投资在本国境内提供保护的协定，目的是以稳定、有序、规范的法律框
架积极促进良好投资环境的形成。自由贸易协定更具综合性，涉及的投资方面的内容或多或少，双边投资协定则更
为集中，基本只关注与投资相关的事宜。本文将着重探讨国际上 BIT 的历史、现状，一探国际投资协定概况，总结
中国在签订 BIT 时得到的相应启发。
1959 年，德国与巴基斯坦签订了世界上第一个双边投资条约。二战以后，随着众多发展中国家独立，并重视国
内经济发展，这些新国家普遍倡导经济主权原则并大规模实行国有化。1在该背景下，若有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在发展
中国家进行投资活动，保护该投资者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由发达国家政府与发展中国家政府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而协定是否能够达成，则取决于双方能否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调和矛盾分歧。所以在当时，双边投资协定大多数情
况下都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签订，海外投资则指的就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单向流动。2近年来，双边投资
协定的数量急剧增加，协定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发展中国家之间也签订了很多 BITs，中国香港虽为非主权实体，
也与英国、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先后签订了 BITs。3BITs 的内容一般涉及投资的范围、投资的准入、投资的待遇、
征收以及投资的争议解决等领域。大多数双边投资条约签订于上世纪 80、90 年代，而近几年则是中国修改原双边
投资协定和签订新的双边投资协定的高峰期。我国在修订双边投资协议时，应当对法律条款字斟句酌，立足本国国
情，使其逐渐发展完善，并具有前瞻性。

二、国际投资协定的发展现状与条款分析
（一）实体条款
随着 BIT 协议在国际上的增多，逐渐发展出了几类常用的条款，与实体约定密切相关的有最惠国待遇条款、国
民待遇条款、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和国有化或征收条款。
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条款最先适用于国际贸易领域，后扩展到了投资领域，其含义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投
资领域的最惠国待遇是指东道国给予缔约对方的投资者和投资的待遇不低于给予任何其他缔约方的投资和投资者
已经享有和将要享有的待遇。4最惠国条款具有多边传导效应，不应当被孤立看待，因此，应当严抓最惠国条款的范
围。国民待遇则指的是东道国给予外资同内国投资者和内国投资同等的待遇，5一般表述为：给予外国投资的待遇“等
同于”给予本国投资的待遇。投资领域的国民待遇还包含一种“超国民待遇”，即给予外国投资的待遇“不低于”
给予本国投资的待遇；6目前国际上超国民待遇的双边投资协定居多，如 MAI、NAFTA、我国缔结的许多 BITs。“次
国民待遇”则是国民待遇的合理例外，7许多发展中国家逐渐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并改善成国民待遇，与促进并保
护投资、改善国际投资环境的大背景是相背离的。各国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设置一些超国民和次国民待遇。可
能出现次国民待遇的情形包括一般例外、客体例外和部门例外。8一般例外由外资准入、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等方面
的原因而发生；客体例外则通常出现在税收、知识产权和银行监管等领域；部门例外则依各国的产业部门部署而决
定。9“超国民待遇”则表明东道国对某些投资的额外支持，也十分常见，如我国对于外资金融机构设立消费金融公
司的绿色通道设置。公正与公平待遇则侧重于体现双边投资协定对一般国际法的遵守，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最早为
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发达国家倡导，能够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脚步加大，为扩大投资，公平公正
条款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当前的双边投资协定中，但当前国际上众多 BIT 对该条款的规定却十分抽象、模糊。如中
1
2
3
4
5
6
7
8
9

董灵：《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法律思考》，《现代法学》1993 年第 3 期，第 17-21 页。
刘婷：《双边投资条约中投资争端解决问题和待遇标准问题的新发展》，吉林大学 2008 年硕士学位论文。
曾华群：《论香港双边投资条约实践》，《国际经济法学刊》2012 年第 3 期，第 41-72 页。
师华,崔一：《论最惠国待遇条款在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适用》，《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5 期，第 86-91 页。
张庆麟：《外商投资国民待遇若干问题之辨析》，《法学评论》1998 第 1 期，第 94-99 页。
尹德永：《国际投资领域的国民待遇原则》，《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 年第 S2 期，第 62-66 页。
吴耀党：《国际投资领域中次国民待遇问题探析》，《当代法学论坛》2007 年第 1 辑 ，第 3 页。
华明：《外资国民待遇与我国外资法的调整》，《特区经济》2008 年第 12 期，第 240-241 页。
桂文丹：《析国际投资法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保护》，《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8 年第 3 期，第 36-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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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德国 2003 年 BIT 第 3 条规定：“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的境内的投资应始终享受公平与公正的待遇”，
10
缺乏具体的涵义。
国有化或征收是指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私人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资产实行征用，收归国家所有11，涉及到
国外主权和境外投资者的利益冲突。关于征收或国有化问题，大多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发达国家与许多作为资本输入
国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有分歧，12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发达国家主张东道国仅是资产的托管人，对外资进行征收或国有
化，是国际不法行为；作为资本输入国的发展中国家则认为东道国政府有权利征收其境内的外国财产，这本身就是
一种行使国家主权的行为。中国政府一直主张东道国的征收权，中外双边投资条约一般都对征收与补偿问题进行严
格而具体的规定，同时也在条约中自我限定了一些征收的条件。
（二）程序条款
BIT 中的程序性条款最常见的是管辖权条款，管辖权方面，众多 BIT 都约定提交“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以
下简称“中心”），即 ICSID 进行仲裁，因为 ICSID 适用 ISDS 机制，所以当今多数 BIT 协议都引入了 ISDS 机制，
由此引发了一些争议和思考。
1962 年，为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的投资争端，各国签署了《华盛顿公约》。《华盛顿公约》首先在国际上
确立了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ISDS）,与国家-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相对应，ISDS 将投资者从东道国的法律
体系中剥离，允许投资者直接对东道国提起仲裁，将作为私主体的投资者与作为主权者的东道国置于平等地位，为
其保护自身利益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华盛顿公约》还组建了 ICSID，专为解决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
资争端，13在东道国国内司法程序之外提供国际解决方式，遵循国际调解和国际仲裁程序。“中心”为调解委员会
或国际仲裁庭提供各种设施和条件，协助他们开展争端解决工作。现在越来越多的 BIT 中含有提交“中心”管辖的
条款，这意味着在应东道国要求用尽当地的行政及司法救济手段之后，协议双方同意排除“中心”仲裁之外的任何
其他救济方法。“中心”可以受理的争端限于一缔约国政府与另一缔约国国民直接因国际投资而引起的法律争端，
其可以受理的案件种类似乎是为 BIT“量身定做”的。当前国际上签订的 BIT 愈加重视投资者保护，故越多越多的
BIT 引进了对投资者有利的 ISDS 机制，约定 ICSID 具有管辖权。ISDS 机制的仲裁系统有很多，但 ICSID 已经成为
ISDS 机制下最重要的仲裁实践地。14
1969 年，乍得-意大利双边投资协定中出现了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标志着 ISDS 机制正式登上国际舞台。
20 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主导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开始加入 ISDS 相关条款，允许投资者状告被投资国，直接主张自
己的权利。16随后，越来越多的双边与多边投资协定开始效仿这一做法。20 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发
展，使 ISDS 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17
15

2019 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8 年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案件报告》显示，就国际投资协定发起
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案件总量呈逐年增长趋势，可见 ISDS 机制存在的问题愈发明显。其中，大
多数案件由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发起，对象皆为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这一现象表明，中国在作为经济正转型国
家以及东道国时，很有可能会遭到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者的起诉。在 2018 年发起的案件中，三分之二的案件与服
务领域有关，其中建筑领域与能源领域最为突出，而最有可能被起诉的行为包括涉嫌没收或国有化、终止合同或特
许经营等。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作为投资者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应当注重某些领域的投资保护，作为东道国签订
双边投资协定时，应防止某些违反协议条款的行为，当扮演双重角色时，要注意利益的平衡。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乔慧娟：《试析中国签订 BIT 中的东道国与投资者争端解决条款》，《商业时代》2012 年第 5 期，第 52-54 页。
蒋新,何英：《从征收条款看《能源宪章条约》对能源投资的保护》，《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 年第 2 期，第 77-79 页。
徐崇利：《从南北纷争焦点的转移看国际投资法的晚近发展》，《比较法研究》1997 年第 1 期，第 46-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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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者与东道国争议解决机制（ISDS）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对措施
一开始，我国对 ICSID 秉持极其谨慎的态度，只是在征收及其补偿问题上接受 ICSID 管辖。但从 1998 年起，
我国开始全面接受 ICSID 的仲裁管辖权，中国-德国 2003 年双边投资协定中将 ICSID 的管辖范围扩大至由投资产生
的任何争议，18以适应“走出去”的发展战略， 但接受“中心”的管辖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国家经济主权。ISDS
机制与“中心”管辖在国际投资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还显现着一些潜在危机。
1990 年代，阿根廷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全力引进外商投资的背景下。签署了 55 个双边投资协定，并
加入 ICSID。2001 年阿根廷经济崩溃、社会失序，新政府颁布《公共紧急状态法》并出台一系列紧急经济救助政策。
许多外国投资者以紧急政策侵犯自己利益为由对阿根廷政府提起诉讼，通过 ICSID 的总诉讼数量就达到 43 个，使
得阿根廷成为在 ICSID 被诉讼数量最多的国家，涉及的赔偿总额远超经济崩溃时的年度 GDP。19
阿根廷的例子体现出 ISDS 对于国家政策变动、体制变革的接受程度非常低。在更多情况下，ISDS 将东道国民
众合理要求下的政府政策与外资利益保护对立起来，可能在较大程度上阻碍东道国政府制定新的法律、政策。同时，
已有的引入 ISDS 机制的 BIT 协议还在一定程度上挑战着东道国现有的法律制度，给东道国造成一定的经济赔偿压
力。20
MMT 案件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MMT 是一种有毒汽油添加剂，加拿大政府与美国一化学公司签署了有关禁止
该有毒汽油添加剂的协议。加拿大认为该案件不在仲裁员的管辖范围之内，拒绝通过仲裁解决争议，因此决定与化
学公司商议。加拿大政府在 98 年推翻了对 MMT 的禁止，并向企业支付了 1.3 亿的美金作为赔偿。在 MMT 案件中，
根据加拿大政府与美国投资者的协定，加拿大政府因质疑仲裁员的管辖范围，欲通过与投资者商议以解决争端，结
果由东道国向投资者进行了赔偿。而 PCB 一案中，仲裁庭裁定了有关 NAFTA 的案件，并要求东道国向投资者进行
赔偿，而投资者的索赔挑战了东道国的法规（法律规定禁止某化学废物的跨境迁移，投资者认为该项禁止违反了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应当予以赔偿）。21
无独有偶，PCB 案件也体现了引入 ISDS 机制的 BIT 协议对东道国造成的经济赔偿压力。PCB 即多氯联苯。
PCBs 是一种会对人体内荷尔蒙引发毒性和诱变性的有机污染性液体，用于电气装置。根据有关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Stockholm Convention，该种有机污染物应当被禁止。加拿大禁止出口 PCBs 以履行其在巴塞尔公
约 Basel Convention 中的有关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义务，就在这时，SDMyers，一家总部位于美国俄
亥俄州的废物处理企业质疑了禁止行为。仲裁法庭同意“禁止行为打破了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投资篇中对投
资者的保护”并裁定企业可以向加拿大财政部索赔 480 万美元的补偿金。22
在这些案件中，ISDS 机制引发的问题包括东道国公共利益受损、东道国国有法律的主权遭遇挑战、投资者滥
用诉权或轻易发起仲裁，以及不透明的仲裁程序。在 ISDS 机制下的仲裁一直十分神秘，许多涉及巨大金额的项目
都是私下进行，透明度不高，外人难以知悉仲裁的具体情况。23且一个东道国的政策变动就可以引起无数境外投资
者的反对，在 ISDS 下，私人投资者可直接对东道国提起诉讼，令东道国面对难以计数的仲裁申请，裁决中的巨额
赔偿也可能给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令人不得不思考仲裁申请是否过度滥用。有些国家因为无力支付巨额
赔偿，干脆一退了之，退出 ICSID 平台。24
若要解决这些问题，则需对投资者诉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进行改革。联合国贸法会第三工作组近期研
究的改革方案承担了这一任务。改革的具体方案出具之前，需要明确投资者诉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的现存
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
当前投资者诉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
（1）仲裁地法院和国际仲裁庭的规则冲突

18
19
20
21
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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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贸法会仲裁规则规定当事方可以依据仲裁地的国内法以投资仲裁裁决向国内法院起诉，然而，仲裁地法
院与国际仲裁庭在法律适用和证据规则的差异往往引发了很多争议。
（2）仲裁庭裁决稳定性的缺乏
不同案件可能由不同的仲裁庭进行审理，从而难以保证案情相似的案件裁决的稳定性与一致性。
（3）第三方资助引发利益冲突
第三方或投资者居住地在东道国境外时，东道国政府缺乏信息和管辖权，因此不得不诉诸于国际协助。有时，
面对冗长的仲裁程序，东道国政府可能可能面临巨大的投资仲裁成本，诉诸于第三方资助，这就导致仲裁员与资助
方之间存在利益关联，甚至导致利益冲突，需要建立相应机制予以解决。

四、多国终止协议概况及原因探析
如前文所述，因为 ISDS 机制与许多东道国的国内立法和政策不兼容，不少国家终止了已经签订的双边投资协
定，这种现象也被称为 ISDS 带来的“反向运动”。
2008 年以前，通过双方同意终止双边合作协定的案例只有两则，然而截至 2014 年，超过三分之一的双边合作
协定解除是经双方同意而成。
各国终止 BIT 的原因都有不同，有的是因为签订的双边投资协议与国内立法冲突，为了消除国内政策或立法的
实施障碍，不得不终止相应的双边投资协定，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转型时期都会面临这样的局面；有的则是因为双边
投资协议约定的优惠条件违背了区域联盟法中对各成员国的平等原则，许多欧洲国家终止 BIT 的原因即在于此。
（一）BIT 与国内立法的冲突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为了实现民族经济更好发展，对外资的政策会有所调整，订立新的双边
投资协定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性问题。
印尼媒体近日报道称印尼政府计划终止全部 67 项双边投资协定，代之以全新的、与国家当前发展阶段相适应
的协定。坦桑尼亚也由于国内的立法变化，终止了与荷兰的双边投资协定，倾向于为国内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保护。
从 2019 年 4 月 1 日起，荷兰和坦桑尼亚的新投资者就不再受双边投资条约的特殊保护，只依靠东道国的立法来保
护其投资后的争议解决。尽管荷兰表示有兴趣进行谈判，坦桑尼亚政府尚未表态，两国政府的双边投资协议谈判暂
时搁置。25
（二）BIT 与区域联盟法的冲突
早在 2015 年 6 月 18 日，欧委会就启动了对奥地利、荷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瑞典五个成员国的违规调查
程序，要求他们终止对某些成员国给予优待的 BITs, 这些 BITs 与欧盟内部国际非歧视的原则相悖。欧委会曾多次
提出警告，但大部分成员国后来都未采取行动。
在 Slowakische Republik v. Achmea BV 案中，荷兰-斯洛伐克 BIT 中规定了以仲裁解决投资争议。2012 年，仲
裁庭认定斯洛伐克违反了与荷兰的 BIT，裁决斯洛伐克向 Achmea 公司赔偿约 2210 万欧元。2018 年，斯洛伐克诉
至德国联邦法院（the Bundesgerichtshof），主张该仲裁条款有悖欧盟法。德国法院启动了“初步审查”（preliminary
ruling）程序，向欧盟法院就该问题寻求答复。
欧盟法院认为，涉及欧盟法的解释与适用的纠纷，只有欧盟司法系统的法院才有权终审，这是保证欧盟法全方
位有效性的必要措施。因此，本案 BIT 中的仲裁条款违反欧盟法。
根据《欧盟运行条约》（TFEU）第 267 条，任何成员国的法院或法庭，在涉及有关欧盟法的问题时，如果该
法院或法庭并非终审，则其可以将该问题提交欧盟法院寻求答复；如果该法院或法庭为终审，则其必须将该问题提
交欧盟法院。
25

《计划终止全部 67 项双边投资协定 印尼谋求更大投资监管主动》， http://www.kaixian.tv/gd/2014/0328/3681830.html，201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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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仲裁庭的决定是终局的。虽然国内法院可以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司法审查，但国内法院只能在国内法的限
定范围内进行司法审查。根据 BIT 的约定，仲裁程序适用的实体法是荷兰和斯洛伐克的本国法及两国缔结的国际条
约。不论是解释和适用国内法还是国际条约，仲裁庭审查都会涉及欧盟法。既然仲裁庭不可避免的要解释和适用欧
盟法，且其又为终审程序，但又无法确保欧盟法院的最终审查权，那么 BIT 中提交该仲裁庭的管辖条款无疑违反了
欧盟法。
商事仲裁程序则不然，商事仲裁尊重当事方意思自治，缔约国自愿将本属于其本国司法管辖权的一部分让渡出
去仅仅与缔约国本身有关，投资领域中各国让渡自身管辖权的行为则被欧盟法律限制，26欧盟法律要求各国对涉及
欧盟法的解释与适用的纠纷，由欧盟法院行使最终审查权。27
直到 2018 年，欧洲法院就涉及荷兰保险公司 Achmea BV 的案件裁定，成员国之间缔结的多达 196 个双边投资
协定中的仲裁条款都违反了欧洲联盟法。受该判决影响，欧盟成员国近日联合发布声明，表示欧盟国家将尽最大的
努力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之前终止所有盟内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要求正在处理纠纷案件的仲裁庭出于“缺少有效
同意”的原因而停止进程，以防止其作出更多违背欧盟法律的仲裁裁决。欧盟委员会多年来一直推动成员国终止其
欧盟内部双边投资协定，认为欧盟内部的双边投资协定与欧盟法律不兼容，长期以来歧视欧盟其他投资者，称赞了
作出终止声明的欧盟成员国。
虽然各国退出国际投资协定的原因都有所不同，但面对新的国际投资环境，BIT 亟需改革，改革的角度主要还
是从各方对于透明度缺乏的担忧入手。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投资者与国家间基于条约仲裁透明度规则》和《投
资者与国家间基于条约仲裁透明度公约》就是最好的改革实例。

五、国际 BIT 对中国的启发：改进双边投资条约远远不够，还需为投资创立
健全的政策框架
（一）注意平衡东道国公共利益与投资者利益
双边投资协定是以吸引投资者为目的签订的条约，其中东道国应避免将国家主权放在第一位，保障投资者利益
与条约的法律权威以博取投资者的信任。然而，国际投资判例表明现有的双边投资协定更注重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
但结果往往是以牺牲东道国的公共利益来促进与保护投资。对于我国尚未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建议慎重考虑，签
署前要充分分析利弊。中国若欲保护国家规制权，应注意平衡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与对国家公共利益的维护。此外，
中国还需权衡成本和利益，尽量降低成本。例如，当国家企图违反协定时，需与另一方商议并达成解约共识，否则
将承受高昂的赔偿费用。
此外，在我国已经签订的 BITs 中,序言内容大同小异，大多片面强调外国投资者的权益，对东道国着实不利。
而根据投资仲裁实践，条约的序言是仲裁庭解释条约的重要依据，所以在今后缔结 BIT 时，要重视序言内容，缔结
有利于我国的双边投资协议。
（二）增强协议透明度
有关国际投资协定的大多案例都涉及环境保护或劳工关系。28合理和有效的双边投资协定需列出详细明确的规
定，例如公示东道国政府的政策（如税收政策）、法律法规，明确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争端解决的程序。中国若欲
实现加强对环境或劳工的保护即实现公共利益，需确保政府实施必要的监督与管制。协议中要避免使用模糊的概念，
对概念作尽量具体的定义。以国有化征收为例，应进一步推广中国-印度 BIT 中关于间接征收的界定。
当中国作为东道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时，还需注意避免协定与国内法律的冲突，否则当国内法律受到协定
制约时，将不受保障。虽然在此情况下，国内法规仍可继续实施，但东道国将被要求对投资者给予巨额赔偿或进行
相应的法律修正。这就需要让投资者明确知晓协定相关的国内法律。同样，当中国作为投资者时，也应要求东道国
明示协定相关国内法律以减少或避免争议。
26
27
28

林皓然：《浅谈国际商事仲裁与国际投资仲裁的区别》，《法制与社会》2019 年第 8 期，第 82-83 页。
吴国标：《论欧盟法院的司法创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4 年硕士学位论文。
曾艳：《中国国际投资协定升级问题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 年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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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用替代性争端解决措施
投资仲裁通常引起冗长的仲裁程序和高昂的诉讼成本，从广泛的争端解决经验来看，应善用替代性争端解决措
施以维护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的长期合作关系，运用调停和调解等方式，定分止争，避免激化矛盾。
中国应当不断关注国际投资协定的发展趋势，期待联合国贸法会第三工作组对投资者诉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改
革方案的制定能够在更深的层面上挖掘国际投资仲裁协定发展的潜在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助力于中国
与其他国家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和完善。根据目前国际投资协定存在的问题，ISDS 的改革可能侧重于以下方面：
（1）设置常设上诉机制
应对常设上诉机制改革方案开展研究，以国际条约为基础，明确相应程序、机构、人员，完善仲裁纠错机制，
使仲裁裁决更加符合法律预期，约束裁判人员的行为，规范仲裁程序。29
（2）完善仲裁员相关规则
应当保留当事方指定仲裁员权利，并同时对仲裁员的资质、遴选和回避程序进行完善。考虑到投资者与国家间
争端解决机制主要运用的是国际公法，仲裁员应具有国际公领域的专业知识，避免潜在的利益冲突，防止仲裁员不
当兼任执业律师造成有失公平的情形。
（3）加强第三方资助的披露机制
为防止仲裁员和第三方资助者之间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冲突，应当加强对第三方资助披露机制的完善，明确
相关法律责任的承担。
（四）结论
上述可能的改革方向主要侧重于解决 ISDS 现有的机制漏洞，有利于维护根据 ISDS 机制作出的裁决的公平性与
合理性，进一步维护引入 ISDS 机制的双边投资协定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29

孙英哲：《新一代国际投资协定 ISDS 改革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 年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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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保护机制的完善
徐露婷

摘 要：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
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中国政府成立了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并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设立领导小组办公室。“一带一路”背
景下，我国的对外投资发展迅速，规模与日俱增，根据商务部 2020 年 8 月 20 日召开的例行
发布会公布的数据，2020 年 1-7 月，2020 年 1-7 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4236.5 亿
元人民币(折合 602.8 亿美元)，同比下降 2.1%，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
接投资 10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9%，占同期投资总额的 17%，较上年提升 4.5 个百分点。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 671.8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404.3 亿美元，分别
占同期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的 55.2%和 57.8%。2019 年 10 月 11 日，我国
官方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在北京发布 2019
年《国家风险分析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并同期推出了直观展现国家风险全景的全
球风险地图和地球仪。
《报告》认为，未来全球风险前景将主要呈现五大特点：一是受大国和地区间博弈、冲
突加剧影响，地缘政治风险总体或将呈上升趋势。二是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风险逐步通过
大宗商品价格等渠道传导至大多数初级产品出口国，世界经济将呈现疲软增长态势。三是全
球营商环境复杂多变，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改善空间有限。四是全球特别是拉美和非洲部分
国家债务风险仍将处于高位，债务问题导致货币危机、财政危机以及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仍
然存在。五是受地缘政治风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全球行
业风险凸显且差异化显著，行业发展分化趋势进一步加剧。
如本文所述，“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遇到的风险，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环
境、冲突和债务，甚至全球卫生和流行病等问题。部分“一带一路”伙伴国家政治还不稳定，
可能会反复出现动荡、冲突以及不可预测的政治和安全局势。一些国家的经济体系不完整，
缺乏开放性，可能会遇到高财政赤字、经常账户赤字或较大的外债负担。同外商直接投资相
关的政策和法律上存在很大差异，部分与国际惯例有很大不同。
笔者认为“一带一路”背景下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护机制需要从三个方面推进：第一，推
进海外投资保险立法；第二，加强对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利用；第三，“走出去”企业自身也
需做好风险管控。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风险认知亟待加强，我们在保持其快速前进的同时，也
应当保持其平稳前进，或者是在风险确实发生前进行合理预判，在风险发生后有及时救济，
这样对我国海外投资者无一不是一种激励，对我国树立更好的形象也是起促进作用的。因此，
作为保护海外投资的一大的利器，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机制必须确立和渐趋完善起来。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现状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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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中国政府成立了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并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设立领导小组办公室。2015 年 3 月，
中国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7 年 5 月，
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召开。中国还先后举办了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5 年多来，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影
1
响力日益扩大。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的对外投资发展迅速，规模与日俱增，根据商务部 2020 年
8 月 20 日召开的例行发布会公布的数据，2020 年 1-7 月，2020 年 1-7 月，我国对外非金融
类直接投资 4236.5 亿元人民币(折合 602.8 亿美元)，同比下降 2.1%，我国企业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0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9%，占同期投资总额的 17%，
较上年提升 4.5 个百分点。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 671.8 亿美元，完
成营业额 404.3 亿美元，分别占同期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的 55.2%和 57.8%。
22020 年 8 月 30 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发表题为《团结合作，
开放包容，共同维护人类和平发展的进步潮流》的演讲。其中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习近平主
席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 7 年来，中国已经同 138 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与合作伙伴国家的货物贸易总额累计超过了 7.8 万亿美元，直接投资超过 1100
3
亿美元，有力促进了各国民众就业和社会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团队综合具体评级指
标：经济基础、偿债能力、政治风险、对华关系以及社会弹性这五个方面，在 2020 年 6 月
29 日下午发布了最新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 2020 年度报告》
，报告表明，随着中
美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加剧和 COVID-19 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全球范围的投资环境恶化，中
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继续攀升，多次因东道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而受阻。因此，做好
风险预警，进行正确识别并有效应对，是中国企业保持经营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保证“走出
4
去”的成功率的必要保障。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风险
2019 年 10 月 11 日，我国官方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信保”）在北京发布 2019 年《国家风险分析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并同期推
出了直观展现国家风险全景的全球风险地图和地球仪。
《报告》认为，未来全球风险前景将主要呈现五大特点：一是受大国和地区间博弈、冲
突加剧影响，地缘政治风险总体或将呈上升趋势。二是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风险逐步通过
大宗商品价格等渠道传导至大多数初级产品出口国，世界经济将呈现疲软增长态势。三是全
球营商环境复杂多变，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改善空间有限。四是全球特别是拉美和非洲部分
国家债务风险仍将处于高位，债务问题导致货币危机、财政危机以及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仍
然存在。五是受地缘政治风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全球行

1
2
3
4

https://www.yidaiyilu.gov.cn/zchj/qwfb/86697.htm，2020 年 8 月 29 日最后访问。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h/diaocd/202008/20200802994433.shtml，
2020 年 8 月 29 日最后访问。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bwdt/145519.htm，2020 年 8 月 31 日最后访问。
http://iwep.cssn.cn/xsjl/xsjl_yth/202007/t20200702_5150596.shtml，2020 年 8 月 29 日最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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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风险凸显且差异化显著，行业发展分化趋势进一步加剧。5
许多“一带一路”的伙伴国家存在腐败现象和政治动荡问题，对在这些地区经营项目的
外国商业机构提出挑战，也会影响计划进入这些市场的投资者。此外，全球政治格局的深层
次变化，从根本上影响全球对外投资环境，部分国家投资鼓励政策减少且更趋严格，给跨国
投资带来负面影响，比如 2019 年特朗普的一系列退群行为，对中国征收高关税和进行出口
管制的行为，2020 年印度封禁中国 APP 的措施。更有恐怖主义和传染病的流行等非传统的
安全风险外溢，导致全球对外投资环境恶化，对今年全球投资环境影响最甚的 COVID-19，
由于防疫隔离的需要，很多企业运输网络受阻，供应链中断，甚至停产或停销，遭受了巨大
的经济损失。而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秉承着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新的空间，为
国际及贸易和投资搭建新的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拓展新的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
福祉作出贡献的初心，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渐提升，引发了更多的关注，与此同时也加大
了对外投资的复杂性。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构建海外投资保护机制的必要性
如本文前面所述，“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遇到的风险，包括经济、政治、法
律、环境、冲突和债务，甚至全球卫生和流行病等问题。部分“一带一路”伙伴国家政治还
不稳定，可能会反复出现动荡、冲突以及不可预测的政治和安全局势。一些国家的经济体系
不完整，缺乏开放性，可能会遇到高财政赤字、经常账户赤字或较大的外债负担。同外商直
接投资相关的政策和法律上存在很大差异，部分与国际惯例有很大不同。
此前，中国与斯里兰卡于 2014 年达成的科伦坡港口城建设项目，因新政府上台遭遇重
新评估；2015，希腊新政府叫停了多数股权原本将出售给中国国企出售比雷埃夫斯港口；中
铁六局在越南挨批，越南官员威胁取消承包资格；墨西哥突然取消与中国公司高铁中标建设
合同；等等。类似中国在和海外基建投资项目因东道国政治变动、政策改革等政治风险而胎
死腹中，前期成本收回无望，申请仲裁解决遥遥无期的案例还有很多。
如何建立制度化和法制化的海外投资保护机制一直是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

四、“一带一路”背景下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护机制的几点
思考
（一）推进海外投资保险立法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公认的促进和保护国际投资的重要制度，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和部
分发展中国家，如美、日、德等，都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海外投资
保险制度是资本输出国政府为鼓励本国投资者进行海外投资，以政府资金为基础成立的国家
保险，可以避免将投资者在东道国遭受的战争、汇兑等政治风险上升为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
外交纠纷，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制度化和常态化的保护。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既包括投资者母国
的国内保险制度，也包括根据条约所设立的国际保险制度。
具体而言，国外的政治阻力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最容易遭受的障碍，政治风险有时又称
为“主权风险”或者“非商业风险”。政治风险是东道国的政治环境或东道国与其他国家之

5

https://www.sohu.com/a/346344465_731021，2020 年 8 月 29 日最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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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政治关系发生改变而给外国投资企业的经济利益带来的不确定性。给外国投资企业带来经
济损失的可能性的事件包括:没收、征用、国有化、政治干预、东道国的政权更替、战争、
东道国国内的社会动荡和暴力冲突、东道国与母国或第三国的关系恶化等。应对政治风险比
较有效的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而我国于 1995 年制定，并先后于 2002 年、2009 年、2014 年和 2015 年进行多次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仅仅局限于国内保险，没有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法，海外投资保
险在立法上存在严重的缺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中国唯一承办出口信用保险业务
的政策性保险公司（简称“中信保”）尚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积累经验的阶段，并无现成的
立法可依，主要靠国家各部委发布的红头文件。中信保成立的依据是《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
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通知》
，于 2001 年 12 月 18 日正式揭牌运营,公司资本金约 300 亿，资
本来源为出口信用保险风险基金，由国家财政预算安排。2011 年 5 月 14 日，国务院批复了
中信保改革实施总体方案和章程修订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公司的政策性定位，大幅补充了公
司资本金。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200 亿元人民币注资已于 2011
年 6 月底到位，2011 年 11 月，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中信保领导班子列入中央管理。
2012 年 3 月 17 日，中信保升级副部级央企。中信保的心智是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按
照商业化的方式运作，独立核算，保本经营。2005 年《关于建立境外投资重点项目风险保
障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次明确提出由中信保提供境外投资保险服务，这是国内法中唯
一对外投资保险有直接规定的“法律”。因该通知的发布者是法人，其也仅仅是个公告，算
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规范。虽然中信保在此基础上个细化并制定了《投保指南》，对承保
的险种做了简单解释，做了一些指导日常境外投资保险业务的陈列。但是中信保承保的险种
依然比较笼统单一，没有及时增加新的险种，缺乏可操作性，且保费颇高，令投保者感到困
惑。
中信保的海外投资业务，由于没有专门的立法，只能按照各部门的通知，摸着石头过河，
这样不仅会导致通知之间的冲突、混乱和矛盾，也会使得海外投资保险业务没有明确、科学、
具体的原则和规则来支撑，业务能力也自然会受到影响。中国信保的业务范围仅包括:中长
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国内信用保险业务;与出
口信用保险相关的信用担保业务和再保险业务;应收账款管理、商账追收等出口信用保险服
务及信息咨询业务;进口信用保险业务;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批准的其他业务。其并未将个
人投资者纳入，更加无法满足代为求偿权等需要与国际条约相衔接的使命。最近几年，伴随
着全球金融危机，COVID-19 在全球的泛滥，经济萧条的情形下，对政治风险保险的需求高
潮已经到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使得海外投资增加，应当尽快将海外
投资保险正式立法纳入议事议程，使海外投资保险步入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完成国内法
与国际条约的衔接。
（二）加强对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利用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是根据《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建立的，也是当今世界唯一专门承
保政治风险的机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是世界银行集团的成员。其任务是通过向投
资者和贷方提供担保（政治风险保险和信用增强）来促进在发展中国家的跨境投资。其担保
可以保护投资免受非商业风险，并可以帮助投资者获得财务条款和条件得到改善的资金来源。
该机构从世界银行集团以及其国际组织的组织结构中获得了独特的优势，其股东包括世界上
大多数国家。这使该机构能够为可能破坏项目的政府行动提供威慑力，并协助解决投资者与
政府之间的争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作为一项多边公约，影响较广泛，能够满足诸
多国家的需要。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讲，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也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其会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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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是否符合经济效益，是否能帮助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且只有在不违背东道国的任何法
律和法规，并适合东道国所宣称的开发目标和优先发展方向的时候，才会提供保险项目。MIGA
还有一套全面的环境和社会绩效标准来实现投资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它们是确定风
险，降低开发成本和改善项目可持续性的强大工具，从而使受影响的地区受益并保护环境。
MIGA 还有一套根据对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进行分类评估的体系。应当说，MIGA
的担保不仅有利于保护东道国的环境，更有利于投资者避免东道国的环境规制风险，保护投
资安全。
从 MIGA 了解到，中国投资者参加海外投资保险的意识还不强，对海外投资保险的利用
还需要加强，尽管中国是 MIGA 的创始会员国。所以在环境风险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
国海外投资风险突出的情况下，中国更需要加强与 MIGA 的合作。
（三）走出去”企业需做好风险管控
当前全球投资环境错综复杂，部分地区持续动荡，中国与部分地区的外交关系不稳定，
以及全球流行病的肆虐，传统与非传统的风险交织，给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带来了更多的风险。
在今年 3 月 29 日，澳大利亚宣布，临时修改对外国驼子审查框架，无论投资大小和投资性
质，均须获得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批准，以此措施来应对有 COVID-19 蔓延带来的经济负担，
保护澳大利亚国家利益。2020 年 4 月 17 日，印度政府更新了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将中国从
“自动审批路径”改为“政府审批路径”
，并且印度这一措施是单单针对中国的，这一措施
不仅会伤害中国投资者的感情，击退中国投资者的热情，还会从一定程度上损伤印度的经济。
同年 5 月 15 日，美国颁布新规，要求使用美国技术的厂商将半导体芯片出口给华为时，必
须得到美国有关部门的允许；5 月 20 日，德国出台措施，限制外资投资本国医疗企业。种
种这些措施无不是海外投资环境恶化的具体表现，因为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是不可避免，
甚至无法预知的。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深入，海外投资的区域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海外投资
经营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虽然大部分的海外投资企业建立了风险防御机制，但是
距离建成体系化的海外投资保护机制还很远。因此，海外投资企业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
企业在东道国投资经营，要了解东道国的法律环境。通过实地考察或者聘请自制经验俱佳的
律师事务所等方式了解东道国的外商投资、环境保护、土地、税务、劳工、外汇等法律法规，
并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合规经营。其次，海外投资要结合具体的投资项目，对东道国的
相关政策和监管要求进行调查。具体包括，行业准入，负面清单、外商股权占比等。最后，
在很多国家的外资政策中，与国家安全的敏感点越来越突出。“一带一路”尝一下，基础设
施、能源、资源、电信等领域属于重点投资行业，而这些行业也属于敏感区域，更容易受到
限制和审查。尤其是今年，受 COVID-19 的影响，部分国家出台了针对医疗行业的投资限制
政策，如 3 月 29 日，澳大利亚宣布，根据《1975 年外国收购与接管法案》管理的所有外国
投资申请，无论其投资大小和投资性质，均需要获得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2020 年 4
月 17 日，印度政府更新了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以“防止疫情期间外资投机收购印度公司”
为名，更新了原对外投资政策的第 3.1.1 条款，具体内容为：非居民实体可以在印度按照
FDI 政策对除特定受限行业外的领域投资。但与印度有陆地接壤的国家的实体和公民，或该
投资实际受益人来自上述国家，必须通过“政府审批路径”才能投资印度，这比之前更加严
格，限制更多。2020 年 5 月 20 日，德国联邦政府批准了一项新规定，将医疗企业的非欧盟
投资审批权股权由 25%下调至 10%，允许政府阻止外国企业收购生产疫苗、前体化学品、药
品防护装备的公司以及制造呼吸机等产品的医疗器械公司。因此，海外投资，应当确保全流
程、全方位合规，全面掌握东道国对投资项目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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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风险认知亟待加强，同时国内也应当从相关事件中吸
取教训，不应单从外交方面进行谴责批判，在言语上严厉斥责外国针对中国投资做出的恶劣
行为。在全球法治盛行的时代，我们更应该的是拿起法律作为武器，以制止外国的不良行为，
保护中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从一定程度上来也是保护我国的利益。海外投资作为我国经济
发展的一驾“大马车”，我们在保持其快速前进的同时，也应当保持其平稳前进，或者是在
风险确实发生前进行合理预判，在风险发生后有及时救济，这样对我国海外投资者无一不是
一种激励，对我国树立更好的形象也是起促进作用的。因此，作为保护海外投资的一大的利
器，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机制必须确立和渐趋完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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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高华

汪玉洁

一、“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概况及争端现状
“一带一路”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一带”横贯亚欧大陆，“一路”至太平洋穿越大
西洋抵非洲大陆，直至地中海沿岸。从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获得了国际社
会的广泛响应，我国对“一带一路”领域的投资保持着稳定发展之态势，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互联互通方面，中老、中泰铁路、雅万高铁、塔吉克斯坦杜尚别 2 号火车站取得重大成果。
在能源开发方面，巴基斯坦核电站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另外，哈萨克连
云口物流园区、印尼综合产业园区等工业园区也正在建设中。从投资总量来看，2014—2017
年,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达 646.4 亿美元增长 6.9%1。从“一带一路”
占全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来看，2017 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就达到了 144
亿美元，占比 12%2。随着合作项目的不断深入和投资比例逐渐增加，“沿线”国家期待有
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投资环境从整体来看是机会与风险并存。就机会而言，主要体
现在能源资源丰富、廉价劳动力以及需求行业给“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带来了活力。就“沿
线”风险而言，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 《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 (2018)》中的
数据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域内国家存在的投资风险不容忽视。报告选取了 “一带一路”
35 个沿线国进行评估，选取的样本数量达到当时沿线国家总数的一半以上3，且 2016 年中
国对于 35 个样本国家的海外投资总量占到所有“沿线”国家的 99.89%，但数据显示结果
却不容乐观。“一带一路”样本国家的投资风险略高于整体水平，绝大部分国家处于高风险
和中等风险级别。4具体来看，包括以下风险类别；首先是政治风险。5“一带一路”沿线地
区部分国家位于政治分裂边缘地带，政局不稳，恐怖袭击频频发生，给沿线的投资项目带来
巨大的风险。此外，中国与一些“沿线”国家之间的领土冲突也是影响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
因素。其次是经济风险，“沿线”涉及国家众多，货币不统一，种类繁多，且各币种可兑换
性不一，各币种间汇率变动幅度较大, 导致我国企业投资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另外, 我国
投资企业还将面临信用风险、商品价格风险等经济风险。再次是法律差异风险，就法系而言，
沿线涵盖了三种不同的法律体系，不同法系之间以及同一法系内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环境存
在着较大差距。此外，“沿线”各国在文化、宗教、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各具特
色，与我国存在差异，不利于投资项目的顺利开展，沿线存在的投资风险必然引起争端发生。
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 (UNCTAD) 的统计，从 1987 年至 2016 年，在国际投资仲裁
案件中作为被告最多的十二个国家中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有六个席位，它们分别是: 捷
见 2018 年中国开放与发展论坛发布的《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研究报告》
见商务部网站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1811/20181102809358.s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18.11.24
15:41.
3
截止至 2017 年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一共为 65 个。
4
参见 《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 (2018)》数据显示低风险级别 (AAA － AA) 仅有新加坡一个
国家，中等风险级别 (A － BBB) 包括 28 个国家，占 35 个国家的绝大多数，高风险级别 (BB － B)包
括 7 个国家
5
谭畅.“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及对策[J].中国流通经济,2015,29(07):114-118.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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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34 起)、埃及 (28 起)、俄罗斯 (24 起)、波兰 (23 起)、印度 (21 起)、乌克兰 (21 起)。
6总体上，
“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风险大、金额高、周期长，导致我国投资者因争端造成严
重损失。再加上“沿线”国家存在法律不健全、法治水平低下等问题，东道国救济并不能很
好的弥补投资者因争端所造成的损失。所以，从“一带一路”倡议的长远发展来看，确有必
要在国际层面建立一个解决投资争端的公共产品。

二、“一带一路”现有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分析
（一）双边投资协议中的投资争端解决条款
双边投资协议（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的起源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随着经济的回暖，以及全球经济联系逐渐紧密，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私人投资者将资本投向
具有潜在商机的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海外投资者的利益与安全，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
签订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以促进、鼓励、保护国际私人投资行为，并约定双方权利与义务关
系。我国从上世纪八十年开始与他国签订双边投资协议。截止 2016 年底我国已经与世界上
104 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议。从“一带一路”领域来看，我国与 57 个域内国家签订了
双边投资协议，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创设提供了一定的法律基
础。7笔者选取了《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 (2018)》
“一带一路”子报告中的 35 个
国家作为样本，与我国 BIT 中的投资争端解决条款做了细致的分析。样本国家中有 24 个亚
洲国家、10 个欧洲国家以及 1 个非洲国家，既包括以色列、新加坡为代表的 5 个发达国家，
也包括以越南、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 30 个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是，2016 年中国对上述 35 个
样本国家的投资数额占到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总额的 99.89%。8因此，从上述数
据可以看出样本国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在 35 个国家中，除孟加拉国与伊拉克两个国家与
我国没有签订 BIT 外，我国与余下 33 个国家签订的 BIT 中规定了缔约国之间的投资争端解
决条款与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条款，泰国例外。
在缔约国之间的争端解决上，我国与 35 个样本 BIT 中的规定有着高度一致性。当缔约
国之间因条约的解释或者适用产生争端时，争端解决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争端双方
优先采用外交途径解决。只有在六个月内未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情况下，才能根据协议预先
设定的规则成立专设仲裁庭进行仲裁，裁决方式为多数票通过且具有终局性。关于专设仲裁
庭设立的规则样本 BIT 设定也大致相同，当事双方有选任仲裁员的权利，仲裁庭一般由三
名仲裁员组成，当事双方分别有权在收到要求仲裁之日起的两个月内指派一名仲裁员。第三
名仲裁员须为第三国国民（部分样本 BIT 要求第三名仲裁员来自于两缔约国均由外交关系
的国家），由已经产生的两名仲裁员推举并担任仲裁主席。仲裁主席的推举同样在应自其他
两名仲裁员委派之日起的两个月内委任。 如果在上述两个期限内没有做出相应的委任或推
举的，又无其他约定的，缔约任何一方可以提请国际上具有权威性的仲裁院主席或国际法院
院长指派，且该院长或主席不为任何当事一方国民（具体机构样本 BIT 约定不一，通常为
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或国际法院）。
相对来说，在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端上，各样本 BIT 中的规则不尽相同，差异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否设置友好协商的前置程序、是否规定了东道国救济手段（主要有
6
7
8

韩秀丽.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看东道国的环境规制措施. 江西社会科学,2010(06):22-27.
数据来自于商务部于 2016 年 12 月 12 日发布的《我国对外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一览表》
参见 《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 (2018)》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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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法院诉讼及行政申诉）、是否能提交仲裁以及仲裁的具体形式、是否将提交投资仲裁
的案件种类限制在征收补偿款以及国有化争端领域。在 32 个样本 BIT 中有 23 个 BIT 选择
将友好协商作为前置程序，占到了样本的 70%以上，体现了国际投资争端领域追求以和解
的方式解决争端的态度；仅仅只有 4 个 BIT 没有选择专设仲裁的方式，可见专设仲裁庭是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的主要途径；17 个 BIT 规定了东道国法院或者行政申诉的救济
方式，占到了样本 50%以上；只有 10 个 BIT 没有将提交国际仲裁机构或者是专设仲裁庭的
争端类型限制在征收或国有化补偿的范围之内，这可能与我国相关国际投资战略有关。具体
来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争端双方尽量进行友好协商，如在六个月之内以协商的方式
仍无法解决的，可以提交东道国国内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诉讼。二、没有设置友好协商的前
置程序且没有规定东道国救济的情形，当发生争端后可以直接提交专设仲裁庭或 ICSID 以
及其他国际仲裁机构仲裁（部分 BIT 将可仲裁的范围限定在征收补偿相关的争议。三、强
调东道国救济，提供东道国行政申诉的机会或者将行政申诉作为提交仲裁的前提。
（二）《中日韩投资协议》中的投资争端解决条款
中国、日本、韩国 2007 年启动了投资条约的谈判，历时 5 年，终于在 2012 于北京签署
了正式条约。并于 2014 年 5 月 7 日正式生效。对于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的解决
办法该协议第十五条做了详细的规定。
（1）条约适用的范围：同不少中国与其他“沿线”国
家签订的 BIT 有所别，该协议明确将这部分条款所适用的争端范围限制在了东道国因违反
协议所规定的义务而引起的争端，而将非契约性争端排除在外。9（2）友好协商：协议十五
条第二款具体要求做了规定，当该条限定的争端发生之后，协议仍然倡导双方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
（3）东道国救济：协议第十五条第三款以及第七款中作出了东道国救济的方式。首先
向东道国法院救济。其次东道国在向投资者说明的情况下可以将完成东道国国内的行政复议
程序作为投资者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的前置程序。
（4）国际仲裁：根据协议第十五条第三款
的规定，中、日、韩投资者满足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的前提条件后可以将投资争端提交 ICSID
解决（符合 ICSID 管辖的前提下）以及其他仲裁机构。关于国际仲裁规则，
《中日韩投资协
议》并没有规定专设仲裁庭以及其组成规则。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友好协商四个月不能解决
争端只是提交国际仲裁的前提之一，对于通过东道国救济将争端起诉到东道国法院并没有此
必要限制。另外东道国法院解决与提交国际仲裁之间是相互排斥的，选择其一即放弃另一个。
《中国—东盟投资协议》中的投资争端解决条款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于 2009
年 8 月 15 日在泰国曼谷签订。由于《投资协定》签订的时间相较晚，同中国与东盟各国 BIT
相比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更为科学与合理。在争端解决的相关条款上，同以上大多数双边或
多边投资协议一样，《投资协议》规定了缔约国之间争端与投资者—东道国争端两个方面的
解决措施。在缔约国之间的争端解决上，《投资协议》规定，这一类纠纷直接适用《中国—
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
（以下简称《争端解决机制协议》
）10。该协议对发生在缔约国之间
的争端解决方式做出了详尽的规定，内容全面。在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争端解决方面：《投资
协议》在十四条明确规定了本协议规定的争端解决条款的适用范围。在该适用范围内发生的
争端应先进行六个月的友好协商。六个月未能解决的投资者有以下方式进一步解决争端，
（1）
将争端提交东道国有管辖权的法院以及行政法庭；
（2）双方缔约国具备相应主体条件下将争
端交由 ICSID 仲裁；（3）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规则》或者争议双方同意的其他
9

参见《中日韩投资协议》第十五条第一款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第十三条的
规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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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提交国际仲裁。另外相对于以部分 BIT 规定的“岔路口”条款，
《投资协定》规定，在
争端已被提交给东道国法院，但最终裁决下达前又从法院撤回申请的情况下，投资者可将其
提交给国际争端解决机构。11

三、“一带一路”现有投资争端机制的缺陷与不足
（一）现有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过于碎片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现有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仅仅由不完全覆盖的双边投资协议、
多边投资协议以及自贸协定中关于投资争端解决的相关条款构成。协议与协议之间相互叠加，
错综复杂，不同的国家之间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争端解决方式存在差异。目前世界上选择率
较高的 ICSID 以及极具权威的 WTO 争端解决机制都无法全面覆盖“沿线”所发生的争端，
甚至国际投资的基础保护协定—BIT“网络”也存有漏洞。就我国而言，与一些国家之间的
BIT 中并没有投资争端解决条款或者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条款，甚至与部分国家
缺乏基础的 BIT 的保障。这对于投资争端发生率不断增高的“一带一路”区域来说无疑是
缺乏一张完整的“防火墙”
。这样不统一、不明确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无法满足有效解决“沿
线”投资争端的需求。因此，针对“一带一路”的建设构想与特点，开展国际争端解决机制
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沿线”东道国国内救济有限
从前面对于对“一带一路”目前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分析可以看出，大部分的投资争
端解决条款都规定有东道国救济的争端解决方式，且我国与“沿线”部分国家签订的 BIT
中规定有“岔路口条款”，即投资者一旦选择以东道国救济的方式或者国际仲裁方式解决争
端，表明投资者就将失去另一种机制的保护。东道国救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尊重东道国的国
家主权，尤其是司法主权，使东道国的公共利益得到充分的保护。但投资者权利却常常受到
忽视，一方面，投资者在东道国的利益受损往往与政府行为有关，想要在东道国国内获得满
意的救济可能性比较小；另一方面，
“沿线”大部分国家法治水平不高，法律制度不够完善，
救济程序透明度不高，投资者难以通过东道国国内立法和司法程序保障权益。因此，应当重
视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的建设以在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双方利益的基础上更好的解决纠纷。
（三）缺乏常设国际性仲裁机构
我国与“沿线”国家签订的投资争端解决条款中最常采用的就是设立专设仲裁庭进行临
时仲裁。专设仲裁庭灵活、方便且成本较低，根据约定临时组建，争端解决后即解散，不用
支出额外的管理费用，另外专设仲裁庭仲裁规则的选用以及相关程序的安排较为灵活。但专
设仲裁的缺陷也不可忽视，组建临时仲裁庭的程序较为复杂，将会耗费较长的时间。此外东
道国往往对临时仲裁积极性不高，故意拖延仲裁程序，甚至直接阻碍仲裁庭的组成。另外值
得注意的是国际投资实践中每个投资争端案件都具其各自的特征，而临时仲裁人员可能并不
具有多年的专业仲裁经历，专业水平不高，影响仲裁程序以及仲裁结果的公正性。相对来说，
常设仲裁机构提供专业管理，具备大量专业的工作人员从事程序工作，能够对仲裁员的法律
专业素养以及职业道德品质进行监督和考核，而这是临时仲裁无法比拟的。因此，一个常设
的争端解决机构的缺乏会直接影响到仲裁的效率，甚至造成仲裁裁决不公正的严重后果。所
以，从长远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际投资的健康发展需要常设国际投资仲裁机构的保驾
护航。
1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第十四
条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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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初步构想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带动了沿线投资额的大幅度增长且投资额将继续保持较快的速度
上升。随着沿线国际投资的增加，投资争端风险必然会随之增长。然而，目前我国并未建立
起完善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这将给“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和发展带来严重的阻碍。当前
国际社会已经存在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实践中也暴露出来很多问题和弊端，引起了国际社
会的广泛争论。纵观世界投资争端解决规则领域，ICSID 改革的呼声渐强，美国和欧盟都在
采取积极行动，以增加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的话语权，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也正在
考虑加紧设立多边投资法院的方案。因此，从当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大背景来看，
中国应利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契机，建立一个符合国际发展潮流的“一带一路”
争端解决中心和相关制度，以促进“一带一路”的健康良性发展。
1、在亚投行之下设立“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
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投资领域中，
投资争端频繁发生风险以及“沿线”各国法制水平不高，亚投行作为具有公信力且符合“一
带一路”沿线特征的公共产品成为构建此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合适平台。此外，在现有国际
金融机构之下设立争端解决机构，国际上也有非常成功的先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之后推出了“马歇尔计划”
，通过该计划，对欧洲进行经济援助，帮助欧洲国际战后重建。
由于国际直接投资的大幅度增长，国际投资争端成为了十分棘手的问题，为了保护投资者在
外的安全和利益，美国主导下的世界银行牵头起草了《华盛顿公约》，建立了 ICSID。
“一带
一路”被部分人称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虽然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12，但是战略
范围内因投资增加而导致投资争端发生的风险迅速增加的背景一样，“一带一路”可以在基
于“沿线”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有选择的借鉴 ICSID 建立的路径。另外，亚投行的创始国
中有不少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大的认可度，在亚投行下设立“中心”存在很大
的优势。
2、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内试行
“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建立需要相关公约的缔结，但一个国际条约的签订并
非一蹴而就，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十分复杂，要在短期内使所有沿线国家加入公约
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在亚投行之下搭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平台，将“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
决中心作为投资争端解决机构进行试行，东盟是最适合的选择。东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的优先方向和重要伙伴，其以有利的经济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且低廉劳动力成本，
从古至今都是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重点地区,东盟包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着不同
的利益诉求，在投资风险的种类上，除战争风险和恐怖主义风险较弱外，其他风险种类基本
全面覆盖。此外，中国东盟之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不少漏洞和问题，直接影响投资争端
的实际解决。因此中国可以先通过与东盟十国的谈判协商更新《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
架协议投资协议》， 运用亚投行下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处理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投资争端。
“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在处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的实践能够
检验相关制度设计的合理性，而争端解决所遇到的问题以及积累的经验都能够逐渐完善中心
机制设计，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国际公约的缔结，吸纳更多的缔约国家。
12
“马歇尔计划”提出的深层目的是为了控制欧洲，抗衡苏联，而“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享、
共建”的原则，其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互联互通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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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结
“一带一路”倡议要实现真正的互联互通、共同繁荣离不开“沿线”国际投资的健康发
展。在投资争端产生的风险逐渐攀升的背景之下，现有的投资争端解决体系已经不适合沿线
投资争议解决 ，建立一个具有“一带一路”特色的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成为最优选择。借鉴
世界银行设立 ICSID 的成功经验，由亚投行牵头起草相关区域性公约，在亚投行之下设立
一个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是必要的，具体的制度细节可以在
实践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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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美三国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碎片化
——以裁决不一致为例证
高峰

摘 要：2018 年 11 月 30 日，北美三国首脑在 G20 峰会上签署此前达成的《美国—墨西哥
—加拿大协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以下简称 USMCA）以替代
NAFTA（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简称 NAFTA）。新的协定对投资章节
作出了修改，包括对 NAFTA 中投资仲裁机制的变革，一改过往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主基调，
主张弱化投资仲裁机制，强调对东道国公共利益的保护。具体而言，USMCA 一方面取消了
美加、墨加之间的投资仲裁机制，另一方面限制了美墨之间的投资仲裁机制，由此对北美三
国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北美三国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进行整体观察，北
美三国投资争端解决方式呈现碎片化的特征。争端解决方式碎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争端解决
方式的多元化及非体系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国际投资法碎片化的必然性，而直接原因在于
USMCA 弱化投资仲裁机制的差异性。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碎片化将会造成北美三国两两之
间解决同一类型的投资争端出现裁决不一致的问题。裁决不一致一方面将会使得投资规则缺
乏确定性和一致性，从而引发投资规则的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投资者趋利避害，将选择
对自己裁决有利的国家进行投资，却不利于北美区域化投资进程的推进，进而阻碍各国经济
的发展。
关键词：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碎片化；裁决不一致

国际投资仲裁机制为争端双方即投资者和东道国提供了一种相对中立且去政治化的争
端解决方式。近年来全球投资流量迅速增加，与之相适应，国际投资仲裁的案件数量也日趋
增多，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许多问题逐渐暴露。1994 年出台的 NAFTA
对投资仲裁机制进行部分调整，主要表现在提高了投资者的保护力度。由于 NAFTA 投资章
节中实体法条款的模糊性、投资仲裁机制缺乏透明度，以及“直通车”式条款的存在，使得投
资者利用该投资仲裁机制损害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公共利益。
2018 年 11 月 30 日，美国、
墨西哥、加拿大三国正式签署 USMCA，
实施近 25 年的 NAFTA
从而被取代。为了解决上述问题，USMCA 取消了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以及加拿大与墨西哥之
间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在投资章节（第 14 章）中对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国际投资仲裁机
制作出了重大限制，由此对三个国家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日后北美国家
两两之间的大部分投资争端需通过当地救济这一传统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解决，但需要强调
的是，并非是全部投资争端都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从整体上考察北美三国的投资争端解决方
式，可以发现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特征。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本文认为，一方面源于国际
投资法碎片化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源于 USMCA 弱化投资仲裁机制的差异性。然而，这种
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碎片化将会使北美三国两两之间日后解决类似甚至相同的投资争端时
裁决不一致的问题。为何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碎片化会产生裁决不一致的问题？以及裁决不
一致将会给北美三国带来什么危害？本文将逐一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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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美三国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碎片化的体现与原因
（一）北美三国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碎片化的体现
何为碎片化？在国际法治层面，该词最早是用来形容国际法的。因此，对于该词的内涵
须从国际法的层面进行考察。我们知道，碎片化一词对应的英文翻译是“fragmentation”，2006
年国际法委员会研究组在《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元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一文中
将“fragmentation”一词翻译为“不成体系”1。有部分学者认为该报告不宜将“fragmentation”译
为“不成体系”，而应该翻译为碎片化，原因在于“不成体系”一词带有价值判断色彩，容易使
人认为国际法是没有体系的，相反，碎片化一词则只是表明国际法内部存在的“碎片”现象，
即国际法内部各个部分法间存在的局部分割或者板块组合现象。2那么，国际法是否有体系？
本文认为，国际法是没有体系的。虽然国际法和国内法同是法律，但是国际法从其产生之时
就并非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主要是由国际社会决定的。国际社会是由众多国家组成的平行
式社会，并不存在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权力机关存在。与之相反，国内法产生自国内社会，
而国内社会是一个以统治权为基础的纵向式社会，权力集中于中央机关。国内社会由统一、
集中的机关制定、解释和适用法律，从而可以使得国内法具有体系化。但是，国际社会却不
存在这样的机关。不同国家基于利益的考量，势必在国际法规则制定、解释和适用的过程中
作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从而造成国际法规则之间的冲突。因此，相对于国内法，国际法本就
不成体系。那为何国际法委员会的这份报告将“fragmentation”不译为对应词的碎片化，反而
译为“不成体系”？本文认为，国际法委员会此举一来是为了突出表明国际法非体系化这一特
征，二来则是为了表明非体系化是国际法碎片化的内涵之一。
至于该类学者提出的前述第二个观点即认为国际法的碎片化指国际法分支和部门之间
各自独立存在的现象，本文赞同该观点，并认为这是国际法碎片化的内涵之二，即国际法的
多元化。从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这份报告的标题就可以看出碎片化与多元化的关系非常密切。
近代国际法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主要包括领土主权、战争、外交关系等问题。而
现代国际法的调整范围已经从政治领域扩大至经济、文化关系等其他领域，其规范所及上至
外层空间，下达海床洋底，其规则和制度呈现出部门化的发展趋势。3简言之，国际法部门
不断增多，不断多样化，而该类学者也指出，直观地讲，国际法的碎片化就是指国际法分支
和部门的分割和组合现象。因此，本文认为，多元化完全可以体现碎片化，甚至在某种意义
上，二者可互为替换使用。当然，多元化不仅仅包括国际法部门的多元化，还包括国际法主
体以及国际争端解决方式的多元化等。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在国际法层面的碎片化内涵包括两方面，即多元化和非体系化。
争端解决作为国际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其碎片化同样体现在以上两方面。如前所述，USMCA
变革 NAFTA 下的投资仲裁机制后，对北美三国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
北美三国两两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具有多元化特征。USMCA 取消美加之间的投资仲裁机
制后，美加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主要依靠当地救济。而美墨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则
更为复杂，本文按照投资争端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划分成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指两国间的投
资者就东道国直接征收、违反准入后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引起的争端。根据 USMCA 附
1

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第 58 次会议，
（2006 年 5 月 1-6 日，7 月 3 日-8 月 11 日）
，A/61/10，第 12 章《国际
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元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
，http://www.un.org/law/ilc/index.htm，19 July 2019
2
参见莫世健：
《国际法碎片化和国际法体系的效力》
，
《法学评论》2015 年第 4 期，第 118 页。
3
参见古祖雪：
《现代国际法的多样化、碎片化与有序化》
，
《法学研究》2007 年第 1 期，第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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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4-D 第 3 条的规定，双方应当先行协商，调解解决争端。若解决无果，投资者则应向东
道国法院起诉，自起诉之日起或在东道国法院获得终审判决满 30 个月后，方可诉诸 USMCA
下的投资仲裁机制。1第二类是“涵盖政府合同”类型的争端。根据 USMCA 附件 14-E 第 6 条
规定，投资者可直接启动 USMCA 下的投资仲裁机制，但需经过 6 个月的冷却期。2第三类
是指两国的投资者就东道国间接征收、违反准入前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以及其他类型的争
端。USMCA 并无规定，根据条文推断，投资者需通过当地救济解决。最后，由于墨加两国
同 是 《 全 面 与 进 步 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 （ 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f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 CPTPP）的成员国，两国间的投资争端解决可以诉诸 CPTPP 下的投
资仲裁机制，但也并非适用所有投资争端。因为 CPTPP 冻结了投资协议与投资授权的有关
规定。3冻结一词表明投资者不能根据东道国违反投资授权或者投资协议条款启动仲裁程序。
实践中，涉及此类案件的争端非常之多。根据 ICSID 的受理的案件显示，有 16%的案件都
涉及该类争端。4由此不难看出，CPTPP 在总体上同 USMCA 大体相似，都是限制投资仲裁
机制的适用，而有关冻结条款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也主要通过当地救济解决。其次，相比于
NAFTA 下一套体系化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即适用一套投资仲裁机制，USMCA 变革后的
北美三国两两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有所差异，不存在一套统一的机制来协调他们之间的
争端解决方式，例如先例制度、上诉机制等。由此可见，北美三国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既
多元化，又非体系化，因此，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特征。
（二）碎片化的根本原因：国际投资法碎片化的必然性
如前所述，碎片化源于国际法，最初体现在国际法中。国际投资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
支同样存在碎片化的格局。但是，由于国际投资法的主体不仅仅局限于作为国际法主要主体
的国家，而且包括作为投资者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等，并且，根据资本流向的不同，
国家也相应区分为东道国和投资者母国，彼此之间存在的利益纠纷更为复杂。因此，国际投
资法碎片化的结构不完全同于国际法。有学者认为国际投资法碎片化结构应分为两大层面：
“内部层面——主权国家基于不同投资政策的考虑，要求建立多元的投资条约子体系，外部
层面——国内、国际、商事力量的博弈要求投资规则与各国的国内法体系、其他国际法规则
在不同层面规制国际投资问题。”5本文将从非体系化和多元化两个角度并结合该学者的结构
分类进行解释国际投资法碎片化必然性的原因。
首先，国际投资法内部层面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 UNCTAD）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
至 2018 年底，国际投资条约登记注册多达 3317 份，包括 2932 个双边投资条约（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以下简称 BITs)和 385 个含有投资条款的条约，其中处于生效状态的国
际投资条约有 2658 份。并且，这每一份国际投资条约几乎都涵盖待遇标准、争端解决等完
整的投资条款，从而使得每一份投资条约都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相对于国际投资法而言，
存在于这每一个小小“体系”内部的各种规范和制度就好像是堆积在一起的“玻璃碎片”，并没
有一种结构上的密切联系。就争端解决机制而言，国家间可以就彼此达成的投资条约设立投
资仲裁机制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那么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国际投资法内部层
面就有可能散落 3000 多个投资条约确立的投资仲裁机制。在这些条约中，不仅包括 BITs，
还包括含有投资条款的条约，例如自由贸易协定下的投资章节，这就意味着区域性国家之间
1

USMCA,Art.3 of Annex 14-D.
USMCA,Art.6 of Annex 14-E.
33
https://www.mfat.govt.nz/assets/CPTPP/CPTPP-Text-English.pdf, 17 July 2019.
4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Documents/resources/ICSID%20Web%20Stats%202019-1(English).pdf, visited
on 18 July 2019.
5
参见郑蕴，徐崇利：
《论国际投资法体系的碎片化结构与性质》
，
《现代法学》2015 年第 1 期，第 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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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可以通过协定设立投资仲裁机制，而且这些国家可以和区域外的其他国家签订投资条约
设立投资仲裁机制，因此这种多元化的现象无论是对区域间的投资法亦或是整个国际投资法，
都有可能使其碎片化。
其次，国际投资法外部层面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国际投资法不仅包括国际投资条约，而
且包括各个国家所制定的国内立法。在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时，不能脱离这些法律的适用，而
适用不同的法律对于各方利益的保护力度是不同的。我们知道，若解决投资争端不考虑东道
国的国内法，主要适用国际投资条约来解决，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护投资者利益，但与之相反，
若主要适用东道国的国内法解决，则东道国胜诉的机率大大提高。在投资争端解决方式中，
通过投资仲裁解决争端主要适用国际投资条约，而当地救济依靠的是国内法。那么，究竟是
通过当地救济保障国内法得以适用或是启动投资仲裁机制适用国际投资条约？投资者母国
与东道国在签订投资条约时就会对此展开利益的博弈。该问题在几个国家之间达成区域性的
协定时将显得更为复杂，因为此时涉及到多国之间的投资者与东道国，有的国家希望适用当
地救济突显国内法的地位，有的国家则更看重国际投资条约，希望将争端诉诸投资仲裁机制，
不排除在区域间不适用一个统一的争端解决方式。因此，国际投资法外部层面的多元化现象
也是造成其碎片化的原因之一。
最后，国际投资法内部层面与外部层面的非体系化特征。本文认为，即使国际投资法内
部层面与外部层面存在着多元化现象，但是若在国际投资法领域存在一个体系化的国际投资
条约或者协调机制加以协调，也不会造成国际投资法的碎片化。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试图制定一个全球性的多边投资协定，但是由于其片面保护发达国家及其投资者
利益，招致发展中国家的不满。不仅如此，发达国家之间在条约的例外事项、确定例外的方
法等方面也存在分歧，从而导致该协定的谈判最终搁浅。1此外，基于国际社会是平权式社
会的原因，国际投资领域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全球性的管理机构加以协调国内
法与国际投资条约的适用。因此，这种非体系化的后果必然造成国际投资法的碎片化。
那么，为何国际投资法碎片化的必然性构成北美三国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碎片化的原因？
本文认为，根据举重以明轻的法律推理思想，就整个国际投资法而言，碎片化的格局都具有
必然性，那么北美三国投资争端解决方式这种区域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更是具有碎片化的
特征。首先，北美三国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内部层面呈现多元化，由于众多国际投资条约的
存在，美墨加三国在签订 USMCA 之后，两国之间可以互相签订投资条约，也可以加入其
他自由贸易协定，例如墨西哥和加拿大同时也是加入了 CPTPP，而这些争端解决机制条款
是这些投资条约的必备条款。因此，他们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完全可能不一致。其次，
北美三国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外部也层面也呈现多元化，由于国际投资法的渊源包括国际投
资条约和北美三国的国内立法，三国之间在达成一项新的条约时，完全有可能就争端解决主
要适用国内法亦或是国际条约发生争议。如前所述，这争议背后的争议主要是围绕适用当地
救济或是投资仲裁解决投资争端，各方若对此类事项未持一致意见，则他们之间的争端解决
方式有可能呈现碎片化的局面。最后，北美三国投资争端解决方式内部层面与外部层面的非
体系化。前述提及，整个国际社会都不可能出现一个机构对多元化的情形加以协调，北美国
家之间自然更不会存在，虽然他们之间签订了 USMCA 统一的条约，但是也未规定相应的
协调机制，例如通过上诉机制以及遵循先例制度，去协调争端解决方式不一致的情形。由此
可见，国际投资法碎片化的必然性是北美三国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碎片化原因之一，并且可
谓之根本原因。

1

参见刘笋：
《从 MAI 看综合性国际投资多边立法的困境与出路》
，
《中国法学》2001 年第 1 期，第 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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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碎片化的直接原因：USMCA 弱化投资仲裁机制的差异性
与国际投资法碎片化的必然性这一根本原因相比较，USMCA 弱化投资仲裁机制的差异
性直接导致了北美三国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碎片化。前述提及，随着国际投资结构的变化，
美加两国也具有资本输入国的身份，而 NAFTA 中的投资仲裁机制损害了其公共利益，推动
了 USMCA 变革投资仲裁机制，并且变革的总体方向是弱化投资仲裁机制。但是，我们发
现 USMCA 弱化的程度具有差异性，即取消了美加与加墨之间的投资仲裁机制，限制了美
墨之间的投资仲裁机制，正是因为这种差异性，才直接导致了碎片化的格局。既然 NAFTA
中的投资仲裁机制损害了美加两国的公共利益，那么在谈判和签订 USMCA 的过程中，为
何不主张直接取消投资仲裁机制，反而进行此种差异化的变革？本文认为，是基于国家利益
优先的原则，即美墨加三国在谈判 USMCA 投资仲裁机制的过程中始终把自身利益放在第
一位考虑，由此给区域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所带来的碎片化后果。那么，从何得以体现国
家利益优先原则？本文认为，一个协定谈判所追求的目标指导着具体的谈判事项，因此首先
需证明北美三国谈判 USMCA 的目标是基于国家利益优先原则，其次再分析在投资仲裁机
制事项的谈判过程中如何具体体现该原则以及由此带来的碎片化后果。
就 USMCA 谈判的目标而言，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贯穿于 USMCA 协议文本始终。首
先，该协议没有命名为“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确定为“美墨加协定”。我们知道，“北美”一
词带有国际法色彩，但是 USMCA 却采用“美墨加”一词，可见，突显出国家的地位。其次，
USMCA 删掉了 NAFTA 在序言第 1 段的“bonds”一词1，该词旨在强调缔约方之间的特殊关
系，加入了“anew”一词，该词主要表达“重建合作、重塑友谊”的意愿2，意涵着对于过去北
美三国关系发展方向的否定。我们知道，NAFTA 追求的是北美三国的整体利益，那么，与
之相反则是单个国家的自身利益。最后，更为明显的是，USMCA 并没有强调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目标。在确立协定目标的序言中，只有两处出现“区域”一词，没有提及“一体化”。由此
可见，与 NAFTA 奉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将此作为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谋求经济增长
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的手段相比，北美三国此次谈判 USMCA 的目标更注重国家利益优先。
具体就投资仲裁机制的谈判而言，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美国
主张弱化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投资仲裁机制。本文认为，美国是将以下利益置于优先地
位：第一是本国的公共利益及对外资的规制权。前述提及，美国在 NAFTA 的投资仲裁机制
下多次成为被告，主要是由于间接征收引发的争端，虽然一次也未败诉，但是对其公共利益
的威胁仍然存在。此外，虽然美国从未就违反准入前国民待遇以及最惠国待遇被墨加两国起
诉，但不能保证以后不会发生，若将争端交由投资仲裁机制不能保证一定能胜诉。上述两方
面在对美国公共利益造成威胁的同时也削弱了美国政府对外资的规制权，因为 NAFTA 中的
投资仲裁机制存在着“直通车”式的规定，投资者可以直接绕过东道国当地救济程序将美国起
诉至投资仲裁庭。二是本国的经济利益。前述提及，由于 NAFTA 中的投资仲裁机制“过度”
保护投资者利益，从而推动了美国企业对外投资。从尼克松政府以来的美国历届政府对美国
企业海外投资的这种现象不干预也不限制。但是，在特朗普本人及其核心政策团队看来，大
量美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对美国经济增长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表现在其向海外转移了美国
大量的就业岗位，造成人才和资金的外流。因此，美国主张弱化投资仲裁机制，从而维护本
国的公共利益与经济利益，以及加强本国的规制权。但是，若其他国家的投资者需要投资仲
裁机制的保护，美国却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利益需求。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此举在客
1
2

NAFTA 序言第 1 段。
USMCA 序言第 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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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上看似加强北美三国日后作为东道国的规制权，但若放在 USMCA 框架内，这种转变并
非如此。例如在 USMCA 数据贸易章节中全面禁止东道国的数据本地化要求，完全不顾及
东道国制定的合理公共政策目标和可能的合理规制要求。1此举无疑是为了最大限度保护美
国投资企业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利益。因此，美国主张弱化投资仲裁机制的出发点只是出于维
护本国的利益考虑，并非一般性地强化“东道国”规制权，而是有针对性地强化美国规制权。
三是本国投资者的利益。虽然美国主张弱化了 NAFTA 中的投资仲裁机制，但与墨西哥之间
仍有两大类争端通过投资仲裁机制处理，这无非是为了保护在墨西哥的本国投资者利益，有
关“涵盖政府合同”类型的争端尤为体现。“涵盖政府合同”的争端主要体现在石油、天然气等
特定投资领域，而恰巧美国企业在墨西哥这些特定领域有着较多的投资。美国石油协会主席
杰克·杰拉德曾发表声明：“正在进行的 NAFTA 谈判必须保证美国投资者进入墨西哥新开放
的天然气以及石油市场，并为美国的能源投资提供包括投资仲裁在内的强有力保护，来推进
我们作为全球能源领导者的角色”。2由此可见，美国此举旨在把本国投资者利益作为首要考
虑，却忽视投资仲裁机制对墨西哥公共利益的损害。其次，加拿大在此次投资仲裁机制谈判
中同样是将本国利益放在首位考虑。谈判期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强调他的谈判任务是维护
本国的利益，如果 USMCA 无法保障本国利益，则不签订该协议。3由此明显可以看出，加
拿大主张取消其他两国的投资仲裁机制无非是保障本国的公共利益。本文认为，加拿大此举
同样没有照顾到其他两国投资者利益，虽然加拿大在投资仲裁机制下遭受巨额赔偿，但是为
何不在此次谈判中坚持要求对投资仲裁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此外，加拿大在主张取消投资
仲裁机制的同时也考虑到本国投资者的利益，虽然墨西哥的救济程序不尽人意，但是加拿大
可以将与其之间的投资争端放置在 CPTPP 下的投资仲裁机制解决，从而保障本国投资者的
利益。最后，墨西哥亦是如此。我们知道，墨西哥长期以来坚定维护拉丁美洲国家倡导的卡
尔沃主义，NAFTA 签订的过程中尤为体现了这一点，只是碍于经济原因才予以妥协。此次
美加两国主张弱化投资仲裁机制，恰好符合墨西哥的利益。本文认为，随着墨西哥这十多年
经济实力的增强，可以推测出即使美加两国不主张弱化投资仲裁机制，墨西哥为了本国利益，
也有可能提出该主张。当然，其经济实力与话语权远远不及美加两国，因此墨西哥不可能将
本国利益放到最大化，与美国保留投资仲裁机制印证了这一点。
综上，美墨加三国在投资仲裁机制的谈判中将本国的利益置于优先地位，尤其是美国，
将其利益最大化，体现了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即“美国优先”。然而，既然是区域性协
定，区域内的国家就应从整体利益出发，而并非只周全自身的利益。正因为美墨加三国坚持
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才使得 USMCA 对投资仲裁机制进行差异化变革，最终导致北美三
国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碎片化。

二、裁决不一致的成因
如前所述，碎片化的内涵包括非体系化和多元化两个层面，而这种非体系化以及多元
化将会造成原本各自独立的规则体系间的潜在冲突成为实际冲突或表象冲突，即碎片化的后
果。北美三国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多元化以及非体系化将会造成裁决不一致问题，具体来讲，
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争端解决方式的多元化
1

廖凡：
《从美墨加协定看美式单边主义及其应对》
，
《拉丁美洲研究》2019 年第 1 期，第 50 页。
“Investor Dispute Provision in NAFTA still at Impasse Ahead of Washington Meeting”,
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8/02/21, 23 July 2019.
3
“Trudeau Says NAFTA Deal is Possible by Friday-But only if It’s Good for Canada”, August 28, 201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economy., 23 July 201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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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北美三国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碎片化内涵之一是争端解决方式的多元化，并
且包括内部层面与外部层面的多元化。内部层面的多元化争端解决方式主要针对投资仲裁机
制，包括 USMCA 下的投资仲裁机制和 CPTPP 下的投资仲裁机制，而外部层面的多元化争
端解决方式是指将当地救济同时包括进来。而这种争端解决方式的多元化可能产生裁决不一
致问题。
就投资仲裁机制而言，首先，国际仲裁庭具有临时性。根据 USMCA 和 CPTPP 的规定
设立的投资仲裁法庭是建立在临时基础上的，在解决争端之后，仲裁庭便随之解散。试想，
随着投资争端逐渐增多的情况下，那么设立的仲裁庭也就越来越多。数量众多的国际仲裁庭
作为各自独立的个体在解决相同或相类似的投资争端时难免会产生裁决不一致的问题。以
“NAFTA 系列案件”1为例，每个案件的仲裁庭对 NAFTA 第 1105 条第 1 款“公平公正待遇条
款”的解释并不相同，S.D.Myers 仲裁庭将其解释为应当被国际法上“最低待遇标准”所囊括，
而 Pope&Talbot 仲裁庭认为“公平公正待遇”应当被视为“额外的待遇”，Metalclad 仲裁庭将“公
平与公正待遇”视为一种积极权利。由此可见，诸多临时性的仲裁庭会引发裁决不一致问题。
2
其次，仲裁庭价值取向具有多元性。一般说来，仲裁庭的价值追求取决于仲裁庭的功能定
位。劳特派特认为“仲裁庭的功能就是解决争端。”3David Caron 认为，“仲裁庭的功能在于
实现法治”4若仲裁庭在审理案件时，为实现不同的功能，追求不同的价值，当然有可能对同
一案件作出不一致的裁决。以“SGS 系列案件”5为例，两个案件的投资者均通过援引条约中
的保护伞条款，希望仲裁庭将东道国违反投资合同的行为认定为违反条约。在“SGS 公司诉
巴基斯坦案”中，仲裁庭担心保护伞条款所涵盖的范围可能无限制扩张，由此造成投资者与
东道国的利益严重失衡。与之相反，在“SGS 公司诉菲律宾案”中，仲裁庭根据字面含义，将
东道国违反合同的行为上升为违反条约的行为。可见，前一案中，仲裁庭只是单纯为解决争
端，而在后一案中仲裁庭考虑到社会公共价值，由此导致两个案件的裁决不一致。最后，解
释方法的多元性。国际投资条约文本具有模糊性，所以条约的解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
条约解释方法由《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6予以确定，但使用方法却没有任何规定。因
此，在不同解释依据下，难免会产生裁决不一致的问题。例如，在“Argentina 系列案件”7中，
有的案件的仲裁庭是通过文本对比方法进行解释，有的则是基于对条约目的和宗旨的考量进
行解释，或是根据当事方在缔约时的意图进行解释等。根据不同的解释方法，仲裁庭最后得
出的结论当然不一致。由此可见，当墨西哥投资者与加拿大或美国解决同一投资争端，在分
1

“NAFTA 系列案件”是指“S.D.Myers 案”、
“Metalclad 案”、
“Pope&Talbot 案”。S.D. Meyer, Inc. v. Canada, Awa
rd(2000) (UNCITRAL)；Metaclad Corp. v. United Mexican States, ICSID(W. Bank)Case No.ARB(AF)/97/1
(2000)；Pope & Talbot, Inc. v. Canada, Award(2001)(UNCITRAL).
2
Ten Cate,Irene M, The Costs of Consistency:Precedent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Columbia Journ
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51,p.418,2013.
3
Lauterpacht,H, The Function of Law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larendon Press, 1993,at p.423-5.
4
Caron,D.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Their Role Amidst a World of Courts, (2011)26 ICSID Rev.
1.
5
“SGS 系列案件”是指“SGS 公司诉巴基斯坦案”、“SGS 诉菲律宾案”。SGS Société Générale de Surveillan
ce S.A. v.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ICSID Case No. ARB/01/13)；SGS Société Générale de Surveilla
nce S.A. v.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ICSID Case No. ARB/02/6).
VCLT. Art. 31.
7
“Argentina 系列案件”是指 CMS 案、Enron 案、LG&E 案、Sempra 案、Continental 案。CME Czech Repu
6

blic B.V. v. The Czech Republic, UNCITRAL, Final Award(Mar.14 2003)；Enron Creditors Recovery Cor
poration (formerly Enron Corporation) and Ponderosa Assets, L.P. v. Argentine Republic(ICSID Case No.
ARB/01/3)；LG&E Energy Corp., LG&E Capital Corp. and LG&E International Inc. v. Argentine Republi
c(ICSID Case No. ARB/02/1)；Sempra Energy International v. Argentine Republic(ICSID Case No. ARB/
02/16)；Continental Casualty Company v. Argentine Republic(ICSID Case No. ARB/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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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适用 CPTPP 以及 USMCA 的投资仲裁机制的情形下，基于上述事由，有可能会拿到两份
不同的裁决。
就当地救济而言，包含的争端解决方式更为复杂多元。前述提及，有关当地救济的救济
程序在实践中仍存有争议，即使认定为仅限于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一个国家国内的法院以
及行政机关的数量也非常之多，同样会如上述仲裁庭一般，追求的价值以及对条文解释的方
法并不相同，面对同一争端同样有可能出现裁决不一致的情形。并且，有的投资争端在北美
三国两两之间都有可能通过当地救济解决。我们知道，每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存在着差异，对
同一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规定。那么，当一国的投资者分别在其他两国进行投资，当对同一投
资争端分别通过各国国内救济程序解决时，裁决不一致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
由此可见，投资者就同一类型的争端与其他两国分别解决时，无论是启动投资仲裁机制，
亦或是通过当地救济的争端解决方式，都会出现裁决不一致的情形。那么，有的投资争端与
其中某一国是通过投资仲裁解决，在另一国是通过当地救济解决，最后拿到的裁决完全可能
不一致。
（二）争端解决方式的非体系化
北美三国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碎片化内涵不仅包括争端解决方式的多元化，而且包括争
端解决方式的非体系化。如前所述，争端解决方式的多元化是导致裁决不一致的原因之一，
但若存在体系化的机制加以协调，如遵循先例制度或上诉制度，也不会出现裁决不一致的问
题。
就遵循先例制度而言，USMCA 以及 CPTPP 中投资仲裁机制尚未构建起统一的先例制
度，USMCA 附件 14-D 第 13 条规定：“仲裁庭裁决仅对争端双方和所涉案件具有约束
力。”1CPTPP 第九章第 9 条 29 款作出了同样的规定。2由此可以看出，仲裁庭没有义务遵循
先例。虽然先例不能约束仲裁庭，但是仲裁庭仍旧可以在审理程序中参考之前的裁决。在国
际仲裁实践中，有部分仲裁庭会引用、参考之前的裁决，有时候甚至会直接遵从原先的裁决。
但是，只有在仲裁庭确信“先例”的推理是足够有说服力，才需要遵循。由于仲裁庭没有义务
遵循先例，因此，仲裁庭在解释条约时，仲裁庭否定另一仲裁庭的观点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十
分普遍。而在当地救济中，虽然法院存在判例制度，但是对平行的其他法院没有约束力。以
美国判例制度为例，在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只需遵守地区内的上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的判例，
而无需遵守其他地区的区法院的判例。在 1978 年 Colby v.J.C. Penny Co.案中，大法官波斯
纳曾指出，“本巡回区的区法官不必遵循本巡回区内其他区法院的判决，更不用说其他巡回
区法院的判决。”3
就上诉机制而言，USMCA 以及 CPTPP 中投资仲裁机制尚未构建上诉机制。由于投资
仲裁机制脱胎于传统商事仲裁，一裁终局一直以来是投资仲裁的特点。商事仲裁遵守一裁终
局规则，因其提高了争端解决效率，该规则曾被人们大为赞赏。可是也正由于在一裁终局规
则下，案件没有可转圜的余地，对于仲裁庭不一致裁决也无法得到检查、修正。而在当地救
济中，虽然每一国国内法院都建立了上诉机制，国内能保证一致性的裁决。但是，若从北美
三国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整体进行观察，依然不能保证与其他国家国内法院的裁决一致。

1

USMCA, Art. 13 of Annex 14-D.
CPTPP, Art. 9. 29.
3
Ten Cate,Irene M, The Costs of Consistency:Precedent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Columbia Journ
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51,p.418,2013.
2

1149

由此可见，单独考察投资仲裁机制和以国内法院为代表的当地救济程序，都不存在体系
化的机制对仲裁庭以及法院作出的裁决加以协调。如前所述，对于有的投资争端在一国是通
过投资仲裁机制解决，在另一国是通过当地救济解决，两种争端解决方式裁决不一致的机率
非常之高，同样不存在体系化的协调机制。

三、裁决不一致的危害
调整跨国经贸活动的投资规则对于国际经贸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否为国际经贸往来
的参与者提供确定的指引，将很大程度上影响跨国经贸的有序发展。然而由于北美三国两两
之间解决同一投资争端时，通过相应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最后作出的裁决不一致，有可能使
人们怀疑调整国际投资的规则是否具备应有的确定性和一致性，从而引发投资规则的合法性
危机。另一方面，投资争端的裁决关乎到投资者利益，投资者趋利避害，将选择相应的国家
进行投资，如果长期朝着该方向发展，将会阻碍区域化投资进程的推进。
（一）引发投资规则的合法性危机
对跨国投资的参与者而言，国际投资规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直接决定其实施的经
济活动能否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投资规则及其适用若缺乏确定性和一致性，则会对跨国投
资的参与者继续遵守规则造成不利的影响，进而引发合法性危机。学者 Thomas Franck 认为
投资规则的合法性要素包括“确定性”、“象征性批准”、“一致性”和“依附性”四个客观要素。1
确定性和一致性两个要素对于规则的合法性至关重要，并且决定着规则的可靠性以及投资者
对规则的预测性。当预测性和可靠性减少时，东道国和投资者将无法根据投资规则规范自身
的投资行为，从而减损投资规则的合法性。
确定性是指投资条约中规定的投资者和东道国的权利义务应当清楚且不含糊。但由于不
可能预见所有情形，国家之间为促成国际投资条约的达成将会使用大量模糊性的词语，这样
将会使投资规则缺乏确定性，从而导致规则难以产生服从力。然而，即使规则本身缺乏清晰
透明度，但是伴随着诉讼程序中的逐案适用，一些模糊性的概念经过裁判者的解释，同样可
以使规则具有确定性。2换言之，在国际投资领域，我们同样也可以通过一个官方权威机构
来解释这些规则，使其具有确定性。然而，在北美国家投资争端解决过程中，通过两两之间
的投资仲裁程序亦或是当地救济程序作出的裁决，无非是在制造不确定。
一致性是合法性的另一关键要素。一致性要求规则解释和适用的一致性，以促进规则可
被感知的公平和正义。其主要表现为在同一法律体系下规则必须以“相似案件，相同处理”
的方式加以适用。按照 Thomas Franck 的观点，一致性要求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来作为“连
接性原则”或者“连通性原则”，通过该类原则将规则或规则的适用进行合理有效地连接，从
而使其获得合法性。3可以推断出，同一规则在不同情形下适用并不会有损规则的合法性，
只要通过普遍适用的原则对规则适用不一致的情形进行连接，得到一个公平合理的解释即可。
4
同样，在北美三国投资争端解决过程中，如果裁决不一致可以通过普遍适用的原则证明其
1

Thomas M.Franck, The Power of Legitimacy among N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at 24.

2

Susan D. Franck, The Legitimacy Crisis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Privatizing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T
hrough Inconsistent Decision，Fordham Law Review,Vol.73,2005.
3

Ten Cate,Irene M, The Costs of Consistency:Precedent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Columbia Journ
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51,p.418,2013.

4

Jose E. Alvazez, The Quest for legitimacy:An Examination of the Power of Legitimacy among Nations
by Thomas M. Franck, 24 N.Y.U.J. Int’I L. &PoI. 199,1991-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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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正当性，就不会损害到投资规则的合法性。然而，就目前而言，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普
遍适用的原则。
综上，裁决的不一致使得投资规则无法通过北美三国的投资争端解决程序实现其权利义
务的确定性和一致性，使北美三国及其投资者难以根据既有的投资规则预测其行为可能产生
的后果，进而引发投资规则的合法性危机。
（二）阻碍区域化投资进程的推进
国际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跨国投资者进行对外投资对于促进东道国和投资者
母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投资者母国的角度来看，投资者通过海外投资，可以加强
在海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及时供应国外原材料，利用国外的廉价劳动力，取得高额利润，从
而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从东道国的角度来看，东道国通过利用外资加速基础
设施的建设，扩大出口，增加就业，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1在达成区域性贸易和投资协定
的几个国家之间，国际投资更是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北美三国之间，美墨加可以相互合作，
通过相互投资推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从而促进区域经济整体的发展。具
言之，北美三国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当投资进程整体推进的情况下，区域整体的经济才能
快速发展，但是，若出现失衡的情况，则将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最终也会影响到区域内各
国的经济发展。
投资者对外投资考量的因素包括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投资母国的投资政策等。当然，争
端解决机构最后作出的裁决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若投资者在投资争端中败诉，将会打
消投资者到该国进行投资的积极性。相反，若针对同一投资争端，投资者在其他国家投资发
生争端后胜诉，投资者当然更愿意在该国进行投资。如前所述，在当今北美三国投资争端解
决方式碎片化的格局下，两两之间解决同一投资争端有可能出现裁决不一致的情形。投资者
经过考量之后，将选择对应的国家进行投资。例如，墨西哥投资者同时在美国以及加拿大投
资石油、天然气等领域，若与两国发生纠纷，那么在美国的墨西哥投资者基于“涵盖政府合
同”可以直接对美国提起投资仲裁，但是在加拿大的墨西哥投资者则只能首先在加拿大进行
当地救济，若救济程序不满意方能请求母国启动外交保护程序，因为 CPTPP 冻结了“投资授
权”以及“投资协议”条款，即这两类争端的解决不能诉诸投资仲裁机制。投资者通过这两种
救济程序获得的裁决结果完全有可能不一致。若墨西哥的投资者在哪一方胜诉之后，将有可
能长期在该国进行石油、天然气等行业的投资，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将不会在另一国进行
此类投资。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例，正如前文所述，有非常多相同或相类似的投资争端，北
美三国两两的争端解决方式都不一致，最后裁决不一致的可能性也非常之高。此外，虽然在
NAFTA 的投资仲裁机制下，由于仲裁庭设立的临时性，也有可能出现裁决不一致的情形。
但是北美三国之间无论发生什么投资争端都只适用一套投资仲裁机制，没有其他选择。在
USMCA 变革后的碎片化格局下，争端解决方式既包括当地救济亦包括投资仲裁，而在这两
种争端解决方式中，适用投资仲裁显然更有利于投资者，因此，投资者通过在对应的国家投
资从而选择有利的争端解决方式，其母国也会制定相应的投资政策鼓励投资者去相应的国家
进行投资，若长期按此方向发展，将会阻碍区域化投资进程的推进，那么将不利于区域经济
整体的发展，最终也会对美墨加三国各自的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1

参见余劲松：
《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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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争端解决方式碎片化的内涵包括两个层面，即争端解决方式的
多元化和争端解决方式的非体系化。由于国际投资法领域的碎片化格局具有必然性，根据举
轻以明重的法律推理思想，北美三国投资争端解决方式这种区域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更是
具有碎片化的特征。因此，国际投资法碎片化的必然性是北美三国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碎片化
的根本原因。美墨加三国在投资仲裁机制的谈判中将本国的利益置于优先地位，恪守国家利
益优先的原则，使得 USMCA 对美加、美墨之间的投资仲裁机制进行差异化变革，直接导
致北美三国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碎片化。此外，本文通过分析投资争端案例进一步论证，争
端解决方式的多元化和非体系化将会造成裁决不一致的问题。因为北美三国的投资争端解决
方式包括投资仲裁和当地救济。投资仲裁庭的临时性，投资仲裁庭价值取向的多元性，条约
文本解释方法的多元性，每一个因素都可能独立导致在处理相同的争端出现裁决不一致的情
形，而当地救济包含的争端解决方式更为复杂多元，并且北美三国不存在诸如遵遁先例制度、
上诉机制等体系化的协调机制。裁决不一致可能使人们怀疑调整国际投资的规则是否具备应
有的确定性和一致性，从而引发投资规则的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投资争端的裁决关乎到
投资者利益，投资者趋利避害，将选择相应的国家进行投资，如果长期朝着该方向发展，将
会阻碍区域化投资进程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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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among three
Countries in North America:Taking inconsistent award as an example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 Mexico - Canada Agreement (USMCA) replaces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which was signed by three North American leaders at
the G20 summit on November 30, 2018. The new agreement has modified the investment chapter,
including reforming the investment arbitration mechanism in NAFTA, changing the main tone of
protecting investors' interests in the past, advocating weakening the investment arbitration
mechanism and emphasiz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public interests of the host country. Specifically,
USMCA abolished the investment arbit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Canada and Mexico , and
restricted the investment arbit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us
exerting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among the three countries in
North America. On the whole, the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of the three countries in North
America are fragmented. The fragmenta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non-systematization of dispute settlemen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lies in the inevitability of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while the direct reason lies in the difference of
USMCA weakening investment arbitration mechanism. However, the fragmentation of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will lead to inconsistent award in the settlement of the same type of investment
dispute among the three Countries in North America. On the one hand, inconsistent rulings will
lead to the lack of certainty and consistency of investment rules, which will lead to the legitimacy
crisis of investment rules. On the other hand, investors tend to seek advantages and avoid
disadvantages. They will choose countries that are favorable for their decisions to invest, but this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progress of regional investment in North America and thus hinder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ll countries.
Key words：Fragmentation;dispute settlement;inconsistent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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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中国模式的构建
陈星宇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44）

摘 要：当前正处于全球治理变革的关键时期，ISDS 机制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动向。
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下的 ISDS 机制该何去何从？“一带一路”区域内的投资争端解决具有特殊
性，“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加重了现行 ISDS 机制面临的困境还带来了新挑战，现行 ISDS 机制无法有效满足
“一带一路”区域内的投资争端解决需求。鉴于此，我国作为双向投资大国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有
必要积极参与全球 ISDS 机制改革，在建立全面、灵活投资争端解决体系的视角下从制定投资争端预防政策
（DPPs）、引入替代性争议解决方法（ADR）以及改良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三方面构建中国
模式，以期对 ISDS 机制的升级及国际投资规则的重塑有所助益。
关键词：“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改革；ISDS；DPPs；ADR

以国际投资仲裁为核心的传统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简称 ISDS）在
运行中暴露出诸多弊端，饱受各方的批评与质疑，政府指责国际投资仲裁挑战公共政策，仲裁庭对公共利益有过
于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投资者则抱怨仲裁裁决结果的不可预测性、效率低下、成本高。1ISDS 机制一度陷入“正当
性危机”(legitimacy crisis)。2为解决这一问题，国际社会提供了多种改革方案，主要分为改良派、改革派、拒斥派
三大阵营。在这一大背景下，如何探索出一套既符合我国自身利益诉求又回应各方关切的中国方案，已成为我国
对外投资纵深推进的关键问题。本文将针对现行 ISDS 机制面临的困境及“一带一路”语境下的新挑战，借鉴国际
社会不同改革方案的发展经验，结合中国自身的利益诉求与角色定位，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视角探讨 ISDS 改革
浪潮中的中国模式。

一、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中国模式的必要
性
为什么需要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中国模式？一方面，“一带一路”区域内
投资争端解决的特殊性使现行 ISDS 机制存在的系统性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在为区域内
投资合作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
（一）现行ISDS机制面临的困境加重
根据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简称ICSID） 发布
的数据，“一带一路”沿线66个国家中有53个国家签署并批准了《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Conve
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又称《华盛顿公
约》），有63个国家在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简称BITs）中选择过 ICSID 作为
第三方机构，占比为95.45%。3以中国为例，截止2019年，中国对外签订的BITs总数已超150份，其中有93份选择 I
CSID 作为第三方机构，占比约62%。4可以说，ICSID 仲裁机制是“一带一路”区域内乃至全球最主要的ISDS机
制，本部分将以 ICSID 仲裁机制为例探析现行ISDS机制在“ 一带一路”区域内困境加重的局面：

1. 透明度缺失


陈星宇：北京交通大学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See Jean E. Kalicki & Anna Joubin-Bret, “Reshaping the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Journeys for the 21st Centur
y，2015，p.1.
2
See Susan D. Franck, “The Legitimacy Crisi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Privatizing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through Inconsi
stent Decisions”, Fordham Law Review, 2005,Vol. 73,No. 4, pp. 1521-1625.
3
鲁洋：《论“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的创建》，《国际法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83-97 页。
4
See ICSID,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Database”,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Pages/Resources/Bilateral-Investment-Treaties-Datab
ase.aspx#a33, visited on 10 July 20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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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区域内的投资争端解决对透明度的要求较高。全球化智库 CCG 研究课题组对2018年中国企业
对外投资的调查分析报告显示，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等
领域，分别占比为41%、27%（详见图一）。5这些领域的投资仲裁案件裁决结果不仅涉及大额经济赔偿，还关系
到东道国的经济主权与公共利益，因此东道国国民对案件处理过程与裁决结果享有知情权。然而 ICSID 仲裁程序
遵循普通商事仲裁的保密性原则，只有取得争端双方同意才能公开审理，外国投资者为了保护市场信誉和避免商
业秘密泄露，往往选择不公开审理，东道国国民的知情权难以得到保证。虽然 ICSID 在近年来的修订工作稿中提
议“如果当事人在 ICSID 裁决和撤裁决定作出之日起60日内未提出反对意见的，则视为当事人同意该 ICSID 裁
决或撤裁决定的公开。”但“默示同意”规定能否取得三分之二缔约国的同意以及保密文件的公开程度等问题仍
有待考究。透明度缺失是现行 ISDS 机制存在的极大弊端，如果不能有效协调仲裁程序的保密性与东道国国民知
情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现行 ISDS 机制的信任度将不断降低。

图一：受调查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行业领域
2. 过于商事化
投资仲裁的商事性是引发现行 ISDS 机制“正当性危机”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仲裁程序在维持国家主权与
私人利益平衡方面存在天然的局限性。在仲裁程序中，投资者与东道国被视作平等主体，一些仲裁程序直接触及
东道国的经济主权与司法主权。实践表明 ICSID 仲裁机制对私人投资者利益存在倾向性保护，过分侵害东道国的
发展权、公共利益的现象频发；6另一方面，投资仲裁易引发滥诉现象。ICSID 仲裁机制是给外国的投资者控诉东
道国的便捷渠道，投资者较东道国具备更强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投资者对东道国的管理行为可以任意提出指控，
任何对企业利润的获得或者提升有消极影响的东道国管控措施都可以成为起诉东道国的正当理由，而这些管理行
为是否存在歧视，或者是否基于合法目的则不予考虑。7阿根廷、南非等国就曾因外国投资者滥诉陷入国家财政危
机，8玻利维亚、尼加拉化、委内瑞拉等国家甚至相继退出《华盛顿公约》。

3. 仲裁成本高
投资仲裁成本不仅包括费用成本还包括时间成本，其中费用成本又包含当事人费用（Party Costs）和仲裁费用
5
6

参见王辉耀,苗绿：《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9 页。
See Stephan W. Schill, “Reforming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Options for the Way For
ward”, The E15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CTSD) and World Economic Forum, July
2015, p.3., http://e15initiative.org/wp-content/uploads/2015/07/E15-Investment-Schill-FINAL.pdf.

7

刘笋：《建立国际投资仲裁的上诉机制问题评析》，《现代法学》2009 第 5 期，第 122-130 页。

8

1990 年以前，阿根廷从未与任何国家签订过 BIT，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全力引进外商投资，签署了 55 个双边
投资协定，并加入 ICSID。2001 年在国际资本冲击和国内管理失当的双重打击下，阿根廷经济崩溃、社会失序，许多外国投资者以
紧急政策侵犯自己利益为由，通过各类平台对阿根廷政府提起诉讼，其中通过 ICSID 的总诉讼数量就达到 43 个，使得阿根廷成为
在 ICSID 被诉讼数量最多的国家，涉及赔偿总额 800 多亿美元，而 2002 年阿根廷全年 GDP 仅为 1020 亿美元。南非情况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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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bunal Costs）。根据国际知名律所Allen & Overy的调查研究，2013年至2017年5月期间审结的仲裁案件，平
均结案时间为3.8年，9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平均开支的当事人费用分别为741.4万美元与518.8万美元，ICSID 与 UNC
ITRAL 案件的平均仲裁费用分别为104.2万美元与138.4万美元。 10“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
衡，贫富悬殊较大。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对全球GDP的最新统计数据，112017年全球GDP增长
率为3.1%，“一带一路”区域内的一些新兴国家GDP增长率大于5.36%，但区域内大部分国家GDP增长率在1.24%2.66%之间，低于全球GDP增长率，这些国家财政实力较弱，一旦陷入投资仲裁案件的泥沼将会给国家财政带来沉
重打击，长此以往将不利于区域内投资合作的长足发展。
4. 欠缺公正性
投资仲裁欠缺公正性也是导致既有 ISDS 机制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主要体现在仲裁员的公正性与裁决的一
致性两方面：数据表明，ICSID 案件中任命的仲裁员、调解员和专设委员会成员有47%来自西欧，21%来自北美，
11%来自南美。12“一带一路”沿线66个国家中有48个发展中国家，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仲裁员、调解员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环境并不了解，通常以发达国家司法环境孕育的惯有思维审理案件，容易出
现偏袒发达国家投资者的情况。有学者甚至直接批评 ICSID 已经沦落为“商人的法庭”（the businessman’s cour
t），仲裁员为了今后能再次被指定审理案件，更倾向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13虽然“一带一路”区域内大量发展
中国家在对外签订的 BITs 中引入 ICSID 仲裁机制，但多为缔约双方均为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就裁决结果而言，
投资仲裁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与“一案一结”、“一案一团”的裁决方式使不同仲裁庭对条约实体规则的解读
差异较大，常常出现裁决自相矛盾的情况，难以保障裁决的一致性与连贯性。另外，投资仲裁缺乏对裁决的审查
和纠正机制，“一裁终局”的性质使不当裁决难以获得有效的监督与纠正。虽然 ICSID 设有裁决撤销制度，但目
前仍存在实体性审查缺失、撤销理由认定标准不一致等问题，没有充分发挥该制度的实际效用。
5. 裁决执行难
投资仲裁裁决执行难度大，Micula vs. Romania案中 ICSID 仲裁裁决在英国承认和执行的一波三折即为典型
例证。虽然 ICSID 的裁决具有强制约束力，但实践中裁决的执行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败诉方的赔付意愿和
赔付实力、国际社会的压力、东道国的执法能力等等。对于投资者赔付东道国的案件，由于双方主体地位不平
等，经济实力悬殊，致使很多投资者以此为理由拖欠、削减甚至拒绝支付赔偿金。对于东道国赔付投资者的案
件，ICSID 裁决过高的赔偿金也远远超过了低收入国家的支付能力，这种情况下一些无力偿付的低收入国家可能
以国家主权豁免原则来对抗裁决的执行。除此之外，“一带一路”区域内不仅有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
还有伊斯兰法系国家和印度法系国家，不同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大相径庭，国家间的法治水平也十分不均衡，部
分国家法制体系不健全，执法水平落后，无形中加大了裁决的执行难度。
（二）“一带一路”语境下的新挑战
“一带一路”区域内的投资争端解决除了需要化解现行 ISDS 机制在区域内困境加重的局面，还面临着“一带
一路”语境下的新挑战，集中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 对投资安全要求高
“一带一路”区域内的投资合作对于投资安全的要求较高，须采取有效的风险防控措施。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日益密切，投资项目不断增加，投资金额大幅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 年全年我国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 150 亿美元，占对外总投资比重比上年提高 0.6 个百分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对华直接投资金额 84 亿美元，增长 30.6%。14活跃的投资环境孕育着各类投资风险，虽然近年来“一带一路”

See Matthew Hodgson & Alastair Campbell,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Cost, Duration and Size of Claims All Show Steady I
ncrease”, https://www.allenovery.com/en-gb/global/news-and-insights/publications/investment-treaty-arbitration-cost-duration-and-size-of-c
laims-all-show-steady-increase.
10
See Matthew Hodgson & Alastair Campbell, “Damages and Cost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Revisited”, Global Arbitration R
eview, https://globalarbitrationreview.com/article/1151755/damages-and-costsin-investment-treaty-arbitration-revisited.
11
See UNCTAD, “Infographics”,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EN/Infographics.html#&gid=2018&pid=GDP%20growth%20in%202017, visi
ted on 1 March 2020.
12
See ICSID, “The ICSID Caseload-Statistics (Issue 2020-1)”,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Documents/resources/The%20ICSID%20Cas
eload%20Statistics%202020-1%20Edition-ENG.pdf, visited on 10 March 2020.
13
See Michael Waibel & Asha Kaushal & Kyo-Hwa & Liz Chung & Claire Balchin. “The Backlash against Investment Arbitration:
Perceptions and Reality”, Lond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0, pp.212-213.
14
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
913.html, 2020 年 7 月 17 日访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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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安全指数普遍提升，相关投资机遇大于风险。15但区域内的投资风险防控问题仍不容小觑。“一带一路”沿线
共 66 个国家，各国政治环境、经济状况、法律制度、社会环境差异较大。加之覆盖区域是安全问题多发区，民
族、宗教、领土纠纷、资源争夺、毒品、有组织犯罪等问题引起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国家间
信任度较低。 16这些因素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中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等发生频率较
高，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风险防控措施，大量潜在投资风险将逐步转化为实际争端。根据 UNCTAD 发布的《2019
年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案件报告》，截止 2020 年 1 月 1 日，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端案件累计达 1023 件，其中
至少有 349 件案件尚未结案。17“一带一路”倡议的覆盖与辐射区域包括中东和北非、东欧和中亚、东南亚和太平
洋地区，而在 2019 年 ICSID 新注册的案件中，约 29%案件的被诉东道国来自“一带一路”倡议覆盖与辐射的区域
内。18
2. 既有ISDS规则碎片化
“一带一路”区域内既有的 ISDS 规则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难以为区域内的投资争端解决提供全面的制
度保障。一方面，既有 ISDS 规则尚未覆盖“一带一路”区域内的所有国家。双边 ISDS 机制仅适用于签订缔约两
国之间的投资争端。虽然全球性多边 ISDS 机制历史悠久，缔约国数量大，制度相对成熟，但并非“一带一路”沿
线的所有国家都加入了相应的国际公约，未加入相关条约的国家无法利用相应的 ISDS 机制。就《华盛顿公约》而
言，区域内还有 13 个国家没有加入该公约，其中俄罗斯虽已签署但还未批准该公约生效，ECT 的缔约国就更少
了。目前，区域内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适用于“一带一路”域内所有国家的 ISDS 规则体系。
另一方面，，并非“一带一路”区域内的所有投资争端都可提交 ISDS 机制解决，既有 ISDS 规则仅适用于有
限的争端范围内。首先，既有 ISDS 规则受制于条约中的保留与例外条款。比如中国就对《华盛顿公约》第 25 条
第 4 款作出保留，声明中国政府只将关于征收、国有化补偿款额的投资争端提交 ICSID 解决；其次，在运用“一
带一路”区域内既有 ISDS 机制时，还面临国际条约对投资领域的限制以及国际投资协定（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IIA）对“合格投资”类型、可提交争端解决范围的限制。ECT 仅解决能源领域的投资争端，MIGA
争端解决机制仅解决其承保范围内（MIGA 只向政治风险提供担保）的投资争端。不同 ISDS 机制对“合格投资”
的标准也不同，比如 ICSID 规则规定可提交解决的“合格投资”既需要符合争端双方所属国 BITs 中的“投资定
义”还需遵循《华盛顿公约》第 25 条，《华盛顿公约》第 25 条明确规定 ICSID 仅解决投资者-东道国争端，并且
限于由直接投资产生的法律争端。约 60%的 BITs 规定，只有“涉及征收补偿款额的争端”才可以提交仲裁。19只
有不足 1/4 的 BITs 允许将所有由投资引发的争端提交仲裁，其中半数以上还要求投资者在将争端提交仲裁前用尽
当地行政复议程序。20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国际仲裁机构行使管辖权的难度。
3. 价值取向冲突
投资仲裁导致的利益博弈的对抗局面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理念与目标存在严重的价值冲突。“一带
一路”建设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致力
于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合作目标。如今，“一带一路”倡议获得了全球 100 多个国
家和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组织的积极支持与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 ISDS 机制应秉承“一带一
路”倡议的原则、理念与合作目标，兼顾“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利益，平等保护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合法权益，
营造公平公正、稳定高效的法治环境，为区域内国际投资的向好态势保驾护航。
然而，投资仲裁往往使投资者与东道国陷入利益博弈、争锋相对的对抗局面，不利于投资者与东道国共同利
益的最大化，甚至导致投资者与东道国合作关系破裂。据 UNCTAD 调查显示，大部分国际投资仲裁案件都使得投
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合作不断恶化以至难以修复的地步。21这一结果不仅违背了东道国政府希望吸引外资投入
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也不符合投资者通过投资行为实现长期经济效益增长的经营目标，显然与 “一带一
路”倡议的价值取向相悖。

15

16
17
18
19
20
21

参见计金标,梁昊光：《“一带一路”投资安全蓝皮书：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安全研究报告（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
8 年版，第 13 页。
王海运,赵常庆等：《“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背景、潜在挑战和未来走势》，《亚欧经济》2014 年第 4 期，第 9 页。
See UNCTAD, “Fact Sheet o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Cases in 2019”,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iaepcbinf
2020d6.pdf, visited on 17 July 2020.
See ICSID, “The ICSID Caseload-Statistics (Issue 2020 -1)”,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Documents/resources/The%20ICSID%20Ca
seload%20Statistics%202020-1%20Edition-ENG.pdf, visited on 17 July 2020.
同上注。
石静霞,董暖：《“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武大国际法评论》2018 第 2 期，第 1-24 页。
See UNCTAD: “Investor-State Disputes: Prevention and Alternatives to Arbitration”, http://unctad.org/en/pages/PublicationArchive.asp
x? publicationid=422, visited on 12 Jul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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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治理变革时期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动向及主要特征
现行 ISDS 机制难以有效应对“一带一路”区域内投资争端解决的形势与需求，亟须完善与改革。然而 ISDS
改革不止是关系“一带一路”区域内投资格局与争端解决的重要问题，还是当前全球治理变革时期国际投资规则
整合与重塑的关键议题。国际社会在传统 ISDS 机制存在诸多弊病亟须改革的问题上已达成共识，现就宏观改革方
向与微观改革方案仍争论不休。基于对现行 ISDS 机制利用程度与利益诉求的差异，国际社会主要形成改良派、改
革派、拒斥派三大阵营，分别呈现出“去商事化”、“司法化”、“政治化”的不同特征。随着不同改革方案的
推进，投资仲裁在解决投资争端方面的传统优势将被削弱，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正在朝着更加切实可行的多元
并举方向转型发展。22
（一）ICSID、美国等代表的改良派：去商事化
以 UNCITRAL、ICSID、美国为代表的改良派主张在保留现行 ISDS 机制的框架下，从多个方面对进行“小修
小补”。
美国是现行 ISDS 机制的积极拥护者。实践中，美国也是启动 ISDS 机制最频繁的国家，并且在半数以上的已
决案件中获得了有利结果。在 1994 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生效后，美国政府频频被诉，尽管尚未有
败诉经历，但美国已经在其 2004 年 BITs 范本中对 ISDS 机制适用范围予以明显收缩。2012 年 BITs 范本在延续 20
04 年范本这一特点的同时，进一步对仲裁员的选任和仲裁程序做了规定；2015 年，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TPP）又对 ISDS 机制进行了进一步改良，细化了磋商谈判机制、仲裁员选择程序、反请求机制，优化
了法庭之友介入规定，增加了仲裁程序透明度要求、提高效率和控制成本要求等，TPP 文本中 ISDS 规则一度成为
ISDS 机制“去商事化”的改良示范模板。虽然 2017 年 1 月美国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退出了 TPP，但最终经
过另外 11 个 TPP 成员国的努力，2018 年 3 签署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全面承继了 T
PP 文本中的 ISDS 规则。2018 年 11 月，美国主导签署了《美墨加协定》（USMCA）以替代原有的 NAFTA，US
MCA 在形式上仍保留了 NAFTA 中大部分的 ISDS 规则。
ICSID 与 UNCITRAL 等国际组织也采取了诸多改革措施推进现行 ISDS 机制改革。历史上，ICSID 规则一共
经历了四次修订，由于近年来对 ISDS 机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2016 年 10 月，ICSID 正式启动对 ICSID 规则的
第五次修订计划，并分别于 2018 年 8 月、2019 年 3 月、2019 年 8 月、2020 年 2 月发布了共计四份修订工作稿。
除了 ICSID，UNCITRAL 也在一直致力于 IIA 的升级与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改革，试图为各国的国际投资政策，
包括 ISDS 机制的改革勾勒出可供选择的路线图。2013 年 7 月，UNCITRAL 通过《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约仲裁
透明度规则》（以下简称《透明度规则》），旨在提高 UNCITRAL 仲裁程序的透明度。2014 年 7 月， UNCITRA
L 又通过了《联合国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约仲裁透明度公约》（又称《毛里求斯透明度公约》），扩大了《透
明度规则》的适用范围，意图使那些希望采纳 UNCITRAL 透明度规则的国家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将其适用于它
们现有的投资者仲裁机制。2017 年 7 月，UNCITRAL 第 50 次委员会会议作出决定，授权第三工作组讨论 ISDS 机
制的现存问题、改革必要性和潜在的改革方案。2020 年 5 月，ICSID 秘书处和 UNCITRAL 联合发布了《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中仲裁员行为准则（草案）》。草案本身是 ICSID 和 UNCITRAL 秘书处依据 UNCITRAL 第三工
作组会议成果和 ICSID 仲裁规则修订发展而来。UNCITRAL 启动的 ISDS 改革有可能改变整个投资仲裁的国际治
理结构和利益版图，其重要性如同 GATT 争端解决向 WTO 的转变。23
总体而言，改良派的各项措施是在保留现行 ISDS 框架下对传统 ISDS 机制的系统性问题予以回应，主要围绕
以下几方面展开：（1）增强透明度；（2）提高效率，降低仲裁成本；（3）第三方资助的披露；（4）仲裁费用
的重新分配；（5）完善与仲裁员有关的规则；（6）完善临时措施制度；等等。

（二）欧盟、加拿大等代表的改革派：司法化
以欧盟、加拿大、越南等为代表的改革派主张在现行 ISDS 机制之外建立一个具有常设仲裁法庭和上诉法庭的
投资法庭系统（Investment Court System，ICS）作为投资仲裁的替代机制。
如果说在 Methanex vs. USA 案中欧盟只是作为旁观者身份注意到国家管制投资权能的重要性，那么 2011 年
发生的 Vattenfall vs. Germany 案则使欧盟切身体会到 ISDS 机制对国家实施公共政策的权力限制。24以欧盟为代表
22
23
24

陶立峰：《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变革发展及中国的选择》，《当代法学》2019 年第 6 期，第 37-49 页。
北辞：《对 UNCITRAL 投资仲裁规则改革的展望》，资料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国际投资仲裁”，2020 年 8 年 1 日访问。
黄德明,杨帆：《试析欧盟各机构对 ISDS 机制的态度及对中欧投资谈判的影响》，《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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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达经济体希望以更加有力的改革措施，实现投资争端裁判机构的相对稳定和裁决结果的尽量一致。 25当前，欧
盟正在通过在对外签订双边协定与区域协定中纳入 ICS 机制的方式推动 ICS 机制的多边化。2013 年 11 月，欧盟
委员会在《投资保护和欧盟投资协定中的 ISDS 机制》中提到，为避免投资仲裁对东道国投资管制权造成限制，
应当在签订新的投资协定时澄清实体权利条款，对 ISDS 机制进行改革。262013 年至 2015 年，欧盟在与美国 TTIP
的谈判中不断表达其构建 ICS 机制的改革主张，中途一度因为反对呼声太大不得不中断对 ISDS 议题的谈判，2015
年 9 月，欧盟发布 TTIP 投资章节草案，首次以法律文本的形式明确其以 ICS 机制改革 ISDS 机制的设想。272016
年，欧盟将具体的 ICS 规则写入在《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EVFTA）与《欧盟-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
(CETA)，标志着 ICS 机制正式付诸实践。随后，欧盟又分别于 2018 年 4 月和 2019 年 1 月向 UNCITRAL 工作组
第三工作组会议提交了有关 ISDS 改革的研究报告，在报告中欧盟指出现行 ISDS 机制存在的系统性问题并提议从
多边层面构建 ICS 机制。虽然欧盟在不同经贸协定中对 ICS 机制的具体表述不同，但总体而言呈现出三大特点：
（1）投资法庭规模和人选由缔约国决定，涉案当事方无权选择裁判者；（2）增加了二审上诉程序，上诉理由从
法律适用错误扩大到事实认定错误；（3）最终目标为设立多边常设投资法院。28
欧盟的改革抛弃了具有私法特征的投资仲裁机制，将公法的价值理念内嵌于新的制度安排中，走向了公法化
的、强调国家属性的常设投资法庭怀抱；以制度的威严来实现制度的存续，以追求一致性与东道国利益保护归位
来促进正当性实现。29具有了国际司法特征的 ICS 机制作为一种全新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正在向传统 ISDS 机
制发起制度挑战。以欧盟为代表的投资法院模式很有可能成为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的未来发展方向。30
（三）巴西、南非等代表的拒斥派：政治化
以巴西、南非等为代表的拒斥派则试图摆脱 ISDS 机制的约束，强调以政治手段解决投资争端。31
20 世纪 90 年代，巴西出于对国家主权问题的担忧没有批准其签署的 14 份 BITs，更无从谈起 ISDS 机制的适
用。2015 年，巴西颁布了《投资合作与促进协定范本》（CFIA 范本），开始采取积极的投资政策，成为国际投资
制度中的一员。同年，巴西分别与莫桑比克、安哥拉、墨西哥、马拉维、智利、哥伦比亚等国签订了 CFIA，这些
协定旨在促进投资，并未包含投资者-东道国仲裁条款。巴西表示，BITs 应当成为永久性政府间对话的基础，并同
时起到促进和保护国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巴西对外签订的 BITs 代表了一种新的投资协议模式，通过这种模式，巴
西计划继续坚持自己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所践行的理念：以国家利益的形式代表其投资者的利益。根据 CFIA 中的投
资争端解决条款规定，当发生投资争端时，由投资母国代表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用联合委员会解决争端，具体流程
如下：第一步，母国和东道国共同设立联合委员会，由联合委员会对投资争端解决做出建议报告；第二步，若联
合委员会作出的建议报告无法解决争端，母国和东道国则可诉诸国家-国家仲裁（State-State Dispute Settlement，S
SDS）的模式。可以说，巴西开创了一条以 SSDS 机制为底线的政治解决路径。此外，巴西还设立了争端预防机
制。CFIA 范本中的争端预防条款规定缔约双方各自指定的国家联络中心（national focal point）或巡查员(ombuds
man)应当彼此沟通，并与协定项下的联合委员会保持交流，以防止缔约方之间产生投资争端。
与巴西传统上就不批准 BITs、也不接受 ISDS 机制不同，南非近年来对 ISDS 机制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一方
面，要求废止现有 BITs 并终止进行中的 BITs 谈判。目前，南非已经终止了与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
丹麦、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瑞士及英国等国的 BITs；另一方面，南非在 2015 年颁布的《投资保护法》
中摒弃了投资仲裁机制，规定以调解方式解决投资争端。除此之外，玻利维亚、尼加拉化、委内瑞拉等国家不仅
相继退出《华盛顿公约》，还剔除了 BITs 中的 ISDS 条款或者废止了包含 ISDS 机制的 BITs。
拒斥 ISDS 机制已经成为拉美发展中国家的主旋律，这些国家主张以 SSDS 机制作为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
的最终救济手段，而 SSDS 机制的启动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同意，实际上相当于摒弃了 ISDS 机制。某种程度上来
说，巴西、南非等国家的一系列举动是卡尔沃主义不同程度复活的表现。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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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 39-45 页。
同注 22。
EU Commission，“Investment Protection and Investor-to-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n EU Agreements (Fact Sheet). (2013-11-26)”, h
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3/november/tradoc_151916.pdf. visited on 12 July 2020.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draft text TTIP-investment. (2015-09-16)”,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5/ September/
tradoc_153807.pdf. visited on 12 July 2020.
同注 22。
王少棠：《正当性危机的解除———欧盟投资争端机制改革再议》，《法商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167 页。
See Umair Ghori, “Investment Court System or Reg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
ment”, 30 Bond Law Review 83, 2018, p.115-117.
参见韩秀丽,翟雨萌：《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外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国际法研究》2017 年第 5 期，第 20-3
4 页。
参见韩秀丽：《再论卡尔沃主义的复活——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视角》，《现代法学》2014 年第 1 期，第 121-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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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中国模式的具体
措施
在全球 ISDS 机制变革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的背景下，我国应当作何选择呢？我国作为双向投资大国与“一带
一路”倡议的发起国，有必要探索与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中国模式。尽管是在“一
带一路”倡议视角下针对区域内投资争端建立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但随着中国在国际投资制度体系中话
语权的不断增强，在 ISDS 机制改革浪潮中的中国选择很可能凝练为可推广、可复制的中国方案，推进 ISDS 机制
的升级与国际投资规则的重塑。
（一）中国模式的内涵、合理性与构建思路
中国模式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当前，国际社会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 ISDS 机制本身的改革上，ISDS 机制属于
投资争端的事后解决，而争端事前预防与友好解决则相对受到忽视。武汉大学的漆彤教授认为构建全面的投资争
端解决体系应当包含三方面：一是有效的投资争端预防政策（Dispute Prevention Policies，DPPs），用于提升东道
国的整体法治环境，在实际争端产生甚至是当事人冲突产生之前就发挥阻却作用；二是必要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方
法（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下文简称 ADR），如磋商、调解、调停等，争取友好的事后解决，若争端发
生且必须进行事后救济时，则优先考虑采用 ADR 措施通过双方达成和解实现双赢；三是改良的投资者与国家争端
解决机制（ISDS），如通过完善投资仲裁机制或建立投资上诉机制实现 ISDS 机制改革，在 DPPs 与 ADR 介入后
如果仍未能解决争端，则进入改良的 ISDS 机制。33
为什么在改良现行 ISDS 机制后还有必要引入 DPPs 与 ADR？“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投资争端具有特殊性，区
域内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环境差异较大，总体投资环境不稳定，投资风险偏高。从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原
则与理念、维护“一带一路”区域内投资合作的向好态势来看，在制度层面上强调投资风险的事先防范和友好的
事后救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ADR 和 DPPs 蕴含了东方“以和为贵”的独特理念，在利益平衡方面具有天然优
势。ADR 和 DPPs 致力于在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下促成争端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以化解纠纷。不同于 ISDS 机
制，在 ADR 和 DPPs 中争端双方处于较为平等的地位，双方的合作与积极参与是化解纠纷的关键。由此可见，AD
R 和 DPPs 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理念和目标十分契合。将 ADR 和 DPPs 纳入“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投
资争端解决体系，分别从事前和事后将投资争端的对立解决模式转为协商共赢模式，避免当事双方进入投资仲裁
或者诉讼等法律程序，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之间长期稳定的投资合作关系，实现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可持续的合
作目标。
如何实际开展中国模式？按照投资争端的演化进程可以形成下图所示的构建思路（详见图二），我国可以针
对传统 ISDS 机制的系统性问题以及“一带一路”语境下的新挑战，借鉴国际社会不同改革派系的发展经验，结合中
国自身的利益诉求与角色定位，在构建全面、灵活投资争端解决体系的视角下从单边 DPPs 与双边 DPPs 并重、推
进 ADR 二元化发展、改良现行 ISDS 机制三方面开展中国模式。

33

参见漆彤：《投资争议处理体系的三大构成》，《社会科学辑刊》2018 年第 4 期，第 135-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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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国模式的构建思路
目前 ADR 和 DPPs 尚未得到足够重视，机制建设相对滞后，在实践中运用零散无序，无法系统化地为我国企
业提供解决与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提供制度保障。当前，我国应着重加强对 ADR 和 DPPs 的研究、推进和利用，
从风险防控、冲突化解、法律保障三个方面打造体系化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模式，为我国企业“走出去”之路保
驾护航。
（二）单边DPPs与双边DPPs并重
传统的争端解决都是依靠事后救济模式，仅限于经济赔偿问题，且具有高度的个案差异性。而 DPPs 的核心是
将争议的处理从事后转移到事前，为政府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灵活性提前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DPPs 的实施过程
同时也是对一国投资立法和管理措施的不断检验和完善过程，只有在国内法治建设基础完备的情况下，我国在对
外签订新的 IIA 和升级旧的 IIA 时才能相应纳入 DPPs 条款，因此，我国在建立健全投资预防机制的过程中应单
边 DPPs 与双边 DPPs 并重。
1. 单边DPPs
一方面，我国可以借鉴巴西、美国、日本、韩国、格鲁吉亚、菲律宾等国家的单边 DPPs 发展经验，建立巡查
员制度。34巡查员又称行政监察官，通常是由立法机构指定的官员担任，其主要职责是处理对行政或司法行为的不
满。巡查员通过其独立、专业、公正、可亲的劝说工作，发挥对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看守人”的作用。35另一方
面，我国还需不断完善国内的投资投诉机制。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投资争端预防机制，即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
局下设的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中心，但现阶段仍存在投诉中心受理事项过少、被诉行政机关举证责任不明、投
诉中心协调能力有限等问题。2019 年 3 月，我国颁布 《外商投资法》，将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纳入投资
保护相应内容。商务部还修订了《商务部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暂行办法》，并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就《外商投
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称《投诉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未来我国政府还将不断完善投资
投诉规则、健全投诉方式、明确投诉处理方式与时限，在完善国内投资投诉机制的基础上寻求国际投资争端预防
机制的双边与多边合作。
2. 双边DPPs
DPPs 的实施需要母国与东道国的积极配合，仅凭单方面的意愿难以实现充分的信息交流与风险互控。在国际
层面做好沟通与协调工作并达成预防投资争端的战略共识，实现国内政策与国际规则之间的有效对接，有助于减
少因制度瑕疵可能带来的矛盾冲突和投资者损失，构建起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我国可以借鉴巴西
双边 DPPs 的发展经验，在 IIA 中引入双边 DPPs 机制，并将单边 DPPs 辅以配合。根据巴西 CFIA 范本中的 DPPs
条款规定，当出现投资者对东道国政府措施不满时，投资母国可以按照规定程序，要求联合委员会召开会议。投
资者代表、缔约双方代表、其他相关代表，应参与会议进行对话和磋商。联合委员会在对投资争议信息完成评估
后作出报告。报告既需要明确争端双方的身份信息，还要对争议涉及的政府措施作详细调查和说明，以及缔约双
方协商的结论。尽管联合委员会自身没有被授予解决投资争端的权力，其出具的报告对缔约双方并不具有约束
力，但是，通过国家和非国家主体之间有效的合作和信息分享机制，以及国家联络中心、联合委员会、巡查员之
间的合作工作机制，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摩擦很大程度上能在演变为实际争端之前得以化解。我国应当推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间的 DPPs 机制谈判，甚至可以考虑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管机关设立专门的“投资争议
预防合作中心”，作为统一管理争端预防工作的实体机构并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加强母国和东道国主管机关之
间的对话和合作，避免相关主管机关因不知悉或忽视其所应当承担的条约义务而作出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决定，对
于投资争端的预防十分关键。
（三）推进ADR两元化发展
ADR 机制反映了从对抗对决转向对话协商、从单一价值走向多元文化，从严格程序走向灵活多变的时代理
34
35

See Catharine Titi, “Non-adjudicatory State-State Mechanisms in Investment Dispute Prevention and Dispute Settlement: Joint Inter
pretations, Filters and Focal Points”, 14 Brazi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7, 2017, p.46-47.
See Shirley A. Wiegand, “A Just and Lasting Peace: Supplanting Mediation with the Ombuds Model”, 12 Ohio State Journal on
Dispute Resolution, 1996, p.9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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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为争端解决敞开了多样化、多时机的大门，有效增加了友好解决争端的可能性。一方面，ADR 机制包含了许
多具体措施，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且尊重自主选择，当事人可以同时采用一种或多种 ADR 措施解决争议，也可
以在一项 ADR 措施处理失败后再改用另一方式。另一方面，ADR 具有极强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当事人可随时选
择开始或结束对话协商，在争端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可选择介入 ADR 措施以缓和冲突，因此可能出现 ADR 与 DPP
s、ADR 与 ISDS 同时发挥作用的情形。可以说，ADR 机制几乎没有适用条件和适用时间的限制，为当事人友好解
决争端增加了更多选择空间与可能时机，ADR 机制相比法律解决更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需要。ADR 包含
磋商、斡旋、调解等多种形式，现阶段，我国可以通过细化磋商程序与引入调解机制的方式推进 ADR 的两元化发
展。
1. 细化磋商程序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的 BITs 大多要求或建议当事人尽可能通过磋商友好解决投资争端，但通常
仅为一条原则性规定，没有实质性的要求或者具体的程序规则。实践中，即使当事人未经有效磋商，一般也不会
成为提起仲裁的障碍。36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磋商是争端提交专家组的前置性程序，《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
程序的谅解》(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DSU)第 4 条明确规
定了磋商的时间限制、程序性要求等。另外，欧盟与加拿大 CETA 投资章节中的磋商条款同样具有借鉴意义，CE
TA 投资章节第 8 条规定了磋商地点、视频会议等磋商形式、磋商请求的内容和具体程度、提请磋商的时效限制
等。细化的规定有助于真正发挥磋商程序的价值，减少进入实质阶段的争端数量。因此，在发展“一带一路”倡
议下的 ADR 时，应避免订立模糊性的磋商条款，重点细化磋商的程序性设计，甚至可以考虑将磋商程序强制化，
以充分发挥磋商解决纠纷的效用与优势。
2. 引入调解机制
调解作为一种重要的ADR在国际争端解决舞台上的地位不断提升。2018年，UNCITRAL通过了《执行国际和
解协议公约》（Convention on the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又称《新加坡调解公
约》）。ICSID、国际商会（ICC）、海牙常设仲裁法院（PCA）等国际机构也制定有相应的调解规则。目前我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的BITs只有少数引入调解机制，且多指向ICSID调解或UNCITRAL调解。我国应积极
引入调解机制：首先，需充分运用ICSID、MIGA、UNCITRAL等既有ISDS机制中的调解机制。由于既有ISDS机制
中申请调解门槛较高、与仲裁费用差异小、调解结果无约束力等原因，调解机制被严重忽视。2019年，ICSID注册
了39件新案件，其中只有1件案件适用ICSID调解规则。37对此，各个国际机构应针对性地修订调解规则以充分发挥
调解机制的功能与优势；其次，建议在签订新IIA和升级旧IIA时增加相关调解规则。介于调解的灵活性与自主性，
在加入调解条款时应重点注意调解程序与磋商程序、仲裁程序的有效衔接。
（四）以开放态度参与现行ISDS机制改革
正如上文所述，ICSID 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 IIA 中选择最多的第三方机构。多年来，中国在参与国际投
资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对 ISDS 机制的态度已从怀疑转变为支持。因此，像巴西、南非等拒斥派国家从现有 ISDS 机
制中彻底脱离是既不现实需求也不符合中国利益的。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尚未建立稳定的合作机制和多方参
与的区域组织，短期内难以实现设立全新“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构的目标。由于缺乏 “一带一路”协定的基础
支撑，“一带一路”专门争端解决机制的生成难度较大，且难以保障运行。38加上中国已与大多数国家签订投资协
定都包含投资争端解决条款，能够基本满足“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的需求，这进一步加重了对全新、独立的
“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意义和实际效用的质疑。因此，我国在大力发展 DPPs 和 ADR 的同时还应积
极参与现行 ISDS 机制的改良。
那么对于改革派和改良派中国应当作何选择呢？2019 年 7 月 19 日，中国政府向 UNCITRAL 递交了《关于投
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 39在《建议》中，中国申明 ISDS 总体上是一个值
得维护的机制，同时也认识到现行 ISDS 受到的关键批评亟待解决，中国从当事方指定仲裁员的权利、仲裁员的资
质与独立性、ADR(引入调解与磋商程序的强制化)、第三方资助的透明度纪律等方面对现有 ISDS 机制存在的系统
性问题予以回应，同时，中国还表示支持对欧盟 ICS 机制中建立投资法庭上诉机制（未包含常设仲裁法庭，不完
全等同于 ICS 机制）的改革方案进行研究。《建议》表明，中国可能正在“准备采取支持 ISDS 的立场，并可能有
See Susan D. Franck, “Integrating Investment Treaty Conflict and Dispute Systems Design”, 92 Minnesota Law Review, 2007, p.19
8.
37
See ICSID, “The ICSID Caseload-Statistics (Issue 2020-1)”,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Documents/resources/The%20ICSID%20Cas
eload%20Statistics%202020-1%20Edition-ENG.pdf, visited on 19 March 2020.
38
曾文革、党庶枫：《“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国际经济规则创新》，《国际商务研究》2016 年第 3 期，第 25 页。
39
See UNCITRAL, “A/CN.9/WG.III/WP.177 -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Sub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files/wp177c.pdf. visited on 19 March 202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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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改进，但限于上诉机制。”总体来说，中国对完善 ISDS 的可能方案持开放态度，跨越了在 UNCITRAL 改革进
程中“结构性”改革与“渐进式”改革支持者之间的鸿沟。40
1. 建立投资法庭上诉机制
欧盟在其递交 UNCITRAL 中指出 ICS 机制是一个开放性的机构，可以说，欧盟就像是邀请中国和其他国家加
入到创建上诉机构的行列中来，但不必向深层的多边投资法院作出承诺。由此产生问题，即中国是加入欧盟 ICS
机制中的常设上诉机构模式还是建立“一带一路”区域内专门的投资法庭上诉机制，又或者二者是否可以在一个
开放的结构模式中共存。在 2013 年 11 月举行的第十六届中欧峰会上，中国和欧盟启动了中欧 BITs 的谈判，投
资法庭上诉机制是双方重点讨论的内容之一，目前谈判仍在进行中，双方对 ISDS 条款的谈判结果很大程度上将影
响未来中国对投资法庭上诉机制的态度。欧盟主导的投资法庭上诉机制是根据其自身立场和利益诉求设计的，其
中部分内容与中国的具体国情、投资地位及利益诉求并不完全匹配。因此在中欧 BITs 谈判过程中，中国应当立足
于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现实需求，借鉴 CETA 中 ICS 机制的发展经验，对欧盟主导的投资法庭上诉机制有进行选择
地借鉴和改造。 41对于是否构建“一带一路”区域内专门的投资法庭上诉机制这一问题，可以在中欧 BITs 敲定
后，从中欧 BITs 中的投资法庭上诉机制的实践效果中获得答案，如果届时我国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带一路”区域
内专门的投资法庭上诉机制，可以参考世界银行下设 ICSID 经验，以亚投行依托设立“一带一路”区域内的投资
上诉机构，推动亚投行参与其提供融资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争端解决。亚投行的宗旨是向亚洲国家和地区政府提
供金融服务以推进亚洲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投资争端多发生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两者不谋而合。
2. 推进传统 ISDS 机制改良
基于现行 ISDS 机制在“一带一路”区域内面临的困境加重局面及“一带一路”语境下的新挑战，我国对传统
ISDS 机制的改良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首先，扩大可提交仲裁的争端范围。我国大部分的 BITs 签订于上世纪 80、90 年代，由于当时对外投资较少
且对外资监管力度较高等历史原因，大部分 BITs 规定只有“与征收补偿款额有关的争端”才可以提交仲裁，如今
这些条款已过于陈旧，不能适应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双向投资状况以及“一带一路” 倡议下解决投资争端的实
际需求。因此，我国有必要对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的 BITs 进行更新换代，首先从扩大可提交仲裁的争端
范围入手，明确所有由投资引发的争端均可提交仲裁，并合理破除在提交仲裁之前用尽东道国当地救济的限制。
其次，解决传统 ISDS 机制中的系统性问题。现阶段，ICSID 正在大刀阔斧的进行规则修订，正是我国争取国
际投资制度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契机。我国作为《华盛顿公约》缔约国之一，应当顺应当前 ISDS 机制的改革趋势，
积极参与新一轮 ISDS 规则的制定，针对透明度、仲裁员公正性、降低仲裁成本等问题提出解决建议，帮助现行 I
SDS 机制恢复其正当性，让 ISDS 机制获得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接受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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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 uction of Chinese Model of Investor -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en Xingyu

Abstr act: At present, we are at a crucial stage of change in global governance. ISDS mechanism is at the
crossroads of reform and presents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is context, where the ISDS mechanism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go?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is special.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ot only aggravate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existing ISDS mechanism, but also
brings new challenges. The current ISDS mechanism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In view of this, as a major country of two-way investment and the initiator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need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ISDS mechanism actively, construct the Chinese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and flexible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Measures will be taken from three aspects: formulating investment dispute prevention policy (DPPs), introducing
alternative dispute settlement method (ADR) and improving the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ISDS),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the upgrading of ISDS and reshaping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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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家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角色转变
邓婷婷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 要： 晚近以来，各国通过签订国际投资协定（IIAs）创设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
机制），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法律化。在传统 ISDS 机制中，国家与投资者处于平等地位，
且投资者独占启动国际投资仲裁的权利，而国家只能被动地参与仲裁。随着 ISDS 案件数量
的激增，该机制限制国家规制权的趋势也日益显现。为此，一些国家开始通过签订新的 IIAs，
对 ISDS 机制进行改革。从近期的条约实践中可以看出，ISDS 机制中的国家角色正在逐渐
发生变化。通过缔约国任命裁判者、缔约国联合发布条约解释以及赋予被告国反请求权等措
施，国家主动发挥其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作用。国家在 ISDS 机制中作用增强带来的影
响是多重的，一方面有利于国际投资的可持续发展，与全球治理理念相契合，但另一方面也
可能导致投资者的私人权利遭受侵害。中国作为国际投资身份混同大国，在参与 ISDS 机制
改革时应当注重投资者的保护与国家规制权的平衡。
关键词： 国家；国际投资协定；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国家规制权

为加强对海外投资者的保护，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各国通过签订国际投资协定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IIA）1建立起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ISDS），将投资者与国家间的投资争端（以下简称“投资争端”）提交中
立的国际仲裁，以达到非政治化解决争端的目的。与传统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相比，
ISDS 机制的建立改变了国家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式中的角色，国家不再掌握国际投资争
端解决的主动权，而只能被动地参与国际仲裁。随着国家作用的弱化，作为被告的东道国的
规制权也在 ISDS 机制下受到极大限制。为此各国先后提出多种改革方案，例如欧盟通过建
立投资法庭制度（investment court system，ICS）和多边投资法院（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rt，
MIC）来彻底颠覆传统的 ISDS 机制；美国则较为保守地提出改良方案，如限定仲裁范围、
建立上诉机制等。2 尽管各国对机制的改革态度不尽相同，但从其各自所采取的改革措施来
看，都体现出国家在 ISDS 机制中的角色开始发生转变。在通过采取一系列相关措施保障国
内的政策空间、转变在 ISDS 机制中被动地位的同时，国家也进一步强调其在 ISDS 机制中
的主动权与参与权，以避免国家规制权受到 ISDS 机制的制约。
ISDS 机制中国家角色的转变实际上是在投资仲裁的商事化内核中纳入更多的公法因素，


邓婷婷，法学博士，中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国际投资法，WTO 法。联系
方式：lwkiko@163.com。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欧盟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革新及中国应对研究”
（17CFX083）阶段性研究成果。
1
国际投资协定主要包括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和含有投资保护条款的协定（T
reaties with Investment Provisions ，TIPs）。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
《2020 年世界投资报告》
显示，截止 2019 年底，全球共签订 3284 个 IIAs，其中 BITs2895 个， TIPs389 个。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ir2020_en.pdf, 2020 年 9 月 4 日
2
目前针对 ISDS 机制的改革主要有以下 5 种方式：1、废除 ISDS 机制（No ISDS）2、建立投资法庭（St
anding ISDS tribunal）3、限制 ISDS 机制（Limited ISDS） 4、改进 ISDS 机制程序（Improved ISDS pro
cedure）5、不改革 ISDS 机制（Unreformed ISDS）
。参见 UNCTAD Reforming ISDS-A Stocktaking.
https://unctad.org/en/Pages/Home.UNCTAD Reforming ISDS-A Stocktaking.pdf, 2020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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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进行再平衡。目前，我国也正在积极参与 ISDS 机制改革，因
此把握 ISDS 机制的最新发展，分析国家在此机制中的角色转变，能为我国完善 ISDS 机制提
供有益的参考。

一、ISDS 机制的建立与国家地位的弱化
随着国际投资流量的大幅增长，各国在 IIAs 中赋予投资者将国际投资争端提交国际仲
裁的权利。这种投资仲裁机制赋权投资者在解决投资争端时无需用尽东道国当地救济，更无
需寻求母国帮助，使得国家在争端解决中的地位边缘化。
（一）国家在传统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式中的角色
20 世纪初期，投资者母国大多通过外交保护、国家间的仲裁等方式将投资争端转变成
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以此实现对海外投资的保护。国家在传统国际投资争端解
决方式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1. 国家主导传统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式
在 ISDS 机制设立之前，东道国一方面主张对其领域内投资争端案件的管辖权，要求外
国投资者接受属地管辖；另一方面，也允许投资者母国对其海外投资进行保护。因此，传统
的国际投资争端主要通过外交保护或者东道国当地救济予以解决。
在国际实践中，外交保护是传统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方式之一。投资者寻求母国的外交
保护需要满足两个必要条件：首先，投资者应在要求其母国提供外交保护之前，在东道国用
尽当地救济；其次，投资者在争端发生时持续拥有母国国籍。3 然而，即使在投资者满足上
述条件下，是否采取外交保护措施的决定权仍掌握在母国手中。有时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为
避免损害其与东道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母国可能会拒绝投资者有价值的主张。母国一旦选择
支持投资者的请求，便以自身名义代表投资者与东道国就投资争端的解决进行交涉，并有权
选择以外交方法或法律方法，甚至武力作为投资争端的解决方式。同时，投资争端的解决过
程也主要由母国与东道国控制，投资者无法直接参与投资争端的解决，而东道国最终的偿付
也都交予母国。
在利用东道国当地救济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方式中，卡尔沃主义的主张得到拉美国家和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4 卡尔沃主义认为国际投资争端的管辖权应当属于投资所在国，在
卡尔沃主义下，投资者只能利用东道国当地救济，而不能向其母国寻求救济。卡尔沃主义强
调外国人无权获得东道国国民无法得到的救济，不仅包括外交保护或军事干预的外国或国际
救济，也包括非当地法即外国法或国际规则的适用，排斥母国及国际法的支配。5 从卡尔沃
主义可以看出，在外国投资者不能享有比国内投资者更多的权利的立场下，东道国试图将救
济手段局限于东道国国内救济，要求投资者根据东道国国内的法律体系对国家的违法行为提
起诉讼，接受东道国行政复议或司法诉讼等当地救济，以尊重东道国国家主权。
3

Joseph Cuthbert, Diplomatic Protection and Nationality: The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M]. Northumberland ：

Northumberland Press, 1968.
4
卡尔沃主义是由 19 世纪阿根廷外交家及法学家卡洛斯.卡尔沃提出。卡尔沃主义的核心在于强调不干预内
政和内外国国民的绝对平等这两个概念。作为 19 世纪末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经济民族主
义理论的表达形式，卡尔沃主义一经提出便迅速被整个拉丁美洲所接受。See Donald R Shea, The Calvo
Clause: A Problem of Inter-American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Diplomacy (The Lund Press Inc. 1955), p.17-20.
5
Kenneth J, Vandevelde: Sustainable Liber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J] .199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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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主导下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不足
外交保护虽然赋予投资者母国有权代表投资者向东道国诉诸外交行动或国际司法程序，
然而此种争端解决办法可能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事实上，因为担心破坏其与投资东道
国的关系，投资者母国经常在是否支持投资者的诉求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其次，只有投资
者在东道国法律下用尽当地救济之后，母国才可能对其提供外交保护，然而用尽当地救济这
个过程可能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且结果不尽如人意；最后，一旦用尽当地救济，在母国采
取外交保护措施之后，投资者就失去了对其诉求的控制，而母国则有权选择任何其期望的方
式来解决诉求。同时，外交保护是投资者母国国际法上的一项权利而非义务，因此外交保护
的行使更多考虑的是外交关系和国家利益而非投资者的权利和利益，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性。
6

此外，从客观上说，如果东道国国内的司法体制独立、公正、透明，那么外国投资者通
过寻求东道国国内救济是能够友好且公平公正地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然而，在 19 世纪初
新兴独立的一些国家中，由于其国内的政治状态持续混乱且不稳定，导致其国内的司法体制
也并未能按照外国投资者预测的方式运作，这就使得投资者对东道国国内司法体系产生质疑。
7
即便是在发达的法治国家，也可能出现外国投资者得不到有效司法保护与救济的情形。即
便是在发达的法治国家，也可能出现外国投资者得不到有效司法保护与救济的情形。特别是
在实施社会立法方面，可能还会产生不利于外国投资者的监管和政治氛围。8 在此种情况下，
投资者希望通过更为中立、客观的方式解决其与东道国的争端。
（二）ISDS 机制的法律化与国家地位的削弱
鉴于传统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局限性，国际社会开始探讨如何简化外国投资者与东
道国争端解决程序，以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利益。ISDS 机制的建立赋予投资者直接起诉东道
国的权利，使得投资争端解决 “去政治化”
，国家在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作用极大弱化。
1. ISDS 机制的法律化
1965 年，各国通过签订《华盛顿公约》建立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ICSID），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从政治外交领域
转移到法律领域，为投资争端的解决提供了一个以法律为导向而非国家权力为导向的机制。
9
根据该公约的规定，投资者与东道国一旦同意将争端提交 ICSID 解决，便不得单方面撤销
其同意。对于已同意交付或已交付仲裁的争端不得给予外交保护或提出国际要求、国际法可
以适用于东道国和投资者之间。此外，ICSID 的裁决可以在公约缔约国的领土内得到承认和
执行，不得对其进行任何国内司法审查，只有 ICSID 框架内的专门委员会才可以对裁决进
行有限的形式和程序审查。

王彦志.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法律化:成就与挑战[J].当代法学,2011, (3).
Rodrigo Polanco Lazo ，The Return of The Home State to Investor–State Dispute :Bringing Back Diplomatic
Prote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8
Thomas Walde. Epilogue: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s a Discipline for Good-Governance[A]. Todd Weiler.
NAFTA Investment Law and Arbitration: Past Issues, Current Practice, Future Prospects[C]. New York: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2004.
9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各国围绕外国直接投资实体待遇等问题僵持不下，达成一致同意的全球性的投资实
体规则的希望非常渺茫，因此时任世界银行总顾问的 Aron Broches 另辟蹊径地提出在世界银行的框架内设
立一个不那么雄心勃勃的、谦虚低调的、能够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且各方自愿接受的解决投
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多边投资争端仲裁条约机制。1965 年，Aron Broches 的建议得以付诸实践，ICSID 得
以 建 立 。 See Andreas F. Lowenfeld, The ICSID Convention: Origins and Transformation. Georg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J].2009,(38).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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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 ICSID 为平台的 ISDS 机制下，投资者获得了与东道国平等的程序地位，而无需
经过母国外交保护而转换成国家间层面的平等地位。东道国被剥夺了程序特权，母国也被剥
夺了外交干预的特权，投资者和东道国平等地选择符合公约规定条件的仲裁员组成仲裁庭，
依据约定或者法定的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在规则而非权力的基础上，独立、公正地解决国
际投资争端。10 ISDS 机制的法律化意味着投资争端的解决完全由中立的投资仲裁庭主导，
争端当事方不能以任何形式阻挠和干扰仲裁程序的进行，仲裁庭有权裁定国家的管理行为是
否违反投资合同或投资协定的规定，据此作出的裁决对争端当事方产生法律效力。
2. 国家在 ISDS 机制中的边缘化
ISDS 机制的建立不仅意味着国际投资争端由政治化向法律化方向转变，同时也体现了
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理论由国际法“父爱主义”向“对角线学说”的转变。外交保护学说是
国际法“父爱主义”的典型表现，该学说认为尽管外国人受东道国的领土管辖是国际法的一
般原则，但其仍然需要与补充原则相平衡，因此母国有权在本国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时保护本
国公民。11 在投资争端解决中由母国代替投资者向东道国提出索赔便是“父爱主义”的具
体体现。在此种情形下，东道国与投资者母国之间以权力为后盾的外交角力，使争端解决方
式具有明显的南北国家间“政治性争端”的色彩。12 在 ISDS 机制建立以后，外交保护在投
资者与国家争端中退居二线，国家通过签订 IIAs 将主权权力让渡于国际投资仲裁，赋予投
资者越过母国直接将投资争端诉诸国际投资仲裁的权利。与传统国际投资争端中仅涉及国家
主体不同，在 ISDS 机制中，投资者无需寻求母国帮助便能获得与东道国平等的程序地位，
国际投资仲裁能够直接处理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对角关系。13 投资者母国由此退出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舞台。
此外，随着 ISDS 机制的建立，用尽当地救济在原则上被排除。
《华盛顿公约》第 26 条
规定，缔约国可以要求用尽当地各种行政或司法补救方法，作为其同意根据公约交付仲裁的
一个条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公约中关于用尽当地救济的规定有别于外交场合中的用尽
当地救济规则，因为公约规定的用尽当地救济不是提请中心仲裁的必要条件，不是投资者的
当然义务，而是东道国有权要求的一种条件，只有这种要求订入同意条款中，才能产生投资
者的这项义务。由于目前的 IIAs 极少作出这样的规定，因此公约实质上摒弃了用尽当地救
济的要求。14 如此一来，东道国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发挥的作用受到极大限制。

二、ISDS 机制中国家角色转变的原因
在 ICSID 成立之后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 IIAs 规定将投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15 截
至 2020 年 1 月 1 日，已知的 ISDS 案件已达 1023 件，共有 120 个国家在一个或多个 ISDS

10

王彦志.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法律化:成就与挑战[J].当代法学,2011,(3).
Edwin M.Borchard, The Diplomatic Protection of Citizens Abroad, [M]. New York: Banks law publishing co,
1915.
12
徐崇利.晚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实践之评判:“全球治理”理论的引入[J].法学家,2010,(3).
13
Valentina Vadi ， Analogi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Arbitration [M].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14
余劲松，国际投资法（第五版）[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
15
目前，ICSID 是处理 ISDS 案件的主要平台。根据 UNCTAD 的统计，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适用《ICSID
公约》
及《ICSID 便利规则》处理的 ISDS 案件数量占案件总数的 61%，
适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UNCITRAL）
仲裁规则处理的案件占 31%。其他的仲裁机构，如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与国际商会仲裁院（ICC）
也分别处理了 5%与 2%的 ISDS 案件。See UNCTAD, Special Update o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Facts
and Figures，p.5. Available at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iaepcb2017d7_en.pdf，最后访问日期：
2020 年 9 月 30 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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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中成为被告。16 随着 ISDS 案件数量的增加，ISDS 机制的缺陷也逐渐暴露，仲裁裁决
的不一致、仲裁庭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仲裁的商事化性质都使东道国的规制权面临巨大
挑战。
（一） ISDS 机制的私法模式与公法争端的不兼容性
ISDS 机制所处理的投资争端大多由东道国的政府管理行为所引发，且多数涉及国家的
公共利益，因此争议的事项具有明显的公法色彩。这就要求该机制需具备一定的公开性和可
问责性。然而，ISDS 机制继承了国际商事仲裁中一裁终裁、保密性等特点，难以回应投资
争端解决的需求。
1、投资争端的公法属性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国家主要以民商事法律关系主体参与民商事活动，例如与一般的民
商事主体签订货物买卖合同或服务合同，进行的是单纯的具有私法性质的商业行为。而在国
际投资仲裁中，往往是因为国家的立法、司法或行政行为而引发与投资者之间的争议，这些
行为显然都是国家行使主权权力所致，与国家作为货物买卖合同的买方或服务合同的服务接
受方的性质截然不同。17 国家以公法人身份实施的行为，包括由此发生的争端不可避免地
涉及公共利益。大体上看，ISDS 机制所涉及的投资争议事项主要是国家出于维护经济秩序
甚至经济安全的考虑和出于保护人类健康、环境等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而实施的行为。
一般来说，投资争端多产生于东道国为促进本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采取政策措施
时对投资者所造成的损害，其中往往涉及东道国的主权权力以及东道国在实现本国经济和社
会发展、环境保护和劳工权益保护等方面的重大利益，具有明显的公法性质。在 ISDS 案件
中，仲裁庭主要审查东道国有无违反投资协定项下的义务，限制东道国滥用管理权力，以避
免对外国投资者利益的损害，其认定结果不仅导致东道国面临着支付巨额赔偿的风险，甚至
可能直接改变东道国的国内政策。
2、ISDS 机制的私法程序与公法争端的冲突
ISDS 机制“只是简单的来源于国际商事仲裁的隐秘世界”，18 其规则设计保留了商事
仲裁的核心要素，例如争端解决的自治性、仲裁程序的秘密性、仲裁裁决的一裁终局等。然
而，投资争端的公法属性使得 ISDS 机制在解决个体私法性争端之外还服务于更广泛的政策
目标，具有一定的公共功能。19 因此，商事化内核的 ISDS 机制与其处理投资争端所体现的
公法功能并不匹配，这些规则难以有效解决公法性的投资争端。
首先，争端解决的自治性减损 ISDS 机制的公正性。与其他解决公法争端的机制选任或
指定相对固定的裁判者不同，在 ISDS 机中，争端当事方可以自主选任仲裁员组成临时仲裁
庭。由于国家在 IIAs 中对采用 ISDS 机制解决投资争端是“概括式同意”，这就赋予投资者
独享启动仲裁程序的权利，同时也意味着投资者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仲裁员的业务来源。为
获得投资者的青睐，仲裁员无疑会体现其注重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姿态。此外，目前的 ISDS
案件主要集中在几个律师事务所手中且仲裁员在少数律师中被反复任命，20 而其经验主要
UNCTAD ， 2020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beyond the Pandemic, p. 110, United
Nations, 2020.
17
石慧.投资条约仲裁机制的批判与重构[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18
同上。
19
郭玉军.论国际投资条约仲裁的正当性缺失及其矫正[J].法学家，2011,(3).
20
根据学者统计，英国的 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美国的 White& Case 以及美国的 King & Spalding
等三家顶级律师事务所仅 2011 年便受理了 130 件投资仲裁案。其中，15 位仲裁员（几乎全部来自欧洲、
美国和加拿大）裁定了 55%的已知基于投资条约的 ISDS 案件。See Pia Eberhardt，Cecilia Olivet，Profiting Fro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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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涉及私法争议的商事仲裁领域，因此，仲裁员会更倾向于对私人财产进行保护从而维护
投资者的利益。
其次，仲裁程序的秘密性阻碍涉公共利益的投资争端的合理解决。秘密性原则源于国际
商事仲裁处理私人争端的特性，私人事务没有对公众公开的义务。因此，在国际商事仲裁中
确立秘密性原则无可厚非。而在 ISDS 机制下，争议的事项往往是东道国实施的政府管理措
施，如保护环境的措施、保护公共健康的措施等，这些措施通常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社会
公共利益。如果在仲裁过程中公众的知情权由于仲裁程序的秘密性被剥夺，无法知晓并参与
仲裁程序，会造成私人利益侵蚀公共利益的严重后果。
最后，仲裁裁决的一裁终局挑战国家行为的严肃性。在实践中，由于不同的仲裁庭对同
一条款的解释不一致，针对相同或相似的争端情形可能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决，导致仲裁裁决
缺乏可预见性与一致性。与普通的商事争议不同，投资仲裁的争议事项往往是国家行为，或
者是出于保护人类健康、环境等社会公共利益而实施的行为，这类争议事项相较私人争议更
具严肃性。然而，如果只是与国际商事仲裁一样采取一裁终局制，缺乏必要的纠错机制，则
可能会使得国家因为法律问题或者事实问题产生的不公裁决在缺乏有效补救机制的情况下
承担巨额的赔偿。
总的来看，由于投资仲裁所涉事项多为公法性质的争端，主要审查的是国家管理行为的
合法性。因此，从效果上来看，ISDS 机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定纷止争的功能，具有行使公
共权力进行全球治理的功能，而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仲裁在程序设置上并没有很好地
回应这种功能价值上的诉求，其借用的只是国际商事仲裁理念的外壳。21 以商事仲裁为框
架建立的投资仲裁庭对国家行为进行审查，容易造成国家公共利益被忽视，限制国家权力的
行使。
（二） ISDS 机制对国家规制权的限制
ISDS 机制为投资者提供绕过东道国国内司法体系而寻求外部救济的机会。然而，由于
ISDS 机制的私法程序与所处理的公法性质的争端并不匹配，导致在实践中对东道国的立法、
行政等产生负面影响，侵蚀东道国的政策空间，造成东道国行使规制权的寒蝉效应。22
1、投资协定对国家行为的要求
在投资自由化的影响下，现有的 IIAs 侧重于强调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一般来说，在
IIAs 中仅注重对东道国的义务进行规定，要求东道国遵守严格的行为标准，如提供国民待遇、
公平与公正待遇、确保征收的合法性及补偿的合理性、保持透明度等。为了维护东道国的公
共利益和国家安全，尽管在一些 IIAs 中会设置例外条款来避免过分限制国家对外国投资者
的规制权，但由于某些例外条款的范围过于模糊，参照标准也不尽相同，导致其解释存在极
大的不确定性，在仲裁过程中仍然无法有效的对国家权利进行保障。23

Injustice：How Law Firms, Arbitrators and Financiers are Fuelling A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Boom，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 and the Transnational Institute，2012.
21王少棠.正当性危机的解除?——欧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再议[J].法商研究，2018，
（2）.
22 寒蝉效应也被称为监管寒流，主要指东道国政府因投资仲裁而抑制本来应当实施的监管行为或公共政策。
See Gus Van Harten and Dayna Nadine Scott,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the Internal Vetting of Regulatory
Proposals: A Case Study from Canad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Vol. 7, 2016, p. 92-116.
23 以根本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为例，分别存在 WTO 针对 GATT 第 20 条的审查标准、欧洲法院确立的裁
量余地原则、内国法院在行政司法审查中确立的国内标准等不同选择，对于同一条款，适用不同的审查标
准将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参见葛辰，论国际投资条约下自裁决式根本安全利益条款的审查进路—兼论中
国的选择，[J].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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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国家行为，IIAs 强调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实行开放的自由化政策，要求将政府管制
最小化。东道国除了保障投资者可以享受实体性的汇兑自由、免于非法的征收和国有化等权
利外，还需要为投资者提供法治、文明、公开的国内法投资法制，以期在东道国境内创设一
个公开、透明和可预期的投资环境。以保障投资者的合理预期为例，一般来说，合理预期主
要着眼于提供稳定的法律和商业框架，防止破坏投资者的合理信赖。合理预期原则应该主要
是保护投资者信任的工具，而不仅仅是审查主权行为的依据。24 然而，在投资仲裁庭的裁
决中，合理预期逐渐发展成为实体规则，并作为判定东道国赔偿投资者的法律依据。在实践
中，很多仲裁庭都以东道国是否满足投资者的预期作为判定东道国是否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
的因素之一。25
2、仲裁庭对投资协定具体条款的宽泛解释
正如上文所述，为了保护投资者的权利，IIAs 为东道国设定了诸多义务。然而，有些规
定东道国义务的条款却较为模糊，这就导致仲裁庭常常需要基于其自由裁量权对相关条款进
行解释。传统的 ISDS 机制对仲裁员没有硬性资质要求，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从事国际
商事仲裁的执业律师组成了国际仲裁员俱乐部。26 在面对 ISDS 案件时，仲裁员对投资争端
的公法性质认识不足，缺乏对东道国公共利益的考量和对国家主权的关照，而采用一贯以来
的保护私人财产的思维方式对商事利益予以特殊关注。因此，对于 IIAs 中有些条款，仲裁
庭可能会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利益进行从宽解释。这种做法也使得东道国实施的管理措施受到
严格的审查。
以 IIAs 中的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为例，由于其绝对待遇标准的性质，本身缺乏具体、
明确及肯定的内容，所以被认为是最宽泛的、几乎无所不包的、可以涵盖和适用于其他任何
条款所无法调整的事实情形和政府行为。27 这也就赋予国际投资仲裁庭极大的自由裁量空
间，使得仲裁庭可以宽泛地甚至扩张性地解释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从而对东道国主权公共
政策施加了广泛且不确定的约束和挑战。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仲裁庭已经将公平与公正
待遇适用于许多特定的情形，尤其是投资者合理期待的宽泛适用，对东道国的公共管理职产
生严重影响。此外，由于投资者依据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进行索赔并没有条件限制，使得公
平与公正待遇几乎已经取代间接征收，成为投资者最容易获得索赔的条款。这实际上是给予
外国投资者以特权地位，忽视东道国的权益，从而导致投资者保护与东道国利益间的严重失
衡。28

（三）投资者滥诉引发东道国诉累
ISDS 机制建立的目的主要是为确保国家履行国际投资协定项下的义务，为投资者提供
24

Campbell McLaclan,Laurence Shore and Matthew Weinig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Substantive

Principle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5
例如在 Saluka 案中，仲裁裁决认为合理预期是判断公平与公正待遇的“决定性因素”（dominant element），
see Saluka Investment BV v. The Czech Republic, UNCITRAL, Partial Award, 17 March 2006, paras. 301-303;
在 Electrabel 案中，仲裁庭也直接将合理预期认为是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的主导性因素，see Electrabel S. A.
v. Republic of Hungary，ICSID Case No. ARB /07 /19，Decision on Jurisdiction，Applicable Law and Liability，
30 November 2012，para. 7. 75. 关于投资者合理预期在投资仲裁中的宽泛适用，可参见邓婷婷，国际投资
协定中的公平与公正待遇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26

刘京莲.国际投资仲裁体制的困境与出路[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
Rudolf Dolzer,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Today’s Contours, Santa Clar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J] .2014,(12).
28
余劲松.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投资者与东道国权益保护平衡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11，(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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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受东道国不法侵害的保障。也正因为此，一些投资者为了避免受到东道国管制措施的影响，
或者增加与东道国谈判的砝码，不当利用 ISDS 机制来对抗东道国，频繁提起国际投资仲裁，
致使东道国陷于诉累。
1、 投资者独享启动仲裁程序的权利
通常来说，依据 IIA 提请仲裁的合意是依此达成的：东道国在投资协定的争端解决条款
中同意将投资争端提交仲裁，该仲裁提议构成东道国对于仲裁的要约，投资者通过将投资争
端提请仲裁表达了对于仲裁提议的接受，这构成投资者对于仲裁的承诺，合意自此达成。29
这也就意味着东道国在签订 IIAs 时便形成将国际投资争端提交国际投资仲裁的要约，且在
协定存续期间持续有效。这一理论赋予了投资者独享启动投资仲裁程序的权利，只要投资者
认为东道国的政府行为侵犯了其在 IIA 中所享有的权利，便可将其诉诸国际投资仲裁，而东
道国只能被动的成为仲裁程序的被申请人。
由于 ISDS 机制为东道国与投资者创设的不平等诉权，使得东道国无法把握诉讼的主动
权，只能被动应诉，这为投资者滥用诉权提供了可能性。投资仲裁程序一旦启动，东道国将
不得不卷入一场耗时长、费用高的仲裁程序中，还可能面临支付巨额赔偿的风险。因此，为
了避免陷入投资仲裁的诉累，很多东道国选择主动放弃正常的政府管制行为。例如在 Ethyl
案中，由于担心被国际投资仲裁庭裁定承担巨额赔偿，加拿大政府自行废除了一部旨在保护
环境的进出口管制法律。30
2、 第三方资助引发滥诉
第三方资助是一种特殊的融资模式，主要是指与案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第三人为当事
人提供资金以便其能参与仲裁。第三人在当事人的请求得到支持后与当事人按比例分享收益，
而在当事人的请求未得支持的情况下则无权获得收益。31 第三方资助萌芽于英美等发达国
家，且主要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发挥重要作用，后慢慢转移到国际投资仲裁领域。32 近年来，
不少 ISDS 案件中都引入第三方资助。33
对于投资者来说，高昂的仲裁费用会成为其行使求偿权利的负担。一些投资者会因为仲
裁费用过高而对启动仲裁程序犹豫不决，即便是能够承担仲裁费用的投资者，也可能考虑到
29

肖军,康雪飘.国际投资仲裁中国家反诉的仲裁同意问题[J].武大国际法评论,2018，(5).

在 Ethyl 案中，Ethyl 公司生产一种 MMT 的汽车添加剂，运往加拿大加工混合并销售给加拿大汽油提炼
商。1997 年，加拿大颁布法令禁止 MMT 在加拿大进口和跨省销售，理由是 MMT 中含有一种神经毒素，
此法令的颁布旨在保护人类环境健康。于是，Ethyl 公司基于 NAFTA 第 11 章 1102 条国民待遇条款、110
6 条、1110 条征收与补偿条款提出仲裁申请。最终双方主动达成协议结束仲裁，加拿大废除此前禁令，向
Ethyl 公司道歉，并支付 2000 万美元作为赔偿。参见：Ethyl Corporation v.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I
CSID Case No. ARB(AF)/99/1. Available at http://www.naftaclaims.com/Disputes/Canada/.EthylCorp/EthylC
orpAwardOnJurisdiction.pdf,2007-4-21.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7 月 5 日。
30

31

Eric De Brabandere and Julia Lepeltak,Third-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ICSI

D Review-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J] .2012，(27),
32
Nortorn Rose Fulbright,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eport, Issue7, September 2016, p. 3.
33
虽然投资仲裁中引入第三方资助的情况尚未有权威数据统计，但有第三方资助的从业者认为，现有的投
资仲裁案件至少有 40%都存在第三方资助的情形。See Stavros Brekoulakis，The Impact of Third Party Fu
nding on Allocation for Costs and Security for Costs Applications: The ICCA－Queen Mary Task Force
Report.
http: / / kluwerarbitrationblog. com /2016 /02 /18 / the－impact－of－third－party－funding－on－allocatio
n－for－costs－and－security－for－costs－applications－the－icca－queen－mary－task－force －report, 20
20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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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流转会影响其下一步投资计划而对提起仲裁望而却步。34 第三方资助机构作为风险
投资的商业机构，一贯秉持的是高风险、高回报的理念。虽然第三方资助机构通常会在资助
前对申请人的胜诉概率、关键事实的书面证据和证人证言、法律团队、资助者须投入的大致
时间和费用以及可能的风险以及资助者的可能回报等进行评估，尽可能资助胜诉可能性较大
的案件，但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资助者也会资助胜诉可能性较小的案件以获得更大比例
的收益。35 在这种情况下，受到第三方资助的投资者不必担心仲裁费用，更愿意将东道国
诉诸投资仲裁庭。因此，在第三人愿意为仲裁费用买单的背后，带来的就是国际投资仲裁案
件的激增。

三、ISDS 机制中国家角色转变的表现
由于 ISDS 机制与公法属性的投资争端之间存在不兼容性，在近期的 ISDS 案件中，该
机制限制国家规制权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各国开始采取新的条约实践试图对 ISDS 机
制进行改革。尤其近年来，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频频被诉也使得这些国家面临着巨大的
社会公众与舆论压力。36 在此背景下，为了平衡投资者保护与东道国利益，各方通过创设
相关规则来确保国家规制权的实现。
（一）国家主动参与投资争端程序
由于 IIAs 中对东道国与投资者权利义务规定的不对等，加之仲裁庭对相关条款的扩大
解释，造成东道国在适当情况下采取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权力被剥夺。为避免此类情形，国
家开始加强对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参与。
1. 国家任命裁判者
仲裁员是国际投资争端案件的裁判者，也是案件得以公平公正处理的前提。为避免仲裁
员由于缺乏专业性与独立性而对国家利益产生消极影响，欧盟率先在其与第三国签订的
FTAs 中建立由国家任命裁判者的两审终审的 ICS。37 ICS 的初审法庭与上诉法庭的成员（法
官）均由缔约国选任。此外，在欧盟倡导的 MIC 中，法官的选任也大体采用了 ICS 的相关
规定。38
虽然欧盟目前建立的各双边 ICS 对于初审法庭与上诉法庭成员的人数规定稍有不同，
但在成员的选任以及工作方式上的规定上却是一致的。以 EUSIPA 为例，首先，关于成员的
例如在 Abaclat 案中，仅就管辖权问题进行裁决，求偿方就已经支付了 2700 万美元的仲裁费用，阿根
廷则花费了 1200 万美元。See Abaclat v. Republic of Argentina，ICSID Case No. ARB /07 /5，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August 4，2011。
35
汤霞.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费用担保的必要性标准研究[J].国际经济法学刊,2019，(3).
36
与发展中国家东道国一样，美国在 NAFTA 中的主要被诉议题包括投资者对其国家主权的限制或侵蚀、
挑战公共健康、环境保护等法律的权力，致使国家在制定法律时因担心被诉而瞻前顾后，裹足不前。德国
的“大瀑布”案（Vattenfall AB，Vattenfall Europe AG, Vattenfall Europe Generation AG v.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开启了他国投资者将德国作为被申请人在 ICSID 提起仲裁的新篇章。由于面临高昂的索赔金额，
德国也开始反思 ISDS 机制的负面影响，对其态度产生了变化。而澳大利亚甚至于 2011 年宣布其将不再
在与外国签订的投资协定中规定 ISDS 解决机制，部分原因是由于 Philip Morris Asia v．Australia 案，该争
端导致澳大利亚政府和民间出现一股反对 ISDS 机制的呼声，认为其对该国的公共政策构成了挑战。
37
在 2015 年公布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
（TTIP）草案文本中，欧盟便提出要建立两审终
审的 ICS 以取代传统的 ISDS 机制。2016 年，欧盟-越南 FTA（EUVFTA）明确规定 ICS，标志着 ICS 正式
迈向实践。此后，在欧盟-加拿大综合性经济贸易协定（CETA）
、欧盟-新加坡投资保护协定（EUSIPA）以
及欧盟-越南投资保护协定（EUVIPA）中均有 ICS 的相关规定。
38
关于欧盟倡导的 MIC 的具体规定，参见邓婷婷，欧盟多边投资法院：动因，可行性及挑战[J].中南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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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任程序，EUSIPA 规定初审法庭由 6 名成员组成，其中欧盟、新加坡各指定 2 名、双方联
合指定第三国国民 2 名。联合委员会可决定将成员人数以 3 的倍数增加或减少，各成员的任
期为 8 年，由联合委员会决定是否能够连任。上诉法庭与初审法庭一样，也是由 6 名成员组
成，欧盟、新加坡与第三国国民各 2 名。上诉法庭成员的任期为 8 年，由抽签决定 3 名成员
的任期延长至 12 年，由联合委员会决定是否能够连任。39 其次，对于法庭成员的资质要求，
EUSIPA 规定初审法庭成员的任职资格为具备在其本国被任命到司法机关的条件或具有类
似被承认的资格，并应具有国际公法的专业知识，最好是具有国际投资法、国际贸易法的专
业能力或者拥由国际投资或国际贸易协定所引发的争端解决的经验。上诉法庭的成员的任职
有资格要高于初审法庭成员，除了同样应具有国际公法的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具备在本国被
任命到最高司法机关的条件或具有类似被承认的资格。 40 最后，在案件的审理方式上，
EUSIPA 规定初审法庭与上诉法庭均以分组形式审理案件，3 人为一组，小组成员是随机的、
不可预测的，且所有成员的任职机会均等。41 对于初审法庭所作出的法律调查结果和结论，
上诉法庭可以全部或部分修改或撤销。上诉法庭可以在详细说明其如何修改或撤销相关裁决
或结论的情况下，将裁决事项发回初审法庭重审。42
从以上规定中可以看出， ICS 的规定改变了传统 ISDS 机制中特设仲裁庭的局面。IIAs
缔约国选任的裁判者取代了原来由投资争端当事方挑选的仲裁员，且裁判者任期固定，随机
分组审理案件。这样的规定不仅可以确保裁判者的独立性，同时也对裁判者的专业能力提出
较高的要求，以保证其能正确适用 IIAs 中的相关条款，妥善保护东道国规制权与公共利益，
同时确保裁决的准确性与一致性。
2、缔约国联合发布条约解释
由于某些仲裁庭对 IIAs 中相关条款的解释过于宽泛，为限制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一些
国家在新签订的 IIAs 中规定了缔约国对一些重大条款的解释权，主要表现为缔约方以联合
决定、商定会议记录、议定书、换文或任何其他适当形式对相关条款进行联合解释。43
为了限制仲裁庭滥用自由裁量权，早在 2001 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下设的自由贸易委员会(Free Trade Commission，FTC) 便针对
44
NAFTA 第 11 章中公平与公正待遇的含义与适用作出相关解释。
作为 NAFTA 2.0 版，2018
年签订的《美墨加协定》（U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依旧保留了缔约国联合
发布条约解释的相关规定。USCMCA 附件 14-D 规定，当东道国被指控案件的争议措施在
USMCA 相关例外的措施范围之内时，仲裁庭可将相关问题提请委员会作出解释。委员应该
在 90 天内向仲裁庭出具一份书面解释，针对协议条款的解释做出的决定对仲裁庭具有约束
力，仲裁庭做出的任何决定或裁决必须与该决定一致。45
欧盟近期的条约实践中针对缔约国联合发布条约解释也做出了相关规定。根据 CETA 的
规定，CETA 联合委员会有权对协议的相关条款进行一定的解释，对法庭产生约束力。同时，
CETA 联合委员会有权决定该解释的具体生效时间，这就意味着，联合委员会所做出的解释
EUSIPA 第 3.9.2、第 3.10.2 条。CETA、 EUVFTA 与 EUVIPA 中均有类似规定。
EUSIPA 第 3.9.4、第 3.10.4 条。CETA、EUVFTA 以及 EUVIPA 中均有类似规定。
41
EUSIPA 第 3.9.7、第 3.10.7 条。CETA、EUVFTA 以及 EUVIPA 中均有类似规定。
42
EUSIPA 第 3.19.3 条。CETA、EUVFTA 以及 EUVIPA 中均有类似规定。
43
例如 2012 美国 BIT 投资范本第 30 条第 3 款规定，缔约方均为此项条款派出各自代表宣布对本条约某一
条的解释，由此得出的联合决定将会对仲裁庭具有约束力，仲裁庭的任何决定或裁定都应该与联合决定保
持一致。
44
Notes of Interpretation of Certain Chapter 11 Provisions, NAFTA Free Trade Commission, July 31，2001.
45
USMCA（附件 14-D）第 9 条，第 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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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适用现在以及以后遇到的案件，甚至也可能对已经裁决的案件产生效力。46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缔约国联合解释有助于澄清条款解释问题，此类条款通常要求仲
裁庭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 IIAs 特定的约文解释问题寻求缔约国意见，全体缔约方通过磋商
等程序对约文的真正含义作出共同声明。47 如此一来，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仲裁庭的
自由裁量权，同时也强化了国家在仲裁程序中的地位。
3、非争端缔约方参与仲裁
非争端缔约方通过提交材料参与到投资仲裁程序，有利于阐明缔约方签订条约时的缔约
意愿，以帮助仲裁庭对相关条款的理解。NAFTA 中便规定缔约各方可以对条约的解释问题
向仲裁庭提交意见。48 但在绝大多数 IIAs 中，基本都没有对非争端缔约方参与仲裁程序作
出规定，对此大部分国家的主要顾虑是非争端缔约方提交的材料可能会导致外交保护卷土重
来。49
近年来，很多仲裁规则中开始明确规定非争端缔约方参与仲裁程序相关条款。2014 年
UNCITRAL 发布的《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约仲裁透明度规则》中便规定在条约的解释问
题上，非争端缔约方可以主动或应邀向仲裁庭提交材料，材料提交的范围包含案件的事实与
法律问题。50 此外，在新签订的 IIAs 中也有关于非争端缔约方参与仲裁的规定。2018 年签
订的印度-白俄罗斯 BIT 中联合解释的相关条款规定，若缔约双方未能在 60 天内提交联合决
定，由一方单独发布的任何解释应转发给争议双方和仲裁庭，仲裁庭可考虑此类解释。51 这
表明非争端缔约方有权就相关条款提交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在仲裁实践中，非争端缔约方
主要以应仲裁庭邀请或主动作为法庭之友就正在审理的争议提交材料。例如在 Achmea 案中，
为阐明荷兰—斯洛伐克 BIT 中的仲裁条款是否违反了欧洲联盟运作条约（FEU Treaties）的
若干规定，荷兰政府便应邀提交了一份呈件。52
目前来看，非争端缔约方提交的材料主要既涉及条约中的程序性问题，也包含实体性问
题。程序性问题包括仲裁的先决条件、弃权（waivers）以及法庭之友的解释等，而实体性
问题则涉及协议的范围和覆盖面、条约义务的解释、损害赔偿等。53 虽然非争端缔约方如
何递交材料以及最后是否会被采纳主要取决于仲裁程序以及仲裁庭的裁定，但非争端缔约方
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投资仲裁的透明度和裁决的质量。
（二）强调对国家公共利益的保护
与商事仲裁中仅涉及争议双方的私人利益不同，投资仲裁往往会涉及到国家的公共利益。
诸多仲裁实践表明，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博弈中，往往后者更占优势，为此，如何
CETA 8.31.3 条
靳也.国际投资仲裁程序规则中的缔约国条约解释机制研究[J].武大国际法评论，2017,(5).
48
NAFTA 第 1128 条。
49
Tarcisio Gazzini, “State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A Law of the Treaties Perspective” [C]. in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ed. Shaheeza Lalani & Rodrigo Polanco Lazo.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2019．
50
参见《UNCITRAL 透明度规则》第 5.1、5.2 条。
51
参见印度-白俄罗斯 BIT 第 24 条。
52
2008 年，荷兰的 Achmea 公司根据荷兰-斯洛伐克 BIT 对斯洛伐克提起仲裁程序，认为斯洛伐克的疾病
保险市场禁令违反了荷兰-斯洛伐克 BIT 的规定并造成了其经济损失。2012 年，仲裁庭查明斯洛伐克确实
违反了 BIT 规定，并责令其支付 Achmea 共约 2210 万的赔偿费用。但斯洛伐克认为，BIT 的仲裁条款违反
了欧洲联盟运作条约（FEU Treaties）的若干规定，因此在德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仲裁庭的裁决，审理
该上诉案件的德国联邦法院将这一问题提交给欧盟法院，请求其判断斯洛伐克提出异议的仲裁条款是否违
反了 FEU Treaties。详情参见 Achmea BV v. The Slovak Republic，Case C-284/16。
53
Rodrigo Polanco Lazo，The Return of The Home State to Investor–State Dispute ; Bringing Back Diplomatic
Prote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9.
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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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也成为 ISDS 机制改革的重点。
1．保障东道国国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在 ISDS 案件中，被诉事项大多涉及东道国的公共利益。然而，由于仲裁程序的严格保
密性使得争议的相关信息极少向公众公开，第三方也很难参与案件的审理。因此，ISDS 机
制常常因公共利益在“紧闭的门后”被审理而为各方所诟病。54 在近期的条约实践中，各
国越来越注重增强仲裁程序的透明度，如在 ISDS 条款中规定文件的公开、听证会的举行以
及第三方的参与等。
保障东道国国民知情权的主要体现在文件的公开以及听证会的举行。为了让公众及时了
解案件所涉争议的具体情况，越来越多的 IIAs 规定在仲裁程序中，除机密与受保护的信息
外，相关信息应该被及时公开以便为公众所知悉。例如 EUVIPA 中要求除非议事规则另有
规定，否则任何听证会均应向公众开放。55 《跨太平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中也对文件公开的范围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要求被申请人向公众提供文件的范围包含意向通
知、仲裁通知、向法院提交的书状、诉状和辩护状、法庭听证记录或备忘录、法庭的命令、
裁决和决定与争议方在仲裁进行过程中和仲裁合并过程中所提交的任何书面材料。在听证会
举行的问题上，不仅要求为公众的参与提供便利，并且要求保护相关机密信息。56
此外，近年来签订的 IIAs 也对第三方参与做出了规定。事实上，法庭之友的相关规定
早在国际投资仲裁规则中便得以体现，并且仲裁规则未对法庭之友的资格进行限制，第三方
可以就争议范围内的事项向仲裁庭提交材料。57 但少有国际条约直接就投资仲裁透明度问
题及第三方参与问题在条约中作出规定，因为毕竟这只是中程序中的问题，条约中通常之规
定可选择适用华盛顿公约、UNCITRAL 规则等。58 在近期的条约实践中，很多 BITs 中都包
含了非争议方参与仲裁的规定，例如澳大利亚-秘鲁 BIT 第 8.24 条规定，非争议方可就协议
的解释向仲裁庭提交口头和书面意见。日本-阿联酋 BIT 以及日本-亚美尼亚 BIT 中也有类似
规定。59 韩国-中美洲 FTA 中除规定允许非争议方就争议范围内的事项向仲裁庭提交书面法
庭之友意见书之外，同时要求确保争议各方有机会就法庭之友提交的材料发表意见。60
2. 规范第三方资助
如果资助方在仲裁中突然抽资, 或与受助方未约定败诉的后续费用，抑或对仲裁可能败
诉的后果估计不足，就会出现仲裁费用结清无着落的可能。61 因此，为保障东道国的利益
不被损害，新签订的 IIAs 大多通过增加披露义务来规范第三方资助，以证明申请人能够获
得充足的资金支持。规定披露第三方资助的相关信息，不但便于仲裁庭和东道国对第三方资
助的具体情况得以了解，确保资助方有能力并且愿意为申请方承担费用，还能让仲裁庭主动
发挥一种“监管性作用”，依据资助者的身份确保案件不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形，以避免由于
第三方资助者的加入而导致东道国的利益受损。
目前的 IIAs 与国际投资仲裁规则对第三资助的披露程度并未达成统一的规定，但都要
G Gabrielle Kaufmann-Kohler and Michele Potestà, Can the Mauritius Convention Serve as A Model for th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A Permanent Investment Tribunal or
An Appeal Mechanism? Genev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2016.
55
EUVIPA 第 3.8 条。
56
CPTPP 第 9.24 条。
57
《UNCITRAL 透明度规则》第 4.1 条，
《华盛顿公约》第 37. 2 条。
58
张庆麟.国际投资仲裁的第三方参与问题探究[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
59
参见 2018《日本-阿联酋 BIT》第 17.17 条，2018《日本与亚美尼亚 BIT》第 23.13 条。
60
参见 2018《韩国-中美洲 FTA》第 9.21 条。
61
王超.商事仲裁第三方资助的制度构建[J].国际商务研究,2019,(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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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申请人主动披露第三方资助的存在。如 CETA 规定要求对资助者的身份信息进行披露，
受资助方应向仲裁庭和其他争端当事人披露资助方的名称和住址。披露应当在提交争端时提
出，如果资助协议或捐赠或拨款是在提交仲裁之后达成的，披露需要在这之后毫不延迟地作
出。62 同样《华盛顿公约》不仅要求披露资助者的身份信息，还要求对资助协定的变更情
况进行披露。其修订草案要求受助方应在仲裁请求登记或在登记后缔结第三方资助协议之时
立即通知秘书处其受助事实和资助者名称，并对此后任何上述事项改变和协议终止予以披露。
63
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SIAC）要求披露的内
容更为详细，包括资助方名称、细节和资助协议期间在内的详细信息。SIAC 于 2016 年发布
的《投资仲裁规则》规定，仲裁庭有权要求当事人披露第三方资助协议的存在以及资助者的
身份，在适当的情况下，还应披露资助者的获利细节，以及资助者是否在败诉时负责承担仲
裁费用。64 目前我国对受资助者的强制披露义务也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中国国际经济
贸易仲裁委员会（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CIETAC）
制定的《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获得第三方资助的当事人
应在签署资助协议后，毫不迟延地将第三方资助安排的事实、性质、第三方的名称与住址，
书面告知对方当事人、仲裁庭……仲裁庭也有权命令获得第三方资助的当事人披露相关情
况。”65
（三）赋予国家反请求权
在 ISDS 机制中，由于只能由投资者单方面启动投资仲裁程序，这就使得东道国极易陷
入被动抗辩的局面。因此，赋予国家反请求权，能够有效平衡投资者保护与东道国利益。
事实上，《华盛顿公约》与《UNCITRAL 仲裁规则》都规定了东道国反请求权的条款，
但由于缺乏投资协定对相关问题的规定，东道国的反请求一般不易成立。 66 在审查与处理
东道国反请求的实践中，仲裁庭对管辖权与可受理性的判断认定往往过于严苛，使其反请求
难以得到支持而面临困境。67
非洲国家在早期的区域投资协定中便规定了东道国的反请求权，例如东部和南部非洲共
同市场（Common Market for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COMESA）成员国 2007 年通过
《 COMESA 投 资 协 定 》（ Investment Agreement for the COMESA Common Investment
Area,CCIA），该协定是世界上第一个涉及肯定性反请求规则的协定。68 随后，非洲另一重
要的经济合作组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SADC)
公布了《SADC 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其中也直接规定了东道国可以向投资者提起反请求的
情形。69
62

参见 CETA 第 8.26 条。
ICSID Secretariat. Proposals for Amendment of the ICSID Rules (Vol. 2), p. 31. 2018. Available at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Documents/Amendments_Vol_Two.pdf.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7 月 20 日。
64
Investment Arbitration Rules of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Article24(l). Available at
https://www.siac.org.sg/images/stories/articles/rules/IA%20Rules%20(rev%2020160115).pdf. 最 后 访 问 日 期 ：
2020 年 7 月 20 日。
65
参见 http://www.cietac.org.cn/index.php?m=Page&a=index&id. 最后访问日期 2020 年 7 月 20 日。
66
《华盛顿公约》第 46 条明确做出了反请求规定“除双方另有约定外，经一方请求，仲裁庭对争端的主要
问题直接引起的附带或附加的要求或反要求作出决定，但上述要求应在双方的同意范围内，或在中心的管
辖范围内。” 《UNCITRAL 伸裁规则》（2010）第 21 条第 3 款,，“被申请人可在其答辩书中提出反请求或
基于一项仲裁请求而提出抵销要求，仲栽庭根据情况决定延迟，被申请人还可在仲裁程序的稍后阶段提出
反请求或基于一项仲裁请求而提出抵销要求，只要仲裁庭对此拥有管辖权。”
67
孙南申.国际投资仲裁中东道国反请求规则适用问题[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0, (1).
68
《COMESA 投资协定》第 28. 9 款规定：“一缔约国可就 COMESA 成员国投资者依据本条所提出的请求
未满足本协定项下的义务，包括未遵守国内所有可适用措施或未采取所有合理措施以减轻可能的损害提出
反请求。”
69
《SADC 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在第 19 条第 2 款对反请求规则做出了规定，“东道国可以依据本协定中关
于因违约而导致的损害或救济而产生的纠纷，向投资者提起反请求。”
63

1179

近年来，一些 BITs 也开始对东道国的反请求权进行规定，主要包含以下两种方式；一
种是通过对特定范围反请求权的排除，来间接表示对东道国反请求权的肯定，例如 2018 年
阿根廷-日本 BIT 第 25.14 条规定“被申请人不得以申请人已根据保险合同获得部分或全部
赔偿为由进行抗辩、提出反请求……”
，由此间接推出对反请求的支持。日本-亚美尼亚 BIT、
70
加拿大-摩尔多瓦 BIT 也采取了相同做法。
而另一种则是直接在投资协定中规定反请求权，
明确规定东道国可以向投资者提出反请求。例如 CPTPP 第 9.19.2 条就明确“……被申请人
可直接向仲裁庭提出与本诉法律、事实依据相关的反诉……”，与此类似的还有阿根廷-阿联
酋 BIT 第 28.4 条“……被申请人可以提交与争议直接相关的反诉，条件是争议方应准确说
明反诉的依据”。

四、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中国家角色转变的影响
国家在 ISDS 机制中的角色转变，扩大了东道国国内的政策空间，也能维持东道国公共
利益与投资者保护之间的平衡。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样的转变既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
与全球治理理念相契合。然而，随着国家政策空间的扩大，投资者丧失了一些在传统 ISDS
机制中的程序权利，可能对投资者私人利益造成不利的影响。
（一） 国家角色的转变回应了发展和治理的需求
传统 ISDS 机制注重保护投资者利益，造成东道国的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为了维护国家
的规制权，近期的条约实践通过转变国家在 ISDS 机制中的角色，试图在注重保护投资者利
益的同时也为东道国的国内政策预留空间。
1、 有利于国际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概念最早是在 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出版的报告《我们
共同的未来》中提出的，指“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发展的能力的发展。”
71
值得注意的是，可持续发展概念不是仅指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而是一个多元的概念，
包含了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方面。72 如今，可持续发展已作为一项国际法原则为各国所
认可，被纳入了众多的国际条约，并且已经发展到国际投资领域。73
在国际投资政策语境中，可持续发展强调东道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东道国形成健
康的投资环境。74由此可见，ISDS 机制应当注重平衡东道国的规制权与投资者利益保护两
者之间的关系，以确保东道国拥有稳定、良好的营商环境。ISDS 机制设计初衷主要在于当
东道国侵害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且在缺乏国内层面的投资者保护机制时，通过国际仲裁的
方式为相对弱势的外国投资者提供一个保护机制。75但近年来，随着 ISDS 机制中东道国与
投资者之间利益的失衡，东道国基于保护本国利益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在
2018《日本-亚美尼亚 BIT》第 24.14 条、2018《加拿大-摩尔多瓦共和国 BIT》第 36 条。
Brundtland Gro H, Our Common Future: The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72
参见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联合国文件 A/RES /60 /1，2005 年 10 月 24 日，第 48 段。Available
at https://www.un.org/zh/ga/69/res/all1.s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7 月 20 日。
73
例如 UNCTAD2012 年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框架》，呼吁各国秉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制定和实施
国内、国际投资政策。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制定了《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该原则明确规定“投
资及对投资产生影响的政策应在国际、国内层面保持协调，以促进投资为宗旨，与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
长目标相一致。
74
曾华群.“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框架”与我国的对策[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75
Stephan W.S，Reforming Investor -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 ISDS) :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Options for
the Way Forward: Geneva: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ICTSD)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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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DS 机制下受到限制，东道国也因此缺乏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与空间。
从近期条约实践可以看出，各国通过对传统的 ISDS 机制进行改革，在该机制中增加了
更多的“国家因素”，目的是为了在东道国的规制权和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之间进行再平衡。
通过维护东道国的规制权，扩大东道国公共政策活动空间，以保障东道国在面临严重的经济、
社会甚至政治危机或为了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福祉时，可以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维
护其根本安全利益或公共利益，而不承担违反条约义务的法律责任，从而最终为东道国实现
可持续发展提供监管空间。
2、符合全球治理理论的要求
全球治理理论最早为政治学概念，其含义主要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
限度地增加公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与合作，其核心内容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套维护全人
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处理国际政治和经
济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76 从上述概念中可以看出，全球治理理论要求采取全球性的集
体合作行动，追求的是国际社会多元主体共存的善治模式。
在全球治理理论中，强调国家的中心地位与市民社会的参与是两大核心环节。77因此，
全球治理理论要求 ISDS 机制应当注重对国家中心地位的维护与市民社会参与的保障。然而，
在传统 ISDS 机制中，由于仲裁庭滥用自由裁量权，扩大解释相关条款，忽视国家缔约意愿，
导致主要体现国家中心地位的缔约国共同立法权受到侵蚀，加上 ISDS 机制缺乏透明度，并
未赋予公众知情权与参与权，致使难以满足市民社会参与的要求。
随着各国改革 ISDS 机制措施的出台，国家在 ISDS 机制中的作用得到强化。缔约国拥
有联合发布条约解释权，东道国和其他缔约国能够通过联合发布条约解释来避免仲裁庭的司
法造法行为，保障自身的共同立法权不被侵犯，以维护自身的中心地位。同时，为了保障东
道国的公共利益，ISDS 机制也赋予社会公众通过法庭之友的相关规定向法庭递交材料等权
利，以保障社会市民的参与。除此之外，随着国家在 ISDS 机制中角色的转变，缔约国任命
裁判者、非争端缔约方参与仲裁等措施都表明，除争端当事方外，非争端缔约方与社会公众
都有权参与到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过程，这不仅符合全球治理中多种层次行为体的参与，也
满足了国际主体之间协调合作、国际社会主体多元化的要求。
（二）国家角色的转变引发对投资者的过度规制
国家在 ISDS 机制中转变角色主要是为了避免 ISDS 机制对东道国规制权进行限制，扩
大东道国国内的政策空间。然而国家在 ISDS 机制中作用的增强在为各国行使监管权保留更
大余地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东道国对投资者过度规制的风险。
随着 ISDS 机制中国家因素的增强，也可能导致新一轮权利义务的失衡。一方面，国家
改革 ISDS 机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国家规制权和投资者利益保护之间达成平衡。但另一方
面，由于各国都可能被卷入国际投资争端案件，因此为了避免出现在未来可能因违反投资条
约而在投资争端中承担国际责任的情况，各缔约国也会选择为东道国行使监管权保留更大的
余地。78 正如有学者指出，当今关于投资制度的对抗不再是发达国家或资本输出国与发展
中国家或资本输入国之间的对抗，而是缔约方与投资者以及投资者与投资法庭之间的对抗。

76

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1).
徐崇利.晚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实践之评判:“全球治理”理论的引入[J].法学家,2010,(3).
78
AntheaRoberts, State-to-State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 Hybrid Theory of Interdependent Rights and
Shared Interpretive Authority.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J].2014, (55).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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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而随着东道国政策空间的扩大，这可能会产生一个重要风险，即各国可能蓄意占用过多
的政策空间，并且利用这一空间不是为了合法监管目的，而是为了侵害投资者的私人权利，
80
最终造成对外国投资者的过度监管。
此外，缔约国联合发布条约解释可能会增加法律的不可预测性。由于 IIAs 的签订主体
与投资争端主体并不一致，当缔约国联合发布条约解释时，如果对已经审理完成的案件具有
溯及力，不仅会造成对外国投资者基本程序权利的侵害，也会进一步加剧法律的不稳定性和
不可预测性。而随着投资法庭的建立，投资者丧失了自主选择法庭成员的权利。有批评者认
为，在仲裁庭成员全部由代表各国政府意志的联合委员会来选任的情况下，投资者无法参与
仲裁庭成员选任，仲裁庭成员在具体案件中有可能偏向东道国一方而置投资者于不利地位。
81

结语
为了维持国际投资的可持续发展，维护东道国的公共利益，各国通过转变国家在 ISDS
机制的角色以保障国家的规制权。近期 IIAs 对 ISDS 机制改革的措施是否合理仍然需要经受
实践的检验。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国家正在通过上述措施重新参与 ISDS 机制，并在争端
解决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这一趋势也不免使人产生担忧，国家在 ISDS 机制中作用的增
强，是否会引发投资争端解决的政治化回潮？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又是否会重新被母国与东
道国所主导？
中国目前兼具投资输入国与投资输出国双重身份，在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多的 ISDS 案件。
基于国际投资身份混同的现实需求，我国有必要重新审视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价值，平衡化
发展 ISDS 机制。国际社会正处于重塑 ISDS 机制的时期，中国也应当积极参与改革，实现
ISDS 机制中国家规制权与投资者保护之间更好的平衡状态，确保在保护我国海外投资者的
同时保证我国的国内监管权。

Andreas Kulick, ‘Reassertion of Control: An Introduction’ [C]in Reassertion of Control Over the Invest
ment Treaty Regime ,ed.Kulick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80
Rodrigo Polanco Lazo, The Return of The Home State to Investor–State Dispute：Bringing Back Diplo
matic Prote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81
See Stephen Schwebel，
“The Proposals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Investment Protection and An
Investment Court System”. Available at http://isdsblog.com/wp-content/uploads/sites/2/2016/05/THEPROPOS
ALSOFTHEEUROPEANCOMMISSION.pdf， 2020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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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仲裁中东道国援引不可抗力抗辩研究
吴青曜
（复旦大学法学院，上海）

摘 要：不可抗力是当发生无法预见或控制事件时重新调整当事人间义务和责任的法律概念，
是解除国家行为不法性的情形之一。不可抗力在民商事合同领域已被广泛引用，而在国际投
资仲裁中的重要性则尚未显现。根据理论和案例分析可见，在国际投资仲裁中东道国援引不
可抗力抗辩相关措施的法律责任虽有挑战，但仍具有可行性。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东道国
的防疫措施可能招致外国投资者提起国际投资仲裁，由于疫情与不可抗力事件密切相关，为
避免正当合理的防疫措施沦为投资者索赔的诱因，东道国应关注不可抗力的抗辩要点，并在
兼顾本国投资者海外诉求维护的同时，将不可抗力事项纳入国际投资或经贸条约的例外条款，
以提高仲裁庭支持不可抗力抗辩的可能。
关键词：国际投资仲裁；不可抗力；东道国抗辩；国家责任；新冠疫情

引言
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意为“无法预见或控制的自然或社会事件”,1当此类事件发生
时，不履行法律义务是合理公平的。这一法律概念起源于罗马法，存在于诸多大陆法系的法
律制度中，发挥着调整合同当事人风险承担的作用。除了在私法领域适用广泛外，不可抗力
作为国际法上解除主权国家行为不法性的抗辩理由也存在已久，[1]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通
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下简称《国家责任草案》）中，第 23 条明确
规定不可抗力是解除国家行为不法性的情形之一。该草案中关于解除国家行为不法性的条款，
在国际投资仲裁的实践中曾作为国际习惯法或一般法律原则被多次援引和适用，尤其是其中
第 25 条危急情况（Necessity）在 20 世纪末阿根廷经济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国际投资仲裁案
件中成为了东道国进行抗辩的依据。尽管不可抗力是判断国家行为不法性解除的重要标准，
但由于其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尚未得到东道国的广泛引用，相关的理论和实践探讨因此相对有
限。然而，2020 年新型冠状肺炎病毒肆虐全球，疫情的爆发迫使各国纷纷采取隔离、封锁、
征收和关停等措施，这些紧急措施的施行虽有利于控制疫情传播和维护公共健康安全，但极
易对外国投资者的利益造成损失并可能促使其依托投国际资仲裁的方式向东道国提起索赔。
面对此种情形，东道国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能否通过援引不可抗力抗辩以免除责任将成为未
来国际投资仲裁项下的关键议题。中国作为最早造成疫情影响的国家，中国的防疫措施相对
全面，但这也增加了中国遭遇外国投资者提起国际投资仲裁的风险，为此，研究国际投资仲
裁中东道国援引不可抗力抗辩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将为新冠疫情时期中国应对外国投资者的
索赔请求提供一定参考。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force%20majeure, last visited: June
1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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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援引不可抗力的理论分析
（一）不可抗力抗辩的援引可能
在国际投资仲裁中援引不可抗力以解除国家行为不法性的直接法律依据来自《国家责任
草案》较为完善的不可抗力规则。这是因为，不可抗力并非通行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概
念，且不可抗力条款主要存在于民商事合同，国际投资条约或经贸条约中大多未纳入不可抗
力条款。
不可抗力作为法律概念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进入国际法的讨论范畴。这一时期，受
战争和暴动的影响，出现了一批向国家索赔的国际法案件，对此有关国家多援引不可抗力对
自身行为抗辩。后来，在起草《维也纳条约法公约（1969）
》时，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认为，
如同发生意外不可能履行是终止条约的理由一样，不可抗力亦可以作为不履行条约义务的抗
辩。[2]2001 年国际法委员会将不可抗力界定为《国家责任草案》解除国家行为不法性的情形
之一。因此，在国际法上，国家通常需要对其违反国际法义务的行为承担责任。[3]但行为的
非法性并不总使国家承担责任，如果存在排除该行为违法性的特殊情况，与之相关的国家责
任可能得以免除。[4]《国家责任草案》所规定的六种免除国家行为不法性的情形包括：同意、
自卫、反措施、不可抗力、危难、危急情况。2其中，不可抗力已在 Russian Indemnity、Serbian
Loans、Rainbow Warrior 案等国际公法案件中被主权国家多次援引，这可为国际投资仲裁中
东道国援引不可抗力抗辩外国投资者针对其国内措施提起的索赔请求提供了一定的指引。
由于《国家责任草案》已被广泛地认为是对既有国际习惯的编纂，[5]并已成为各国际法
院和仲裁庭司法实践的重要参考，因此草案中关于国家不法行为、国家责任及其免除的规定
同样可用于确定国际投资仲裁中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间的权利（力）义务与相关责任的归属，
投资者可依据草案主张东道国的不法行为责任，东道国可援引草案中国家不法行为的认定规
则和解除不法性的理由证明有关措施的性质或提出免责抗辩。[6]此外，《国家责任草案》在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下简称
ICSID）审理的案件中曾被多次引用，对符合条款构成要件的情形仲裁庭会直接适用。3综上，
不可抗力在国际投资仲裁中东道国解除国内措施不法性方面具有充分的援引可能。
（二）不可抗力抗辩的构成要件
作为解除国家行为不法性的一条抗辩理由，不可抗力情形及其构成要件被规定在《国家
责任草案》第 23 条。该条规定：“1.一国不遵守其对另一国国际义务的行为如起因于不可抗
力，即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该国无力控制、无法预料的事件发生，以至该国在这种情况下实
际上不可能履行义务，该行为的不法性即告解除。2.在下列情况下第 1 款不适用：(a)不可抗
力的情况是由援引此种情况的国家的行为单独导致或与其它因素一并导致；或(b)该国已承
担发生这种情况的风险。”4此外，《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指出，
Article 20, 21, 22, 23, 24, 25 of 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3
可参考危急情况规则在涉阿根廷投资仲裁案中的适用，如 CMS Gas Transmission Company v.The Argen
tine Republic 案，以及 LG&E Energy Corp., LG&E Capital Corp., and LG&E International, Inc .v. Argen
tine Republic 案。
4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Official Recor
d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Fifty-sixth Session, Supplement No. 10 (A/56/10), Article 2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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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同时满足以下 3 个条件，国家才能通过援引不可抗力解除行为的不法性：“(a)有关行为
必须为不可抗拒的力量或无法预料的事件所造成，(b)该行为超越有关国家的控制范围，以
及(c)该行为使该国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不可能履行义务。”5
尽管长期以来对引起不可抗力的事件：自然事件（例如可能使一国的飞机改变航向进入
另一国领空的恶劣天气以及地震、水灾或旱灾），或人类的干预（如因叛乱而造成失去对国
家部分领土的控制，或第三国进行的军事行动对某一地区的破坏），或自然与人为的某种结
合事件并无争议。但事实上包括国际投资仲裁在内的国际法院案件和国际仲裁案件中，东道
国若要通过援引不可抗力达到免除有关行为不法性的抗辩目的，则必须证明导致国家实施有
关的行为的事件同时满足五个要件：(1)出现了不可抗拒的力量或无法预料的事件。要达到
“无法预料”，该事件必须是既未被预料到，也不易预料到的那种事件。并且，“不可抗拒的
力量”和“无法预料的事件”与国家实际上不可能履行义务之间须有因果联系。(2)上述力量或
事件必须不受国家控制。对此，国际法委员会并未要求力量或事件必须来自国家外部，某些
情况下，只要不是国家故意行为所致来自国家自身的力量或事件也可能符合条件。[7](3)力量
或事件须使国家实质上无法履行义务，若只是履行义务难度的增加则并不符合条件。(4)国
家不能助长此种力量或事件的发生。如果国家的行为在无意间促成了实质性不可能履行情况
的发生，事后发现可采取另一种方式，但若国家当时的行为是善意的且并未使事件变得更加
不可预料，在此情形下国家仍可援引不可抗力。(5)国家不能承诺防止该情况的发生或以其
他方式同意承担风险。由此可见，不可抗力的适用具有较高的门槛，这导致在国际投资仲裁
中，东道国若援引不可抗力作为相关措施的抗辩理由则将负担较高的证明义务。
（三）不可抗力抗辩的援引障碍
除认定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严苛外，在国际投资仲裁中东道国援引不可抗力应对外国投
资者对本国有关措施的索赔请求时可能还会遭遇以下三方面的障碍：
1. 某些强制性规范可能排除东道国的不可抗力抗辩。就理论而言，国家对于任何国际
义务的履行均可主张不可抗力，但这并不意味着部分主要义务内容无法对不可抗力的适用产
生影响。6《国家责任草案》第 26 条规定：“违反一般国际法某一强制性规范所产生的义务
的一国，不得以本章中的任何规定作为解除其任何行为之不法性的理由。”例如，当前东道
国负有保护外国人士利益而尽责行事的义务基本被视为国际习惯法领域的最低待遇标准。[8]
在国际投资法下，这一待遇标准通常表现为“充分保护和安全”要求（Full protection and
security）
，即使东道国援引不可抗力，仲裁庭仍会通过评估东道国履行保护外国投资者利益
保护义务的尽责情况来审查东道国行为的合法性与责任。
2. 即使通过不可抗力抗辩解除了国家行为的不法性，但国家并不因此而免于赔偿责任。
《国家责任草案》第 27 条(b)项规定：“援引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不妨碍对该行为所造成
的任何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据此，该项并不试图对东道国援引不可抗力抗辩后是否仍需
就相关行为对外国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给出确定的答复，由于各案具体情况不同，一
般而言应由行为方和受害方共同商定以得出具体的赔偿方案。[9]这意味着，在国际投资仲裁
中，当投资条约或经贸协定缺乏例外情况规定与具体安排时，若东道国仅依托《国家责任草
案》中的不可抗力规则抗辩解除有关行为的不法性，则东道国仍可能面临高额的赔偿款项，
这也说明了单纯依靠引用不可抗力抗辩存在局限性。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
ts with commentaries,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vol. II, 2001.
6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Study by the Secretariat, ‘“Force majeure” and “Fortuitous event” as Cir
cumstances Precluding Wrongfulness: Survey of State Practice, International Judicial Decisions and Doctrin
e, Vol. II, 197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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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责任草案》与国际投资条约的适用优先关系尚未得到明确。在阿根廷经济危
机所引发的一系列投资仲裁案件中，阿根廷均同时援引了《国家责任草案》与双边投资协定
中的规定主张免责，但不同案件的仲裁庭却采用了不同的认定程序：在 CMS 案、Enron 案
以及 Sempra 案中,仲裁庭选择先判断是否满足《国家责任草案》下危急情况的构成要件，而
后再考虑投资协定中的条款；而在 LG&E 案中，仲裁庭则首先考察能否根据投资协定中的
条款免除东道国责任，而后再考察草案中的规定能否支持仲裁庭结论。[10]CMS 案撤销委员
会已否认了仲裁庭的裁决，委员会认为双边投资协定应被理解为特别法，而《国家责任草案》
应被理解为一般法，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仲裁庭应先依照双边投资协定裁决，只
有当东道国行为违反协定项下的条款后才能考虑《国家责任草案》中的规定能否解除上述行
为的不法性。[11]综上，在东道国援引不可抗力抗辩相关行为时，仲裁庭同样可能面临《国
家责任草案》与国际投资条约的适用位阶的选择困境，这可能对裁决结果及东道国的赔偿责
任问题产生影响，也加剧了不可抗力抗辩结果的不确定性。

二、援引不可抗力的案例分析
截至目前，国际投资仲裁中东道国援引不可抗力展开抗辩的案例为数不多，且主要集中
在战争、暴力冲突和抗疫活动等情境中，而由自然灾害和流行性疾病事件引发的投资仲裁案
件几乎无迹可寻。受本次新冠疫情的影响，各国采取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紧急措施进行防控，
这些措施可能对外国投资产生重大影响，在可预测的未来，外国投资者就此通过仲裁庭向东
道国提出索赔的案件可能出现井喷式的增长，因此，收集国际投资仲裁中既有的不可抗力抗
辩案件，整合既有的东道国援引思路与仲裁庭的分析路径将为应对此后可能出现的新冠疫情
引发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提供参考意见。
（一）Autopista Concesionada de Venezuela, C.A.诉委内瑞拉案
Autopista Concesionada de Venezuela, C.A.（下简称 Aucoven）诉委内瑞拉案发生的背景
是 1994 年。本案申请人 Aucoven 是一家根据委内瑞拉法律注册的公司，该公司由美国
ICATECH 公司拥有。当时，为建造和维护自委内瑞拉首都到北部海边的一条公路，委内瑞
拉邀请私人资本参与，在赢得公开招标后 Aucoven 于 1996 年与委内瑞拉签定了《特许权协
议》。根据协议，Aucoven 将建造一个新的高架桥，并负责公路系统的维护与运营，特许权
期限为 30 年，Aucoven 的收入来源是其所享有的排他性公路收费权，且其可依据 CPI 指数
调整所收取的通行费。此外，委内瑞拉将保证 Aucoven 的最低收费，如果无法达到该最低
标准，则委内瑞拉将将补偿 Aucoven。1997 年 1 月，Aucoven 准备提高公路收费，这引发了
委内瑞拉国内的暴力抗议，迫使 Aucoven 不得不停止增加收费，委内瑞拉政府也要求
Aucoven 暂停提高通行费。此后，为提高通行费 Aucoven 又进行了尝试，但涨价最终均以委
内瑞拉爆发抗议活动告终。由于无法通过收取通行费为建造活动提供充足的资金，Aucoven
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公路项目。此后，Aucoven 以委内瑞拉未履行《特许权协议》项下的收取
通行费、支付最低保证收入等义务为由，根据协议第 64 条在 ICSID 提出仲裁请求，要求委
内瑞拉赔偿 1.55 亿美元的损失及利息。对此，委内瑞拉援引了不可抗力进行抗辩，其认为
是反对公路通行费涨价的大规模暴力抗议活动使之无法采取行动因而无法达成双方的调价
约定，委内瑞拉认为本案中的大规模暴力抗议活动构成不可抗力事件，因此其可以免责。本
案中，仲裁庭并未认可委内瑞拉提出的不可抗力抗辩。仲裁庭首先解释可采用与国际公法对
不可抗力的理解审理本案，其次仲裁庭指出只有同时满足以下三个要件：(1)不能克服
（ Impossibility ）； (2) 不 可 预 见 、 不 可 避 免 （ Unforeseeability ）； (3) 不 能 归 责 于 违 约 方
（Non-attributability）
，委内瑞拉才能成功援引不可抗力。在本案中，仲裁庭认为委内瑞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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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此种因涨价导致的抗议活动并不鲜见，尤其是委内瑞拉在 1989 年曾因反对公共交通涨价
而爆发过加拉加斯大骚乱，7据此，仲裁庭认为委内瑞拉无法证明本次的抗疫活动是不可预
见的。此外，针对不能克服的要件，委内瑞拉承认若使用武力则抗议活动并非不能抗拒，但
国家可以使用何种程度的武力来解决抗议活动存有争议，仲裁庭认为使用武力属于政治力量
的范畴，由于本案中委内瑞拉无法证明涨价引发的抗议不可预见已有结论，已可驳回委内瑞
拉提的不可抗力抗辩，因此仲裁庭在不能克服问题上并未给出答复。最终，本案仲裁庭作出
了有利于投资者的裁决。[12]
由 Aucoven 诉委内瑞拉案可见，ICSID 仲裁庭对东道国援引不可抗力抗辩，尤其是其中
的“不可预见”要件证明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对此，有学者指出仲裁庭的分析思路存在不妥，
认为这实际上模糊了不可预见的判断标准，因为过高的标准下将使得一切事件都变得可以预
见，使得曾经历过抗议或暴乱的国家无法成功援引不可抗力进行抗辩。[13]在另一起 ICSID
审理的案件，RSM Production Corporation 诉中非共和国案中，[14]RSM 公司同样与东道国签
定了一份石油勘探合同，后由于东道国爆发了政治动乱和武装冲突，投资者援引不可抗力作
为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抗辩理由。尽管中非共和国政局不稳发生暴力冲突并不罕见，但仲裁庭
仍认为本案中的事件不可预见。比较上述两个 ICSID 仲裁庭审理的案件可见，在国际投资
仲裁中，东道国较投资者而言，以不可抗力由实现抗辩意图的难度更大，这从侧面反应了当
前以 ICSID 为代表的仲裁庭在裁决时会向投资者倾斜的立场，同时也折射出在国际投资仲
裁中东道国援引不可抗力的困境。
（二）Ampal-Amer ican Isr ael Cor p and other s 诉埃及案
Ampal-American Israel Corp and others（下简称 Ampal）诉埃及案发生的时代背景
是阿拉伯之春革命。本案申请人是一组在美国注册的公司，它们是 East Mediterranean Gas
Company（下简称 EMG）的股东。EMG 是在埃及注册的一家免税公司，负责从埃及购买
天然气并通过管道运输至以色列，为此 EMG 与埃及国有石油公司、国有天然气公司签订了
购销协议。2012 年，Ampal 认为埃及采取了一系列破坏其投资的行为，并在 ICSID 提起仲
裁，其中 Ampal 的一项诉请是：在 2011 年革命爆发时期，埃及未能采取必要措施以对其所
有的生产设施和输油管道提供保护，致使上述设备遭受了多次恐怖袭击，Ampal 认为埃及
的行为违反了《美国-埃及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充分保护和安全条款。对此，埃及认为这些
恐怖袭击构成购销协议项下的不可抗力事件，并以此展开抗辩。在本案中，仲裁庭驳回了埃
及的不可抗力抗辩，仲裁庭认为其案件的管辖权来自双边投资协定，故其有义务根据协定中
确立的标准进行裁决，由于《美国-埃及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充分保护和安全条款使得东道
加拉加斯大骚乱：1989 年 2 月 27 日位于委内瑞拉米兰达州的瓜雷纳斯(Guarenas)首先爆发群众反对公共
交通涨价的示威活动，并迅速扩大到距离当地约 30 公里的首都加拉加斯，示威浪潮还蔓延到全国多个城镇。
时任委内瑞拉佩雷斯领导的政府以高压手段对付示威者，于 1989 年 2 月 28 日颁布紧急状态，中止宪法内
保障公民自由的条文，如关于个人与安全、住宅不受侵犯、表达自由、在公共场合及私人场所集会、和平
抗议等权利，并出动军警残暴镇压示威群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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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埃及负有尽职尽责保护外国投资者的义务，仲裁庭认为本案中此项尽职尽责义务可取代不
可抗力标准，进而仲裁庭指出其分析和裁判的重点是东道国是否履行了尽职尽责的保护义务，
而不是能否依不可抗力免除该义务。最终，ICSID 仲裁庭根据与本案相关的国际商会仲裁事
8

实和调查结果， 以及自身对有关事实和证据的评估，得出结论：埃及未采取实质性措施保
护申请人的投资不受恐怖袭击的损害，这违反了《美国-埃及双边投资协定》中充分保护和
安全条款所要求的尽职尽责义务，继而仲裁庭在该争议上支持了投资者的请求，而未支持东
道国埃及提出的不可抗力抗辩。

9

由 Ampal 诉埃及案可见，即使东道国援引不可抗力进行抗辩，但仲裁庭仍会将东道国
对部分重要义务的履行情况作为裁决东道国行为责任的主要标准，甚至可能以此取代不可抗
力在案件中的抗辩作用。此外，Ampal 诉埃及案也揭露出当投资者与国家间存在投资合同
10

时， 国家倾向于援引投资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条款进行抗辩，而非援引《国家责任草案》第
23 条不可抗力规则。依据投资合同项下的不可抗力条款提起抗辩与依据《国家责任草案》
第 23 条不可抗力规则提起抗辩并不相同，前者除可为作为当事人的国家提供辩护外，更充
当着分配当事人交易中风险的手段，且当事人可根据需要定制不可抗力条款，这可能影响后
[15]

期辩护的范围和条件等。 但对于那些非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引发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
通常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投资合同，此时，若由于不可抗力事件引发投资
者提出索赔请求，东道国则大多只能依托《国家责任草案》第 23 条主张不可抗力抗辩。

三、新冠疫情下东道国抗辩分析
2020 年 新 型 冠 状 肺 炎 病 毒 席 卷 全 球 ， 3 月 11 日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 World Health
[15]

Organization，下简称 WHO）将新冠疫情定性为“全球大流行”（Pandemic） 。截至目前，
11

全球已有超过 778 万例确诊病例，造成超过 43 万人死亡。 面对全球严峻的新冠危机，世
国际商会仲裁院曾审理过与本案相关的案件，在那个案件中 EMG 与埃及国有石油公司、埃及国有天然气
公司等是当事方。本案 ICSID 仲裁庭认为，只要裁决对当事方具有约束力，仲裁庭可参考和依赖商事仲裁
中认定的事实与结果。
9
Ampal-America Israel Corp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ICSID Case No. ARB/12/11.
10
虽然本案中的购销协议当事人是 Ampal 公司与埃及国有石油公司、国有天然气公司，但该案中请求人 A
mpal 根据《国家责任草案》第 4、5、6、8 和 11 条认为埃及两家国有公司的行为可归因于国家。埃及法律
规定两家公司是公共机构，由石油部监督，故仲裁庭支持了申请人的观点。
11
WIKIPEDIA: Template:COVID-19 pandemic dat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mplate:COVID-19_p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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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国纷纷采取了各种措施，这包括限制人员流动（隔离、宵禁、旅行限制、关闭边界），
授权政府控制/征收/国有化私人企业，取消超过指定人数的活动，暂停商业交易与日常经营，
暂停抵押贷款业务以及强化外资审查权力等。这些强制性措施将对公共事业、航空、娱乐和
制药等领域的外国投资利益造成损失，并可能在征收、公平正公正待遇、充分保护和安全、
国民待遇和保护伞条款等问题上引起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投资纠纷。由于新冠疫情与不可
抗力事件具有紧密关联，面对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的质疑和索赔请求，探讨东道国能否援引
不可抗力进行抗辩，解除相关行为的不法性的重要性正在日益突显。
（一）援引不可抗力抗辩的可行性
面对东道国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积极作为和消极不作为，外国投资者拥有诸多启动国
际投资仲裁的理由，对此东道国有三种较为可行的潜在抗辩路径：[16](1)主张警察权（Police
power）允许其为了维护公共健康和安全等限制私人财产权利；12(2)援引国际投资条约或经
贸条约中关于维护公共秩序或合法公共福利目标的例外条款；(3)援引国际习惯法项下的抗
辩，这主要包括《国家责任草案》中的不可抗力、危难、危急情况规则。其中，由于新冠疫
情与不可抗力事件具有高度吻合性，且已在民商事私法领域被广泛认定为不可抗力事件，因
此援引不可抗力对行为的法律效力进行抗辩将成为东道国未来应对投资仲裁案件的重要路
径。对此，本文认为此种情形下东道国援引不可抗力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同时也会遭遇一
定的证明困境，最终能否援引成功存有不确定性。
根据《国家责任草案》第 23 以及国际法委员会对该条的评注，通过不可抗力解除国家
行为的不法性需要同时符合五个要件。13对应到新冠疫情下的东道国的行为，这五个要件的
满足情况为：(1)就“不可抗拒”或“无法预料”要件而言，作为东道国紧急措施的触发事件，新
冠疫情的爆发基本可符合不可抗拒和无法预料的条件。但参考 Aucoven 诉委内瑞拉案中仲
裁庭的说理思路，由于此前曾爆发过同为冠状病毒的 SARS 疫情，这可能削弱新冠疫情发生
的无法预料性。[17](2)就不受国家控制要件而言，新冠疫情的爆发对东道国举措的实施具有
控制作用，因此符合该要件。(3)就国家实质上无法履行义务而言，由于仅是履行难度的增
加无法符合要求，这要求东道国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是“迫不得已”的。然而新冠疫情能否导致
东道国没有办法履行义务且毫无选择的余地是最难证明的一点，因为东道国可能总是有其他
的选择可能。[18]并且，疫情爆发之初东道国所掌握的科学结论有限，各国的立场和方案不
一甚至相互无法理解，这种短期和长期间信息的不对称性可能对仲裁庭公平客观地分析东道
国防控措施的能力产生消极影响。此外，这一要件还可能会因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所负有具
体义务类型而得出不同的结论。(4)就国家不能助长事件发生而言，尽管在表面上东道国几
乎不可能自行散播病毒，但投资者可能根据公共医疗体系的健全程度、预防和控制疾病传播
的反应速度、相关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及时性来认定东道国行为与疫情的爆发存在潜在关联。
(5)就国家同意承担风险而言，若东道国此前为吸引外国投资者曾作出某些可能涵盖新冠疫
情发生风险或确保有关法律措施稳定的承诺，那么这将对此后东道国在国际投资仲裁中援引
不可抗力抗辩产生不利影响。
新冠疫情的爆发虽然可能具有不可抗力事件的部分属性并且民商事合同领域被广泛认
定为不可抗力事件存在，将其引入国际投资仲裁作为东道国的抗辩理由具有可能性与可行性。
但国际法上用以解除国家行为不法性的不可抗力是一项相对严苛的抗辩请求，东道国根据
emic_data.
12
在 Lauder 诉捷克共和国案中，仲裁庭认为东道国采取的影响投资者财产所有权的措施或行为若是善意履
行监管行为并在可接受的番位内，那么东道国可免于赔偿。
13
构成要件可见文章第一部分“援引不可抗力的理论分析”中的第二点“不可抗力抗辩的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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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责任草案》第 23 条援引不可抗力解除部分防控措施的不法性存在较高的证明难度，
而东道国疫情防控措施的多样性、程序是否正当、具体实施方式是否善意、是否过激过度、
是否存在歧视等考量因素也可能影响仲裁庭对其不可抗力抗辩的判断。因此，可以预见仲裁
庭将会从个案具体情境入手对东道国的不可抗力抗辩理由给出裁断。除了构成要件的论证门
槛较高外，东道国援引不可抗力抗辩外国投资者就疫情防控举措提起的索赔请求还需克服以
下三方面的困境：首先，某些强制性国际义务的存在可能排除东道国的不可抗力抗辩。由
Ampal 诉埃及案结果可见，仲裁庭可能会重点考虑东道国防控举措的必要性，及对包括为外
资提供充分和安全保护在内的某些关键性国际义务的履行情况，这也可能削弱东道国的抗辩
力度，影响仲裁庭的裁决结果。其次，由 Aucoven 诉委内瑞拉案可见，因更关注经济利益
ICSID 仲裁庭在审理案件时存在向投资者倾斜的可能，这可能导致仲裁庭会从严审查东道国
的抗辩理由，将使得东道国成功援引不可抗力的可能性被进一步限制。再次，由于《国家责
任草案》规定不可抗力只能解除国家行为的不法性，而并不意味着赔偿责任的直接免除。因
此，即使仲裁庭支持了东道国的不可抗力抗辩，东道国可能仍需对其所采取的某些疫情防控
措施承担赔偿投资者损失的责任，这将导致不可抗力抗辩对东道国应对新冠疫情中外国投资
者索赔请求的效能被大打折扣。
尽管国际投资仲裁中东道国援引不可抗力排除疫情防控举措不法性存在难度和风险，但
鉴于新冠疫情与不可抗力事件之间的高度关联，这仍不失为一条有力的抗辩路径。当前已有
学者指出，鉴于新冠疫情的严重性，国际投资仲裁庭应确立适当的标准以判断国际习惯法下
的抗辩路径，可适当突破传统国际公法中的认定标准。[19]并且，在此前因阿根廷经济危急
所引发的外国投资者索赔案件中，不少仲裁庭虽然驳回了阿根廷基于《国家责任草案》提出
的危急情况抗辩，但却根据东道国的抗辩将阿根廷当时的经济情况纳入了考量范畴并调整了
最终裁决赔偿的金额。[20]这也可以增强不可抗力抗辩对新冠疫情背景下东道国应对外国投
资者索赔请求的作用。由于目前新冠疫情的防控态势尚不明朗、相关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尚
未出现且国际社会已出现主张合作防止投资仲裁滥诉的呼吁，[21]仲裁庭对东道国防疫措施
的认定立场尚无从把握，因此，未来面对因防疫措施而招致的投资者索赔案件，东道国应重
视不可抗力这一抗辩理由的重要性，可考虑将不可抗力抗辩与其他抗辩路径相结合，从而避
免正当合理的防疫措施沦为外国投资者索赔的诱因。
（二）新冠疫情下中国的应对建议
作为最先遭受本轮新冠疫情冲击的国家，中国较他国更早采取了一整套完整和强有力的
防控措施，这对外国投资者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且受近期西方社会“中国赔偿论”的鼓动，
未来中国在国际投资仲裁中面临较高的被诉风险。因此，中国有必要在兼顾本国投资海外者
利益维护的基础上，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不可抗力抗辩理由在解除防疫措施不法性和应对新
冠疫情背景下外国投资者索赔请求方面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东道国在国际投资仲裁中援引不
可抗力抗辩存在难度和风险，在依托不可抗力抗辩的同时，中国应同时考虑援引其他潜在的
救济路径。为增强成功援引不可抗力抗辩的可能性，中国应结合《国家责任草案》中关于不
可抗力构成要件的表述以及国际投资仲裁庭过往的实践立场，履行对外国投资者的基本保护
义务，需审慎对待所采取的一揽子举措中任一举措，需注意所实施的举措是否善意和必要，
是否存在以公共卫生刻意打压外国投资者的可能，是否存在歧视和违反最惠国待遇或国民待
遇的可能，[22]同时应需结合特定情形适时调整不必要的防疫要求，这可能有助于在此后可
能的国际投资仲裁中仲裁庭支持中国所提出的不可抗力抗辩理由。
此外，当前国际投资和经贸条约中大多不包含不可抗力规则，东道国在投资仲裁中若要
援引不可抗力抗辩，直接的法律依据是国际习惯法《国家责任草案》项下的不可抗力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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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国家责任草案》对国家援引不可抗力解除行为不法性设置了较为严苛的条件，
为此，中国可考虑未来在签定双边或多边的投资与经贸协定时，将含有不可抗力事项内容的
个性化诉求纳入“非排除措施”条款之中。14当前，在 2020 年 1 月公布的中美经贸第一阶段协
议第七章第六条中已经纳入了与不可抗力类似的规定，15允许当发生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或
其他不可预见的事件时可协商决定条约项下义务的履行要求。这为中国签定相关投资协定文
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和参考，中国可以在兼顾本国投资者海外利益维护的同时将类似新
冠疫情的事件纳入其中，这将为中国在国际投资仲裁中援引不可抗力抗辩提供特别法依据，
进而有利于增强仲裁庭接受和支持特殊事件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不可抗力抗辩理由之可能。

结语
作为《国家责任草案》中明确规定为可解除国家行为不法性的情形之一，不可抗力将有
助于国家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无法预见或控制的事件所带来的消极影，是国际法下维护国家
必要权力的重要法律概念。然而，当前不可抗力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尚未得到东道国多次援
引，有关的案件数量较少且主要集中在战争和暴力冲突等场合，尚未延伸至自然灾害事件，
与之相关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也相对有限，这阻碍了国际投资仲裁中不可抗力抗辩在平衡东
道国规制权和外国投资者利益方面作用的有效发挥。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现代社会足以使得东
道国援引不可抗力的事件较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家责任草案》对国家援引不可抗力设
置了较高的构成要件门槛，注重经济利益的仲裁庭也极不易接受东道国提出的不可抗力抗辩
理由。此外，某些强制性保护义务的存在，即使解除了国家行为的不法性国家也并不因此免
于赔偿责任，以及《国家责任草案》与国际投资条约适用位阶的模糊等因素也加大了东道国
成功援引不可抗力的风险。2020 年新型冠状肺炎病毒蔓延全球，为抗击疫情，各国纷纷采
取了一系列防控措施，这势必对外国投资者的利益造成损害，未来东道国将在因此而遭遇大
量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尽管根据理论和案例分析可见，在国际投资仲裁中东道国援引不可
抗力排除疫情防控举措不法性存在困难，但鉴于新冠疫情与不可抗力事件高度相关，并已在
民商事法律领域被广泛认定为不可抗力，这仍不失为一条重要的抗辩思路。作为最先遭受本
轮新冠疫情冲击的国家，中国在防控领域所采取的措施较他国而言更早、更全面，这使得中
国在未来的国际投资仲裁中面临着较高的被诉风险。为避免防疫措施沦为外国投资者索赔的
诱因，中国应重视不可抗力在解除防疫措施不法性和应对新冠疫情背景下外国投资者索赔请
求等方面的潜在效用，需把握仲裁庭对不可抗力抗辩的裁决关键，需审慎对待防疫举措的具
体实施方式，并同时考虑在兼顾本国投资者海外诉求维护可能的基础上将不可抗力事项内容
纳入国际投资或经贸条约的例外条款中，这将提高不可抗力抗辩获得仲裁庭支持的可能，将
为中国正当合理的防疫措施和国家规制权提供更强有力的抗辩理由。

14

国际投资或经贸条约中的“非排除措施”条款作为平衡东道国国家利益和投资者私人利益的标尺存在，具
有显著的风险分配功能。如中国和斯里兰卡 BIT 第 11 条规定，“本协定的规定不应以任何方式约束缔约任
何一方为保护其国家利益，或为保障公共健康，或为预防动、植物的病虫害，而使用任何种类的禁止或限
制的权利或采取其他任何行动的权利。
15
中美经贸第一阶段协议第 7.6 条第 2 款规定：如果缔约方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预见的事件延
迟了缔约方及时履行其在本协议下的义务，则双方应相互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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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争端的调解：发展，障碍与法律应对
黄世席

摘 要：晚近对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尤其是投资仲裁的批评凸显国际投资争端调解的重要性，国际投资条
约越来越重视调解条款，国际组织也在不断推动投资调解规则的起草和制定工作。但是国际投资调解的推
广可能会遇到调解程序的自愿性与强制性、保密性与透明度、国家参与投资调解的勉强以及投资调解协议
的执行等问题。国际投资调解的实施应当以强制性和透明度为前提，同时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遵守一定
程度的保密性，而调解协议的跨境执行则可以《新加坡调解公约》为根据。中国在国际投资条约的设计过
程中也应当遵守投资争端的调解规则，及时修改和补充国内法中的相关规定，以为投资调解的实施和调解
协议的执行提供充分的法律根据。
关键词：国际投资争端；投资调解；法律障碍；中国应对

在国际投资领域，晚近数年争议的焦点之一是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的改革。当前的国际
投资法律制度以及建立在该制度之上的 ISDS 机制的基础是以国际投资协定为主要内容的相关投资规则，其
要受国际投资关系的发展以及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的谈判议价能力所左右。鉴于早期国际投资主要由
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的情形，前者对后者国内的法治状况通常不太满意，因此需要国家
之间进行谈判制定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法律政策和环境。通常情况下，资本输入国除要改善国内的法治环境
外，还要和潜在的投资者母国就保护和促进外国投资的条约进行国家之间的谈判，而潜在的资本输出输入
往往是制定投资规则包括 ISDS 机制的根据之一，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国际投资规则的内在“失衡”，
以致出现国际投资规则重点保护投资者而非东道国权益的价值导向。在 ISDS 机制中，投资仲裁一直在过去
数十年中占据投资争端解决的主导地位，而对投资争端的和解或调解的关注度则较少。只是因为近些年投
资仲裁受到的非议增加以及国际投资规则的持续性失衡也导致投资仲裁受到一些国家的“抵制”
，结果是导
致投资争端的其他解决方法开始受到关注，譬如国家之间的仲裁或投资争端的调解（mediation）
。尤其是投
资争端调解，一系列因素不断促进了其在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中的重要性，但是较之于投资争端，投资调解
并没有得到相对充分的应用，因此需要加大对投资调解的研究和关注。本文首先对国际投资争端的调解的
含义进行分析，然后探讨国际投资调解日益受到重视的原因，同时分析投资调解所可能遇到的潜在障碍，
最后研究中国投资条约中的争端调解条款现状以及潜在发展等。

一、国际投资调解的性质
从传统法理学的角度来讲，调解是指争议双方当事人在中立的第三方调解人的帮助下进行谈判达成解
决争议的调解协议的一种过程。调解有很多种形式，是一种灵活的争端解决方式，但是所有的调解都以争
端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根据，也即调解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性的，当事人对争端处理的结果有最终的
决定权。原则上，调解员可以控制调解程序和过程并传达当事人对于争端的意见，调和当事人的观点，当
事人也可以调解人提供的建议为基础达成和解协议。在当事人通过协商达不成协议的情况下，调解可以有
助于当事人在借助第三方当事人即调解员的帮助下达成解决方案。如果没有独立和中立的第三方的协助，
争议双方在谈判中的沟通可能会受到议价能力不对称的影响。在这方面，调解员可以帮助改善当事人之间
的谈判力失衡影响，让各方当事人选择一个可能更加现实的争端解决过程。
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方法主要是谈判、和解、调解和仲裁，而且除了调解外，其他几种争端解决方法
通常都是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加以联合规定的。调解只能算是前述几种争端解决方法的必要补充和替代性方
法，其所具有的独特功能是仲裁、谈判和和解所不具备的。譬如，调解可以为当事人提供一种比较友好的
环境，可以迅速恢复当事人间由于投资争端所产生的隔阂或误解，为当事人提供一种较佳、灵活和保密的
争端解决方案。主要原因是，调解考虑到的更多是当事人的权益，可能更适合满足当事人利益的需要，而
仲裁的基础主要是国际投资规则，仲裁庭的首要考虑要素也是相关的规则。
黄世席，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课题是作者主持的司法部 2016 年度科研项目《ISDS 机制的发展趋势与中
国研究》（编号 16SFB2049）的阶段性成果。为保护作者版权，删去了部分正文和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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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过程中，投资调解最初主要是根据 ICSID 制定的调解规则进行的调解（该调解
的英文是 conciliation）
，尽管中文翻译也是调解，但这只是一种非常类似于调解的另外一种解决投资争端的
方式。ICSID 调解机制传统上被认为是一种基于规则的高度制度化的争端解决机制，有一套类似仲裁的规则
和程序化的调解过程，根据该规则进行调解的案例也非常有限。譬如在 ICSID 已经公布的 12 个调解案件（其
中 9 个已经结案）中，除了 2018 年的以加蓬被申请人的调解案不到 1 年就做出调解报告外，其余的大多都
经历 2 到 3 年的时间，并且除了 3 例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而没有披露调解庭成员的外，〔1〕其余做出调解报
告的案例似乎都采取了类似仲裁的仲裁庭组成和审判形式。该程序涵盖了调解范式的许多核心特征，其创
造的是一种类似仲裁的严格程序机制，但也不能认为该争端解决程序简单地等同于投资者-国家调解，毕竟
ICSID 调解和仲裁规则以及调解员与仲裁员任职资格都有很多类似性。鉴于此，当事人不愿意选择 ICSID
调解也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很多国际投资条约都要求投资者在争端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要和东道国进行谈判或调解，并可
以到当地法院诉讼，只有在一定时间内未能达成争端解决协议时才能提起仲裁诉求。在这里，投资争端的
谈判或调解是否是强制性要求仍有争论。譬如两个同样根据阿根廷意大利 BIT 提起的仲裁诉求中，仲裁庭
对其提交仲裁前的和解和调解条款的解释出现了分歧。Abaclat v. Argentina 案仲裁庭认为有关 BIT 中的调解
要求并不是强制性的，而只是缔约方首先想使用一种友好方法解决任何争端的良好意愿表述，其仅仅指当
事人利用此类友好争端解决方法进行对话以及产生积极效果的可能性。2而 Ambiente v. Argentina 案仲裁庭则
认为，有关条约规定明显意味着当事人有进行调解的义务，一种多层次的、有序列的争端解决机制组成的
是强制性的管辖权要件，只有在此类调解没有解决争议的情况下当事人才能继续进行随后的争端解决机制。
此类案例表明，投资仲裁前的协商或调解是否是仲裁的前置要件仍然是未确定的，也即投资调解的强制性
也是不确定的。
与用尽当地救济主要是东道国法院诉讼所引起的关注度相比，投资仲裁前的调解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
视。而且，鉴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实践中披露的调解案例的有限性，不能认为调解当然具有比其他投资争
端解决机制更好的效果，而只能说其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方法。国际投资条约中，很多条约
将调解与谈判、和解或仲裁联合在一起规定在 ISDS 条款中，它们之间可以同时进行和相互促进。例如，在
投资争端提交仲裁前的“冷却期间”，可以尝试利用谈判、和解和调解解决争端。即使在提交仲裁后，仲裁
庭也可以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一些国际投资仲裁规则对此有了规定。可以认为，在整个投资争议解决过
程中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利用调解解决争端。
投资调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与国际投资仲裁受到的批评有关，尤其是国际投资仲裁过程中日益增
加的当事人开支、时间延宕、透明度不足以及不利于双方争端后关系的恢复等。尤其是，和仲裁相比，投
资调解有利于恢复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关系，确保有关投资项目的持续运作和经营以及潜在投资项目的
规划，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恢复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要比解决两者之间的投资争端更加重要。譬如
Achmea BV v. Slovakia 案，仲裁庭指出和解可能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因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目标似乎大致
是一致的，而且一方赢得仲裁诉求而另一方败诉的法律裁决是非黑即白的解决方案，可能不是每种情况下
的最佳结果，故建议当事人寻求某人作为调解人解决争端，并认为常设仲裁院秘书长可能会在这方面提供
某些帮助。因此，当争端发生而当事人之间的谈判或和解未能成功解决争端时，调解更有助于双方继续进
行友好协商，缓和争端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毕竟有些投资争议是很复杂的，涉及诸多方面的法律和非法
律问题，需要彻底考虑各自的相关因素和利害关系，而不是单独的投资受损的经济利益和金钱赔偿问题。
故，应优先考虑建立在各方利益基础之上而非严格地置于法律救济范围内的解决方案，调解无疑是是其中
较好的一种选择。
调解有助于在争端发生后的早期阶段解决争端，可以避免投资仲裁那样的冗长时间和过度开支。尤其
是，投资调解未在提请投资仲裁诉求前有效和迅速地解决争议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争端解决方法。无论如
何，当双方之间存在持续或潜在的关系时，投资调解有助于为争端当事人提供一种包容性的环境，鼓励当
事人从长远角度解决投资争端和处理相互关系，修复和重新确立当事人之间的投资友好关系，为未来进一
步合作和潜在的投资打下基础。同样，当投资者诉诸投资仲裁时，应该意识到割裂与东道国联系和疏远东
1 See SEDITEX Engineering Beratungsgesellschaft für die Textilindustrie m.b.H. v. Democratic Republic of Madagascar, IC
SID Case No. CONC/82/1,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Pages/cases/casedetail.aspx?CaseNo=CONC/82/1, accessed 8 August 2
019; Tesoro Petroleum Corporation v. Trinidad and Tobago, ICSID Case No. CONC/83/1,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Pages
/cases/casedetail.aspx?CaseNo=CONC/83/1; TG World Petroleum Limited v. Republic of Niger, ICSID Case No. CONC/03/1,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Pages/cases/casedetail.aspx?CaseNo=CONC/03/1, accessed 8 August 2019.
2 Abaclat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7/5,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4 Aug. 2011, pars.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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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国的可能性，“无论是仲裁的目的还是后果都不是去修复已经破裂的商业关系”，也就无形之中为未来潜
在的投资带来了“障碍”
，而调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

二、国际投资调解的发展现状
晚近十年来，调解作为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手段得到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这方面的表现就是，国家
开始把调解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手段，越来也多的国际投资条约纳入了调解条款，国际社会也制定了
一些有关投资调解的规则，包括联合国大会 2018 年底通过并于 2019 年 8 月开放供签署的《联合国关于调
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简称《新加坡调解公约》）为调解和解协议的执行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一）国际条约中的强制性调解条款
当代国际法中规定调解解决争端的规范可以追溯至《联合国宪章》，其第 33 条规定，争端当事国在争
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时，“应尽先以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
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各该国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决”。宪章规定了调解解决国际争端的
方法，但在实践中的应用却非常罕见。
也有一些国际条约规定了缔约国间解决争端的调解条款，而且多是强制性调解，同样其在实践中的适
用非常有限。譬如，2018 年 5 月，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 5 规定的强制性调解条款组成的调解委
员会就澳大利亚和东帝汶之间的海域划界争端做出最终报告。〔3〕该案例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其是第一例根
据国际条约中的强制性调解条款解决的国家之间争端的案例，而且调解报告最终公开。毕竟，尽管调解的
优点众所周知，但国家之间很少使用调解解决国际争端。该案的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强制调解
的特色在于程序强制和结果自愿的有机统一，〔4〕强制调解也可能会在以后的国际争端解决中得到更广泛的
运用。
除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外，也有一些国际公约规定了类似的强制调解机制，譬如 1992 年《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及 2005 年《巴黎协定》都规定了类似的强制性调解程序。目前已经有
若干有关气候变化的争端提交常设仲裁院，其中包括 2014 年常设仲裁院根据《有关自然资源和/或环境争端
的任择规则》调解的一起有关清洁发展机制的案例，但是该案的信息似乎是保密的。而在国际贸易领域，
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5 条规定，斡旋、调解和调停是在争端各方同意下自
愿采取的程序，争端任何一方可随时请求进行斡旋、调解或调停，并可随时开始和随时终止相关程序。无
论如何，调解在解决国家间争端方面并不那么受欢迎，但最近成功解决澳大利亚与东帝汶之间的海上边界
争端，凸显了其现在解决大规模国际争端的更大潜力。另外，考虑到国际条约中涉及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
益的特点，一些经过调解解决的争端报告似乎更应当公开透明，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所需。
（二）国际投资条约日益重视调解规则
在 ICSID 成立之前的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就曾经通过调解而非仲裁解决了几起引人
注目的投资争端，包括伊朗石油产业的国有化案，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案以及日本东京市和法国债券
持有者之间的经济争端，当时世界银行的主要目的是不想因为对当事人施加有约束力的裁决而让其承担责
任。基于这些经验，时任世界银行总法律顾问 Aron Broches 指出可以在世界银行集团的框架内设立一个常
设的争端解决组织，因此成立了 ICSID 并把调解（当时是 conciliation）作为 ICSID 的主要工作之一。至此，
调解开始成为 ICSID 规则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如前所述，在实践中调解成功的案例还是有限的，当事人更
愿意利用仲裁解决投资争议。也许是因为 ICSID 传统的调解（conciliation）规则的局限性，在 ICSID 规则
改革过程中又草拟了和现代意义上的调解（mediation）类似的规则，在传统的“conciliation”之外新增加了
“mediation”规则，对调解组织、规则、调解员的任命以及调解过程等做了规定，并将适用于所有的投资
〔5〕
者-国家争端的当事人，不用考虑有关当事人所属国是否是 ICSID 公约成员国。
这是一种全新的 ICSID 争
端解决机制，预计将会对目前 ISDS 机制的改革尤其是投资调解的发展会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3 Se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PCA Case Nº 2016-10, 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imor-Leste and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Decision on Australia’s Objections to Competence, 19 September 2016,
https://pcacases.com/web/sendAttach/1921, accessed 3 September 2019.
4 杨文澜：《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强制调解第一案——“东帝汶与澳大利亚强制调解案”述评》，《国际法研究》，2018 年第
3 期。
5 See ICSID, Proposals for Amendment of the ICSID Rules WORKING PAPER # 3 Vol_1 (August 2019), VIII (conciliation rules)
and XI (mediation rules)(August 2, 2019),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Documents/WP_3_VOLUME_1_ENGLISH.pdf, accessed 29
Augus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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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0 年代起，投资仲裁条款不断纳入到合同、国内法以及国际投资条约中，但直到 1998 年前投资
〔6〕
仲裁案件一直是个位数，2002 年超过 20 多个，近几年年均在七八十个。
投资仲裁案件的增加也开始导致
对该机制的批评不断呈现，其结果之一就是晚近国际投资条约的发展过程中，缔约国开始重视投资争端的
调解问题，并在相关投资条约中加以规定。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条约开始在其中的 ISDS 机制
中加入调解，甚至一些晚近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已经开始规定详细的调解规则。较早的《中美洲自由贸易
协定》（CAFTA）规定，“申请人和被申诉国应当首先寻求通过调解和谈判解决（投资）争端，可以包括使
用没有约束力的第三方当事人程序，譬如调解”。
《中美洲-多米尼加自由贸易协定》
（CAFTA-DR）作了与此
相同的规定。此外，
《东南非共同市场投资协定》也规定，当事人可以在 6 个月的冷却期“寻求作为非争议
当事人的调解员的帮助”，除非当事人达成了一种替代性的争议解决方法。到了 2010 年以来，越来也多的
区域性投资协定规定了投资争端的调解问题，譬如因为美国退出而暂停的 TPP 专门规定了投资者-国家调解
规则，即“在发生投资争端的情况下，投资者和被诉国家应当首先寻求通过调解和谈判解决争端，包括使
用不具有约束力的第三方当事人程序，譬如斡旋，和解或调解”。美国退出后日本和其他国家签订的《全面
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对投资调解条款几乎没有任何修改。在这里，缔约国把调解规
定为解决投资争端的无法律约束力的第三方机制。另外，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BIT 范本》以及下述欧盟缔
结的一些自由贸易协定中都规定了投资调解的问题。
美国方面，其 2012 年 BIT 范本第 23 条对调解进行了规定“发生投资争端时，争端的申请方和被申请
方应先通过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包括不具有约束力的第三人程序”，这里的第三人程序可以理解为
包括调解。美国 2012 年 BIT 范本的规定比较简单，仅要求争端双方首先以磋商和调解方式解决争端，并无
进一步的详细规定。
欧盟 2017 年有关调解的指令指出，欧盟的目标是充分利用调解解决跨境民商事争端，敦促欧盟成员国
通过立法促进调解工作。同时，欧盟咨询文件认为，友好的解决方法允许当事人在没有有权做出约束力裁
决的个人（例如法官）的参与下找到一种协商一致的解决问题方案，调解是一种友好解决的具体方法，确
保尊重有效补救的权利，以实现《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 47 条规定的公正审判，但在解决与公共当局的纠
〔7〕
纷时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开发。
欧盟与一些国家签订的投资保护协定似乎也遵循这种精神。譬如，
《欧
盟加拿大综合经济和贸易协定》（CETA）中规定了投资调解问题。该条约第 8.20 条规定当事人可以随时将
争端提交调解；诉诸调解不妨碍争议当事人根据本章规定享有的法律地位或权利；调解员由争议双方协议
〔8〕
任命，或请求 ICSID 秘书长任命；争议双方应在调解员任命后 60 天内尽力解决争议；等。
很明显，CETA
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做了更多规定，例如调解的暂时可用性，调解员的任命和时间限制。而且，CETA 附则还
规定了《调解员行为准则》，以对调解员的行为进行约束。
此外，欧盟在随后签订的《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
（欧盟越南 FTA）以及《欧盟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
（欧盟新加坡 FTA）中除了规定《调解员行为准则》外，〔9〕还各自规定了一套综合性的内容完全等同的投
〔10〕
资者-国家调解规则，
包括调解的目的和范围，调解程序的启动，调解员的选择，适用于调解程序的规则，
双方同意的调解方案的实施以及时间限制和开支等。根据这些规则，调解是一个自愿和有组织的过程，但
也留有当事人自治和仲裁员制定详细程序安排的自治空间。但是，这种自由也不是绝对的，譬如欧盟越南
FTA 规定，
“调解员可以提出建议并提出解决方案，供争议当事人考虑接受或拒绝，当事人也可以就不同的
解决方案达成一致。但是，调解员不得就本协议所涉措施的一致性提出建议或发表意见”
。
一些国家也在向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关于 ISDS 改革的第三工作组提交的修改意见
中表达了对投资调解的支持，譬如，印度尼西亚在提交的意见中建议在诉诸投资争端解决程序之前引入作
为替代争端解决办法的强制性调解的办法，并已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引入了这一调解程序；泰国政府认
为，对投资争端解决的关切问题还必须通过替代性争端解决办法来解决，可以在相关文件中列入关于投资
人与国家间调解和调停的详细规定。
前已述及，目前已经有些国际投资条约在其条款中规定了投资者-国家争端的调解问题，但是其内容多
是语焉不详，没有对投资调解进行明确具体的规定，而是通常把投资调解与和解或用尽国内法院救济等放
6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9: Special Economic Zone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9, p.103.
7 European Commission, Consultation Document: Prevention and amicabl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etween investors and publi
c authorities within the single market,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info/files/2017-investment-protection-mediation-consultationdocument_en_1.pdf, accessed 16 August 2019.
8 See EU-Canada CETA (2016), art. 8.20.
9 See Chapter 8-Chapter II Section 3 Annex II, EU-Vietnam FTA (2016); Annex 9-F, EU-Singapore FTA (2015).
10 See Chapter 8-Chapter II Section 3 Annex I, EU-Vietnam FTA (2016); Annex 9-E, EU-Singapore FTA (2015).

1198

在一起进行规定。并且，以往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往往会忽略有关投资条约中要求当事人首先和解或调解的
规定，通常会裁定自己是否享有管辖权，很少涉及投资条约中调解要求的强制性问题。譬如，很多国际投
资条约中都规定了要求争议当事人寻求友好解决争端方案的冷却期间（cooling-off period）
，然而，不同条约
对于争议当事人在冷静期间内寻求争端解决的和解问题有不同规定，甚至一些条约没有明确规定争议当事
人可以利用的救济方案和程序。即使某些投资条约明确规定了调解，有关规则也不是十分明确具体，并且
没有详细规定如何进行调解以及利用调解和仲裁解决争端的先后顺序问题，因此对于投资调解的使用是无
〔11〕
益的。
（三）国际组织不断推动投资调解的规范起草和制定
一些国际组织，包括民间的非政府组织，也对投资者国家调解工作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包括制
定调解规则草案，发布调解指南以及成立调解中心等。
在推动投资调解方面的工作方面 UNCITRAL 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UNCITRAL 成立第三工作组的任
务就是负责 ISDS 的改革，包括研究投资争端的可替代性解决方法。工作组 2017 年 12 月的报告指出，“运
用包括调解、申诉调查官、协商解决、调停以及其他任何友好解决机制在内的非诉讼争议解决方法可能有
助于防止争议升级为仲裁解决，并可缓解对仲裁费用和延续时间的关切”；并认为，“工作应当侧重于仲裁
以及由此引起的关切…各国在国内法院机制以及问题排序方面的经验，仲裁、非诉讼争议解决机制与法院
程序之间的关系，国家对国家机制，都有可能为工作组审议其任务授权第三阶段的解决办法提供启示”。因
此，尽管投资仲裁并不是工作组的重点关切对象，但是因其是投资争端的解决方法之一而仍然需要继续强
化。结果是，2018 年 UNCITRAL 在讨论 ISDS 改革的费用和期间问题上指出，当事人可选择除仲裁以外包
括调解在内的争议解决方式以解决当事人在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程序的进行中负担过重的问题。〔12〕
2018 年 9 月韩国举行的 UNCITRAL 区域会议期间，与会者也强调利用其他争议解决手段（包括调解）来实
现争议和解的重要性。并且，工作组似乎注意到，尽管为促进仲裁以外的争议解决方式（如调解）做出越
来越多的努力，但这些解决方式在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程序中仍未得到充分利用，因此似宜审议如何
更好地利用此类争议解决手段。
〔13〕而且，促进使用仲裁以外的争议解决机制，如调解，可以解决投资者
与国家间争议解决程序冗长而昂贵的问题，并加强目前尚未充分使用的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现行机制。
由此可看，UNCITRAL 第三工作组似乎一直对投资调解持支持态度，并认为其是 ISDS 机制改革中的一种
可以选择的方法。
2012 年，国际律师协会（IBA）制定了《投资者-国家调解规则》，规定了详细的投资者-国家调解指南，
适用于直接由投资引起的以及与投资有关的争议，并且在程序安排方面考虑了 ISDS 的特殊性。譬如，规定
促进调解的创新设计，包括共同调解员和调解管理会议。
〔14〕国际律师协会采取的这一行动表明有可能会
把调解作为新的投资争端解决方法，这是推动投资者与国家调解合法化的极其重要的第一步。虽然其不具
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是在投资者国家争端不断增加以及投资仲裁日益受批评的背景下，可以说为投资争
端的调解提供了一种选择机会。实践中已经出现了根据 IBA 规则进行调解的案例，即 Systra v. Philippines
案。根据法国 - 菲律宾双边投资条约，法国投资公司提交了一份争议通知后，菲律宾同意调解与法国公司
的争议。为了避免仲裁，双方同意根据 2012 年国际律师协会的投资者与国家调解规则并在 ICC-ADR 中心
的主持下进行调解。J. Christopher Thomas 被任命为调解该案的调解员，其是投资条约案件中经常被任命的
仲裁员。这是第一个涉及主权（而不仅仅是国有实体或私人投资者）的案件，尚不清楚 IBA 规则是否被用
来调解投资者和国家之间的其他争议。
也许是受到了 UNCITRAL 通过的《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草案》以及能源宪章会议上通
过的《投资调解指南》的影响，作为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主要仲裁机构，ICSID 除了原有的类似于仲裁的调
解（conciliation）制度外，还鼓励缔约国通过调解方法解决投资争端，并在 ICSID 规则改革的过程中草拟了
有史以来第一个投资者-国家调解规则（mediation rules），2018 年 8 月公布了调解规则的初稿。作为对 ICSID
程序规则的更广泛修订的一部分，新的调解规则是一种自愿、灵活和无约束力的过程，可以单独使用，如
11 Anna Joubin-Bret, Investor-State Mediation (ISM): A Comparison of Recent Treaties and Rules, in Arthur W. Rovine, C
ontemporary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The Fordham Papers 2014, Brill | Nijhoff, 2015, pp.154-15
5.
12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制度的可能改革——费用和延续时间：秘书处的说明》（A/CN.9/
WG.III/WP.153），https://undocs.org/zh/A/CN.9/WG.III/WP.153，第 100-101 段，
13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制度的可能改革：秘书处的说明》（A/CN.9/WG.III/WP.149）https:
//undocs.org/zh/A/CN.9/WG.III/WP.149，第 60 段。
14 Ibid., arts. 4.1 an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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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双方书面同意，调解也可以与 ICSID 仲裁同时进行。如果双方根据 ICSID 公约在仲裁期间通过调解达成
友好解决，则根据 ICSID 仲裁规则 43(2)条规定，解决方案可以体现在裁决中，然后根据 ICSID 公约特有的
执行机制予以执行。一旦 ICSID 成员国最终确定并批准，调解规则将为各国和投资者增加一个有价值的争
端解决方案。此外，ICSID 还组织了数次投资调解的会议，包括与其他组织联合进行投资者-国家调解员的
培训工作，目的是为调解投资争端培育必要的调解技术。
〔15〕
2019 年 8 月 7 日，67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加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签署仪式，包括中国、美国等
在内的 46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公约。
《新加坡调解公约》是由 UNCITRAL 历时四年研究拟订的，旨在解决
国际商事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问题。在通过公约的决议中，联合国大会认识到调解作为一种友
好解决国际商业关系中产生的争议的方法所具有的价值，公约将补充现行国际调解法律框架，有助于发展
和谐的国际经济关系，并将有助于发展和谐的国际经济关系。
〔16〕
因此，显而易见，调解已被纳入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系统，只是无论在已解决的案件数量还
是公众熟知程度方面都不像仲裁那样广泛。

三、国际投资调解可能遇到的法律障碍
学术界希望加强国际投资调解的吁请除了与对 ISDS 改革尤其是其中投资仲裁的透明度、耗费时间和金
钱、仲裁员的利益冲突以及裁决审核和上诉的担忧外，还与调解的保密、快捷、低廉以及适用于全球的执
行法律机制即《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开放签署和批准有关。但是，不考虑 ISDS 机制的改革，投资调解的推
广可能会遇到诸如透明度、执行问题等需要解决的法律障碍。
（一）投资调解的强制性与自愿性
国际投资仲裁的兴起主要是由投资条约增加引起的，这些条约基本上都规定了解决投资者与国家之间
争议的仲裁方法。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尤其是那些对仲裁有异议的当事人可能会认为，推动强制调解可
能会有助于解决投资争端。问题是，传统上的调解一般是自愿性的，而投资争端的解决根据除投资合同外
又大多是强制性的，能否把投资仲裁的强制性适用于投资调解是一个有点矛盾的问题。
调解的基础是自愿的，投资调解原本也应当以投资者与国家之间调解的自愿性为基础，譬如欧盟加拿
大 CETA 规定，“争议当事人可以随时就诉求调解救济达成合意”
，〔17〕该条规定当事人达成调解的合意应当
是自愿性的，为当事人提供的是一种救济选择而不是义务。但是考虑到绝大多数的投资争端的发生根据是
国际投资条约和东道国国内立法，将投资调解设置为强制性的规定也似乎是合理的，有其一定的法律依据。
同时，为了增加作为友好解决方法的调解的可接受性，强有力的调解参与应当被认为是首选的。
投资调解的基础就是其自愿性，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调解过程自身应当体现争议当事人的自愿
性，以及当事人自愿接受调解协议的内容。譬如，国际律师协会投资调解规则明确要求调解员不得强迫当
事人接受任何其有异议的全部或部分的调解协议。〔18〕中国内地与香港 CEPA 投资调解协议也规定，当事人
是否参与调解是自愿性的，并可以退出调解。因此，投资调解的自愿性意味着任何拒绝调解的当事人都可
以选择退出，但调解规则可以要求当事人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为什么调解达不到预想的效果，这种安排可
以促进投资者与国家调解的适用而不会造成损害。与强制调解相比，当争议不适合调解时，允许当事人退
出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时间。因此，自愿性是调解的基本特征之一，应当允许投资争议的当事人在
某些条件下可以退出调解程序。也就是说，投资调解原则上应当是强制性的，并伴有时间要求，只有在某
些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允许自愿调解。不过，如果过度坚持调解的自愿性和非约束性，那么未来的投资调
解，可能会像 ICSID 调解规则和 IBA 调解规则那样，在实践中都不会产生任何太大的影响。
问题是，在投资调解的强制性和自愿性之间，如何划定其适用范围，可能需要各国国内立法的补充规
定。对于国际投资条约规范而言，坚持强制调解应该是合适的选择，但可以通过一些程序调整来实现对投
资者-国家调解的更多利用。正如国际律师协会小组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投资者与国家调解的使用在很大
程度上受到当事人和从业人员缺乏意识的影响。因此，未来的双边投资协定，如果不是自愿选择，调解应
15ICSID News Release, Investor-State Mediator Training (July 12, 2017),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Pages/News.aspx?CID
=242, accessed 16 August 2019.
16 联合国 2018 年 12 月 20 日大会决议：《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A/RES/73/198），https://undocs.o
rg/zh/A/RES/73/198，2019 年 8 月 15 日访问。
17 See EU-Canada CETA(2016), art.8.20.1.
18 See IBA Rules for Investment Mediation (2012), art.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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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序开始时提交给争议各方予以考虑。
但是事实上，虽然前述很多投资条约都规定了投资争端的调解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国
际投资协定规定把强制调解作为提交仲裁前的先决条件。鉴于此，为解决投资调解的自愿性与强制性之间
的矛盾，投资调解机制可以在强制性的基础上规定比较灵活的调解规则，譬如明确规定指导当事人进行调
解的基本规则框架，允许根据具体案情和当事人偏好而为进一步修改投资调解规则留下充分的空间，确立
调解争端的管辖权后要充分尊重当事人接受和解协议内容的自愿性，等。在对投资调解的理解不充分以及
经验不成熟的情况下，在提交仲裁前的“冷却期”内规定强制性的调解程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当事
人更加广泛地利用此类机制解决争端。另外，争端当事人较早进行调解程序，譬如要求提交仲裁前进行调
解，可以使争议当事人很容易达成调解协议，缓和彼此之间的关系，避免进一步恶化关系，以及减少新闻
媒体、非政府组织、政治人士和公共大众可能对投资争议产生的过度关注。〔19〕即使强制调解不成功，仍然
可以帮助当事人更好地了解争议案情，为启动下一步的争端解决程序做好准备。
（二）投资调解的保密性与透明度
传统上，调解应当是是保密的，这意味着，一般来讲，调解中所谈判的任何内容都不能公开，而当事
人各方通常可以通过单独的协议或适用的规则扩大保密范围。这和投资仲裁正在逐渐增加的透明化趋势形
成鲜明对比。很多情况下，投资仲裁是以保密方式进行的，公开的只有一些裁决和程序性决定，但最近的
投资仲裁改革之一就是因为投资争端涉及国家公共利益而呼吁不断增加投资仲裁的透明化趋势，其结果往
往会破坏投资者与国家仲裁的机密性。并且，鉴于透明度是国家作为当事人一方的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内
容之一，利用调解解决投资争端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
由于调解的保密程度较高，已经公开的有关现有 ICSID 投资调解案件的信息非常稀少，并且通常仅限
于其发生原因、适用条约以及做出和解或调解报告的时间，而没有进一步的案情进展细节。而且，通过和
解协议包括调解达成的投资争端解决的结果要比投资仲裁的结果更加保密性。尽管如此，可以推断的是，
与仲裁相比，实际使用调解的情况仍然要少得多。但是，当前由于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纠纷数量增加以及
投资仲裁弊端的不断出现，可能会逐渐增加投资者与国家争端当事人利用调解解决投资争端的兴趣。
投资仲裁的透明度已经得到广泛讨论并越来越多地实现，联合国大会 2013 年底通过了 UNCITRAL《投
〔20〕
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约仲裁透明度规则》
，
2014 年 10 月通过了《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约仲裁透明度公
〔21〕
约》 宣扬投资仲裁的透明度，其根本原因包括国家公共利益的参与，东道国政府问责制的要求，以及对
投资者社会责任的增加等。这些因素在调解中仍然存在。但是，与仲裁不同，保密是调解的核心优势之一，
其为各方自由重新谈判创造了一个理想的环境，而不用担心有关内容被披露，或者在未来的争议解决程序
中被用来对付己方，或者产生其他负面影响。因此，调解员可以收集必要的信息，以帮助各方达成令人满
意的解决方案。如果需要透明度，各方可能会重新考虑这种方法，比较合理的办法就是通过合同明确需要
公开透明的内容，否则就可能会大大降低以调解协议结束争议的可能性。
一些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其制定的文件中对投资调解的透明度做了要求。譬如，根据欧盟缔结的《欧盟
新加坡 FTA》中的投资者-国家调解机制，最终商定的调解结果应当予以公开，但向公众披露的版本不得包
含争议方指定为机密的任何信息，而且程序的所有步骤，包括任何建议或建议的解决方案，均应保密；但
是，任何争议方都可以向公众披露正在进行的调解情况。〔22〕但也有不同的规定，譬如香港仲裁中心公布的
《CEPA 投资协议调解规则》规定除各方当事人及调解委员会另有协议，调解须闭门进行，调解程序不得公
开和必须保密；并且除本规则所规定外，各方当事人、调解机构（包括属下所有员工）、调解委员会各成员
及其他参与调解的人士，均不得向任何其他人披露任何调解通讯。但是该条还指出，除非各方当事人另有
书面协议，保密义务不得引伸至各方当事人已同意调解或调解已达成和解的事实。另外，IBA 的投资者-国
家调解规则也做了类似的规定，指出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否则保密义务不得延伸至双方当事人已经同意达
成调解协议的事实，以及调解协议的内容。需要明确的是，投资调解有别于投资仲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
其保密性，但是投资争端因为涉及到国家公共利益的问题也需要其维持一定的透明度，而一些国家出现的
非机密性质的公共资源调解（譬如美国的 Snake River Basin 案）也可以作为投资者-国家调解透明度的示范。
19 Silvia Constain, Mediation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Government Policy and the Changing Landscape, 29(1) I
CSID Review–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 25, 35 (2014).
20 See UNCITRAL, UNCITRAL Rules on Transparency in Treaty-based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2014)(G.A.68/109, U.N.
Doc. A/68/462) (Dec. 16, 2013), http://www.uncitral.org/pdf/english/texts/arbitration/rules-on-transparency/Rules-on-Transparency
-E.pdf, accessed 28 August 2019.
21
22 See EU-Singapore FTA (authentic text as of May 2015), Annex 9-E, arts. 4.6 and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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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至少在一些涉及国家公共资源的投资争端，调解过程和结果可以向公众公开和透明。或者，随着调
解程序的进展，在当事人同意的基础上，逐步增加投资调解的透明度。
（三）东道国和投资者自身参与投资调解的勉强
投资调解的发展不力在很大程度上有东道国自身的各方面原因。譬如，政治因素被认为是未充分利用
投资调解的主要原因，东道国政府官员坚持投资仲裁则可能会将做出对政府不利裁决的有关责任转嫁到仲
裁庭，规避因为与外国投资者签订调解协议而可能承担的公共责任。另外，政府更加看中的是公共舆论和
群众支持，考虑到投资仲裁程序的公众接受程度要远远高于调解的原因，政府官员们更加倾向于让一个国
际投资仲裁机构做出赔偿性质的裁决，这样也可能会更加容易向政府部门和公共大众解释并遵守有约束力
的仲裁裁决。而且，承担“个人责任”的可能性是政府官员建议缔结调解协议的一个重要的制度障碍，提
交仲裁则会规避有关政府官员因为签订投资调解协议而担心可能受到未来内部审计或腐败调查的指控，以
及公众的批评。
尽管如此，如果双方当事人确实有调解的意愿，即使有关投资争端可能会涉及东道国的敏感问题，也
有可能会以调解协议的方案结案。譬如而在菲莫国际与乌克兰之间的税收争议中，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
乌克兰取消了投资者的部分税收，避免了潜在的投资争端。另外，乌克兰还与制药公司 Gilead 就有关投资
争端达成了和解协议。〔23〕该案例表明，如果争议当事人有利用友好方法解决有关投资争端的意愿，尤其是
如果东道国有通过调解或谈判达成协议的意思，就可以在诉诸投资仲裁前避免争端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
政府官员进行投资调解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方面的培育和培训教育也就非常重要，有益于其对投资调解
程序的理解和纠正调解过程的误解和偏见。在这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部门和 ICSID 以及亚洲国际法
协会合作，在 2018 年 10 月对政府官员进行了投资调解方面的综合和密集培训。〔24〕另外，增加和培育公共
大众对投资调解的信任也是同样重要的，可能会潜在解决政府官员因为与外国投资者做出调解协议而可能
面对的公共批评。
从政府组织构成的角度来讲，国际投资争端可能涉及许多政府部门和其他公共实体的事实可能也会阻
碍投资调解的利用。国家在国际法上被认为是一个由政府部长、行政管理和其他部门包括立法和司法机关
以及地方政府组成的单一主体，在解决投资争端的问题上，在东道国政府内部可能会出现谁有权参加调解、
谁将承担授权负责人以及可以接受什么样的调解结果等内部冲突和利益优先的问题。
譬如 2018 年 9 月 10-11
日的 UNCITRAL 第三工作组第一次圆桌会议概要指出，在涉及损害赔偿时，政府通过调解解决争议的能力
尤其有限，政府内部相关机构之间协调困难，而且在当前调解手段未得到充分利用，应采取措施加强使用
这些手段。譬如，一些政府已经任命了 ISDS 争端的牵头机构（lead agencies），并且此类牵头机构可能还具
有明确的与投资者签订调解协议的授权。一些政府还成立了处理 ISDS 案件的跨部门团体，也有一些政府通
过立法设立一个正式的组织机构以阻碍和管理投资争端。在后一种情况下，相关的立法明确授权政府官员
使用 ADR 和诸如此类明确的法律授权来寻求替代仲裁的争端解决方法，包括鼓励政府官员利用调解。另外，
为强化使用投资调解，国际组织可以考虑制定投资调解指导规则以帮助东道国考虑如何优化投资调解的代
表机构以及法律规范，最大程度地减少内部冲突。

四、中国对待投资调解的态度及应对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和为贵”的精神与争端调解是一致的，民间调解在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法中有
了很大的发展，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方面则有中国特色的调解与仲裁相结合的争端解决机制，并积极把调
解应用于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
（一）调解是中国传统哲学精神的体现
调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运用调解方法解决民事纠纷，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最早
可以追溯至西周和东周时期。至明清时期，调解已经成为常用的基本手段。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就开始对中
国传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其中的“和为贵”、“中庸”、“信”和“息讼”等思想的慢慢影响，有助
于民众和司法官员对调解产生亲和力，导致调解逐步得到法律的确认并具有了法律的性质，中国民间调解
制度也发展成为一个有法律机制予以保障的争议解决方法。〔25〕同样，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也认为诉讼是
23 Tom Jones, Philip Morris and Ukraine settle tax dispute, Global Arbitration Review, 6 December 2018.
24 Teresa Cheng,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reform – Mapping the way forward, https://www.doj.gov.hk/eng/public/pdf/
2019/sj20190712e1.pdf, accessed 26 August 2019.
25 王生长：《仲裁与调解制度相结合制度研究》，对外经贸大学博士论文，2001 年，第 74-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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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冲突解决机制，要求官员们在对纠纷进行审判并颁布具有约束力的判决之前须就纠纷进行调解，以
寻求双方当事人都自愿接受的解决方案，其最终目的是使当事人相互和解，达到息讼求和的基本目的，〔26〕
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调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发展。
调解作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在当前的中国依然存在，尽管在理论与实践上与传统已有所不同。当前，
调解只能被视为用以解决纠纷的可替代性的争议解决方式之一，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
响。譬如在中国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问题上，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指出，
“调解解决争端的成本
更低，效率更高，而且更可贵的是调解推动了友好型的争议解决，对促进形成和谐的商事关系很重要。这
与中国‘以和为贵’
、‘和气生财’的传统文化是很契合的”。〔27〕
（二）中外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调解条款
在国际投资协定方面，早期中国投条约如果规定 ISDS 机制，基本上都是规定允许当事人提交 ICSID 中
心仲裁时顺带允许当事人可以提交中心调解，只有罕见的几个投资条约直接规定投资争端的调解解决方法，
譬如，允许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和缔约另一方之间就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产生的争议应由争议方尽量
友好协商解决，在争议被提交仲裁前，投资者有权选择调解程序；〔28〕或者，缔约一方投资者与另一方之间
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通过磋商友好解决，其中包括调解程序的应用；〔29〕或者，在缔约一方与缔约另一方投
资者之间的争议的解决方面，本条任何规定都不得解释为阻止争议当事人在仲裁程序前或仲裁程序中达成
一致协议将争议提交临时性的或常设性的调解。另外，一些中国投资条约还专门规定了调解机构或适用规
〔30〕
则，譬如，规定经争议双方当事人同意根据《UNCITRAL 调解规则》进行国际调解；
或者，在明确规定
“投资者可选择将争端提交 ICSID 进行调解或仲裁。
中国内地在与港澳台地区的相关投资保护安排中也将调解作为解决投资争端的一种主要方式。在 2012
年签署的《海峡两岸投资保障协定》的第 13 条规定，投资者与投资所在地一方的投资补偿争端，可由投资
者提交两岸投资争端解决机构通过调解方式解决，附件中也对“投资补偿争端调解程序”作出了规定。另
外，作为《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的一部分，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
间的《投资协议》第 19 条和第 20 条规定调解是解决投资争议的手段之一。中国内地和澳门之间的投资协
〔31〕
定也做了类似的规定。
此外，2010 年起草的中国投资协定范本草案明确指出了通过调解解决投资者与国
家之间纠纷的可能性。草案第 13 条“投资者与一方之间争议的解决”规定，“缔约一方投资者与另一缔约
方之间在与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有关的任何法律争端，应尽可能通过争端各方之间的谈判友好解决，
其中包括调解”
。
中国在 2019 年 7 月向 UNCITAL 提交的 ISDS 改革意见中指出，
“相比较投资仲裁，投资调解强调‘以
和为贵’，可以为东道国和投资者提供高度灵活性和自主性，调解员也有更多的机会采取具有创造性和前瞻
性的方法来促进解决投资争端，有利于当事方达成双赢结果，并避免冗长的仲裁程序和高昂的诉讼成本…
采用替代性争端解决措施将更有利于维护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的长期合作关系，有助于东道国通过合适的
措施保护外国投资，从而起到定分止争、避免矛盾激化的作用”。由此可见，中国政府也对调解解决投资争
端持支持态度，鼓励积极探索建立更加有效的投资调解机制。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的调解强调争端处理情况的保密性，只有在当事人协议的情况下才能公
开有关争端案情及其处理结果。因此，如果缺少保密性，调解的吸引力可能会大大降低。但是国际投资争
端的特殊性质也需要对投资调解有新的理解和认识。关于透明度问题，在提倡投资争端透明度的一般国际
背景下，中国已经改变了对 ISDS 机制透明度的态度，即从拒绝到接受，从最初的不公布解决案件的任何信
息（譬如 Ekran v China 案）到晚近公布有关案件的案情和仲裁裁决（譬如 Ansung v China 案〔32〕）。但是调
解是另一回事，并没有压力支持投资者与国家调解的透明度。此外，考虑具有中国特色的仲裁与调解相结
合的制度在中国运转良好的情况，接受偏离中国调解的基本特征之一即保密性的做法前景不容乐观。值得
特别注意的是，前述 CIETAC《国际投资争议仲裁规则》（2017 年）规定了在仲裁期间进行投资者-国家调
26 陈弘毅：《调解、诉讼与公正：对现代自由社会和儒家传统的反思》，《现代法学》，2001 年第 3 期，第 3-14 页。
27 央视财经：《独家专访李成钢：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我国跨境商事争议解决影响几何？》，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
19-08-09/doc-ihytcerm9577961.shtml ，2019 年 8 月 15 日访问。
28 参见《中国捷克斯洛伐克 BIT》（1991），第 9.3 条。
29 参见《中国乌兹别克斯坦 BIT》（2011），第 12.1 条；《中国坦桑尼亚 BIT》（2013），第 13.1 条。
30 《中国印度 BIT》（2006），第 9 条。
31 参见《<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投资协议》（2017），第 19.1.5 条和 20.1.4 条。
32 Ansung Housing Co., Ltd. v.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CSID Case No. ARB/14/25, Award, 9 Marc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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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可能性，并明确规定该调解应予以保密。因此，当前的问题是，在投资者与国家调解的透明度与中国
现有的调解实践的理解和做法不同的情况下，中国能否接受透明度越来越强的投资调解制度；即使在有关
的国际投资条约中规定投资调解的透明度，未来中国或中国投资者运用投资调解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一大障
碍，也即与国内法律中调解保密性的冲突如何解决。
对于中外投资条约，也许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就是建议把投资调解的透明度作为一项规则，但可以为
当事人自治规定调解保密的例外。也就是说，如果达成相应的协议，当事人可以不披露调解协议、协议的
主要方面或调解过程的其他细节。因此，投资调解的透明度基本上得到保留。考虑到投资仲裁存在透明度
的趋势，从保持体制一致性的角度来看，保持投资调解的透明度规则应该是首选，而把保密性作为例外。
（四）投资调解协议在中国承认的问题
调解协议在性质上等同于双方达成的一种新的合同。关于调解协议的跨境执行，除了根据仲裁规则而
在仲裁过程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可以视为仲裁裁决而需要根据《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予以
执行外，中国国内对调解协议的执行基本上采取司法确认制度。司法确认制度是指针对民商事权利义务纠
纷，经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并签署协议之后，如果双方认为有必要，
共同到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其法律效力的制度。〔33〕经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合法性和自愿性进行审查以后，做出
给予或不予确认的决定书，使经司法确认后的调解协议获得强制执行力。法院裁定驳回申请后的调解协议，
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法院提出诉讼。另外，我国同
一些国家签订的司法协助条约中也都明确规定，有关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裁决中的“裁决”，也包括双方
法院做出的民事或商事调解书。〔34〕因此，此类调解协议的执行也需要国内法院的承认，毕竟其在性质上仍
然是国内法院的判决。
但是对于投资调解协议在中国的执行问题，即使如前所述适用《新加坡调解公约》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承认或司法确认是在中国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仲裁裁决或调解协议的前提。但是，
《新加坡调解公约》采用
的直接执法机制绕过了司法承认程序，缺乏中国法律规定的法律依据。如果想根据新加坡调解公约将来在
中国执行投资调解协议，中国必须修改其《民事诉讼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以便在考虑签署该公约之前建
立支持公约适用的执行机制。中国目前已经签署了《新加坡调解公约》
，但在批准该公约前，应当首先修改
国内法律制度，确保国内执行调解协议的法律根据与公约保持一致。当然，投资调解适用于《新加坡调解
〔35〕
公约》的前提是中国政府在批准该公约时不按照公约第 8 条提出保留，
否则就根本不会出现投资者-国家
调解的问题。

五、结语
调解是一种强调和谐和实现争议双方共赢的纠纷解决机制，既可以允许争议当事人控制调解程序，还
可以在专业调解员的协助下协助当事人达成基于共同互利、创造性和前瞻性的调解协议。在投资条约的背
景下，调解对于缔约当事人维持或改善正在发展中的关系，合作实施调解协议以及促使争议当事人利用有
效的争端解决方法等方面可能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当争议当事人之间需要恢复关系并确保争议各方的进
一步合作时，投资调解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有价值的争端解决机制。未来国际投资条约的谈判可以强化投资
调解的内容和效力，认真考虑在投资条约中纳入争端调解的时机已经成熟。
投资调解可以在尊重争议当事人各方利益的基础上而通过高度自治和灵活性的方式解决投资争议，是
一种潜在的和有很大应用前景的投资争端解决方法。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虽然投资调解可以作为一种独立
的投资争端解决方法，但其可能不是争端当事人优先选择的解决方法，以投资调解取代投资仲裁的观点在
实践中似乎是不现实和不必要的，调解只是目前解决 ISDS 机制难题的一种可选方案。到目前为止，投资仲
裁仍然是解决投资者-国家争端的主要方法并且占据 ISDS 机制的主要内容，投资调解只是作为解决投资争
端的一种独立方法或者投资仲裁的一种补充方法而存在的，其不能改变投资仲裁仍然是解决投资者-国家争
3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09 年 7 月 24 日公布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其
中的第 12 条规定，“经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对民事纠纷调
解后达成的具有给付内容的协议，当事人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申请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债务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文书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34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1988），第 16.2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法兰西共和国关于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1987），第 19.2 条；等。
35 参见《新加坡调解公约》（2019），第 8.1(a)条。该条规定：“公约当事方可声明：(a) 对于其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
或者对于任何政府机构或者代表政府机构行事的任何人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在声明规定的限度内，本公约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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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首选方法的事实，也不能取代投资仲裁的地位。虽然投资调解可以促进潜在争议当事人避开严格的投
资条约条款的法律解释以及促使当事人最低成本和更加有效地解决争议，但和投资仲裁相比，投资调解所
具体的一些内在特点（譬如其保密性，自愿性以及调解协议的执行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投资调解的
顺利推广。
为促进投资调解的发展，各国可以在谈判、签订或修改投资条约时纳入调解条款，同时规定投资争端
解决的优先顺序，譬如规定调解的优先或者调解前置原则；争议解决机构可以规定促进投资调解的措施和
程序，包括将案件从仲裁转移到调解的程序性或财务激励措施；调解机构可以对争议当事人的身份或适合
调解的情况以及当事人阻碍调解或不合理拒绝调解的情况进行查明并提出合理的促进调解的建议；裁判机
构或民间实体可以对投资调解的专业知识进行培训和教育，包括与争议各方或缔约国讨论投资条约中调解
的潜在好处。最后，各国应积极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并且不对第 8 条的规定提出保留，否则国际投资
调解协议的执行也就缺少了一种重要的根据，也就无疑会减少国际投资调解的推广和国际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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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 ICSID《附加便利仲裁规则》的适用
亢婧

摘 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重要地位。ICSID《附加便利
仲裁规则》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学界的应有关注，但是其作为 ICSID 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
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ICSID《附加便利规则》独立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
公约》本身，在适用方面存在一定差异。ICSID《附加便利规则》管辖权扩大，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可适用 ICSID《附加便利仲裁规则》解决投资争端。中国在加入《纽约公约》
时提出的商事保留和互惠保留对依据 ICSID《附加便利仲裁规则》作出的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造成阻碍，中国应当主动应因这些问题，适时撤回商事保留和互惠保留。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ICSID 附加便利仲裁规则

一、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大量中
国企业走出去在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其中难免产生纠纷，而投资仲裁是“一带一路”建设中
重要的争端解决方式。目前，由《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
（以下简称“《ICSID
公约》”）创建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以下简称“ICSID”）及其相关规则依然是解决
国际投资争端的重要制度安排。在“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中，已经有 52 个国家加入
《ICSID 公约》。印度、缅甸、越南、老挝等中国企业投资相对较多的国家依然没有加入该
公约，且这些国家的主权信用等级普遍较差，1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所产生的争端
屡见不鲜。
对于以上没有加入《ICSID公约》的这些国家，如果中国投资者因在其投资产生投资争
端可以利用ICSID《附加便利仲裁规则》（Additional Facility Arbitration Rules）予以解决。
目前，澳门Sanum公司诉老挝政府案为第一个中国投资者利用《附加便利仲裁规则》诉东道
国政府的案件，该案于2017年登记注册，尚未审结。2因此，在“一带一路”区域，《附加
便利仲裁规则》在解决投资争端方面是具有其价值和意义的。2017年底，ICSID开启对其中
相关规则的修改程序，分别于2018年8月和2019年3月出台了两次修改提案（以下简称“《提
案1》、《提案2》”），对《附加便利仲裁规则》进行较大幅度的修订，涉及管辖范围、透
明度、快速仲裁程序等，对附加便利仲裁程序进行了优化，将进一步提高附加便利程序的吸
引力。


亢婧，女，1983 年 9 月出生，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2019 级博士研究生，西南政法大学军事法研究所
所长助理，西南政法大学海洋与自然资源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

“一带一路”未加入 ICSID 的国家有 13 个，根据最新的穆迪主权信用评级，印度 Baa3 级、斯洛文尼亚 B

aa3 级、马尔代夫 B2 级、越南 B1 级、波兰 A2 级、斯洛伐克 A1 级、阿联酋 Aa3 级，其余 6 个国家未评级
或者评级被撤回。https://www.moodys.com/researchandratings/methodology/003006001/rating-methodologies/
methodology/003006001/003006001/-/-1/0/-/0/-/-/en/global/rr，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12 月 30 日。
Sanum Investments Limited v.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DHOC/17/1)，https:

2

//ICSID.worldbank.org/en/Pages/cases/casedetail.aspx?CaseNo=ADHOC/17/1，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12 月 3
0 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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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加便利规则》的确立及与《ICSID 公约》的关系
（一）《附加便利规则》的成立背景
在 ICSID 第十次行政理事会年度会议上，根据秘书长的建议，秘书处准备提出建立附
加便利程序的试探性的提案，在提案的草案中指出，“秘书处提出了建议一个新的调解和仲
裁程序，将某些不满足公约管辖条件的案件（例如当事一方不是公约缔约方）纳入管辖范围
内，并且增加事实发现程序”。3其后，《附加便利规则》提交第十二次行政理事会，于 1978
年 9 月 27 日表决通过。行政理事会授权中心秘书处制定一个适用于缔约国（或该国的任何
组成部分或机构）与其他一非缔约国之间争端的程序。秘书长需要向行政理事会提交关于附
加便利程序的运行状况的年报，行政理事会将根据这些报告在其运行的第一个五年后决定是
否继续运行或者废止该程序。
五年试运行期结束后，行政理事会决定，将附加便利程序的评估推迟一年。1984 年 4
月 30 日，秘书长向行政理事会成员提交报告建议保留附加便利程序。“考虑到在一些成员
国在签订双边投资条约时已经将附加便利规则作为争端解决的一种方式，行政理事会批准无
限期地继续运行该程序，与此同时，确认秘书处可以协助利益相关方使用该附加的服务”。
4
因此，附加便利程序成为 ICSID 争端解决程序的组成部分。《附加便利规则》包括《附加
便利仲裁规则》、《附加便利调解规则》和《事实发现规则》。
（二）《附加便利规则》与《ICSID 公约》的关系
根据附加便利规则第三条：“因为第二条所构建的程序在中心管辖范围之外，《ICSID
公约》的条款不适用于该程序以及由此程序作出的调解书、裁决书。”这一条款旨在为行政
理事会行使不属于其权力范围的行为（建立一个不属于《ICSID 公约》管辖范围内的程序）
提供了合法性证明。
1.《附加便利规则》独立于《ICSID 公约》。在《附加便利规则》制定之初，其合法性
备受质疑。中心秘书长指出，“附加便利程序是通过修正案的形式授权行政理事会建立的，
它需要缔约国的一致签署5”。这是将《附加便利规则》作为修正案，成为《ICSID 公约》
的一部分。但是《附加便利规则》并不符合《ICSID 公约》第 65 条、第 66 条规定的修改程
序。根据其规定，公约的修改应由缔约国通过秘书长向行政理事会提出，修改程序的启动需
要行政理事会成员三分之二的多数同意，修改的内容需经所有缔约国一致同意、认可或者签
署。《附加便利规则》是由秘书处应缔约国的要求提出的提案，秘书处代替行政理事会提出
了草案，行政理事会成员多数票数同意即通过《附加便利规则》，并没有经过全体缔约国的
一致同意、认可和签署。因此，根据当时《ICSID 公约》的规定，《附加便利规则》只是一
个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解释、评论性文件。6
在 1984 年对《ICSID 公约》进行修订时，增加了第 7 条第 4 款，即行政理事会可由其
成员的三分之二的多数决定建立一种程序，可以不召开理事会而进行理事会表决。这一条款，
以事后授权的形式，为《附加便利规则》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即《附加便利规则》是由《ICSID
公约》授权行政理事会建立的一种程序，这一程序不构成对《ICSID 公约》的修改，而是一
种独立程序。由此，《附加便利规则》是独立于《ICSID 公约》存在。
2. 《附加便利规则》构成对《ICSID 公约》的补充。从《附加便利规则》制定的目的
来看，附加便利程序是秘书处应其成员国（特别是资本输出国）的请求建立的，旨在使非缔
3

ICSID Eleventh Annual Report 1976/1977，at p.3.

4

ICSID 1985 Annual Report，at p.14.

5

ICSID Additional Facility，Report at p.3.

6

ICSID Additional Facility Rules, available at：https://ICSID.worldbank.org/en/Pages/ICSIDdocs/ICSID-Add

itional-Facility-Rules.aspx，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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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国（以及非缔约国投资者）能够使用 ICSID 的争端解决机制，扩大其管辖范围而作为对
原有的 ICSID 管辖范围的补充，可以说《附加便利规则》制定的目的就是 ICSID 扩大其管
辖权的依据，是对《ICSID 公约》的补充。从《附加便利程序》的制定主体来看，行政理事
会是《ICSID 公约》建立的执行机构，其权力均来自于《ICSID 公约》的授权。国际组织机
构的权力，必须严格限制在为履行该组织义务的必要范围之内，不能超出该组织的目的范围。
因此由行政理事会建立的附加便利程序不能被解释为是一个完全与《ICSID 公约》没有关系
的程序，它也是为《ICSID 公约》所欲实现的目标而服务的。
附加便利程序的管辖范围与《ICSID 公约》的不同并不意味着《ICSID 公约》的所有条
款都与《附加便利规则》不兼容。《附加便利规则》作为《ICSID 公约》的补充，与《ICSID
公约》有着相同的目的，虽然在严格意义上，《ICSID 公约》的条款不能直接适用于附加便
利程序，但是可以作为对《附加便利规则》条文解释时的参考。在用附加便利仲裁程序审理
案件时，既用到了《ICSID 公约》条款对与其相似条款进行进一步的解释，也用到了依《ICSID
公约》仲裁的裁决理由作为案件的参考。例如在 lao holdings 诉老挝政府一案中，在确定案
件管辖权，原告行为是否是条约选购行为时，仲裁庭引用了 Phoenix 等案件中的裁决依据作
为确定该案管辖权的参考因素。
2017 年底，ICSID 启动了对其相关规则的改革程序，其中 ICSID 目前拟对原《ICSID
仲裁规则》《附加便利仲裁规则》进行的修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通过仲裁文件
的电子化，节约仲裁时间和费用，细化和重新规定各类程序规则时限，引入快速仲裁程序；
（2）公开裁决、决定和命令、完善第三方参与制度，增强机制的透明度；（3）增强仲裁员
的利益冲突披露；（4）要求披露第三方资助情况，包括仲裁员与第三方资助人的关系。 ]
但由于本轮改革不涉及公约本身，因此改革受制于《ICSID 公约》，更多是对 ICSID《仲裁
规则》的细化和修补，很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即使 ICSID 已经意识到某一问题需要进行
改革，也无法跳出《ICSID 公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由于《附加便利仲裁规则》是
独立于《ICSID 公约》的，《ICSID 附加便利仲裁规则》的改革便不受《ICSID 公约》的制
约。因此在一些问题上作出了相比之下更为大胆和创新的改革提案，也表明了国际投资仲裁
改革的发展方向。

三、《附加便利规则》管辖权范围
《附加便利规则》最突出的特色是其对《ICSID 公约》管辖权的扩张，《附加便利规则》
第二条规定：“附加便利程序适用于国家与投资者之间:（1）直接因投资产生的争端，因争
端一方不是《ICSID 公约》的缔约国或者缔约国国民而不在《ICSID 公约》的管辖范围之内。
（2）非直接因为投资而不属于《ICSID 公约》管辖范围之内的且争端一方不是《ICSID 公
约》的缔约国或者缔约国国民。”这一条款是《附加便利规则》中最重要的一条，直接体现
出制定《附加便利规则》的核心目的，即在属人管辖和属物管辖两方面都扩大了《ICSID 公
约》的管辖范围。
（一）属人管辖权的扩张
《附加便利规则》要求争端双方分别为国家（或其组成部分或国家机构）与他国投资者，
其中一方为缔约国或拥有缔约国国籍的投资者，另一方为非缔约国或者不具有缔约国国籍。
2017年开始的ICSID相关规则的第五轮改革中，《附加便利规则》的属人管辖权进行了进一
步的扩张，将管辖权范围扩张到双方均不是《ICSID公约》缔约国的案件，并且将区域经济
一体化组织（REIOs）纳入管辖范围，将另一国国民的概念进行了调整。
1. 将管辖范围扩张到双方均不是《ICSID公约》缔约国。两项提案中均规定将《附加便
利规则》的属人管辖范围扩大到当事双方均不是公约缔约国或者缔约国国民的情形。即除了
缔约国和缔约国国民之间的投资争端属于《ICSID公约》管辖范围之内，其他的投资争端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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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附加便利规则》的管辖范围。提案通过后，仅从主体方面看，所有投资者与东道国投
资争端案件都能够在ICSID提起投资仲裁。
2. 将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REIOs）纳入管辖范围之内。《提案1》第1(4)条和第1(8)条
中的定义为《附加便利规则》提出的主要修改之一，即允许(REIOs作为《附加便利规则》的
当事方。因此《提案1》允许REIOs 利用附加便利程序，并且提出了两个新的定义。首先，
拟议的第1条第4款规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定义，即“由国家组成的组织，它们已将本
《规则》所管辖事项的管辖权，包括就这些事项作出对它们具有约束力的决定的权力移交给
这些国家”。这一定义包括两个主要内容: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由国家组成的; (二)这
些国家就《附加便利规则》所涵盖的事项向该组织移交某些管辖权。第二，拟议的第1(8)条
将"缔约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定义为"本公约对其生效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晚近REIOs
在国际投资协定方面更加活跃，有部分REIOs以自己的名义缔结了国际投资协定（例如欧盟）
。
《附加便利规则提案1》中第1(4)条中对 REIOs作出了定义，并且在本规则通过后将允许
REIOs 适用附加便利规则。此外，第1(8)条规定了"作为缔约方的REIO”。这似乎意味着，
REIOs可以加入《ICSID公约》，成为公约的缔约方。《ICSID公约》第67条规定目前仅对世
界银行成员国或行政理事会邀请加入《ICSID公约》的国际法院成员国开放。解决投资争端
国际中心成员国在今后对《ICSID公约》进行修正，可能会允许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加入
《ICSID公约》。但是在《附加便利规则提案2》中，删除了“作为缔约方的 REIO”的表达，
认为《ICSID公约》尚不允许REIOs加入公约，因此使用“作为缔约方的 REIO”的表达是
不准确的。《提案2》同时将涉及REIOs的管辖要求修改一方为REIOs的争端，不论他国投资
者是具有公约缔约国国籍。
. 另一国的国民概念的细化。《附加便利规则》第1（6）条规定，“另一国国民”指不
属于本程序中东道国国民，或该东道国同意不将其视为该东道国国民。《提案1》对其进行
了修改，拟议的第1(5)条对另一国国民的定义对现行《附加便利规则》作了若干修改，为当
事方提供了额外的灵活性。第一，将“另一国国民”界定为“非争端当事国国民”，第二，
涉及REIOs的案件中，另一国国民为不是该REIOs任意成员国的国民。第三，区分法人和自
然人。将国家（提案中包括REIOs）同意不将本国国民视为其国民与法人。第1(5)(b)条中的
定义中规定，国家和REIOs可以同意将在程序开始时未拥有其国籍或者其组成国国籍的法人
在一定情况下视为另一国的国民。这通常是在法人具有外国所有权或控制权情况下。这并非
东道国或者REIOs的义务，东道国REIOs在确定是否将其视为另一国国民的判断上具有完全
的自由裁量权。第四，自然人国籍取得的时间。《附加便利规则》没有对国籍取得时间进行
限制，《ICSID公约》第25条规定在同意和提出请求的时点都必须是另一国国民。《提案1》
也采取这一认定方法，《提案2》中只要求在同意时点必须是另一国国民。
（二）属物管辖权的扩张
《附加便利规则》第 2 条（b）项规定，非因直接投资而产生的争议也属于公约的管辖
范围内。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类型的案件都可以在附加便利程序的管辖范围内。根据该规则
第 4 条（3）规定，要适用第 2 条（b），其所涉及的交易与通常情况下（ordinary）的商业
交易（commercialtransaction）存在不同的特征。但是《附加便利规则》和《ICSID 公约》中
都没有对什么是“通常情况下的商业交易”进行定义。甚至都没有对什么是“投资”进行定
义。在起草该《ICSID 公约》的准备活动中，对投资的定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最后放弃对
投资给出一个一般性定义，要求争端双方自行对投资的定义达成一致。
第 4 条第 3 款中的“通
常的商业交易”似乎就是为了界定第 2 条 2（b）中以及《ICSID 公约》中规定的“直接因
投资”而产生的交易。但它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在《附加便利规则》中未界定什么
是“通常情况下的商业交易”，也无国际惯例予以解释，则需要争端双方共同的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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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提起的所有 59 起诉讼都是根据第 2 条（a）提起的。迄今为止，尚未根据第 2
条（b）提出任何争端。因此，提议删除第 2 条（b），同时删除第 4 条（3）（4）的规定。
鉴于现行第 2 条（b）款已被删除，而且建议尊重当事各方对投资的定义，因此不再需要这
些规定。这使当事方有充分的自主权来确定争端的性质，通过当事方合意将争端提交仲裁。

四、承认与执行适用《附加便利仲裁规则》裁决的局限性
与《ICSID 公约》不同，《附加便利仲裁规则》中没有包含承认和执行程序，依据该程
序所做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受仲裁地相关法律的约束。《附加便利仲裁规则》要求依
据该程序所选择的仲裁地必须是《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的缔约国，
7
这意味着依据附加便利仲裁程序所做出的裁决要依据《纽约公约》的规定进行进行承认与
执行。《纽约公约》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到国家作为当事人的情形，但是在《纽约公约》适用
于针对主权国家的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上却没有疑问。8但是《纽约公约》承认与执行依
据《附加便利仲裁规则》作出的仲裁裁决可能会遇到以下困难。
（一）互惠保留对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影响
根据《纽约公约》的规定，可以依据《纽约公约》向缔约国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的国际
商事仲裁裁决分为：（1）外国仲裁裁决，即在被请求国领域外做出的裁决；（2）非内国裁
决。缔约国可以做出“互惠保留”，即任何国家在加入该公约时可以在互惠的基础上声明，
本国只根据本公约承认与执行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做出的仲裁裁决。即对承认与执行“非内国
裁决”提出保留。
非内国裁决是由《纽约公约》创设的一个概念，“非内国裁决”的认定是，《纽约公约》
中最为复杂问题之一。在目前理论和实践中大致有以下三种认定标准：第一，按照本国仲
裁程 序法作 出的具 有涉外 因素的 仲裁裁 决。 9第二 ，裁决 按照另 一国家 仲裁法 在执行
地 国 家作 出 。 第 三, 不 受 任何 国 家 仲 裁程 序 法 支 配的 仲 裁 裁决 。 虽然目前对于“非内
国裁决”的判断依然是由执行地国自由裁量，但是无论按照上述何种标准，依据《附加便利
规则》在被请求国做出的仲裁裁决很可能被视为非内国裁决，从而不能在这些已经提出互惠
保留的国家获得承认与执行。
（二）商事保留对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影响
《纽约公约》允许成员国加入公约时做出商事保留，即只承认与执行对裁决内容依据本国法
律属于商事关系的仲裁裁决。根据现行《附加便利规则》的规定，其管辖范围包括直接因投
资产生的争端，以及由不同于通常商业交易而产生的争端。何种争端属于不同于通常商业交
7

现行《附加便利仲裁规则》第 19 条对选择法院地(仲裁地)作了限制。规定仲裁程序只能在《纽约公约》

缔约国进行。现在看来这一条的规定是不妥当的。在 1987 年首次起草这一条款时，只有 52 个《纽约公约》
缔约国，为了仲裁裁决的执行力，规定仲裁地必须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现在《纽
约公约》的成员国已经有 159 个国家，并且其他机构规则没有类似的限制，虽然当事人可能倾向于将《纽
约公约》缔约国作为仲裁地，但没有理由以这种方式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在《附加便利规则》的两次提
案中都删除了该条款。
8

Matthew Saunders Claudia Salomon，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Against States and State Entities，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Volume 23, Issue 3, 1 September 2007, Pages 467-476,http://ffxc30fd8c346ef34d6
7903a5b6d8ea5d318so0n5k9xv9u0p6vq0.ffxc.oca.swupl.edu.cn/10.1093/arbitration/23.3.467，最后访问日期：2
019 年 12 月 30 日。
9

例如在 Bergesenv.Joseph Muller Corp 案中，上诉法院认为“非内国裁决” 是指属于《纽约公约》的范围

并非因为它们是在国外作成, 而是因为它们符合另一国家的法律制度, 如符合外国程序法, 或涉及当事人
在外国有住所或其主要营业地位于执行地国家之外。Bergesenv.Joseph Muller Corp., 710 F.2d 928 (2d Ci
r.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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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依据争端方国内法判定。不同国家对于商事关系的范围划定是不同的。即使是美国（美国
在加入《纽约公约》时也提出了商事保留），对于商事交易范围宽泛到几乎包括所有已知的
交易活动，商事关系也不能包括附加便利程序中所列的所有可仲裁事项。例如，在利比亚美
国石油公司诉利比亚政府案仲裁裁决执行时，法院认为不能执行该仲裁裁决，因为征收和补
偿被视为政府行为，不能以仲裁方式来解决该争端。因为商事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一种关
系，国家在征收和补偿时是处于行政管理者的角色而不是商主体，与投资者不是平等的关系。
在政府执行征收补偿行为时与投资者之间形成的关系便不构成商事关系。因此，由于商事保
留的存在，使得依附加便利规则作出的仲裁裁决在执行中也将受到阻碍。
附加便利规则第 2 条（b）和第 4 条（3）排除了因投资关系和商业关系产生的争端，由
此可以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这里所涉及的争端是在商业范围之外的，因此不符合一般意义
上国际仲裁的条件。也有学者认为，第四条规定的“区别于通常商业事务的潜在事务”也是
一种商业事务，也是具有商业性质的。根据第一种观点，提出互惠保留的成员国不能对依据
第 2 条（b）所作出的仲裁裁决进行承认与执行。而根据第二种观点，《纽约公约》的缔约
国即使提出商事保留也不应当将依据第 2 条（b）所作出的裁决排除在外。问题的焦点在于，
“非直接因投资产生的争议”或者“区别于通常商业事务的事务”是否具有商业性质。在法
条原文中，对于”非直接因投资产生的争议”被定义为“事务（transactions）”。从字面上
看，其最终落脚到“事务”上，而不是“商业事务”。该条表达的“事务”在法律英语中的
解释是“一个人所做的任何影响他人权利的行为，由此可能会招致诉讼。”10其本身并没有
包含任何商业性质。其通过一种否定列举的方式，规定了何种争端属于附加便利程序管辖范
围内的争端。该条文关于争端性质的部分可以表述为：“该程序适用于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
事务，但是不包括通常商业事务”。如果将事务分为商业事务和非商业事务，商业事务分为
通常商业事务和非通常商业事务（简单的以 A 与非 A 的逻辑进行划分）。那么该程序能够
适用的范围就包括非商业事务和非通常商业事务。非通常商业事务属于商事关系之内，而非
商业事务在商事关系之外。因此商业事务和非通常商业事务不是全有全无的关系，而是部分
包含的关系。对于提出商事保留的国家来说，按照第 2 条（b）所作出属于非通常商业事务
部分的裁决能够依照《纽约公约》得到承认与执行，而属于非商业事务部分的裁决不能得到
承认与执行。因此，根据《附加便利仲裁规则》所作出的裁决在提出互惠保留和商事保留的
国家进行承认与执行存在困难。

五、“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附加便利仲裁规则》的适用
及完善
（一）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 BIT 中关于《附加便利规则》的规定及完善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未加入 ICSID 的 13 个国家中有 9 个国家与中国订立了 BIT，
其中只有《中国-印度 BIT》中明确规定投资争端可以使用《附加便利规则》11(如果争端双
方同意，仲裁程序可以适用 ICSID 附加便利调解、仲裁和事实发现程序)；《中国-缅甸 BIT》
中规定，投资争端可以提交依据《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设立的“解决投
资争端国际中心”。12有学者认为将争端提交依据《ICSID 公约》所涉的投资仲裁中心尚不
10

Black‘s Law Online Dictionary，http://thelawdictionary.org/transaction/，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12 月 30

日。
11

《中国-印度 BIT》，http://tfs.mofcom.gov.cn/aarticle/h/at/201002/20100206778944.html，最后访问日期：2

019 年 12 月 30 日。
12

《中国-缅甸 BIT》，http://tfs.mofcom.gov.cn/aarticle/h/at/201002/20100206778937.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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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对提交附加便利仲裁规则的同意。13但是 ICSID 对于投资仲裁规定了两种规则，一种是
缔约国之间适用《ICSID 公约》进行仲裁，另一种既是《附加便利仲裁规则》。《中国-缅
甸 BIT》中规定仲裁可以提交“中心”解决，而缅甸不是公约缔约国，那么如果该条款不能
解释为适用《附加便利规则》，那么该条款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应当认为该条款是包括了使
用《附加便利规则》的。《中国-老挝 BIT》14、《中国-斯洛文尼亚 BIT》15、《中国-阿联
酋 BIT》中规定，投资争端可以提交专设仲裁庭，专设仲裁庭应当自行制定其程序，但可以
参照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仲裁规则。这里的“仲裁规则”所指就是《附加便利规则》。2017
年中国澳门 Sanum 公司就是依据《中国-老挝 BIT》适用的《附加便利规则》。16《中国-波
兰 BIT》、《中国-塔吉克斯坦 BIT》、《中国-越南 BIT》、《中国-伊朗 BIT》中没有关于
可以适用《附加便利规则》的条款。
由上可以看出，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非 ICSID 成员国签订双边投资协
定中对于《附加便利规则》的适用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部分 BIT 没有关于适用《附加便利规则》的规定，部分 BIT 规定不明确，容易产
生歧义。在修改与这些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时将适用《附加便利规则》的内容明确的写
进双边投资协定中。例如《中国-缅甸 BIT》可以修改为“投资争端可以提交依据《解决国
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设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适用《附加便利规
则》”。《中国-老挝 BIT》可以修改为专设仲裁庭应当自行制定其程序，但可以参照投资
争端国际中心的《附加便利规则》。此外对于没有与中国签订 BIT 的非 ICSID 国家，我国
要加紧与这些国家订立 BIT 并明确规定可以适用《附加便利规则》。
第二，在规定可以适用《附加便利规则》的 BIT 中，部分国家对提交仲裁的案件类型做
出了限制，例如《中国-老挝 BIT》和《中国-斯洛文尼亚 BIT》中规定只有涉及征收补偿款
的争议，才能提交专设仲裁庭仲裁。《中国-阿联酋 BIT》中规定关于补偿数额以及双方同
意提交仲裁的其他争议可以提交专设仲裁庭。这些规定都将可以适用《附加便利规则》的案
件限制在很小的范围之内。《中国-阿联酋 BIT》中虽然没有限制争议的类型，但是除补偿
数额发生争议外，其他争议提交仲裁需经双方一致同意，往往在实践中东道国政府大多数是
不愿意被诉的，从而限制了《附加便利规则》的适用。这些 BIT 订立的时间都比较早，依据
中国加入《ICSID 公约》所提出的保留，中国只将涉及国有化、征收赔偿数额的争端提交 ICSID
管辖。在 1998 年之前中国对外签订的所 BIT 中，都对该保留做出了强调。而中国从 1998
年《中国-巴巴多斯 BIT》中全盘接受了 ICSID 的管辖，在之后签订的 BIT 中 90%以上完全
接受了 ICSID 的管辖。据此，完全接受 ICSID 的管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在中国对较早签
订的 BIT 进行更新时，应当考虑删除对案件类型的限定，使所有投资争端都可以提交《附
加便利规则》，例如《中国-印度 BIT》和《中国-缅甸 BIT》中规定的投资者与东道国因投
资产生的“任何法律争议”都可以提交仲裁。
（二）适用《附加便利仲裁规则》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问题的中国应对

13

张万洪、张玲，
《论我国境外投资权利救济路径的选择——基于“密松项目”的个案研究》，
《上海对外经

贸大学学报》2016 年 5 月第 23 卷第 2 期，第 42-51 页。
14

《中国-老挝 BIT》
，http://tfs.mofcom.gov.cn/aarticle/h/at/200212/20021200058372.html，最后访问日期：2

019 年 10 月 15 日。
15

《中国-斯洛文尼亚 BIT》，http://tfs.mofcom.gov.cn/aarticle/h/au/200212/20021200058365.html，最后访问

日期：2019 年 10 月 15 日。
16

Sanum Investments Limited v.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ICSID Case No.ADHOC/17/1), https:

//ICSID.worldbank.org/en/Pages/cases/casedetail.aspx?CaseNo=ADHOC/17/1，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12 月 3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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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附加便利仲裁规则》作出的仲裁裁决需要通过《纽约公约》进行承认与执行。中
国在加入《纽约公约》时提出的“互惠保留”和“商事保留”都会对依据《附加便利仲裁规
则》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适用产生一定的阻碍。因此也会减损仲裁裁决的执行力，
导致当事方之间对《附加便利仲裁规则》的不信任。《提案 1》和《提案 2》将《附加便利
仲裁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张到除了《ICSID 公约》缔约国之间的投资争端之外的所有投资争
端案件。因此，《附加便利仲裁规则》和《ICSID 公约》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就是承认与执行
的问题。
第一，“非内国裁决”问题。根据我国加入该公约时所作的互惠保留声明，我国对在另
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适用该公约。从字面意思上看，我国依据《纽
约公约》承认与执行的裁决只有在另一缔约国的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非国内裁决并不包
含在内。17并据此解释依据《附加便利仲裁规则》在我国所作出的仲裁裁决。但是，《纽约
公约》中规定的互惠保留可以理解为仅仅是对第一条第一款中所规定的“外国仲裁裁决”作
出的保留。互惠保留的基础是互惠，只有国家之间才存在互惠的关系。国际上普遍是以地域
为标准划分本国裁决与外国裁决的，“非内国裁决”的实质是本国裁决，18不存在互惠的基
础，也就谈不上对其提出互惠保留。从《纽约公约》设置互惠保留的意图来看，是将根据《纽
约公约》承认和执行的外国裁决限定为“另一缔约国领土作出的裁决”。而且在我国司法实
践中也有执行“非内国裁决”的案例19。因此结合《纽约公约》第一条第一款和中国提出的
互惠保留，中国人民法院依据《纽约公约》承认与执行的仲裁裁决包括在其他缔约国领土上
所作出的外国仲裁裁决和在中国认为非内国裁决的仲裁裁决。因此，依据《附加便利仲裁规
则》在我国领土内所作出的裁决可以依据《纽约公约》得到承认与执行。
第二，商事保留问题。中国加入《纽约公约》作出的商事保留是承认与执行依据《附加
便利仲裁规则》所作出的仲裁裁决最大的障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
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中第二条指出，根据我国加入该公约时所作的商事保留声明，
我国仅对按照我国法律属于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适用该公约。并且
明确规定，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端不属于“契约性和非契约型商事法律关系”。
当时将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排除在商事关系之外，可能是出于以下两个因素的考虑：第一，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具有公法属性，因为它牵扯到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行政监管关系，可能
涉及到对东道国政府法规、政策的审查，不是纯粹的商事关系；第二，当时中国是资本输入
大国，在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争端中更加强调保护东道国的利益。投资者若在中国提出承认与
执行，必然是在中国有可执行的利益，这些利益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等，而根据
《纽约公约》法院对仲裁不予承认与执行的情形有限。因此出于对我国利益的考虑，将这类
争端排除在可以依据《纽约公约》申请承认与执行的范围之外。但是，商事保留中明确排除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在现在看来并不妥当。一方面，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的性质不能一概而
论，而应当依据其争议的具体内容来确定；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是双向投资大国，我们不仅
需要维护我国作为东道国的利益，还需要维护我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一带一路”建设中
资金主要流向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多为国有企业，投资资
本多为国家资本。因此维护国有企业海外利益也是维护我国的利益。况且，中国作为东道国
的基本利益若真的受到国际投资仲裁的威胁，还有国家豁免原则、《纽约公约》第六条违反
17

李剑桥，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国际问题》
，
《中山大学法律评论》，2018 年第 16 卷第 1 辑，第 78-90 页。

18

赵秀文，《非内国裁决的法律性质辨析》
，《法学》
，2007 年第 10 期，第 16-23 页。

19

在“旭普林案”中,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被诉裁决（ICC 裁决）定性为“非内国裁决”，适用《纽约公

约》
；在宁波工艺品案中，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将申请承认与执行的仲裁裁决（ICC 裁决）认定为“非内国
裁决”，并且予以承认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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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地公共政策不予承认与执行作为最后屏障。因此我国可以考虑删除《承认及执行外国仲
裁裁决公约》的通知中关于“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端不属于‘契约性和非契约
型商事法律关系’的规定”，解除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限制。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性是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内容，
ICSID 附加便利仲裁程序是目前能够有效利用的制度安排。在新一轮 ICSID 改革中也显示出
其积极回应国际投资仲裁正当性危机、保持机制活力作出的有益尝试。ICSID《附加便利仲
裁规则》是维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利益的重要工具，因此应当因应中国企业适用 ICSID《附
加便利仲裁规则》中的阻碍，护航“一带一路”建设。

参考文献：
[1]Robert Howse ，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Arbitr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R],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Law and Justice，Working Paper 2017(1).

9
1214

[2] August Reinisch，Will the EU’s Proposal Concerning an Investment Court System for CETA
and TTIP Lead to Enforceable Awards?-The Limits of Modifying the ICSID Convention and the
Nature of Investment Arbitrat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2016(Vol.19,Issue
4):761–786.
[3]Bjorklund, Andrea and Kryvoi, Yarik and Marcoux, Jean-Michel,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in the Canada-UK Trade Relationship[EB/OL] ， 2018 (November 18).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312617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312617
[4]陈力.ICC 国际仲裁院在我国作成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兼论《纽约公约》视角下“非
内国裁决” [J].法商研究.2010,(6):80-89.
[5]陈安.国际投资法的西发展与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新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6] 梁 咏 . 国 际 投 资 仲 裁 机 制 变 革 与 中 国 对 策 研 究 [J]. 厦 门 大 学 学 报 （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2018(3):160-172
[7]王燕.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改革的美欧制度之争[J].环球法律评论.2017(2):179-192.
[8]Meng Chen, Embracing Non-ICSID Investment Arbitration? The Chinese Perspective[J],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Business, 2019(Vol.39, No.3):249-274
[9]孙劲.论构建中国全方位对外投资条约体系[J].国际法研究.2017(3):3-11.
[10]韩秀丽、翟雨萌.《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外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J].国
际法研究.2017(5):20-34.
[11] 叶兴平.《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最新发展——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法律实践》[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6.
[12] 赵秀文.国际商事仲裁法[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3] 吴文订.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国籍的冲突与协调[J].中国外资.2014(4):170-171.
[14]陈伟光，王燕.全球投资治理下的国际投资协定多半谈判与中国对策[J].天津社会科
学.2017(3):99-104.
[15] 李鸣.国际法与“一带一路研究”[J].法学杂志.2016(1):11-17.

ICSID Additional Facility Ar bitr ation Rule under the backgr ound of " Belt and
Road"
Jing Hang
ABSTRACT: Under "Belt and Road" background,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CSID additional facility arbitration rule has not received due
attention for a long time, bu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ICSID,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recent years.
ICSID additional facility arbitration rule is an independent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and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ir application.The jurisdiction of ICSID additional facilitation rule is expanded,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may apply the ICSID additional facility arbitration rule to settle
investment dispute. Both commercial and reciprocal reservations made by China upon accession
to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would hinder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wards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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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ID additional facility arbitration rule, and China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Keywor ds: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 ICSID additional facility
arbitration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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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仲裁员行为准则的晚近发展
——兼评《ISDS 审裁员行为守则草案》
Recent Development of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Investment Arbitrators -- Comments
on Draft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Adjudicator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摘 要：晚近以来，随着国际投资仲裁从国际商事仲裁体系中的逐渐剥离，投资仲裁员行为
准则也正在经历从“商投合一”到“商投分离”的去商事化过渡。国际投资仲裁与国际商事
仲裁在程序和实体上的区别，对投资仲裁员的行为规范提出更为明确、具体、严格和自成体
系的要求，从而更加符合投资者和东道国对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期待。为投资仲裁员制定专
门的行为守则，能够弥补投资仲裁道德领域国际立法的缺失，从制度上对投资仲裁员进行系
统规范和约束。而行为守则的核心在于广泛的信息披露，因此，落实仲裁员的披露义务能够
有效促进行为守则的落地生威。总之，投资仲裁员行为准则的全新发展能够有效弥补投资仲
裁的制度缺陷，推动投资法治日趋完善。
关键词：投资仲裁员；行为准则；去商事化；ISDS 审裁员行为守则草案；仲裁员披露义务
Abstr act: Recently, with the gradual separ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system,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investment arbitrators is
undergo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commercial and investment" to "the separation
of commercial and investment". The differences in procedure and substance betwee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put forward more explicit, specific,
strict and self-contained requirements for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investment arbitrators, so as to
better meet the expectations of both investors and host countries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mechanism. Developing a special code of conduct for investment arbitrators could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in the field of investment arbitration ethics,
systematically regulating and restraining investment arbitrators from the system level. In addition,
the core of the code of conduct lies in extensiv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er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rbitrators’ disclosure obligation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enforcement of
the code of conduct. In short,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investment
arbitrators can effectively make up for the defects of the investment arbitrat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perfection of rule of law in investment.
Key war ds: investment arbitrators; code of conduct; de-commercialization; Draft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Adjudicator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duty of disclosure for arbitrators

投资仲裁深受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这种“投资仲裁的商事化”现象1也体现在投资仲裁
员的身上。一方面，由于相当一部分投资争端系采用国际商事仲裁机制予以解决，2对于投
资仲裁员的行为规范自然也按照商事仲裁员的标准来进行要求。另一方面，投资仲裁员多是
活跃于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商事仲裁员，他们利用成熟的商事案件管理经验来接手投资仲裁

1
2

参见蔡从燕：《国际投资仲裁的商事化与“去商事化”》，《现代法学》2011 年第 1 期，第 153 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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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3潜移默化地将商事裁决思维引入投资仲裁中。近年来，商事仲裁员和投资仲裁员的
融合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根据商事仲裁实践，某一个体同时在不同案件中担任仲裁
员和法律顾问等多重角色并不构成利益冲突，而这一做法在国际投资领域则越来越受到质
疑，4甚至成为国际投资仲裁机制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如何制定能够充分反映投资仲裁本
质特征的、去商事化的专属规则，是近年来投资仲裁规则和投资条约的制定者一直在思考的
问题。
围绕投资仲裁员行为准则的晚近发展，本文的讨论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投资仲
裁员行为准则的现行法律框架，系统地呈现其由“商投合一”到“商投分离”的发展历程；第二
部分回顾《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审裁员行为守则草案》（Draft Code of Conduct for
Adjudicator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以下简称“《ISDS 审裁员行为守则草案》”
或“《守则草案》”）的孕育和诞生；第三部分分析这一国际立法的主要亮点和不足；第四部
分聚焦市场相关服务机构对投资仲裁员披露义务的补充和落实；第五部分对投资仲裁员行为
准则的晚近发展进行总结，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一、投资仲裁员行为准则的现行法律框架
随着国际仲裁领域的不断发展，许多国家的律师协会、仲裁机构和国际组织均制定了有
关仲裁员的道德规范准则，这些行为准则有的既适用于商事仲裁、又适用于投资仲裁，是“商
投合一”的仲裁员行为准则；有的则仅适用于投资仲裁，是“商投分离”的仲裁员行为准则。
它们或对仲裁员具有约束力，或仅为当事人提供一般性指导。
（一）“商投合一”的仲裁员行为准则
“商投合一”的仲裁员行为准则并未区分其所适用的案件类型是国际商事仲裁案件、还是
国际投资仲裁案件，而是对“商事”做广义理解，将投资视为商事交易的子类型，进而统一适
用商事案件的仲裁规则。这些“商投合一”的仲裁员行为准则或自成一体，或被纳入其他法律
文本中，本文将其归为以下三类：
1. 各国国内法及判例法
曾经，各国的仲裁法律一度将仲裁程序简单地等同于法院诉讼，且条文零散、内容宽泛、
不成体系，未能处理与仲裁相关的所有实体法问题。5传统的本国概念被强加于国际案件，
这本就难以满足实践所需，各国诉讼法律的千差万别又加剧了国内法的国际适用困境。为了
改进和协调、统一各国有关仲裁的法律，尤其是调整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6联合国国际贸
易法委员会（UNCITRAL）于 1985 年主持制定了《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以下简称“《仲裁示范法》”），
试图提供一套国际立法标准，以反映各国就国际仲裁实践的各项原则和重要问题达成的共
识。7《仲裁示范法》是典型的“商投合一”的法律文本。其关于适用范围的条文未对“商事”
作出界定，但注释对此进行了广义解释，将投资视为具有商事性质关系的事项之一，8由此

参见[德] Karl-Heinz BÖckstiegel：《商事仲裁与投资仲裁：当今两者差异几何？》，傅攀峰译，《仲裁
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108 页。
4
参见蔡从燕：《国际投资仲裁的商事化与“去商事化”》，《现代法学》2011 年第 1 期，第 157 页。
5
See Explanatory Note by the UNCITRAL secretariat on the 1985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
ial Arbitration as amended in 2006, para. 6.
6
See Id., at paras. 10.
7
Id., at para. 2.
8
See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2006), Art.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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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争端若诉诸国际仲裁，则统一由《仲裁示范法》予以调整。截至 2020 年 6 月，《仲
裁示范法》已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 83 个成员国所批准、加入或实施，9各国以该法为蓝
本，在制定国内仲裁法律时稍作补充和修改或直接转化适用。10
《仲裁示范法》整体上没有对仲裁员的行为规范进行过多要求。在仲裁员的指定方面，
《仲裁示范法》只笼统规定，法院或其他机构应适当顾及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员所需具备的任
何资格，以及有可能确保指定独立和公正的仲裁员的考虑因素。11在申请仲裁员回避方面，
《仲裁示范法》明确规定，仲裁员应当充分履行全面、持续、及时的披露义务，当且仅当对
仲裁员的公正性或独立性产生正当怀疑，或者仲裁员不具备当事人约定的资格时，才能申请
仲裁员回避，12这也与指定仲裁员的两个要求相对应。除此之外，申请撤销裁决和申请拒绝
承认或执行裁决的理由均未涉及仲裁员行为不规范的问题。13
由于《仲裁示范法》未对“独立性”、“公正性”和“正当怀疑”等主观用语加以界定，在实
践中，各国法院往往根据自己的标准进行解释。142012 年，UNCITRAL 发布《<国际商事仲
裁 示 范 法 > 判 例 法 摘 要 》 （ UNCITRAL 2012 Digest of Case Law on the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对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法院判决进行了整理和归纳，强
调了公正性和独立性要求的强制性，展示了不同国家的不同法院对于仲裁员披露义务的不同
分析和理解，举例说明了对仲裁员公正性和独立性的正当怀疑的解释标准及其在特定情况下
的应用。15在一些英美法系国家，这类解释性判决逐渐形成关于仲裁员行为规范的认定标准
的判例法，成为仲裁员行为准则的重要法律渊源。此外，在仲裁裁决的执行抗辩中，当事人
试图以仲裁员缺乏公正性和独立性为由，依据《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向相关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
裁决，此时，相关法院作出的判决也会形成关于仲裁员行为规范的判例法。
2. 国际组织和仲裁机构制定的指导意见
作为当事人评价仲裁员公正性和独立性以及申请仲裁员回避的参考，16国际律师协会制
定 的 《 国 际 仲 裁 利 益 冲 突 指 引 》 （ IBA Guidelines on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以下简称“《利益冲突指引》”）亦明确其“商投合一”的适用属性，且不论仲裁
员是否由法律专业人士所担任，对其行为规范的调整均为该指引所覆盖。17负责起草《利益
冲突指引》的“国际商事仲裁利益冲突工作组”18最初仅设想将该指引适用于国际商事仲裁实
践，但又希望该指引能像《国际商事仲裁证据获取规则》
（IBA Rules on the Taking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一样为整个国际仲裁界所接纳，19因此，在最终定稿
时，决定将其适用范围扩展到包括投资在内的所有类型的仲裁案件，而不仅仅是商事案件。
See UNCITRAL, Overview of the status of UNCITRAL Conventions and Model Laws, adopted on 16
June 2020, available at 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files/media-documents/uncitral/en/overview-s
tatus-table.pdf, visited on 20 June 2020.
10
See UNCITRAL, Arbitration Centres, available at 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arbitration/contractualtexts
/arbitration/centres, visited on 21 June 2020.
11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2006), Art. 11.
12
Id., at Art. 12(2).
13
Id., at Art. 34, 36.
14
UNCITRAL, Settlement of commercial disputes: Possible future work on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
on, para. 17, adopted on 29 April 2016, available at https://undocs.org/A/CN.9/880, visited on 23 June 20
20.
15
See Digest of Case Law on the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rt. 12.
16
IBA Guidelines on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4), p. 3.
17
Id..
18
See Otto L O de Witt Wijnen, Nathalie Voser & Neomi Rao,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the IBA Gu
idelines 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5 Bus. L. Int'l 433 (2004).
19
Id., at p. 43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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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利益冲突指引》在“公正、独立和披露的一般标准”的框架下，通过建立红色、橙色和
绿色适用清单，进一步对可能构成利益冲突的情形进行非穷尽式的归类和列举，向仲裁各方
提供明确且具体的指引。红色清单包括“不可弃权”和“可弃权”两部分，若出现前者规定的情
形，当事方不得放弃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仲裁员必须拒绝接受任命；若仅出现后者规定的
情形，则仲裁员可以向所有仲裁参与方充分披露，在经过各方明确同意后，方可继续接受任
命。21橙色清单列举的是在当事人看来可能对仲裁员的公正性或独立性产生怀疑的情形，仲
裁员有义务披露这些信息，22如果当事人没有及时提出异议，则推定其接受了该仲裁员。23绿
色清单列举的是从客观角度看不存在表面或实际利益冲突的情形，不强制仲裁员对其进行披
露。24
各专业性仲裁机构针对仲裁员的行为规范制定的行为准则数量庞大，例如，美国仲裁协
会的《商事争议中仲裁员的行为道德规范》（Code of Ethics for Arbitrators in Commercial
Disputes）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员道德准则》（Code of Ethics for an Arbitrator）
等，在此不一一列举。
3. 商事仲裁规则
《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以下简称“《UNCITRAL
仲裁规则》”）是最具代表性的商事仲裁规则。该规则对仲裁员披露义务的规定与《仲裁示
范法》基本一致，对仲裁员公正性和独立性的评判也采取“正当怀疑”检测标准，25与《仲裁
示范法》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申请仲裁员回避的理由方面。正如上文所述，《仲裁示范法》严
格规定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可以申请回避，而《UNCITRAL 仲裁规则》的规定则较为宽松：
一方面，只要对仲裁员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存在正当怀疑，当事人就可以要求仲裁员回避；26
另一方面，如果仲裁员不作为，或因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原因无法履职，当事人也可以申请该
仲裁员回避。27
（二）“商投分离”的仲裁员行为准则
“商投分离”的仲裁员行为准则主要存在于投资仲裁规则和投资条约中。作为世界上第一
个专门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仲裁机构的成立依据，《关于解决国家与其他国家国民之间投资
争端公约》（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对投资仲裁员的行为规范作出三个高度抽象且概括的要求：（1）高尚的道
德品质；（2）在法律、商务、工业和金融方面公认的专业能力，尤其在法律方面的能力；
（3）可被信赖独立作出判断。28公约同时规定，当事人可以建议取消明显缺乏上述资质要
求的任何仲裁员的资格。29此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ICSID）自己的仲裁规则——《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规则》
Id., at p. 440.
See IBA Guidelines on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4), General Standard 4(b),
(c).
22
Id., at General Standard 3(a).
23
Id., at General Standard 4(a).
24
Id., at p. 19.
25
See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2013), Art. 11;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
al Arbitration (2006), Art. 12.
26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2013), Art. 12(1).
27
Id., at Art. 12(3).
28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Art. 14(1).
29
Id., at Art. 57.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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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 of Procedure for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Arbitration Rules)，以下简称“《ICSID 仲裁
规则》”）也简单地对其仲裁员名册中的仲裁员的行为规范作出一些要求，例如，保密、公
正审判、不得接受任何与仲裁程序有关的指示或报酬等。30该规则历经三次修订，31对于仲
裁员应当在签署的声明中作出的陈述，2003 年版侧重于要求仲裁员披露可能影响其独立性
的情形，32现行 2006 年版则进一步要求对可能影响公正性的情形也进行充分披露，且首次
要求在整个仲裁过程中持续履行该披露义务。33
大量现有投资条约并未载有任何仲裁员行为准则，34然而，最近缔结的一些投资条约已
经开始将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ISDS）仲裁庭成员的行为准则囊括其中。352018 年 9
月缔结的《白俄罗斯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投资条约》（Trea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and the Republic of India on Investments）第 19 条“预防仲裁员利益冲突和回避”规定，仲裁员
在整个仲裁过程中应当保持公正和独立、避免任何利益冲突，如获提名或委任，应当持续地
以书面形式披露任何在争议各方看来可能引起对其资格产生怀疑的情况，36同时列出八项应
当视为存在正当怀疑的因素。37该条还明确规定了当事人一方或双方选择适用其他行为准则
时两个准则的关系，即由双方协商一致决定该条不予适用或作为补充。382018 年 4 月缔结的
《阿根廷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Agreement for the
Reciprocal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s between the Argentine Republic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以下简称“《阿根廷与阿拉伯 BIT》”）C 节“关于仲裁员行为的规定”
共 8 条，系统地规定了仲裁员接受任命前、后以及任职结束各阶段应当履行的义务，还规定
了当事人可以申请仲裁员回避的理由，并明确，若该节与《利益冲突指引》不一致，以前者
为准。39
此外，有的投资条约中的行为准则不仅适用于仲裁员，还适用于调解员，是“仲调合一”
的行为准则。《加拿大—欧盟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Canada, of the one part,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of
the other part）附件 29-B《仲裁员和调解员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 for Arbitrators and
Mediators）共 21 条，前 20 条规定的都是仲裁员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最后一条补充规定，
在细节上作必要修改后，该准则适用于调解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大韩民国政府自由
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附件 20-B《专家组成员和调解员行为准则》
See ICSID Arbitration Rules (2006), Rule 6.
ICSID, ICSID Convention Arbitration Rules, available at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Pages/icsiddocs/IC
SID-Convention-Arbitration-Rules.aspx,visited on 21 June 2020.
32
ICSID Arbitration Rules (2003), Rule 6(2): “...A statement of my past and present professional, busines
s and other relationships (if any) with the parties is attached hereto.”
33
ICSID Arbitration Rules (2006), Rule 6(2): “...Attached is a statement of (a) my past and present prof
essional, business and other relationships (if any) with the parties and (b) any other circumstance that mi
ght cause my reliability for independent judgment to be questioned by a party. I acknowledge that by sig
ning this declaration, I assume a continuing obligation promptly to notify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e
ntre of any such relationship or circumstance that subsequently arises during this proceeding.”
34
UNCITRAL,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I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Reform) on the work of
its thirty-sixth session (Vienna, 29 October–2 November 2018), at para. 75, adopted on 6 November 2018,
available at https://undocs.org/en/A/CN.9/964，visited on 21 June 2020.
35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Backgroun
d information on a code of conduct, at para. 11, adopted on 31 July 2019, available at https://undocs.org/
en/A/CN.9/WG.III/WP.167, visited on 21 June 2020.
36
TREA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AND THE REPUBLIC OF INDIA ON INVES
TMENTS, Art. 19.1, 19.2.
37
Id., at Art. 19.10.
38
Id., at Art. 19.11.
39
AGREEMENT FOR THE RECIPROCAL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S BET
WEEN THE ARGENTINE REPUBLIC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rt. 34(1).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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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of Conduct for Panelists and Mediators）亦采相同模式。
（三）对现行法律框架的评述
从上述列举的法律文本可以看出，投资仲裁员行为准则的现行法律框架具有如下特征：
1. 规则体系的碎片化和多元化
首先，投资仲裁员行为准则的现行法律框架具有细小零碎、多而分散的特征，与当前整
个国际投资法体系的碎片化结构相一致，不仅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前者的碎片化程度甚至
更高。从法律文本的数量上看，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中央政府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目前
共有 2897 个，真正有效的也有 2340 个之多；40而投资仲裁员行为准则的制定通常可由一个
主体独立完成，再加上相关国际组织也可能出台规范或提供指引，因此，虽然目前还暂时没
有对此类法律文本数量的精确统计，但根据 UNCITRAL 官网的一份不完全仲裁中心清单，41
再结合近年来缔结的投资条约逐渐纳入行为准则这一趋势，可以推测，有关投资仲裁员行为
准则的法律文本的数量也很可观，碎片化程度也很深。
其次，每个法律文本中关于投资仲裁员行为规范的规定散见于各章节条款，在内容的结
构上亦呈现碎片化特征。一般而言，有关投资仲裁员行为规范的内容通常出现在仲裁员的选
任和回避以及裁决的撤销和不予执行等多个部分，这样分散的结构不利于当事人和仲裁庭对
仲裁员进行整体评价。相关法律文本的历次修订都在不断丰富仲裁员行为规范的内容，但无
一对这些散落在各部分中却又相互关联的内容进行系统的整合。尽管有学者认为，国际仲裁
采取的是当事人主义而非职权主义，42但不可否认的是，仲裁员对仲裁程序的推进仍然起到
一定的主导作用。对仲裁员的规范和管理不成体系，必定会影响仲裁的质量和效率。
再次，拥有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传统的司法管辖区所制定的仲裁员行为准则呈现多元化
特征。任何法律体系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社会而存在，43本土文化与传统在法律全球化的背
景下仍具有强烈的生命力，44投资仲裁员行为准则的制定也深受本土司法理念的影响，难逃
窠臼。各国在根据《仲裁示范法》这一国际仲裁立法模板制定各自的仲裁法律时，并非机械
地照搬每一个条文，而是因地制宜，将相关规则进行改良，使其更好地与地方文化和传统配
对、融合。这种国际规范的本土化（localized globalism）45是导致仲裁员行为准则具有多元
性的一方面原因，而随着本土理论观念、实践做法和制度体系的适用超越领土界限，被投射
到国际领域（globalized localism），46本土化了的国际规范再次国际化，便又巩固了这一多
元格局。总之，仲裁员行为准则在制定和实施阶段体现出来的“接收与反馈”这组双向互动关
系共同导致了准则的多元化，且仲裁法律和实践的统一化趋势也不会彻底消除这种必要的多
元性，反而会继续向“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方向发展。47
2. 解释性内容和适用标准缺失
40
UNCTA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Navigator, available at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
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 visited on 23 June 2020.
41
UNCITRAL, Arbitration Centres, available at 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arbitration/contractualtexts/arbi
tration/centres, visited on 21 June 2020.
42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浙江省委员会：《参与仲裁 按国际惯例行事很关键》，资料来源于 http://www.
ccpitzj.gov.cn/article/10333.html，2020 年 7 月 18 日访问。
43
Fan Kun, Glocalization of Arbitration: Transnational Standards Struggling with Local Norms through t
he Lens of Arbitration Transplantation in China, 18 Harv. Negot. L. Rev. 219 (2013).
44
樊堃：《仲裁的全球本土化——国际标准和本土文化的挣扎》，《北京仲裁》2013 年第 4 期，第 95 页。
45
Fan Kun, Glocalization of Arbitration: Transnational Standards Struggling with Local Norms through t
he Lens of Arbitration Transplantation in China, 18 Harv. Negot. L. Rev. 177 (2013).
46
See Id., at p. 217, 219.
47
See Id., at p.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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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现行准则，特别是较早的准则，通常缺乏对条文关键词的解释。以《UNCITRAL
仲裁规则》和《ICSID 仲裁规则》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仲裁规则为例，二者均阐明了仲裁员
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原则，也载明了当事人可以申请仲裁员回避的理由及回避程序等具体规
则，但相关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对核心概念的解读，这不仅显得条文内容空泛，而且在实践
中也缺乏可操作性。
此外，现行法律框架对于何为公正性和独立性的评判标准、如何在仲裁员的回避问题上
适用这些标准也都缺乏明确且具体的规定，这使得仲裁参与各方对于标准被遵守的情况的评
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着国际仲裁领域的发展和相关规则的完善，各方对投资仲裁员的
基本道德标准逐渐达成一种普遍共识，然而，对此种标准的落实情况的评估或是以相当不同
的方式进行的，48一千个仲裁参与者眼中或有一千个评判标准，对标准的适用所作出的理解
很可能大相径庭。
3. 规则间冲突或规则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冲突
国际仲裁员可能同时受到不止一种行为准则的约束，这取决于该仲裁员的国籍、与律师
协会或相关机构的归属关系、受理案件的仲裁机构、仲裁地等不确定因素，49若存在双重甚
至多重国籍的情形，诸多准则的实际适用情况就更加复杂，规则间冲突难以避免。例如，在
中国平安诉比利时案中，被申请人任命的仲裁员菲利普·桑兹是伦敦大学学院的教授和
Matrix Chambers 的律师，50具有英国和法国双重国籍，51在整个仲裁程序中，他的行为除了
要受国籍国法和仲裁地法的约束，还要为所属律所的相关规则所规范，甚至还要符合高校的
纪律要求。多重规则叠加作用于仲裁员，不仅会导致仲裁员程序负担过重，而且容易造成对
不同义务的混淆和遗忘，仲裁员在面对规则冲突时，很有可能因为无所适从而善意或恶意地
规避义务。
此外，有的准则还允许当事人自行约定仲裁员的行为规范，在具体案件中，可能又面临
着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还是遵循既定规则的困境。协调独任仲裁庭一名仲裁员背负的行
为准则适用问题相对容易，若组成的是三人庭，且多名仲裁员都为多个准则所约束，那么要
实现对整个仲裁庭成员行为规范的有效监督和管理，将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综上所述，投资仲裁员行为准则的现行法律框架还存在诸多理论上的不足和实践上的困
扰，亟需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

二、ISDS 改革：制定统一的投资仲裁员行为守则
投资仲裁员行为规范本身的不足以及国际立法的刚性缺失，客观上不利于仲裁员相关义
务的落实，主观上也不利于对仲裁员具体行为的统一评价。
（一）议题的提出及其支持者
2015 年，阿尔及利亚政府在 UNCITRAL 第四十八届会议中首次提出，应当制定投资者
See UNCITRAL, Possible future work in the field of dispute settlement: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
on, para. 41, adopted on 13 April 2017, available at https://undocs.org/A/CN.9/916,visited on 23 June 202
0.
49
See UNCITRAL,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Forty-eighth s
ession), para. 150, available at https://undocs.org/en/A/70/17, visited on 23 June 2020.
50
IA Reporter, PHILIPPE SANDS - ARBITRATOR PROFILE AND APPOINTMENTS, available at https:
//www.iareporter.com/arbitrator/Sands,visited on 20 July 2020.
51
Ping 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 Limited and Ping An Insurance (Group) Company of Chin
a, Limited v. Kingdom of Belgium, ICSID Case No. ARB/12/29, Award, para. 1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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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道国仲裁领域的仲裁员行为规范。阿尔及利亚政府认为，仲裁是建立在当事人以合同形
式表达的意愿之上的、认为可以信任的一种综合而可持续的替代司法机制，多年来，仲裁已
经成为一项真正的有偿公共服务，在仲裁符合强制性质量要求的前提下，应当鼓励仲裁。52
由于允许选择仲裁员是信任的一种体现，且仲裁员的道德又是保证仲裁程序及其成功的关键
要素，因此，对仲裁员的道德进行要求是必要的。然而，金钱和道德并不总能很好地结合，
仲裁隐含着灵活性、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妥协，而道德要求一定的公正性、透明度、脱离
物质影响、某种程度的不妥协和有能力清楚简单地区分什么是可接受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
53
据此，阿尔及利亚政府提出，应当关注仲裁员实施程序的行为、相互关系以及应当共有的、
甚至按照仲裁哲学表达的统一的价值观，构建一套仲裁各方都尊重或确保尊重的行为和价
值。54
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提案得到多国附议，均认同有必要在多边一级制定投资仲裁员行为守
则。55欧盟主张建立争端解决常设机制，56通过强健且透明的任命程序吸纳独立于政府的全
职审裁员，57为其制定严格的道德要求，确保道德高标准；58比照其他国际法院采用资格要
求，设置具体标准；59确保地域和性别多样性。60泰国则认为可以探讨在 UNCITRAL 现有的
ISDS 规则中纳入仲裁员行为守则，使其包括各国对仲裁员施加的规则，或至少应就仲裁员
的披露义务、允许进行的外部活动和避免出现不当或偏见的职责作出规定。61
智利、以色列和日本共同提出两个阶段的行动计划，主张第一阶段应当确定且继续深化
就该议题已经达成的共识，即制定规范仲裁员道德行为的共同准则是可取的、并且是优先的
改革事项，同时，应当确定对此可能进行的改革；第二阶段则应在现有改革的基础上推进具
体改革，允许酌情创新，争取通过制定广泛认可的行为守则，来统一目前存在的多种仲裁员
道德规范改革模式。62在这三个国家看来，进行仲裁员道德规范的改革不会触碰到敏感的
ISDS 制度或结构改革问题，并且可以对投资争端案件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制定仲
裁员行为守则是有益的。63哥斯达黎加也两度提交意见书，先后在其解决办法指示性清单中
将“仲裁员和决策者”列为优先关切的三大事项之一，提出制定行为守则、改进仲裁员的任命
和回避制度、加强仲裁员回避方面的管控以及关注对仲裁员的要求和对不遵守行为守则的制
裁，64并就该议题的推进作出了与上述三国提议相似的两阶段进度安排。65

See UNCITRAL, Proposal by the Government of Algeria: possible future work in the area of internati
onal arbitration between States and investors — code of ethics for arbitrators, p. 2, adopted on 27 May
2015, available at https://undocs.org/A/CN.9/855, visited on 23 June 2020.
53
Id..
54
Id..
55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Backgroun
d information on a code of conduct, para. 6, adopted on 31 July 2019, available at https://undocs.org/en/
A/CN.9/WG.III/WP.167, visited on 21 June 2020.
56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Submissio
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para. 11, adopted on 24 January 2019, available at h
ttps://undocs.org/en/A/CN.9/WG.III/WP.159/Add.1, visited on 24 June 2020.
57
Id., at paras. 16-17, 19.
58
Id., at para. 18.
59
Id., at para. 20.
60
Id., at para. 21.
61
See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Submi
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Thailand, para. 21, adopted on 8 March 2019, available at https://undocs.or
g/en/A/CN.9/WG.III/WP.162,visited on 24 June 2020.
62
See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Sub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s of Chile, Israel and Japan, p.
9, adopted on 15 March 2019, available at https://undocs.org/en/A/CN.9/WG.III/WP.163, visited on 24 Jun
e 2020.
63
Id..
64
See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Sub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Costa Rica, p. 4, adopted o
n 22 March 2019, available at https://undocs.org/en/A/CN.9/WG.III/WP.164, visited on 24 June 2020.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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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也强烈建议为仲裁员、决策者和 ISDS 制度的其他参与人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行为
守则和其他道德要求，并且提议，UNCITRAL 可以参考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经验，编制一
份全面的说明性仲裁员名单，创建一个仲裁员数据库，增强仲裁员任命过程的透明度，提前
预防兼职（double-hatting）和利益冲突。66我国也指出了当前的投资仲裁领域缺乏针对仲裁
员的行为守则，并表达了对制定此种行为准则的关注和支持。67
（二）议题的推进
2018 年 4 月，UNCITRAL 第三工作组第三十五届会议就行为守则的重要性达成普遍一
致的看法，认为应当欢迎为确保仲裁员独立性和公正性所做的任何改进，并建议 UNCTAD
与 ICSID 合作拟定这样的守则。682018 年 11 月，第三十六届会议将制定行为守则作为解决
仲裁员缺乏独立性与公正性的可能的改革方案，纳入以供讨论的框架列表，69并提出守则应
当是全面的，涵盖与决策者及其他 ISDS 参与方有关的所有问题，包括：独立性和公正性以
及其他道德要求、利益冲突和议题冲突（issue conflict）、兼职、披露要求（包括决策者和
法律顾问的关系）、保护决策者免受不当压力、回避程序、对于不遵守守则可能的制裁。70
会议对于制定一部适用于现行 ISDS 制度的行为守则足以解决对仲裁员独立性和公正性的关
切有所质疑，认为或许有必要在确保决策者不受政治干扰的前提下进行更系统的体制改革。
71

2019 年 4 月，第三十七届会议商定，由 UNCITRAL 秘书处与 ICSID 秘书处共同制定行
为守则，并就如何在现行 ISDS 制度中、在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推行守则以及如何执行守则
中的义务等问题开展准备工作。722019 年 7 月，第三工作组发布《关于行为守则的背景资料》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a code of conduct），系统梳理了现行法律框架对仲裁员责任和
义务的规定，并对行为守则可能涵盖的内容发表了见解。2019 年 10 月，第三十八届会议就
行为守则的性质、适用范围、内容、执行机制、其他议题和准备工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各国广泛表达意见，提出有益的实践经验和可能的解决办法，73切实有效地推进行为守则的
制定工作。
（三）议题的阶段性成果
2020 年 5 月 1 日，UNCITRAL 和 ICSID 联合发布了《ISDS 审裁员行为守则草案》。
See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Submi
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Costa Rica, p. 4, adopted on 31 July 2019, available at https://undocs.org/
en/A/CN.9/WG.III/WP.178, visited on 24 June 2020.
66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Sub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Turkey, p. 2, adopted on 11 Jul
y 2019, available at https://undocs.org/en/A/CN.9/WG.III/WP.174, visited on 22 July 2020.
67
See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Sub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p. 3-4, adopted on 1
9 July 2019, available at https://undocs.org/en/A/CN.9/WG.III/WP.177，visited on 22 July 2020.
68
UNCITRAL,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I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Reform) on the work of
its thirty-fifth session (New York, 23–27 April 2018), para. 64, adopted on 14 May 2018, available at htt
ps://undocs.org/A/CN.9/935, visited on 23 July 2020.
69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p. 18, ado
pted on 5 September 2018, available at https://undocs.org/A/CN.9/WG.III/WP.149，visited on 23 July 2020.
70
UNCITRAL,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I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Reform) on the work of
its thirty-sixth session (Vienna, 29 October–2 November 2018), at para. 77, adopted on 6 November 2018,
available at https://undocs.org/en/A/CN.9/964, visited on 21 June 2020.
71
Id., at para. 79.
72
UNCITRAL,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I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Reform) on the work of
its thirty-seventh session (New York, 1–5 April 2019), para. 84, adopted on 9 April 2019, available at ht
tps://undocs.org/en/A/CN.9/970, visited on 24 June 2020.
73
See UNCITRAL,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I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Reform) on the work
of its resumed thirty-eighth session (Vienna, 14–18 October 2019), paras. 51-78, adopted on 28 January
2020, available at https://undocs.org/en/A/CN.9/1004, visited on 24 June 202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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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则草案》共 12 条，包含对所拟定条款的解读与评论。第 1 条对“审裁员”、“助理”、“候
选人”和“ISDS”进行定义，明确《守则草案》的适用对象，放弃了此前会议中提到的对特设
仲裁员和常设机构审裁员或法官的行为规范作出区分74的想法，有效防止规则进一步碎片
化，还原力求守则普遍适用的初衷。第 2 条简单地对《守则草案》的适用作出原则性规定。
第 3 条列举了第三工作组历届会议重点讨论过的审裁员的职责和义务，并在接下来的第 4
条至第 9 条中依次展开《守则草案》对于“独立性与公正性”、“利益冲突：披露义务”、“多
重角色限制”、“正直（integrity）、公平和胜任”、“可用性（availability）、勤勉、礼貌（civility）
和效率”和“保密性”的具体要求。其中，“利益冲突：披露义务”所占篇幅最大，涵盖广泛披
露、重复任命和议题冲突三大议题。第 10 条和第 11 条分别规定了任命前的面试和仲裁费用
问题，反映了对仲裁员收费标准化问题的关切。第 12 条就如何实施《守则草案》这一根本
性问题进行了开放式讨论，并结合 ISDS 改革未来可能的走向提出了多种构想。
UNCITRAL 和 ICSID 充分考虑了第三工作组在历届会议中审议过的问题，权衡各方提
出的意见和建议，并结合 ISDS 和 ICSID 改革的具体情况，最终形成能够体现其价值判断和
价值选择的《守则草案》。《守则草案》将现行法律框架中关于行为准则的内容进行了整合，
并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为减少现有行为准则及其适用方面的不确定性
和不一致性75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可以说初步实现了规则由零到整、由多元到统一的过渡。
在此阶段，《守则草案》以灵活的方式起草，几乎涵盖第三工作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关注的
所有议题，同时还提供若干政策选择以供各国讨论。76然而，《守则草案》还存在许多尚无
定论、仍有较大商榷空间的问题，例如，对于审裁员兼职的规制，还需进一步思考不能同时
扮演的角色、禁止或限制兼职的程度、禁止兼职的合理时间限制和禁止兼职的案件范围等。
UNCITRAL 和 ICSID 还应继续对相关议题进行更多的精细化探索，增强规则的合理性和可
操作性，以提高行为守则的可接纳度。

三、《守则草案》的主要亮点及不足
投资仲裁员行为准则由从前的多而散到如今初具雏形的统一，这种数量的变化对于具体
规则的精简、加工和扩展不无影响，体现着量变与质变的微妙关系。UNCTAD 和 ICSID 充
分研究现行法律文本，寻找明显或隐藏的法律漏洞，所作《守则草案》在内容上的突破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裁员（adjudicator ）”代替“仲裁员”
《守则草案》首次使用“审裁员”一词，将守则所针对的适用对象从以往法律文本中单一
的“仲裁员”77扩展至其他三类在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中发挥裁判作用的主体，即特设国际法
庭成员、撤销或上诉委员会成员和 ISDS 常设机构法官，78涵盖所有层次的仲裁程序。79该定
Id., at para. 55.
See UNCITRAL, Settlement of commercial disputes: Possible future work on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rb
itration, para. 23, adopted on 29 April 2016, available at https://undocs.org/A/CN.9/880, visited on 23 Jun
e 2020.
76
See Chiara Giorgetti, ICSID and UNCITRAL Publish the Anticipated Draft of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Adjudicator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May 2, 2020, available at htt
p://arbitr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2020/05/02/icsid-and-uncitral-publish-the-anticipated-draft-of-the-code-o
f-conduct-for-adjudicators-in-investor-state-dispute-settlement/?doing_wp_cron=1592992442.0846168994903564
453125.
77
Se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Chapter 9 Sectio
n B;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EUSFTA), Ann
ex 14-B;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CET
A), ANNEX 29-A.
78
Draft Code of Conduct for Adjudicator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Art. 1 (1).
74
75

1226

义虽然广泛，但并未将《守则草案》的适用范围延伸至不行使审判职能的法律顾问、专家和
其他仲裁程序参与者，而是强调，为仲裁程序的每一类参与者单独制定其所属类别的行为规
范能够更好地对彼此不同的道德义务进行更详尽、更有针对性的监管。80《守则草案》聚焦
ISDS 仲裁案件，补充现行法律文本遗漏的调整对象，部分扩大适用范围，具有充分的针对
性。此外，《守则草案》也排除了无裁判职能者的一揽子概括适用，让审裁员行为守则发挥
先行先试作用，为给其他投资仲裁参与者制定行为守则奠定基础，体现了国际组织精细化的
立法技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守则草案》不仅适用于审裁员，还适用于审裁员的助理，这与其他现行法律文本的规
定毫无二致，但第 2 条明确指出审裁员有义务确保由其直接管理的助理知悉并遵守《守则草
案》的相关规定，这是之前所没有的内容。然而，该规定并未明确，如果助理违反规定，审
裁员将如何承担监管不力的责任，是无过错替代责任，还是按份责任或其他类型的责任。目
前版本的《守则草案》只对审裁员的义务进行简单罗列，并未制定、区分违反不同义务的相
应的法律后果或可能的补救方法，从客观上看，这属于整体内容的缺失，或可将其放入对审
裁员的监督部分进行统一规定。
（二）独立性和公正性原则的延续和创新
关于最常提及的、构成审裁员道德规范核心要素的81独立性和公正性义务，任一现行法
律文本均有措辞不同但出发点一致、内容如出一辙的广泛规定，《守则草案》将其置于审裁
员具体义务的第一条，再次强调了二者的重要性。第 4 条在原则性地阐明审裁员应当始终保
持独立和公正的积极义务后，穷尽式地列举了五类禁止行为，包括不被动接受自身产生的或
外界各种复杂关系施加的影响和不主动采取行动制造影响两大方面，详细程度有所提高，对
审裁员也起到明确的警示和指引作用。
尽管《守则草案》较好地总结了以往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力求充实独立和公正的内容，
但该条没有设置兜底条款，未能将其他五项没有包括的、难以包括的或立法时尚未预测到的
其他任何可能影响审裁员独立性和公正性的行为包括在内，有失法律的周严性。为了确保审
裁员更好地遵守正当程序、实现公正审判，未来的正式文本似应考虑纳入一个兜底条款，并
且继续关注和参考其他国际惯例，不断丰富“不可为清单”。
（三）强化披露义务
《守则草案》用较大篇幅阐述了为避免利益冲突，审裁员须履行的全面而具体的披露义
务，是现行法律文本的加强版。《守则草案》第 5 条除了继续要求审裁员披露过去五年内与
案件当事人有关的人际关系以及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财务利益，还创新性地要求披露所有曾经
或即将参与的国际仲裁案件以及所有出版物和相关公开演讲，82而“曾经发表的法律意见”本
被国际律师协会归入《利益冲突指引》的非强制披露绿色清单。83这一全新规定似乎借鉴了
《阿根廷与阿拉伯 BIT》第 35（1）条的做法，刷新了大量现行法律文本对于在客观上何种
情形可能存在表面和实际利益冲突的认知，突破了传统的有限披露的观念。此外，《守则草
案》秉持“疑有冲突鼓励披露”原则，即在对是否应该披露存在不确定或情况超出《守则草案》
调整范围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当事人能够全面掌握事实，进而做好知情决策，同时也为了避
Id., at para. 16.
See Id., at para. 14.
81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Backgroun
d information on a code of conduct, para. 15, adopted on 31 July 2019, available at https://undocs.org/en/
A/CN.9/WG.III/WP.167, visited on 21 June 2020.
82
See Draft Code of Conduct for Adjudicator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Art. 5 (2).
83
See IBA Guidelines on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4), p. 19,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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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审裁员的中立地位出现瑕疵，审裁员应当尽可能地披露。84同时，《守则草案》也保留了
“法律不理微事”的规定，85且继续采用“第三人正当怀疑”的标准来评价所要求披露的信息的
相关性，抓大放小，重点突出。
《守则草案》对审裁员的广泛披露要求还体现在审裁员的任命前面试上。《守则草案》
将面试中能够讨论的内容限制在审裁员的可用性问题范围内，且为保证面试程序的透明度，
还要求最终被任命的审裁员向所有当事人充分披露面试的情况。86《守则草案》这一规定的
严格程度远超先前的标准，例如，英国特许仲裁员学会《面试未来的仲裁员指引》
（Interviews
for Prospective Arbitrators）仅禁止直接或间接地讨论案件的实体问题，且不要求披露面试的
内 容 ； 87 又 如 ， 国 际 律 师 协 会 《 国 际 仲 裁 当 事 人 代 表 指 引 》 （ IBA Guidelines on Party
Representation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认为，为确定仲裁员人选而在面试中讨论其专业知
识、能力、可用性、意愿和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等问题并无不当，88并且只要面试不涉及案
件的实体和程序问题，所谈的仲裁员的可用性和任职资格内容也属于《利益冲突指引》绿色
清单中无须强制披露的部分。89《守则草案》严格把控面试环节、大幅提高披露标准，力求
实现对审裁员的全过程规范和监督。
《守则草案》几乎所有条款的内容都与披露有关、围绕披露展开，全面、有效、持续的
披露义务构成《守则草案》的核心。强制披露义务与鼓励披露原则相结合所形成的披露体系
旨在通过审裁员广泛的信息披露，来检验其是否独立和公正。要求审裁员充分地进行披露固
然有利于当事人更好地获取、评估相关信息以作出更合理的知情决策，然而，过度披露可能
会给审裁员带来沉重的程序负担，进而影响其在实体审理方面的专业性的发挥，在极端情况
下，甚至可能迫使个人放弃担任仲裁员这一角色。明确披露信息固然是避免混乱和减少冲突
的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方式，但若按照当前的方式实施，此种影响广泛的（sweeping）披露义
务可能会导致审裁员在一案中的保密义务与在另一案中的广泛披露义务产生紧张关系，90进
而再度引发其他不可预见的问题。《守则草案》严把信息披露之关，对利益冲突持更为谨慎
之态度，其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但应当把握好相关标准的刚柔程度，避免用力过猛，导致
投资仲裁员领域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尴尬局面。
（四）三层次执行框架
由于审裁员的任命程序严重依赖于个案具体情况，具有分散化和专设化的属性，要在
ISDS 领域执行任何一套道德准则和行为守则都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程。91对此，《守则草
案》第 12 条初步构建了三个层次的执行（enforcement）框架：（1）审裁员和候选人自愿遵
守：第一层架构更多是起到提醒注意的作用，是最基础的、也是将来最主要的一种通过个人
努力予以贯彻落实的方式。（2）机构规则继续适用：第二层架构允许各仲裁机构单独制定
的取消资格和撤换程序的规则沿用，也就是说，《守则草案》统一制定具体的行为规则，而
See Draft Code of Conduct for Adjudicator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Art. 5 (4).
Id..
86
See Draft Code of Conduct for Adjudicator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Art. 10.
87
Se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Arbitrator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RACTICE GUIDELINE 1
Interviews for Prospective Arbitrators, Art. 3 & Commentary on Article1 Paragraph 6.
88
See IBA Guidelines on Party Representation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3), p. 6-8.
89
See IBA Guidelines on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4), p. 26-27.
90
Fahira Brodlija, Transparency and Data Analytics: The Key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SDS Adjudi
cator Appointment Process,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June 1, 2020, available at http://arbitrationblog.kluwe
rarbitration.com/2020/06/01/transparency-and-data-analytics-the-keys-to-the-transformation-of-the-isds-adjudicato
r-appointment-process/?doing_wp_cron=1593247319.4913640022277832031250.
91
See Fahira Brodlija, Transparency and Data Analytics: The Key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SDS Ad
judicator Appointment Process,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June 1, 2020, available at http://arbitrationblog.kl
uwerarbitration.com/2020/06/01/transparency-and-data-analytics-the-keys-to-the-transformation-of-the-isds-adjudi
cator-appointment-process/?doing_wp_cron=1593247319.4913640022277832031250.
84
85

1228

仲裁机构可以自行制定且执行相应的惩戒规则。（3）咨询中心或常设机构可能的附加制裁：
第三层架构目前尚未构建完毕，取决于未来《守则草案》以何种方式实施（implementation）。
就目前而言，无论是采取金钱制裁还是声誉制裁，条件都尚不成熟，难以实现，因为如果要
通过设立“违反行为守则的审裁员黑名单”来对审裁员进行监管，首先需要确定一个有权管
理、收集和核实相关信息的主体，而建立咨询中心或常设机构可能会对《守则草案》的实施
产生影响，因此还有待商榷。92此外。如何统筹协调《守则草案》与其他既存行为准则的关
系也还需要做进一步考量。93
总的来说，相较于现行法律文本，《守则草案》内容更全、标准更高、要求更严，表现
出了较大的优越性。然而，法律的进步不应仅体现在形式上，真正的进步应该是要让良法可
以切实落地。在此意义上，如何使《守则草案》落地生威，得到有效的实施和良好的遵守，
或许是更值得各方继续关注和深入思考的问题。如上所述，仲裁员的披露义务贯穿仲裁始终，
是评价仲裁员独立性和公正性以及其他行为规范的基础和重要依据，而加强版的披露义务更
是《守则草案》的重头戏，详尽的信息披露对于《守则草案》的落地具有积极意义。据此，
《守则草案》如何落地这一抽象问题也可具体转化为，如何落实仲裁员的披露义务。

四、投资仲裁员信息的外部披露
从理论上来说，只有全面且充分地获取与仲裁员相关的信息，才能相对准确地对仲裁员
是否践行行为规范、始终保持独立与公正作出判断。然而现状却是，仲裁参与各方获取仲裁
员信息的渠道以及由此获得的信息具有一定的差异，也即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一方
面是由于仲裁员自身披露不足所致，而这种不充分披露既有可能是无心之举，也有可能是故
意为之；另一方面，当事人尽职调查不到位同样会导致对仲裁员信息的把握过于片面或有所
疏漏。无论出于哪种原因，信息不对称都会给后续仲裁程序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当事人在仲裁员选任阶段若不能及时发现隐秘的仲裁员不适格问题，一旦仲裁程序开
始，要想申请取消不适格仲裁员的任职资格，所需达到的证明标准非常高，94且在实践中，
这样的提议极少得到支持——截至目前，在 ICSID 公开的 76 个取消仲裁员资格的决定中，
只有 5 个是给予支持的。95虽然最新公布的撤销 Eiser 诉西班牙案仲裁裁决决定96首开先河，
成为 ICSID 有史以来第一起因仲裁员缺乏独立性与公正性，97导致撤销委员会以仲裁庭组成
不当和严重背离基本程序规则为由98撤销裁决的案件，但是，此举也只是亡羊补牢，并不能
起到提前预防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仲裁程序伊始及时、高效地落实仲裁员的披露义务，
以减少后续各方的程序、时间和经济负担。
落实仲裁员披露义务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除了依靠行为守则严格的“强制披露清单”
See Draft Code of Conduct for Adjudicator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paras. 93-95.
Id., at para. 96.
94
Sophia Herbst & Devin Bray, Developing an Archetypal ISDS Arbitrator: Unicorn or Rhinoceros, Klu
wer Arbitration Blog, July 24, 2020, available at http://arbitr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2020/07/24/deve
loping-an-archetypal-i.
95
See ICSID, Decisions on Disqualification, available at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Pages/Process/Decisi
ons-on-Disqualification.aspx, visited on 28 July 2020.
96
Eiser Infrastructure Limited and Energía Solar Luxembourg S.à r.l. v. Kingdom of Spain, ICSID Case
No. ARB/13/36, DECISION ON THE KINGDOM OF SPAIN’S APPLICATION FOR ANNULMENT.
97
Sophia Herbst & Devin Bray, Developing an Archetypal ISDS Arbitrator: Unicorn or Rhinoceros, Klu
wer Arbitration Blog, July 24, 2020, available at http://arbitr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2020/07/24/deve
loping-an-archetypal-i.
98
Josep Gálvez & Maximilian O’Driscoll, Ander García Uriarte, Dangerous Liaisons in International Inve
stment Arbitration: The Annullmment of the Eiser V Spain ICSID Award,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July 1
2, 2020, available at http://arbitr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2020/07/12/dangerous-liaisons-in-inter.
92
93

1229

和广泛的“鼓励披露清单”给仲裁员自我披露施加压力，还可以通过第三方披露来进行查漏补
缺。近年来，国际投资仲裁领域逐渐有相关机构开始提供收集、整理、发布仲裁员相关信息
的服务，为当事人选任仲裁员提供足够的参考信息，营造更加公平的对抗环境。这种由中立
的第三方提供的信息披露服务可以作为仲裁员自我披露的重要辅助手段，共同为弥补各方信
息差、落实披露义务发挥作用。
（一）IA Repor ter ：Ar bitr ator Pr ofiles
投资仲裁报道（Investment Arbitration Reporter，IA Reporter）是一家新闻和分析服务机
构，为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案件提供翔实的报道，尤其注重调查未报告案件，迅速审查、分
析相关法律文书和重要政策的发展。99其撰稿人均是具有高级学位和/或在投资法律领域富有
实践经验的论题专家，所作报道有别于主流媒体或公关材料。100
IA Reporter 为活跃在 ISDS 领域的每一位仲裁员建立了仲裁员简介（Arbitrator Profiles），
提供以下五方面信息：（1）该仲裁员曾经参与的所有已知案件的清单，包括 IA Reporter 调
查发现的其他机密事项；（2）每个案件任命仲裁员的主体及相关细节；（3）展示任命模式
的图表和分析；（4）定制的新闻推送，允许用户追踪每个案件的新闻和被选定的仲裁员作
出的裁决；（5）“相关仲裁员”功能，标记与其他仲裁员重叠的案件。101
以按姓氏首字母排列第一位的 Georges Abi-Saab 为例，Arbitrator Profiles 首先简要介绍
了 Abi-Saab 先生的任职情况；其次列出其担任仲裁员的案件的缩写名称、由申请人或被申
请人任命以及案件未决或审结的状态；再次是三个简易图表，分别对自 2000 年起每 5 年时
间段内已知的任命次数、由哪一方当事人任命为边裁及其次数、由哪一方当事人任命为首席
仲裁员及其次数进行统计；最后是近年来与其有关的报道，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页面的右边
列出了与其相关的仲裁员，可以查看二者共同参与的投资仲裁案件信息。102
此外，IA Reporter 还为在至少三个已知的仲裁案件中被任命的仲裁员建立了单独的案例
简介（Case Profiles）页面。由于在仲裁过程中当事人可能随时更换仲裁员，IA Reporter 也
鼓励读者做后续研究，以确定目前究竟是由哪一特定个人在实际参与着相关案件。随着新信
息的披露，IA Reporter 滚动更新实时新闻，也欢迎读者向其发送任何建议的补充内容或修改
提议。103
迄今，IA Reporter 已经收录 216 个个人担任相关案件仲裁员的信息，几乎囊括所有国际
投资仲裁案件仲裁庭的组成人员，为将来案件的当事人任命仲裁员提供了选择的参考依据。
然而，这些基础性的信息收集和整理工作虽为信息检索提供了便利，但资源整合得仍不够全
面和细致，主要表现为 Arbitrator Profiles 对每一条信息都浅尝辄止，未对相关内容进行深入
挖掘，更不用说对其作出综合评价。不可否认，对每位仲裁员在历次仲裁中的行为进行综合
整理和系统评价是一项庞大且复杂的工程，需要更多信息，也需要多方参与和配合，所幸已
有机构在着手进行这一工作。
（二）Ar bitr ator Intelligence
仲裁员情报（Arbitrator Intelligence）是一家收集和分析有关国际仲裁员决策的关键信息
See IA Reporter, About Us, available at https://www.iareporter.com/about-us/, visited on 25 June 2020.
Id..
101
IA Reporter, Arbitrator Profiles, available at https://www.iareporter.com/arbitrator-profiles-directory/, visit
ed on 25 June 2020.
102
IA Reporter, GEORGES ABI-SAAB - ARBITRATOR PROFILE AND APPOINTMENTS, available at
https://www.iareporter.com/arbitrator/Abi-Saab, visited on 25 June 2020.
103
Id..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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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信息整合公司，104致力于通过增加对仲裁员及其所作决策等重要信息的获取机会，促
进国际仲裁员遴选的透明度、公平性和问责性。105Arbitrator Intelligence 掌握的信息大部分
都无法为一般人通过公开渠道获得，这使得潜在的仲裁当事人能够就仲裁员的选择和案件策
略作出更明智的、由数据驱动的决定。106从 2014 年正式开始运作至今，Arbitrator Intelligence
已有 7 名合作伙伴，负责为其提供信息，也优先分享其所得成果。107
该公司专门设计了具有保密性的仲裁员情报调查问卷（AIQ），询问有关国际仲裁庭所
作程序和实质决定的事实性、解释性和评价性问题，由各当事方、内部和外部法律顾问以及
第三方资助者在国际仲裁案件结束时在线填写。该公司随后对收到的定量和定性的反馈进行
汇总，最终生成仲裁员个人所作决策的付费分析报告，为用户锁定适合的仲裁员、比较备选
仲裁员以及了解被他方任命的仲裁员提供服务。108
目前，该项目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Arbitrator Intelligence 的官方网站仅释放出三段分
别由首批仲裁员报告中的三份制成的短视频，对报告的框架进行了简要展示，还单独预告了
即将发布的对两名仲裁员的采访，除此之外，报告的订阅方式和下载渠道都尚未开放。值得
注意的是，这五名仲裁员的名字在 IA Reporter 的 Arbitrator Profiles 中均未出现过。未来，
两个机构是否会通过交换和分享仲裁员信息来进行合作，形成资源互补，同时避免重叠报告，
也是值得期待的。
根据仅有的公开资料，首批仲裁员报告初步显现出如下特点：（1）五名仲裁员分别来
自阿根廷、秘鲁、塞尔维亚、109巴西和欧盟，110代表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性别等特征，报告
对象的选择具有多样性，而非仅针对传统的国际仲裁员俱乐部111成员。（2）报告的对象既
有履历和经验颇丰的资深仲裁员，也有初出茅庐的新一代仲裁员，为后者发布的小型报告甚
至只基于一起仲裁案件收到的反馈而作出。Arbitrator Intelligence 没有等到积累足够多的素
材时再形成全面的报告，而是将相关信息即时整理发布，112这样的处理方式对此类仲裁员意
义重大，是防止国际仲裁员垄断的表现，有利于降低新晋仲裁员的竞争门槛、促进新老仲裁
员的代际更新。（3）部分信息反馈来源于众多非公开案件的参与者，报告给出的综合评价
更全面、更具参考性。（4）报告涵盖仲裁员在各阶段中的表现，即包括初审和撤销裁决等
阶段，可为当事人在不同阶段有所侧重地任命仲裁员提供宝贵建议。
（三）小结
ISDS 的发展是动态的，而法律则是相对静态的，且具有滞后性，仅靠行为守则的既定
See Arbitrator Intelligence, FAQS, available at https://arbitratorintelligence.com/faqs/, visited on 29 June
2020.
105
Id..
106
Id..
107
See Arbitrator Intelligence, available at https://arbitratorintelligence.com/, visited on 29 June 2020.
108
See Arbitrator Intelligence, FAQS, available at https://arbitratorintelligence.com/faqs/, visited on 29 June
2020.
109
See Catherine A. Rogers, The Market for Arbitrators and The Market for Lemons,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June 10, 2020, available at http://arbitr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2020/06/10/the-market-for-arbit
rators-and-the-market-for-lemons/?doing_wp_cron=1593417062.5252590179443359375000.
110
See Arbitrator Intelligence, available at https://arbitratorintelligence.com/, visited on 29 June 2020.
111
See Joseph Mamounas, ICCA 2014. Does “Male, Pale, and Stale” Threaten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
tional Arbitration? Perhaps, but There's No Clear Path to Change,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April 10, 20
14, available at http://arbitr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2014/04/10/icca-2014-does-male-pale-and-stale-thre
aten-the-legitimacy-of-international-arbitration-perhaps-but-theres-no-clear-path-to-change/?doing_wp_cron=1590
139754.9919469356536865234375.
112
See Catherine A. Rogers, The Market for Arbitrators and The Market for Lemons,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June 10, 2020, available at http://arbitr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2020/06/10/the-market-for-arbit
rators-and-the-market-for-lemons/?doing_wp_cron=1593417062.5252590179443359375000.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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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和规则来对仲裁员的披露义务进行模式化要求和调整，难以满足现实的需求。且行为守
则要求的这种自我披露融主体与客体于一体，极具个人色彩，每一个体的社会自觉性不同，
对 利 害 关 系 的 认 知 和 判 断 不 同 ， 自 我 披 露 的 程 度 和 效 果 自 然 也 不 同 。 正 如 Arbitrator
Intelligence 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 Rogers 女士所言，一些对仲裁员行为的担忧至少在一定
程度是市场问题，因此需要相应的市场解决方案。113
第三方披露能够有效减轻仲裁员自我披露的程序负担。有了权威的第三方披露，仲裁员
可以不用再在每一起案件中重复披露“众所周知”的一般性事项——这类事项已经成为经第
三方查证属实的“免证事实”，仲裁员只需着重披露与个案相关的特别或特殊事项，这使其可
以将精力和重心更多地放在案件的实体审理方面。此外，自我披露也能弥补第三方披露的不
足，第三方可以依靠仲裁员在个案中的额外披露对其数据库进行更新。总之，自我披露与第
三方披露的结合，也是仲裁员主动披露与被动披露的结合，二者互为补充，能够共同确保仲
裁员披露义务的高效落实。

五、总结与展望
继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和投资政治风险担保这两个构想的成功付诸实践，规范投资仲裁员
职业操守作为新的突破口，成为建设统一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的新的努力方向。
《守则草案》
的制定不仅是投资仲裁员行为准则从“商投合一”到“商投分离”的质的跨越，更是投资领域国
际立法由碎片化向统一化迈出的关键一步。投资仲裁员虽未被职业化，但随着《守则草案》
的发布，对投资仲裁员的规范和管理正在朝着体系化的方向发展，这不仅能够提高国际投资
仲裁的公信力，还可以有效促进 ISDS 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仲裁员外部披露体系的形成不仅
有助于行为守则的落地实施，还有利于营造更加透明、公平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环境。相信
投资仲裁员行为准则去除商事元素、突出投资特征的全新发展能够有效弥补投资仲裁的制度
缺陷，推动投资法治日趋完善。

See Catherine A. Rogers, The Market for Arbitrators and The Market for Lemons,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June 10, 2020, available at http://arbitr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2020/06/10/the-market-for-arbit
rators-and-the-market-for-lemons/?doing_wp_cron=1593417062.52525901794433593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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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Reform Towards Investor Responsib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国际投资协定中投资者权利与义务平衡化改革]

Abstrac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As) have long been criticized for
overlooking investors’ duties against local community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have
always been the principal objective of traditional IIAs. Given that responsible business
is a crucial element in achieving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harmony, the UNCTAD has
been calling for efforts to address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more directly.
Over the past decades, the majority of IIAs have shifted towards rebalancing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investors and states. There is also an emerging trend from investor
protection to investor responsibilization, which can be observed in recent-released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ITs) and IIAs at all levels. Several new IIAs have
incorporated CSR standards or established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provisions that
directly impose obligations on investors. Despite of diversified language used, these
new-generation IIAs demonstrate countries’ intentions to move away from the
‘protection only model’ to a more balanced ‘investmen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Yet IIAs that incorporate detailed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clause are still very
rare and the majority of old-generation IIAs constitute the basis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Nevertheless, arbitration tribunals have moved towards recognition of investor
responsibilities and shed light on many issues, for instance, investor has the capability
to bear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IIA, state’s counterclaims can be
accepted even if counterclaim provisions are absent from the IIA, and different types
of investor misconducts may lead to different legal effects, etc. These arbitral
decisions can be valuable sources for treaty-makers to learn how would tribunals treat
investor misconduct and how to effectively stipulate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in their
future I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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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asis of drawing experiences from the innovative treaty provisions and tribunal
decisions, states should overcome their skepticism towards strengthening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and review their IIAs in a systemic way. Regarding substantive provisions,
they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preserving states’ right to regulate, but also clearly list
direct investor obligations, and ensure that such obligations cover the whole process
of investment activities and are supported by concrete legal effects provisions. As for
procedural provisions, states should explicitly allow state’s counterclaims and
third-party participation. In such IIA updating process, legal clarity and certainty
should always be the benchmark of drafting the recommended clauses.
In this way, both investors and arbitrators can get clear guidance from the IIA, so that
the investor’s conduct and the tribunal’s interpretation will not deviate from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The state can also invoke such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provisions to challenge investor’s misconduct and effectively defend
itself.

Keywords: Reform;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Legal effects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s a dynamically evolving field, with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denser network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As). As of the end of
1

February 2020, the total number of IIAs has reached 3292, with 2661 in force.

Currently, the negotiation of a new 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CAI) is ongoing. One of the overarching objectives of this CAI is

1

See UNCTAD, Investment Policy Monitor No. 23, UNCTAD/DIAE/PCB/INF/2020/1,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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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by

encouraging

responsible

2

investment and promoting core environmental and labour standards.’ This objective
entails investor responsibilization, which is a new trend that has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worldwide, because the global IIA regime has long been criticized for being
over-protective while overlooking investors’ duties vis-à-vis host states and local
3

communities.

To avoid foreign investment’s detrimental societal impacts to the host communities,
several new IIAs have strived to tip a balance between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However, the very majority of these IIAs only adopt indirect ways to
increase counterweight to investors’ right, such as preserving states’ regulatory
powers and incorporating CSR standards that directly address states. Only a few IIAs
include detailed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clause with clear legal effects. The majority of
old-generation IIAs are still in force and constitute the basis for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In addition, most countries fail to take a strong and effective stance on
balancing investor protection with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Along with the growing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ases touching upon sensitive public policy issues,
the need for systematic sustainability-oriented reform of the global IIA regime is
becoming ever more pressing.
The goal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amine the reform trend related to investor
responsibilization in the IIAs, and to explore ways to better balance investor protection
with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by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the innovative treaty provisions
and tribunal decisions.
For this purpose,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Chapter I provides an
2

See European Parliament, Legislative Train, (September 11, 2020, 11:03 AM),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legislative-train/theme-a-balanced-and-pogressive-trade-policy
-to-harness-globalisation/file-eu-china-investment-agreement, at 2.
3

See Nitish Monebhurrun, Novelt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The Brazilian Agreement on

Cooperation and Facilitation of Investments as a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 Model,
8 J. Int. Dispute Settl. 79, 87 (2017); See also Yulia Levashova, The Accountabilit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for Transgressions in Host Stat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14 Utrecht Law Rev. 40, 4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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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the IIA reform towards balancing of interests. Chapter II examines the
drafting solutions as well as modeling clauses of several new-generation IIAs that are
dedicated to balance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Chapter III
observes the recent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wards that touch upon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issues, in order to see how will tribunals treat investor misconducts.
Chapter IV turns to the conclusion and proposes pathways to balance investor
protection with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Chapter I General Background of the IIA Reform

1. Traditional IIAs: Investor Protection is the Sole Priority
The first expansion of BITs was triggered by the decolonization process and the
4

socialist countries’ massive expropriation activities between 1959 and early 1990s.

During that time, newly-independent but economically weak countries pushed UN to
5

adopt the Declaration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NIEO Declaration) ,
which recognized states’ ‘full permanent sovereignty’ over their natural resources,
6

including ‘the right of nationalization or transfer of ownership to its nationals’.

However, the NIEO Declaration did not specify any compensation payment obligation
of host state.
To cope with this hostility and uncertainty, 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chose BITs as
safeguard measure. In 1959, Germany concluded the first two BITs in the world, with

4

See Kenneth Vandevelde, A Brief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12 JILP 157,

166-167 (2005).
5

See Declar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Economic Order, G.A.Res.3201(S-UVI) (1974).

6

id, para.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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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istan and Dominican Republic respectively,

7

followed quickly by France,
8

Switzerland, the Netherlands and other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t that time,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have always been the principal
9

objectives of IIAs. Developed countries mainly focused on protecting their foreign
investments from being expropriated by developing countries.

10

Social and
11

environmental issues did not obtain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global community.

Although some old BITs require investors to comply with host states’ environmental
12

laws, ‘sustainability is still regarded as secondary to investment protection’.

Most

traditional IIAs contain no exceptions clause either, or simply exclude essential
13

national security matters from the treaty coverage.

2. New-generation IIAs: Pursuing a more Balanced Development
Along with deeper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old distinction between developed and
14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erms of capital-exporting or capital-importing was blurring.

As a result, more developed countries relate to the concerns about sovereign rights
15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actively advocated in the 1970s,

on the other hand,

increas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also share the demand of protecting their overseas

7

See Kenneth Vandevelde (2005), supra note 4, at 169.

8

id.

9

See UNCTAD, Towards A New Gen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licies: UNCTAD’s Fresh

Approach to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Policy-Making, IIA Issues Note No. 5 (2013), at 5; See also
Federico Ortino,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Drafting a New

BIT/MIT Model?, 7(4) International Law FORUM du droit international 243, 243 (2005).
10

See UNCTAD,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in the Mid-1990s, U.N. Sales No.E.98.II.D.8 (1998), at

2-6.
11

See Rosalien Diepeveen et al.,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the

Environment, 30(78) Utrecht J. Int. Eur. Law 145, 148 (2014).
12

id.

13

See Suzanne A. Spears, The Quest for Policy Space in a New Gen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13 J. Int. Econ. Law 1037, 1059 (2010).
14

See Kenneth Vandevelde (2005), supra note 4, at 182.

15

See NIEO Declaration, supra note 5; See also Charter of Economic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

G.A. Res. 3281 (XXIX), UN Doc. A/9631, 14 ILM 251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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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investors.

Thus, both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states’ right to secure public interests

become the focuses of IIAs.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institution in the field of investment law, the UNCTAD
has indicated back in 2007 that one major challenge fac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ulemaking is ‘how to balance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foreign investors with those
17

of the host country’. The survey of UNCTAD shows that many IIAs concluded in 2007
18

contain ‘stronger emphasis on public policy concerns’.

In 2012, UNCTAD’s Division

on Investment and Enterprise launched the Investment Policy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PFSD), which identif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 core
19

objective of investment agreements.

The 2015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further laid

out a comprehensive roadmap for IIA reform, identifying five main reform challenges,
including preserving the right to regulate while providing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ensuring responsible investment.

20

Consequently,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started to amend or terminate their outdated
IIAs so as to increase counterweight to investors’ rights and pursue a more balance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21

For instance,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Germany, China,

France, Norway, and Netherlands, have all developed new-generation model BITs,
22

seeking to address concerns about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According to

the 2020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nearly all newly-concluded IIAs in 2019 contains
reforming features. The number of terminations of IIAs in 2019 again exceeded the
number of new IIAs concluded in the same year, which all demonstrate the active IIA

16

See Suzanne A. Spears (2010), supra note 13, at 1042-1043.

17

See UNCTAD,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A Monitor No. 2,

UNCTAD/WEB/ITE/IIA/2007/2, at 6.
18

id.

19

See UNCTAD, Investment Policy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CTAD/DIAE/PCB/2015.
20

See UNCTAD, Taking Stock of IIA Reform, IIA Issues Note, No. 1 (2016), at 2.

21

See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9: Investment and New Industrial Policies,

UNCTAD/WIR/2019, at xii.
22

See UNCTA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2007-2008), IIA

Monitor 2, U.N. Doc. UNCTAD/WEB/DIAE/IA/2008/1,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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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reform process.

Chapter II

Investor Responsibilization in New-generation IIAs

In terms of content, most new IIAs indirectly strengthen investor’s responsibilities by
preserving states’ right to regulate.

24

A minority of them also introduce innovative

provisions involving CSR standards or detailed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provisions that
directly impose obligations on investors. Despite of diversified language used, these
new IIAs demonstrate ‘countries’ intentions to move away from the ‘protection (only)

23

See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0: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Beyond the Pandemic,

UNCTAD/WIR/2020, at xii.
24

See IIA Issues Note, No. 1 (2016), supra note 20,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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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to a more balanced ‘investmen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1. Indirect Approach: Preserving States’ Regulatory Power
1.1 Recognizing public policy objectives and states’ right to regulate
The preoccupied emphasis on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silence on public policy
objectives in traditional IIAs have deterred many tribunals from balancing private
investor’s right with public interest.

26

For example, in Société Générale de Surveillance

v Philippines, the tribunal found it ‘legitimate to resolve uncertainties in its
interpretation so as to favor the protection of covered investments’ in light of the
27

narrow purpose listed in the preamble of the Swiss–Philippines BIT.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investors’

conduct

and

tribunal’s

interpretation,

new-generation IIAs generally refer to responsible business and state’s right to
regulate for public interest in clear language.
On 22 March 2019 Dutch government adopted its new model BIT (Dutch 2019 Model
28

BIT) after rounds of public consultation.

In its preamble, this model BIT refer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bjectives many times and declares the aim to ‘promote
responsible foreign investment’. Besides, it underlines states’ right to regulate ‘within
their territories through measures necessary to achieve legitimate policy objectives,
such as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health, safety, environment, public morals, labor rights,
29

animal welfare, social or consumer protection or for prudential financial reasons.’

Then its Article 2(2) further clarified that ‘the mere fact that a Contracting Party

25

id.

26

See Luke Eric Peterso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Development Policy-Making, IISD

(2004), https://www.iisd.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trade_bits.pdf (accessed 16 July
2020), at 23–24.
27

See Société Générale de Surveillance v Philippines, ICSID Case No. ARB/02/6, Decision on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 (29 January 2004), para.116.
28

See Netherlands Model Investment Agreement, adopted on 22 March 2019,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5832/down
load.
29

id, Pream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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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es [...], in a manner which negatively affects an investment or interferes with an
30

investor’s expectations [...], is not a breach of an obligation under this Agreement.’

Article 6 imposes reasonable limits on states regulatory power, including ‘no lowering
of standards’ and ‘no unjustifiable discrimination or disguised restriction’.
31

The new Belgium-Luxembourg Economic Union Model BIT (BLEU 2019 Model BIT)

uses similar words to recognize both public policy objectives and states’ right to
32

regulate in its preamble. Other documents such as United States 2012 Model BIT,
33

SADC 2012 Model BIT,
35

BIT

India’s 2015 Model BIT

34

and Czech Republic 2016 Model

all confirm the equal status between investment protection objective and other

non-investment objectives.

36

General exceptions clause in the IIA goes hand in hand with states’ right to regulate. A
2018 survey conducted by UNCTAD found that 12 of the 13 IIAs concluded in 2017
contain general exceptions claus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such as protection of human,

30

id, Article 2(2); See also Comprehensive Trade and Economic Agreement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signed on 30 October 2016,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5380/down
load, Article 8(9).
31

See Belgium-Luxembourg Economic Union Model BIT 2019, adopted on 28 March 2019,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5854/down
load.
32

See 2012 U.S.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2870/down
load.
33

See SADC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Template with Commentary (2012),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2875/down
load.
34

See Model Text for the India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adopted on 28 December 2015,

https://dea.gov.in/sites/default/files/ModelBIT_Annex_0.pdf.
35

See Czech Republic 2016 Model BIT, adopted on 28 December 2016,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5407/down
load.
36

See UNCTAD, Policy Options for IIA Reform: Treaty Examples and Data (2015),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uploaded-files/document/Policy-options-for-IIA-reform-WIR
-2015.pdf (accessed Aug.13, 2020, 11:20 AM), at 3; See also Investment Policy Monitor No. 23 (2020),

supra note 1,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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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animal or plant life or health, or exhaustible natural resources.

Most of them are

inspired by GATT general exceptions clause.
Such clearly-stated public policy objectives and states’ right to regulate in the IIAs can
not only show countries’ commitments to promote responsible investment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t also guide tribunals to take a more holistic approach to
balance different policy objectives once disputes arise, which all indirectly force
foreign investors to watch their behavior while planning and conducting their
investment projects.

1.2. Minimizi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isks for states
Many new IIAs indicate the need to reform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system and to reduce states’ exposure to investment arbitration.
India’s 2015 Model BIT requires the exhaustion of domestic remedies before
commencing ISDS mechanism and shows the pos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an appellate
38

body to review awards.

Besides, the ISDS mechanism in recent investment treaties is
39

subject to certain carve-outs.

For example, the Australia-Peru 2018 FTA states that

‘no claim may be brought in relation to a measure that i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to
protect or promote public health’, with clarification about the scope of public health
40

measures of Australia.

Aside from limiting state measures that can be brought to arbitration, some countries
narrow the scope of ‘investment’ or ‘investor’ so as to restrain the coverage of IIA
protection. One most notable example is Dutch 2019 Model BIT, which adds a
‘substantial business activities in the territory of a Contracting Party’ requirement for
37

See UNCTA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IIA Issues Note No. 1

(2018), at 5.
38

See India 2015 Model BIT, supra note 34, Article 15(1); See also IIA Issues Note No. 1 (2016), supra

note 24, at 6.
39

See Investment Policy Monitor No. 23 (2020), supra note 1, at 11.

40

See Australia - Peru Free Trade Agreement, signed on 12 February 2018,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5720/down
load, Chapter 8 Investment, Section B, footnot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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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orporate investors to qualify for the BIT protection.

As a result, the traditionally

strong protection for investors offered by Dutch BITs is shifting to a more balanced
model.
In addition, third-party participation and amicus curiae briefs have been recognized in
more and more IIAs. Historically, they are not accepted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because of the insistence on the consensual and confidential nature of
42

arbitration.

However, along with increasing public policy issues appeared in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attitudes towards third-party participation are changing.
Supporters argue that they can provide valuable opinions for the tribunal in deciding
public policy issues. India’s 2015 Model BIT mandates that ‘a Tribunal may appoint
experts to report to it in writing on any factual issue concerning environmental, health,
43

safety, technical or other scientific matters raised by a disputing party.’

Article 20(13)

of Dutch 2019 Model BIT allows both oral and written submission of amicus curiae and
request the tribunal to ‘give the reasons for a decision to deny such request.’
These reforms strengthen host states’ ability to challenge investors’ complaints that
do not qualify for BIT protection. Due to the acceptance of third-party participation,
states may also benefit from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valuable perspectives on
some sensitive public policy matters. As such, investors have to comply with host state
laws in certain public interest areas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responsible investment
activities since their right to resort to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re restricted.

1.3. Strengthening states’ right to interpret IIA provisions
Investors may use a vague IIA provision to reach a result that is unintended by the
treaty makers. Tribunals’ inconsistent interpretations due to lack of doctrine of
precedent may result in further uncertainty about the meaning of core IIA provisions

41

See Dutch 2019 Model BIT, supra note 28, Article 1.

42

See Eduardo Savarese, Amicus Curiae Participation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l Proceedings, 17

Ital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99 (2007), at 103; See also Suzanne A. Spears (2010), supra
note 13, at 1073.
43

See India 2015 Model BIT, supra note 34, Article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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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us hinder the process of the ongoing IIA reform. These challenges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setting up a joint interpretation mechanism among contracting parties.
According to the UNCTAD, several recent IIAs expressly allow states to issue joint
44

interpretations of treaty provisions.

The binding effects of such joint interpretations

on investors, state parties as well as tribunals are expressly confirmed as well. For
example, the SADC 2012 Model BIT provides that ‘[a] joint decision of the State
Parties [...], shall be binding on any tribunal, and any decision or award issued by a
45

tribunal must apply and be consistent with that joint decision.’
2015 Model BIT

46

Article 24 of India’s

also mandates that ‘the Tribunal may, on its own account or at the

request of a Defending Party, request the joint interpretation of any provision of this
Treaty that is subject of a dispute’.
47

In practice, many countries have adopted joint interpretation.

For instance, on

October 2017, India and Bangladesh adopted Joint Interpretative Notes for the
Bangladesh-India 2009 BIT, clarifying the definitions of investment and investor,
48

expropriation and essential investment protection standards.

The EU (with its

member states) and Canada also signed a Joint Interpretative Instrument on the CETA,
further explaining their commitments on right to regulate, investment protection
standards, etc. In particular, it explains that the intention behind the inclusion of joint
interpretation clause is ‘to ensure that Tribunals in all circumstances respect the intent
of the Parties’, and that ‘Canada and the EU and its Member States are committed to
using these provisions to avoid and correct any misinterpretation of CETA by
49

Tribunals’.

These joint interpretation arrangements could provide clarification on specific BIT

44

See IIA Issues Note No. 1 (2016), supra note 24, at 8; See also IIA Issues Note No. 1 (2018), supra

note 37, at 5; See also Investment Policy Monitor No. 23 (2020), supra note 1, at 7.
45

See SADC 2012 Model BIT with commentary, supra note 33, at 69.

46

See India 2015 Model BIT, supra note 34, Article 24.

47

See Investment Policy Monitor No. 23 (2020), supra note 1, at 6.

48

id.

49

See Joint Interpretative Instrument on 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CETA)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OJ L 11 (2017), Article 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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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sions for both investors and tribunals to follow so that the investors’ conduct and
the tribunal’s interpretation will not deviate from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2. Direct Approach: Imposing Direct Obligations on Investors
Apart from strengthening states’ right to regulate and limiting the scope of treaty
protection, several recent IIAs also contain explicit reference to CSR standards and
investor responsibilities (obligations assumed directly by investors), in order to
maximize foreign investments’ contribution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ost
state.

2.1. Incorporating CSR standards

2.1.1 Meaning of CSR standards
CSR ‘is generally understood to be a form of voluntary self-regulation by private
50

enterprises,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entities’.

Its ‘voluntarism’ nature indicates that

companies could ‘go beyond their legal obligations’ and pursue ‘better social and
51

environmental business practices’.

According to the EU, CSR is centered on

responsible business conduct, requiring companies to ‘integrate social, environmental
52

and ethical aspects into their decision-making and business oper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viding guidance on CSR
standards so that states and companies can know exactly what obligations follow
from such standards. An early attempt to do this is the 1977 ILO Tripartit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Concer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ocial Policy (ILO Tripartite

50

See UNEP,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Reg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s (2011),

http://www.unep.ch/etb/publications/CSR%20publication/UNEP_Corporate%20Social%20Respon
sibility.pdf (October 3, 2020, 2:30 PM), at 13.
51

id, at 11 and 13.

52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A Renewed EU Strategy 2011-14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 681 final (2011),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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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Declaration),

which set principles for employment and labour rights. The OECD
54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 (OECD Guidelines)

seeks to

strengthen mutual trust between MNEs and local societies, and to enhance MNEs’
55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UN Global Compact, launched

in 2000, put forward 10 principles for corporations to observe in the field of human
56

rights, labour, environment and anti-corruption.

Finally, the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UN Guiding Principles) provides a three-pillar structure
for integrating human rights issue into investment law, including state’s duty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to respect human rights, and access to
57

remedies for victims.

2.1.2. The limitations of CSR provisions in many IIAs
58

Some IIAs simply mention CSR in the preamble,
59

clause dedicated to CSR.

while others contain a separate

Article 16 of Australia-Hong Kong 2019 Investment

Agreement provides that ‘[t]he Parties affirm the importance of each Party
encouraging enterprises to voluntarily incorporate into their internal policies thos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sed standards, guidelines and principles of CSR [...].’ Article 7(2)
of Dutch 2019 Model BIT clarifies the term ‘internationally recognised standards’ by
referring to the OECD Guidelines and the UN Guiding Principles. Article 14 of

53

See ILO, Tripartit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n Multinationals and Social Policy, 61 ILO Official Bull.

Series A No. 1 (1978).
54

See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revised in 2011,

http://www.oecd.org/daf/inv/mne/48004323.pdf.
55

id, at 13.

56

See UN Global Compact,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20 Anniversary Campaign Overview

th

(2020),
https://d306pr3pise04h.cloudfront.net/docs/publications%2FUN-Global-Compact-20th-Annivers
ary-Campaign-Infosheet.pdf, at 5-6.
57

See OHCHR,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 (2011)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pdf.
58

See, e.g., Czech Republic 2016 Model BIT, supra note 35, Preamble.

59

See, e.g., India’s 2015 Model BIT, supra note 34, Article 12; BLEU 2019 Model BIT, supra note 31,

Article 18; Dutch 2019 Model BIT, supra note 28, Articl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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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Mongolia 2016 BIT clarifies that ‘these [CSR] principles address issues such
60

as labour, the environment, human rights, community relations and anti-corruption’

and requires states to ‘remind those enterprises of the importance of incorporating
61

suc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andards in their internal policies.’

Many other

IIAs also choose similar words (‘encourage’, ‘remind’, ‘voluntarily’) to refer CSR
62

standard.

Though these CSR clauses may promote responsible business practice, they only
impose indirect obligations on foreign investors. Under these clauses, states assume
the primary obligations to adv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SR standards through
domestic legislation and policies. ‘If the state does not promote and encourage
businesses to comply with such standards, the legal effect of this provision is
63

limited.’

2.1.3 The ‘soft binding’ nature of CSR provisions
As a step forward, some recent IIAs include CSR provisions that address investors
directly, for example, the SADC 2012 Model BIT and Brazil-India 2020 BIT. Yet these
CSR provisions merely ask firms to ‘endeavour to’ or ‘make efforts’ to comply with
CSR standards,

64

rather than requiring them to do so in a legally binding manner.

It thus seems that CSR clause may prove weak when it comes to enforcement since

60

See Agreement Between Canada and Mongolia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s,

signed on 08 September 2016,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5373/down
load, Article 14.
61

id.

62

See, e.g., Singapore - Sri Lanka Free Trade Agreement, singed on 23 January 2018,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5768/down
load, Article 10(26).
63

See Yulia Levashova (2018), supra note 3, at 45.

64

See, e.g., Brazil - India 2020 BIT, Investment Cooperation and Facilitation Treaty Between the

Federative Republic of Brazil and the Republic of India, signed on 25 January 2020,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5912/down
load, Article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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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most of them are ‘purely voluntary and non-binding’ in nature.

This being said,

investors are under no duty to enforce CSR standards ‘even if they are expected to
66

show all endeavour in their fulfilment’.

Thus, states generally neglect the importance

of including CSR standards in the IIAs. However, CSR standards in the IIA show states’
expectation that investors should behave in a certain way, and they can give effect
67

through investor’s good faith implementation.

Furthermore, the CSR standards could

be made to bite by acting as ‘legitimate benchmarks for assessing the conduct and
68

accountability of investors’.

Some tribunals may well take investor’s behavior into

account in determining the nature of state’s measure, and investors will obviously be
in a disadvantaged position if they are not with ‘clean hands’ related to their claims.
Thus, it is important for states to clearly incorporate CSR provisions in their IIAs. Also,
the CSR provisions must address investors directly and be defined as clear as possible
so that both investors and tribunals can know exactly what obligations to comply with.

2.2. Clearly listing investor responsibilities
Several IIAs explicitly refer to investor responsibilities and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list of obligations, including both passive ‘no harm’ obligations and active
69

‘development contribution’ obligations, as well as CSR standards.

The whole Part Ill of Brazil-India 2020 BIT is dedicated to clarifying the elements of
‘investor obligations or responsibilities’. This Part is divided into Article 11 and Article
12,

65

entitled

‘Compliance

with

law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ee Mary E. Footer, Bits and Pieces: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Regul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18 Mich. State J. Int. Law 33, 58-60 (2009).
66

See Nitish Monebhurrun (2017), supra note 3, at 97.

67

id, at 99.

68

See Laurence Boisson de Chazournes, Changes in the Balance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oward

Investor Responsibilization, 111 Proceedings of the ASIL Annual Meeting 53 (2017), at 54.
69

See IIA Monitor No. 2 (2007), supra note 17, at 6; See also Mavluda Sattorova, Investor

Responsibilities from a Host State Perspective: Qualitative Data and Proposals for Treaty Reform,
113 Am. J. Int'l L 22, 2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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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Article 11, investors shoul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ir

investment activities, comply with ‘all laws, regulations, administrative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of host state, especially laws related to anti-bribery and tax payment. Article
12(1) sets out active ‘development contribution’ obligation, requiring foreign investors
and investments to ‘strive to achieve the highest possible level of contribution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Host State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through socially
responsible practices guided by the CSR standards listed in Article 12(2). Intriguingly,
Dutch 2019 Model BIT considers ‘compliance with laws’ obligation as one part of CSR
by inserting it under the CSR clause.

71

Yet undoubtedly they are both important

component of investor obligations.
Another modeling example is SADC Model BIT, which by far provides ‘greater details
72

on investor obligations’.

Part 3 of this Model BIT is entitled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Investors and State Parties’. This part contains 13 articles in total and 9 of them are
related to investor obligations, involving anti-corruption, compliance with domestic
laws, information provision, conducting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respecting labour and human rights standards, good corporate governance,
73

publication of contracts and payments, and investors’ civil liability.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clause that address investors directly are still very rare in IIAs.
Countries should incorporate detailed investor responsibilities in their IIAs. This does
74

not mean a degraded level of investor protection,

instead, it is a way to effectively

guide investors’ behavior and realize the goal of maximizing foreign investments’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host states.

2.3. Setting out legal effects for violating investor responsibilities
Although some tribunals may take CSR standards into account, it is equally possible

70

See Brazil-India 2020 BIT, supra note 64, Article 11 and 12.

71

See Dutch 2019 Model BIT, supra note 28, Article 7(1).

72

See IIA Issues Note No. 1 (2016), supra note 20, at 10.

73

See SADC 2012 Model BIT with commentary, supra note 33, Articles 10-18.

74

See IIA Issues Note No. 1 (2018), supra note 37,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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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ribunals choose to disregard CSR provisions due to their soft and non-binding
75

nature, as well as the ‘best efforts’ language used in the IIA.

Therefore, many recent

IIAs have set out legal effects not only for investors’ unlawful acts but also for their
failure to implement voluntary CSR standards.
Concerning legal effects of violating CSR standards, Article 23 of Dutch 2019 Model
BIT provides a modeling clause, which states that ‘a Tribunal, in deciding on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is expected to take into account non-compliance by the
investor with its commitments under the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and the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hus, CSR
standards can act as balancing benchmark for compensation decision, so that
investors have to pay for their irresponsible conduct.
Regarding severe unlawfulness, Article 13(4) of India’s 2015 Model BIT states that ‘an
investor may not submit a claim to arbitration if the investment has been made through
fraudulent misrepresentation, concealment, corruption, money laundering or conduct
amounting to an abuse of process or similar illegal mechanisms.’ Many other IIAs
76

contain an identical provision.

In this sense, if investors commit the listed illegal

conduct, they may face denial of jurisdiction for their claims.
Besides, Dutch 2019 Model BIT explicitly provides that ‘investors shall be liable [...] for
the acts or decisions made in relation to the investment where such acts or decisions
77

lead to significant damage, personal injuries or loss of life in the host state’.

Article

17 of SADC Model BIT further terminates jurisdictional barrier in home states and
ensure that investors can also be subject to civil liability actions in home states for
78

their negative impacts in host states.

Moreover, BLEU 2019 Model BIT recognizes state’s right to pursue ‘any defense,
75

See Mary E. Footer (2009), supra note 65, at 63.

76

See, e.g., India’s 2015 Model BIT, supra note 34, Article 13(4); Norway 2015 Model BIT (draft),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3350/down
load, Article 14(5).
77

See Dutch 2019 Model BIT, supra note 28, Article 7(4).

78

See SADC 2012 Model BIT with commentary, supra note 33, at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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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claim, right of set off or other similar claim’.

79

SADC 2012 Model BIT includes

a similar clause, providing that ‘[a] State may initiate a counterclaim against the
80

Investor before any tribunal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this Agreement [...]’.

The

inclusion of counterclaims clause allows states to challenge investors’ wrongdoing
when jurisdiction is not rejected.
Obviously, the threat of negative legal consequences, such as investors’ civil liability,
denial of jurisdiction and compensation loss, can drive investors to fulfill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pursue better practices. The tribunals could also draw guidance
from such treaty arrangements and contribute to the enforcement of investor
obligation provisions.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legal effects against breach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vestor obligations in the IIAs.

3. Summary
It is clear that many of the new-generation IIAs are striving to tip a balance between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Provisions designed to integrate
81

sustainability into investment practices are ‘transitioning from niche to mainstream’.

However, the very majority of these IIAs only adopt indirect ways to increase
counterweight to investors’ right, such as preserving states’ regulatory powers and
incorporating CSR standards that directly address states. Such provisions do not
impose direct obligations on foreign investors and thus have limited capability to
effectively restrain investors’ misconduct.
Only a few IIAs include detailed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clause with clear legal effects.
According to these innovative provisions,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mainly consists of
‘compliance with host state law’ obligation and CSR standards which goes beyond the
minimum legal obligations. And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touches upon broad public
interests issues, such as anti-corruption, tax pay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79

See BLEU 2019 Model BIT, supra note 31, Article 19(D).

80

See SADC 2012 Model BIT with commentary, supra note 33, Article 19(2).

81

See WIR 2019, supra note 21, at 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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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rights and labour standards protec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local
community involvement, development contribution, etc. Violating such obligations may
lead to denial of jurisdiction, compensation offset by investor’s misconduct, etc.
In sum, a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clause can better
instruct investors’ behavior and guide tribunal’s decision-making, as well as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ost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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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III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Issue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Notwithstanding governments’ ongoing reform efforts, the total amount of
old-generation IIAs is still ten time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new ones concluded after
82

2012.

83

And most of the ISDS cases were brought under 1990s-era IIAs,

which

means those innovative provisions in the new-generation IIAs are yet to be applied and
interpreted by the tribunals.
However, more and more disputes have dealt with public interests issues, and notably,
some recent tribunals have ‘moved toward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investors’.

84

Thus, arbitral awards can be another valuable source

for treaty-makers to learn how will tribunals treat investor misconducts and how to
effectively balance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with investor protection in their IIAs.

82

See UNCTA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Taking Stock of

Phase 2 Reform Actions, TD/B/C.II/42 (2019).
83

See WIR 2020, supra note 23, at xii.

84

See Yulia Levashova (2018), supra note 3, at 49; See also UNCTAD, Review of ISDS Decisions in

2018: Selected IIA Reform Issues, IIA Issues Note No. 4 (2019),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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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ates’

Counterclaims

and

Companies’

Capability

to

Bear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he topic about whether corporations can assume international accountability during
establishing and operating foreign investments has long been debated. Another
relevant issue is the state’s use of counterclaims. The majority of IIAs do not contain
85

counterclaim provisions that can be invoked by states,

so most of previous decisions

have viewed counterclaims as being beyond parties’ consent to arbitration and thus
86

denied jurisdiction over them.

Contrary to that, some recent tribunals accepted

state’s counterclaims and highlighted that investors are able to assume certain
87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IIA.
In Urbaser v. Argentine,

88

the investor claimed that the measure adopted by Argentina

has caused its insolvency. Argentina counterclaimed against the investor on the
ground that the investor failed to provide necessary water and sewerage supply to
local people and thus violated human right to water. The tribunal confirmed its
jurisdiction over the state’s counterclaim based on a broad jurisdiction clause (Article
89

X) of the Argentina-Spain BIT.

Notably, Article X does not explicitly mention states’

right of counterclaim, it simply states that ‘disputes [...] in connection with
investments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as far as possible, be settled
amicably between the parties to the dispute.’
Regarding companies’ international accountability, the tribunal clarified that although
states are primary addressees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these
90

obligations also ‘seriously targeting corporations’.
85

In particular, the tribunal

See Mbengue Makane Moïse & Schacherer Stefanie, The ‘Africa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the Pan-African Investment Code and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18 JWIT 414, 444 (2017).
86

id, at 22.

87

id.

88

See Urbaser S.A., Consorcio de Aguas Bilbao Bizkaia, Bilbao Biskaia Ur Partzuergoa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7/26, Award (Dec.8, 2016). [Urbaser v Argen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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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paras. 1144 and 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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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Stefanie Schacherer, Urbaser v. Aegentina, IISD Investment Treaty News, Oct.18, 2018,

https://www.iisd.org/itn/2018/10/18/urbaser-v-argen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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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lined that ‘it can no longer be admitted that companies operating internationally
91

are immune from becoming 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

Moreover, the tribunal

recognized that CSR standards is ‘of crucial importance for companies operating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and it ‘includes commitments to comply with
human rights’.

92

Another recent example is Aven and others v. Costa Rica,

93

which concerns Costa

Rica’s termination of the investors’ beach club and hotel construction project
following a failed environmental viability assessment and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against the claimants. Costa Rica brought counterclaims and sought damage for
restoring local natural conditions.
The tribunal confirmed its prima facie jurisdiction over the counterclaim, explaining
that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rovisions in the BIT ‘at least implicitly’ impose
94

obligations on investor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Then the tribunal followed

Urbaser tribunal’s reasoning and underlined that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cannot be
95

‘immune from becoming 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

However, with respect to the merits of the counterclaim, the tribunal held that the BIT
provisions do not impose ‘affirmative obligations’ on investors and ‘nor do they
provide that any violation of stat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will amount to a breach of
96

the Treaty which would be the basis for a counterclaim.’

Costa Rica also failed to

provide sufficient supportive facts. Accordingly, the tribunal dismissed Costa Rica’s
97

counterclaim on merits.

To sum up, the Urbaser tribunal and Aven and others tribunal sent a strong signal that
state’s counterclaims may be accepted even if the applied IIA lack explicit

91

See Urbaser v. Argentina, supra note 88, para. 1195.

92

id.

93

See David R. Aven, Samuel D. Aven, Giacomo A. Buscemi and others v. Republic of Costa Rica,

ICSID Case No.UNCT/15/3, Award (Sept.18, 2018).[Aven and others v. Costa 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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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paras.732 and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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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para.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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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para.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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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para.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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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claims

provisions,

and

that

investors

cannot

escape

international

accountability based on the arguments that they are not 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
Besides, an implied investor obligation provision may also lead to prima facie
jurisdiction. However, whether future investment tribunals will follow these decisions is
far from clear because there is no rule of precedent binding the tribunals. Thus, it is
critical to establish expressed investor obligations provisions, and clearly recognize
states’ right to counterclaims in the IIA, which can provide sufficient legal basis for
state to challenge investor’s misconduct and defend itself. The tribunal can also get
concrete guidance from such provisions to determine the nature of state’s measure
and balance investor protection with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

2. Different Legal Effects of Violating Investor Obligations
One issue that frequently arises as to the inclusion of investor obligations provisions in
the IIA is the unpredictable result of their enforcement. A number of tribunals have
provided some clarifications, especially on the failure to comply with host state law
(legality requirement), which could help states improve the legal effects provisions
related to investor obligations.

2.1. Serious misconduct may lead to denial of jurisdiction
Many tribunals have agreed that serious misconduct of investor in a host state, such
as corruption, frauds or other serious crimes or abuse of process, may result in denial
of treaty protection at the jurisdictional stage.

2.1.1. World Duty Free v. Kenya
98

World Duty Free v. Kenya

is one of the main cases that involve corruption conduct of

investors. In this decision, the tribunal emphasized that ‘bribery is contrary to

98

See World Duty Free Company Limited v. The Republic of Kenya, ICSID Case No. ARB/00/7,

Award (Oct.4, 2006).[World Duty Free v. Ke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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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of most, if not all, States’.

And the tribunal confirmed its

lack of jurisdiction after claimant’s legal representative admitted having paid two
100

million dollars to Kenya’s President when it obtained its investment contract.

At the same time, the tribunal acknowledged the ‘highly disturbing feature’ that state,
who argued against investor’s misconduct, is itself the recipient of the bribe. Moreover,
the bribe ‘was apparently solicited by the Kenyan President and not wholly initiated by
the Claimant’.

101

Nevertheless, the tribunal emphasized that ‘the law protects not the

litigating parties but the public’, and in this case, the corruption conduct negatively
affects ‘the mass of tax-payers and other citizens making up one of the poorest
102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refore, the denial of jurisdiction in this case sent a

message that investors, in any case, should withdraw from a prospective investment
rather than involving in corruption activities in the hope for advancing the intended
investments.

103

More recent cases such as Metal-Tech, Ltd. v. Uzbekistan

104

also confirmed that “the

law is clear -and rightly so- that in such [corruption] situation the investor is deprived
105

of protection and, consequently, the host state avoids any potential liability.”

2.1.2. Phoenix Action Ltd v. the Czech Republic
In Phoenix Action Ltd v. the Czech Republic,

106

the state objected to tribunal’s

jurisdiction, arguing that the claimant’s sham investment was not a protected
investment under either the Czech-Israeli BIT or the ICSID Convention.

99

id, para.157.

100

id, para.179.

101

id, para.180.

102

id, para.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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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Mariano de Alba, Drawing the Line: Addressing Allegations of Unclean Hands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12 Brazilian J. Int. Law 322, 328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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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Metal-Tech Ltd v.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ICSID Case No. ARB/10/3, Award (Oct.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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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Phoenix Action, Ltd. v. The Czech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6/5, Award (Apr.15, 2009).

1263

26

In assessing the ICSID criteria for protected investments, the tribunal stated that
‘protec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cannot be granted if such protection
would run contrary to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mong which the
107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In the end, the tribunal accepted state’s objection to jurisdiction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laimant made an ‘investment’ not for the purpose of engaging in
economic activity, but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bringing international litigation against
108

the Czech Republic’.

The tribunal also ordered claimant to bear all the legal costs of

this proceeding in view of its bad faith and misuse of the ICSID mechanism.
Notably, in the tribunal’s words, ‘nobody would suggest that ICSID protection should
be granted to investments made in violation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rules of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like investments made in pursuance of torture or genocide
109

or in support of slavery or trafficking of human organs.’

The Phoenix ruling shows that investors should pay the price for abuse of ICSID
process or serious abuse of human rights. However, several later tribunals did not
110

follow the Phoenix approach on good faith principle. In the Fakes v. Turkey

tribunal’s

view, according to the language used in Article 25(1) of the ICSID Convention, ‘an
investment might be ‘legal’ or ‘illegal,’ made in ‘good faith’ or not, it nonetheless
remains an investment.’

111

Besides, many tribunals have required the state to pay its

own legal expenses even when investor’s claims are denied at the jurisdictional
112

phase.

In sum, serious misconduct, like bad faith investment, corruption,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may constitute grounds for denial of jurisdiction even if the applied IIA does not

107

id, para.106.

108

id, para.142.

109

id, para.78.

110

See Saba Fakes v. Turkey, ICSID Case No ARB/07/20, Award (July 12, 2010). [Fakes v. 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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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para.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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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Mahnaz Malik, Phoenix Action Ltd. v. Czech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6/5, IISD

Investment Treaty News, Oct.18, 2018,
https://www.iisd.org/itn/2018/10/18/phoenix-v-czech-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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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icitly stipulate so, because these conducts are contrary to important public
interests or fundamental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But again, an expressed provision
with regard to this legal effec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since the tribunals are not
bound by the rule of precedent.

2.2. Less serious misconduct will be assessed in merits stage based on proportionality
analysis
If an investor’s violation of host state law is not serious enough to be denied treaty
protection or if a host state is also involved in such misconducts, the tribunal would
normally establish jurisdiction and conduct proportionality analysis in the merits stage
so as to reach an equitable decision.

2.2.1. Cortec Mining v. Kenya
In Cortec Mining v. Kenya,

113

the investor claimed that Kenya government unlawfully

revoked its 21-year mining license following its discovery of new rare earths deposits.
Kenya, by referring to cases like Khan v. Mongolia and Inceysa v. El Salvador, objected
the tribunal’s jurisdiction on the grounds that investor failed to conduct 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thus violated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and ‘compliance with
laws’ obligation.

114

The tribunal, however, affirmed its jurisdiction over the investors’ claim. According to
the tribunal, both the ICSID Convention and the BIT protected only investments ‘in
115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the host state and made in good faith’,

113

but ‘[t]his

See Cortec Mining Kenya Limited, Cortec (Pty) Limited and Stirling Capital Limited v. Republic of

Kenya, ICSID Case No. ARB/15/29, Award (Oct.22, 2018). [Cortec Mining v. Kenya]
114

See Xiaoxia Lin, Kenya prevails in BIT arbitration: British investors’ claims dismissed due to the

absence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ISD Investment Treaty News, Dec.21, 2018,
https://www.iisd.org/itn/2018/12/21/kenya-prevails-in-bit-arbitration-british-investors-claims-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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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Cortec Mining v. Kenya, supra note 113, paras.260 and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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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requirement can be analyzed at the jurisdictional or the merits level’.

Moreover, the

tribunal underlined that ‘[o]mission of a minor regulatory requirement, [...] or
inadvertent misstatements, will not have the same impact as an investment “created”
117

in defiance of an important statutory prohibition imposed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the alleged violations of investors, the tribunal used the
118

three-stage proportionality analysis in Kim v. Uzbekistan,

including first ass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allegedly breached obligation; then evaluating the seriousness
of the investor’s conduct; and finally,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effect of such violation
119

is proportionate to the harsh consequence of denying access to the BIT protection.

Accordingly, the tribunal first affirm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Kenya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since the involved investment project is likely to cause environmental
120

vulnerability in the host state.

Then the tribunal held that investors ‘showed serious

disrespect for the fundamental public policies of the host country in relation to the
121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Consequently, the tribunal dismissed all of

the investors’ claims and ordered investors to pay half of Kenya’s legal fees and
expenses.
Clearly, this tribunal held that violation of good faith and legality requirement may not
affect tribunal’s jurisdiction, and that minor violations cannot be the reason for denial
of jurisdiction either. But investor’s misconduct w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by the
tribunal in the merits stage through proportionality analysis, which may cause
investor’s claims to be inadmissible.

2.2.2. South American Silver v. Bolivia

116

id, para.260.

117

id, para.320.

118

See Vladislav Kim and others v. Republic of Uzbekistan, ICSID Case No. ARB/13/6,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Mar.8, 2017).
119

See Cortec Mining v. Kenya, supra note 113, paras.32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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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paras.348 and 351.

121

id, para.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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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American Silver v. Bolivia,

122

conducted under the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also concerns government’s revocation of mining concessions following indigenous
peoples’ protests in the mining area. Bolivia as well argued that the tribunal lacked
jurisdiction or at least the claims should be inadmissible because the claimant violated
123

legality requirement and lacked ‘clean hands’.

As for legality requirement, the tribunal applied it even if the applicable BIT does not
expressly mention it.

124

However, the tribunal determined that the alleged investor

violations did not ‘go to the essence of the investment such that it must be considered
illegal.’

125

Regarding ‘clean hands’ doctrine, the tribunal found that neither the BIT itself nor
126

relevant BIT interpretation contain any reference to this doctrine.

Furthermore, the

tribunal was not convinced that ‘clean hands’ doctrine is part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or a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can defeat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laims,
because previous cases applied this doctrine only when applicable BITs explicitly
mentioned it.

127

Consequently, the tribunal established its jurisdiction and declared the claims
admissible based on proportionality analysis, since denial of BIT protection would be
128

disproportionate.

129

Same as the conclusion in Cortec Mining v. Kenya,

investors and investments should

not violate host states’ laws even if the legality requirement is not mentioned in the IIA,
otherwise their claims may be inadmissible after their misconduct being assessed by
the tribunal. Yet state should explicitly provide ‘clean hands’ doctrine in the IIA if they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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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d (Aug.3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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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t to invoke this doctrine to object tribunal’s jurisdiction.

2.2.3. Gavrilović v. Croatia
130

The recent case Gavrilović v. Croatia

concerns state’s involvement in investors’

illegal conduct. Mr. Gavrilović operated meat processing business and owned a related
grazing land in Croatia. The parties disputed about the alleged statutory expropriation
of Gavrilovic’ lands and business properties by Croatia government. Croatia objected
to tribunal’s jurisdiction, arguing that claimants had taken part in a fraudulent scheme
and violated Croatian law when making investment.
However, the tribunal rejected the state’s objection on the ground that Croatia itself
was also involved in such illegalities and the illegalities cannot be imputed to the
131

claimants.

Specifically, the tribunal concluded that ‘it is not open to Croatia to

oppose the claim on the basis of an illegality that the State itself not only
132

countenanced but likely orchestrated.’

As a result, having found illegal expropriation

made by Croatia, the tribunal awarded Gavrilović HRK 9,699,463.73 and EUR
1,658,960.49 in damages.
It thus can be said that denial of jurisdiction should be limited to serious violation
without states’ involvement, as it is inappropriate to deny treaty protection for
investors if their illegal activities was solicited and orchestrated by the states.

3. Summary
An element of balancing between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can
be found in the above mentioned tribunal decisions.
First of all, some recent tribunals have recognized the standing of MNEs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 und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they accepted state’s
130

See Georg Gavrilović and Gavrilovic d.o.o. v. Republic of Croatia, ICSID Case No. ARB/12/39,

Award (July 26, 2018). [Gavrilović v. Croatia]
131

See IIA Issues Note No. 4 (2019), supra note 84, at 8.

132

See Gavrilović v. Croatia, supra note 130, para.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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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claims even if counterclaim provisions are absent from the IIA. Moreover, the
‘compliance with law’ obligation has been applied even when it was not mentioned in
133

the IIA.

As for the legal effects of violating investor obligations, although states would claim
denial of jurisdiction in every case, not every single violation of host state law would
134

result in a denied jurisdiction.

The tribunal may consider investor’s conduct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proceeding. And different types of misconduct could lead to
different legal effects.
In general, if a claimant committed a serious violation as to which ‘there is a global
135

interest for its eradication’,

such as corruption and serious human rights violation,

its claim will be denied jurisdiction. But such consequence is only limited to
fundamental legal breach with no involvement of state. In addition, some tribunals,
after examining the language used by the applied BIT, may insist that violation of host
state law d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investment cannot deprive a tribunal of its
jurisdiction. For instance, the tribunal in Hamester v. Ghana stated that ‘the Tribunal is
only concerned with allegations of fraud in the initiation of the investment, and not
with the multiple allegations of fraudulent conduct during the life of the investment
[...]’.

136

For other less serious violation, the jurisdiction would normally not be declined. But in
merits phase, based on proportionality analysis, some violation may lead to a no
breach of BIT on the part of respondent state, or may serve as a benchmark for
awarding equitable compensation, or may simply be disregarded by the tribunal. For
example, the tribunal in Fakes v. Turkey did not take investor’s misconduct into
account in deciding whether the disputed investment qualified as an investment under
the ICSID Convention. But the tribunal acknowledged that BITs are free to ‘condition
133

See IIA Issues Note No. 4 (2019), supra note 84, at 7.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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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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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application and the whole protection they afford, including consent to arbitration,
137

to a legality requirement of one form or another.’

137

See Fakes v. Turkey, supra note 110, para.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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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IV Conclusion

Given the magnitude of global investment links and the strong cal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indeed significant to develop more balanced investment relations.
The increasing cases touching upon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and public policy issues
further highlights the necessity of investor responsibilization in the IIAs.
In this regard, many governments are making ongoing reform effort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so as to maximize
foreign investments’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host communities. Most countries
indirectly force foreign investors to pursue responsible business by strengthening
states’ regulatory power in public policy areas or limiting the scope of treaty
protection. A few states choose to explicitly list investor responsibilities and concrete
legal effects provisions in their IIAs. Yet such IIAs are still very rare and most of the
ISDS cases were brought under 1990s-era IIAs. Countries worry that imposing much
substantive obligations on foreign investors would undermine their FDI attractiveness.
However, foreign investments might negatively affect local environment, public health
and people’s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as profit-making is the principal objective of
private business entities. Lack of regulation on investors’ conduct may also fuel
investors’ leverage over the public policies of host states, especially over developing
and the least developing states. More importantly, th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tribunals have moved towards the recognition of investor responsibilities and shed
light on many issues, for instance, investor has the capability to bear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IIA, and different types of investor misconducts may lea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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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ed legal effects, etc.
Therefore, states are highly recommended to include a detailed and comprehensive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clause in their IIAs. Although it is hard to predict how the
specific states will draft their IIA clauses in order to create a sustainability-oriente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two core principles must be followed while updating the IIA
provisions towards investor responsibilization.
First of all, states should reform their IIAs in a holistic manner. On one hand, they
should follow the guidance of authoritative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such as the
IPFSD, and improve the preamble,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provisions of their IIAs,
including stating public policy objectives in the preamble, setting out detailed investor
obligations and legal effects, allowing state’s use of counterclaims, establishing joint
interpretation mechanism, and allowing third-party particip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global consensus-building and promote global
policy coherence.
Equally important, states should take legal clarity and certainty as the benchmark of
drafting IIA provisions, ensuring that the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clause are enforceable
and can provide concrete guidance for both investors and arbitrators. Vague treaty
language may lead to inconsistent and unexpected interpretations by tribunals, and
leave respondent states with insufficient legal basis to defend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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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otection of Cr oss Bor der Data Flows under Inter national
Investment Law: Scope and Boundar ies
Sheng Zhang*
Abstr act: Data is the lifeblood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Cross border data flows has been
regulated in recent trade agreements. In spite that clear reference to cross border data flows is rar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some components of digital operations could be qualified
as investment and enjoy the protec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The exception clauses
in the investment agreements is also helpful for the states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between
different objectives, including those to build an open, efficient and secure internet. However,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regime is shaped predate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is not well
positioned for the regulation of cross border data flows. A refined and balanced regime is
necessary to meet with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fforts should also be undertaken to close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countries of digital dominance and smaller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 wor ds: Cross Border Data Flow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Digital Divide,
Exception Clauses

I Intr oduction
Data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world’s most valuable resource in 21st century.1
Nowadays the flows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are generating more economic values
than the trades in good. While facilitating and transforming global trade, the flows of
data can negatively affect national security, pubic moral and privacy of citizens.
Recent years have seen the increasing tendency to regulate cross border data flows
(CBDF) by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2 These regulations are
underpinned by the tension between data localization and free flows of data. In
addition to regulation though domestic legislations, provisions on CBDF are
commonly found in recent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comparison, clear reference to
CBDF i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ITs) is rare to be seen. This does 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of the protection of CBDF und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n
circumstances where there is a broad definition of investment in investment treaties or
the arbitral tribunals adopt a broa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rm of investment, data can
be regarded as a qualified investment and digital companies are entitled to the
treatment and guarantees provided b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As).
To maintain the public trust on global internet, only free flows of data is not sufficient.
The significance of a secure and efficient environment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The
exceptions clauses in the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can delimit the boundaries of the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Email: sheng-zhang@xjtu.edu.cn. This draft is to be published
in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Policy (edited by Julien Chaisse, Leïla Choukroune, and Sufian
Jusoh, Springer, 2020).It is only available for the discussion at the 2020 annual conference of CSIEL. Please do
not cite without permission.
1
The Economist, The World’s Most Valuable Resource is No Longer Oil, but Data, 6 May 2017,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7/05/06/the-worlds-most-valuable-resource-is-no-longer-oil-but-data
2
World Economic Forum,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orkshop on Data Localization and Barriers to Transborder
Data F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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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ness of internet, and defin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governments can take
measures to fulfill legitimate policy objectives. However, a large number of BITs
were concluded before 20103 and they are not well positioned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To achieve a goal of open and secure flows of data, reforms should be undertaken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CBDF, in particular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economie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data sectors and smaller countries.
In addi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this chapter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parts: the second
part presents a brief review of the provisions on CBDF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s. The third part discusses whether data would be regarded as a covered
investment and delves into the protection of CBDF und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ncluding national treatment, prohibition of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and protection against indirect expropriation. By looking at the
exceptions clauses in the BITs, the fourth part discusses to what extent that the free
flows of data should be measured against general exceptions, national security
exceptions and related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The fifth part proposes some
concrete measures to mitigate thes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CBDF. It concludes that
a consensus building mechanism is necessary to reach a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CBDF.
II Pr ovisions on CBDF under Inter national Tr ade and Investment Agr eements
CBDF is not novel in the spher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Its study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mid-19th century.4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 took the initiative to
regulate CBDF in it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When releasing his statement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licy, Ronald Regan, the then President of the US,
committed that the US government would work in the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a “data pledge” that would ensure the
free flows of data among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encourage all countries to adopt
more open and liberal policies on transborder flows.5 With the US’s efforts, the
OECD adopted Declaration on Transborder Data Flows in 1985, and the governments
of OECD Member States declared their intention to promote access to data and not to
create unjustified barriers to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data.6 This declaration has
been regarded by the US as an important accomplishment in the area of trade in
services.7 Nowadays, referring to CBDF,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n be found i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laws, regional and bilateral agreements.
1. WTO
According to UNCTAD, investment treaties with broad and vague provisions, which were signed before 2010,
represent the 95%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n force today. See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 2017, xii.
4
World Economic Forum,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orkshop on Data Localization and Barriers to Transborder
Data Flows,
5
Ronald Regan, Statement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licy, 9 September 1983,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41814
6
OECD, Declaration on Transborder Data Flows, 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s of OECD Member countries on
11th April 1985, https://www.oecd.org/internet/ieconomy/declarationontransborderdataflows.htm
7
Legal Issues Raised by Transborder Data Flow (Peter Robinson, 1986, Canada-United States Law Journal,
Vol.11, Article 32, pp.295-316, p.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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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TO laws antedated the global public Internet. This may explain that why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did not address CBDF directly in its rules. At the second
Ministerial Conference in 1998, ministers adopted the declaration on global electronic
commerce, which lead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work program on electronic
commerce.8 However,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securing free digital trade and the
digital divide among the US,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China on data
governance,9 litt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how to reach a multilateral consensus
on unfettered digital trade. Without direct reference to CBDF, the WTO has several
rules that implicitly relate to data flows and digital trade, and these agreements
includ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 (GATS).10 Among them, the most related agreement is the GATS.11
Specifically, the GATS Council on Services noted in 1999 that much of electronic
commerce falls within the GATS’s scope and GATS obligations are applied to
measures affecting the electronic delivery of service.12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bodies have asserted that WTO rules apply to data flows in cases 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13 and China-Measures Affecting Trading Rights and Distribution Services
for Certain Publications and Audiovisual Entertainment Products.14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e-internet GATS disciplines to issues relating data proves to be
challenging.15 This explains that why some countries instead chose to govern CBDF
through bilateral and 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s). In the last decade, FTAs
have been shaping the regulation environment for digital trade.16
2. Bilater al Agr eements
CBDF has been referred to in the US-South Korea FTA signed in 2007. Article 15.8
provides that, upon the recogniti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in
facilitating trade,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endeavor to refrain from imposing or
maintaining unnecessary barriers to electronic information flows across borders.17 In
essence, the US FTAs provisions on digital trade and CBDF ensure a fairly liberal
WTO, Electronic Commerce,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ecom_e/ecom_e.htm
See for instance, Sacha Wunsch-Vincent, the WTO, the Internet and Trade in Digital Products: EC-US
Perspectives, Hart Publishing, 2006, p.6 and Susan Ariel Aaronson and Patrick Leblond, Another Digital Divide:
the Rise of Data Real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WT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0
Susan Ariel Aaronson and Patrick Leblond, Another Digital Divide: the Rise of Data Real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WT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p.251.
11
Andrew Mitchell and Jarrod Hepburn, Don’t Fence me in: Reform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Law to Better
Facilitate Cross-border Data Transfer, Yale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 2017,19(1):182-237, p.196.
12
WTO General Council, Work Programm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S/L/74, Adopted on 27 July 1999
13
WTO, 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WT/DS285/R, Report of the Panel, 10 November 2004, para.6.28.
14
WTO, China-Measures Affecting Trading Rights and Distribution Services for Certain Publications and
Audiovisual Entertainment Products, 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 WT/DS363/AB/R, 21 December 2009,
paras.412-3.
15
Andrew D. Mitchell and Neha Mishra, Regulating Cross-Border Data Flows in a Data-Driven World: How
WTO Law Can Contribut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19, 22(3):389-416, p.398.
16
Mira Burri, The Regulation of Data Flows Through Trade Agreements,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7, 48(1): 407-448, p.407.
17
Article 15.8 of the US-South Korea FTA,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uploads/agreements/fta/korus/asset_upload_file816_127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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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me with more commitments than the GATS.18 The EU’s position on digital trade
and CBDF does not stand in a coherent approach with that of the US. Instead, the EU
places more focus on privacy commitments. This division could be found in the
negotiations of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Agreement, where
the EU was reluctant to change its positions in relation to CBDF and data
localization.19 The EU-Canad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CETA), for instance, is featured by provisions imposing the parties to adopt or
maintain domestic laws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users engaged in
electronic commerce.20
The principle of technological neutrality is introduced in the EU-Japan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21 Albeit with no binding provisions on CBDF, it
requires the parties to reassess within three years of the date of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EPA the need to include provisions on the free flows of data into the agreement.22
Some countries already took the initiative to conclude single agreement on digital
trade. The US-Japan Digital Trade Agreement specifies that neither party shall
prohibit or restrict the CBDF if the activity is for the conduct of the business. 23
Location of computing facilities as a condition for conducting business is also
prohibited.24The Australia-Singapore Digital Economy Agreement, which was
concluded in March 2020, includes advanced digital trade rules including preventing
unnecessary restrictions on the transfer and localization of data.25 In line with the
Digital Economy Agreement, both sides also signed several Memorandums of
Understanding, which include shared understandings on data innovation and on
cooperation in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26
3. Mega and Regional FTAs
More comprehensive approaches to address CBDF are found i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now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Trans-Partnership Agreement. Different from the non-binding provisions in the
US-South Korea FTA, the TPP imposes binding obligations on the parties in relation
to CBDF. TPP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first agreement comprehensively addressing
contemporary policy issues in digital trade.27 As confirmed by Article 14.2, one of
the rationales behind the chapter of electronic commerce is to facilitate the free flows
Mira Burri, The Regulation of Data Flows Through Trade Agreements,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7, 48(1): 407-448, p.422.
19
Andrew D. Mitchell and Neha Mishra, Regulating Cross-Border Data Flows in a Data-Driven World: How
WTO Law Can Contribut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19, 22(3):389-416, p.415.
20
Article 16.4 of the EU-Canada CETA.
21
Article 8.70 of the EU-Japan EPA.
22
Article 8.81 of the EU-Japan EPA.
23
Article 11 of the US-Japan Digital Trade Agreement.
24
Article 12 of the US-Japan Digital Trade Agreement.
25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Australia-Singapore Digital Economy Agreement-Fact Sheet, 19
March 2020,
18

https://www.dfat.gov.au/sites/default/files/australia-singapore-digital-economy-agreement-fact-sh
eet.pdf

https://www.dfat.gov.au/sites/default/files/australia-singapore-mou-on-cooperation-in-personal-data-protection.p
df and https://www.dfat.gov.au/sites/default/files/australia-singapore-mou-data-innovation.pdf
27
Neha Mishra, The Role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In the Internet Ecosystem: Uneasy Liaison
or Synergistic Alli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17, 20(1): 31-60, 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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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commerce across borders. In particular, Article 14.11 requires the parties to allow
the cross-border transfer of information when it is for the conduct of business. This
obligation is qualified by an exception to adopt or maintain inconsistent measures to
achieve a legitimate public policy objective, provided that the measure is applied in a
non-discriminatory and non-arbitrary manner and complies with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Meanwhile, Article 14.13 clearly prohibits the Parties from using data
localization as a condition for conducting business in their territories. Articles 14.11
and 14.13 do not generally apply to financial services and institutions. Instead, the
TPP contains separate provisions on data transfer requirement for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it requires each party to allow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of another party to
electronically transfer information into and out of its territory for data processing if
such processing is necessary in the institution’s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28
Provisions on CBDF in the CPTPP is becoming the template for other similar
agreements. In June 2020, for instance, New Zealand, Singapore and Chile singed a
Digital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DEPA), and the parties agreed to uphold
the same commitments and principles in the CPTPP.29 The DEPA sets out a series of
modules covering topics relevant to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digital trade.
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 contains stronger language
to liberalize CBDF and to prohibit data localization. Article 19.11 ensures that the
parties shall not prohibit or restrict the CBDF absent legitimate policy objectives, and
Article 19.12 minimizes the limits on data localization. Compared with TPP, the
USMCA does not include exceptions to data localizations, which reveals the US’s
ambitious attempt to ensure the free flows of information. Building on the TPP, the
USMCA goes further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free flows of data and th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security, where the USMCA
explicitly refers to the APEC Privacy Framework and OECD guidelines as the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30
4. Hor izontal Pr ovisions
Though CBDF has been frequently referred to in recent FTAs, few investment treaties
have clearly covered data flows. The EU has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propose horizontal
provisions on CBDF and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in its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s.31 Compared with the EU FTAs, the horizontal provisions explicitly list
the measures should not be undertaken to restrict CBDF, including the use of local
computing facilities and the localization of data. Meanwhile, the provisions specify
that data protection standard is excluded from the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The horizontal provisions are regarded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s
non-negotiation an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intended to produce a stand-alone
chapter on CBDF to be included in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s. However,
Annex 11B of TPP Chapter 11.
See Article 4.
30
Richel F. Fefer, Data Flows, Online Privacy, and Trade Policy, Congress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2019, p.15,
https://fas.org/sgp/crs/row/R45584.pdf
31
European Commission, Horizontal Provisions for Cross-border Data Flows and for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in
EU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s), May 2018,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8/may/tradoc_156884.pdf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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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lection by the EU Member States is divided, and no decision has been taken to
use these provisions in any specific trade or investment negotiations. 32 For instance,
it has been criticized that these provision has not been included in the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between EU and other states, such as the EU-Singapore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33
III The Pr otection of CBDF under Inter national Investment Agr eements
The way corporations produce and market goods and services cross borders has been
changed fundamentally in the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companies can operate their
business without the need for much physical existence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host
states. Thi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vestment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While the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have been
reshaped to accommodate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current regime is still
dominated by the European style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34 These treaties
mainly include investment rules designed for the physical economy, and they need to
be reviewed in light of the digital economy.35
1. The Definition of Investment
Digital companies seeking the protection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should first
demonstrate that its presence in the host state qualifies as an ‘investment’. If the claim
is fil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ICSID), it should also meet the jurisdiction ratione materiae as provided in the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ICSID Convention). Article 25 specifies that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ICSID shall extend to any legal dispute arising directly out of an investment. While
the concept of investment in central to the ICSID Convention, no definition or
description of this term is provided. 36 As indicated in the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Directors, no attempt was made to give a concrete definition to the term of
‘investment’, and it was to be decided by the Contracting States what kinds of
disputes they would or would not consider submitting to the ICSID.37 In practice,
most tribunals will apply a dual text when examining the existence of an “investment”:
whether the class of dispute is covered by the disputing parties’ consent and whether
it meets the ICSID Convention’s requirements.38 The ICSID tribunals also attempted
to identify certain features of a qualified “investment”, including a certain duration, a
certain regularity of profit and return, an assumption of risk and a substantial
UK Parliament, Exchange Data with Non-EU Countries, in Documents Considered by the Committee on 23
May 2018, 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1719/cmselect/cmeuleg/301-xxviii/30104.htm
33
Ante Wessels, EU-Singapore Trade Agreement not Compatible with EU Data Protection, Foundation for a Fre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19 April 2018,
https://ffii.org/eu-singapore-trade-agreement-not-compatible-with-eu-data-protection/
34
More than 2500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that are in force today were concluded before 2010 and most of
these treaties were negotiations in the 1990s. See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 Investmen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 2017, p.127.
35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 Investmen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2017, p.iv.
36
ICSID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2nd edition, p.114.
37
1 ICSID Reports 28.
38
ICSID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p.117.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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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ment.39 These features are now written into the investment treaties. The 2012
China-Canada BIT, for instance, defines that “covered investment” involves the
commitment of capital or other resources, the expectation of gain or profit, or the
assumption of risk.40
It is observed that a large part of the operations of some digital enterprises, including
the social media companies, do not possess the features of investment defined in the
current BIT regime: Digital companies, which rely most heavily on CBDF, do not
need to have physical presence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host states and do not involve
any obvious flow of capital of other resources into the host states.41 It can be found
that digital operations do not strictly meet with conventional understandings of
investment activit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However, some component part
of digital companies’ operation could be read as a qualified investment,42 in
particular when the related investment treaties adopt a broad asset-based investment
definition to cover intangible property.43 Data is described by OECD as a ‘core asset’
in the digital economy.44 It is also regarded as some kind of ‘property’ under some
States laws of the US and the domestic law of Canada.45 When facing a broad
definition, some tribunals have tended to interpret the definition of investment in a
straightforward approach and digital assets will be clearly covered.46
The criteria of physical existence was also loosely applied by some tribunals. In the
case of SGS v. Philippines, though Philippines argued that Swiss company SGS was
treated as non-resident and as providing services abroad, the Tribunal held that the
existence of a Liaison Office employing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people was sufficient
to qualify the service as one provided in the Philippines.47
Meanwhile, some tribunals chose to adopt a holistic approach whe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re exists a qualified investment. The tribunal in the case of Koch v.
Venezuela, for example, held that the Off-take agreement, which was contended by
Venezuela as a purely sales contract, was an integral and necessary part of the whole
investment project and was a protected investment.48

ICSID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p.128.
Paragraph 4, Article 1 of the China-Canada BIT,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3476/download
41
Enikő Horváth and Severin Klinkmüller, The Concept of ‘Investmen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Case of
Social Media Companies, Th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and Trade, 2019, 20(4): 577-617, p.590.
42
Enikő Horváth and Severin Klinkmüller, The Concept of ‘Investmen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Case of
Social Media Companies, Th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and Trade, 2019, 20(4): 577-617, p.577.
43
Julien Chaisse and Cristen Bauer, Cybersecuri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Digital Assets: Assessing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Arbitration, Vanderbilt Journal of Entertainment and Technology Law, 2019,
21(3): 549-589, p.557.
44
Julien Chaisse and Cristen Bauer, Cybersecuri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Digital Assets: Assessing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Arbitration, Vanderbilt Journal of Entertainment and Technology Law, 2019,
21(3): 549-589, p.558.
45
Peter Robinson, Legal Issues Raised by Transborder Data Flow, 1986, Canada-United States Law Journal,
Vol.11, Article 32, pp.295-316.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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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549-589, p.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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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vestment Pr otection
Once data could be qualified as ‘investment’ under IIAs, the operations of digital
companies could fit into existing framework for investment protection. If the flows of
data are affected by governmental regulations, violations of the guarantees of the
relevant investment treaties could be claimed by digital companies. The most
prominent measures that could be challenged are likely to be data localization
measures.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30 countries have adopted data
localization measures.49
The available guarantees that could be referred to in investment claims include
national treatment, prohibitions against performance requirement,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and indirect expropriation.
(1) National Tr eatment
As one core and standard treatment of investment treaties, national treatment aims to
provide a level playing field between local investors and foreign competitors.50
Traditionally national treatment is granted once the foreign investment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host states, nowadays this treatment has been extended to cover the
stage of admission and establishment. In practice, the arbitral tribunals tend to
consider both de jure and de facto differentiation when finding the discrimination. For
instance, the arbitral tribunal of ADM v. Mexico held that national treatment
obligation under NAFTA generally prohibits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nationality,
including both the de jure and de facto discrimination.51 In Corn Products v. Mexico,
the Tribunal also decided that national treatment embraced de facto as well as de jure
discrimination.52 From the appearance, data localization measures apply unevenly
between foreign and domestic investors, but it is argued that these requirements
increase the costs of foreign competitors, as it would require foreign suppliers of data
to duplicate expensive infrastructure in host states’ market and to bear greater
burdens.53 In addition to data localization measures, measures taken by the States to
protect personal privacy and cybersecurity will be regarded as discriminatory against
foreign investors.54 For instance, the US has eyed China’s cybersecurity law and
related implementing measures to be instruments utilized by China to limit foreign
investors to do business in China.55 In actual fact, data localization requirements is
justified when they are applied to achieve a legitimate national security or public
Stephenson and Paul M. Lalonde, The Limits of Data Localization Laws: Trade, Investment, and Data, (9th
Aug., 2019) available at,
http://www.dentonsdata.com/the-limits-of-data-localization-laws-trade-investment-and-data/
50
Dolzer and Schreuer,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2nd edition, OUP, 2012, p.198.
51
Archer Daniels Midland Company and Tate & Lyle Ingredients Americas, Inc. v. United Mexican States,
ICSID Case No. ARB(AF)/04/5, Award, 21 November 2007, para.193.
52
Corn Products International Inc. v. United Mexican States, ICSID Case No. ARB(AF)/04/1, Decision on
Responsibility, 15 January 2008, para.115.
53
Daniel Crosby, Analysis of Data Localization Measures Under WTO Services Trade Rules and Commitments,
E15 Initiative, Geneva: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6, p.8.
54
Matthias Bauer, Hosuk Lee-Makiyama and Erik van der Marel, The Costs of Data Localization: Friendly Fire
on Economic Recovery, ECIPE Occasional Paper No.3/2014,
https://ecipe.org/wp-content/uploads/2014/12/OCC32014__1.pdf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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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objectives.56 These exceptions are also specified in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will
be discussed in Part IV.
(2) Pr ohibitions of Per for mance Requir ement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are policies that are designed to require foreign investors to
meet certain specific goals with respect to their operations in the host countries.57
Unde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each state maintains the right to set the conditions
on the admis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A majority of BITs do not prohibit the use of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58 The requirements of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have
been extensively utilized by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have
helped many countries meet different development objectives.59 Some recent treaties,
notably those signed by the US, the EU and Japan, have introduced prohibitions on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In terms of the prohibitions, some treaties maintain the
same requirements that are alike to those stipulated in TRIMS, and some treaties,
including the NAFTA, USMCA and the EU-Vietnam FTA, go further to require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to undertake more obligations. Prohibition of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is also one core issue in the EU-China investment treaty negotiations.60
Article 14.10 of the USMCA requires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not to impose or enforce
any undertaking to purchase, use or accord a preference to a good produced or a
service supplied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host state. This obligation may cover the
prohibition of data localization requirements. In its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 the USTR identified several measures taken by China, including those
restricting CBDF, technology localization policies, and local data storage and
processing requirements in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sectors, as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and protectionist tools used by China.61 These issues are suggested to
be addressed in the Phase two negotiation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greement.62
(3) Fair and Equitable Tr eatment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has been provided in most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it is the most frequently invoked treatment standard in arbitral practice.63 While
its scope is vaguely defined in most BITs, its central role has been highlighted by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A Roadmap for Cross-Border Data Flows: Future-Proofing Readine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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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bunals.64 Principles, includ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vestor’s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transparency, due process and prohibitions against arbitrary and
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have been identified by the tribunals to be embraced by
FET.65 The broad and undefined nature of FET avails foreign investors, who are
affected by policy changes that impact CBDF or impose data localization
requirements, to utilize BITs to submit their claims to the tribunals.66 This may
happen when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host states lack consistency or reasonableness,
or when there is a denial of justice or a lack of due process.67 Principles of data
localization and data minimization may also violat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n
particular when they are applied disproportionately to greatly diminish the digital
value.68
Recent practice revealed that there could be a creeping violation of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The tribunal in the case of El Paso v. Argentina considered that FET is a
process extending over time and comprising a succession or an accumulation of
measures which, taken separately, would not breach the standard, but when taken
together, do lead to a breach.69 There is a global rise of data regulations in the past
decade. If the measures taken by one state have accumulated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free flows of data, they would be considered as a breach of FET. This is most likely to
occur when the objective of a state’s relevant legislations is to introduce strict
requirement on data localization to ensure its domestic companies to access quantities
of data.
(4) Indir ect Expr opr iation
Generally, investment treaty claims of expropriation fall into two categories: direct
expropriation and indirect expropriation. Whist direct expropriation is rare to be found
today, indirect expropriation has been more commonly referred to in arbitral practice.
It is argued that data localization measures may amount to indirect expropriation as
they put foreign competitors at a disadvantage compared to their local counterparts,
and they can be regarded as discriminatory.70 Though data localization regulations
and other discriminatory privacy or security laws increase the data processing costs,71
the mere fact that foreign digital companies suffer economic loss does not lea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is an indirect expropriation. Instead, only if the challenged
measure constitutes a substantial deprivation of the foreign investment, the clai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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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rect expropriation will be upheld.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at degree of adverse
effect is necessary to meet the threshold from non-compensable regulation to
impermissible indirect expropriation.72 In some circumstances, data localization
requirement would not appear to be a fundamental shift in the operations of foreign
digital companies or a destruction of their ability to continue to operate in the host
states.73 Moreover, the tribunals need to further consider whether the measure are
proportionately applied and whether it affects the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of the
foreign investors. This will require a case-by-case and fact-based inquiry.
IV The Boundar ies of the Pr otection
Compar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pproaches to facilitate digital economy offered by
WTO Agreements and other trad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can
provide enforceable remedies for digital corporations operating in less secure
environment.74 The ISDS enables the digital companies to file the disputes with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when the breaches of investment protection could be found.
However, the protection offered by investment treaties is not unlimi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restrictions on CBDF can be justified by various legitimate objectives
and the most relevant objectives are national security, public morals and privacy,75
some of which are overlapped with the exception clauses in investment treaties. Even
if a breach of investment protection is found by the tribunals, the host states do not
need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if the measures challenged by foreign investors fall into
the exception clauses. As will be revealed from the discussion below, while the
exception clauses allow the states to take measures to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objectives, the high threshold of their applications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 states to
invoke them in practice.
1. Gener al Exception
Initially, BITs only focus on the protection of foreign investors against expropriation.
Nowadays BITs are used by foreign investors to challenge a broad range of regulatory
measures to protect environment and labor. To recalibrate the investment treaty
regime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protec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regulatory power of states, one instrument taken by the states is to introduce general
exception clauses. Recent years has seen an increase of these treaties with exception
clauses.76 In most circumstances, the general exception clauses in BITs are modeled
on Article XX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or on Article
XIV of GATS.77 The China-New Zealand FTA incorporated both of them in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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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General Exception”, which provides that,
1.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greement, Article XX of GATT 1994 and its interpretative
notes and Article XIV of GATS (including its footnotes) are incorporated into and
made part of this Agreement, mutatis mutandis.
2. The Parties understand that the measur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XX(b) of GATT
1994 and Article XIV(b) of GATS, as incorporated into this Agreement, can include
environmental measures necessary to protect human, animal or plant life or health,
and Article XX(g) of GATT 1994, as incorporated into this Agreement, applies to
measures relating to the conservation of living and non-living exhaustible natural
resources, subject to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y are not applied in a manner which
would constitute a means of arbitrary or unjustifiable discrimination or a disguised
restriction on trade in goods or services or investment.
3.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greement, subject to the requirement that such measures
are not applied in a manner which would constitute a means of arbitrary or
unjustifiabl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where like conditions prevail, or a
disguised restriction on trade in goods or services or investment, nothing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construed to prevent the adoption or enforcement by a Party of
measures necessary to protect national works or specific sites of historical or
archaeological value, or to support creative arts of national value.
4. Nothing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prevent the Parties from taking any necessary
measures to restrict the illicit import of cultural property from the other Part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Convention on the Means of Prohibiting and Preventing
the Illicit Import, Export and Transfer of Ownership of Cultural Property, done at
Paris on 14 November 1970.
Though there is no clear approach of the scope and interpretation of general exception
clauses in IIAs, these clauses would enhance the public policy space and policy
flexibility for the host states. Moreover, the jurisprudence developed by the WTO
panels and the Appellate Body in interpreting the GATT and GATS will likely affe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general exception clauses in investment treaties.78
The relevance of general exception clauses in BITs to an investment claims relating to
data transfer depends on the wording of these clauses, which are geographically and
economically diverse.79 The policy objectives pursued by states to justify the
interference with CBDF do not fully match those provided in the BITs. While
Treaty Practice, Investment Treaty News, 21 Ma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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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ions on the data flows are justified by security, public morals and privacy,
BITs normally attach significance to environment and human health. For instance,
Article 4 of the 2018 Turkey-Cambodia BIT defines general exception to cover
protection of human, animal or plant life or health, the conservation of exhaustive
natural resources and essential security interests. Few treaties clearly refer to the
exceptions of public morals and privacy. Meanwhile, there is critic that the general
exception clauses create uncertainty in investment disputes and fails to offer more
flexibility than already exists in current jurisprudence.80
Some investment agreements tries to narrow down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general exception clauses. The EU-Canada CETA embraces the exception clauses in
both the GATT and the GATS, but it specifies that general exception clauses are only
applicable to “establishment of investments” and “non-discriminatory treatment”.81
Accordingly, violations of other provisions, such as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and
the protection against indirect expropriation cannot be justified by recourse to these
exceptions. Absent such provisions in other treaties, there is still a high threshold for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l exception clauses to FET and indirect expropriation
provisions. In practice, the tribunals tended to apply general exceptions narrowly, thus
making the general exception clauses difficult to be implemented.82 For these reasons,
it is argued that general exception clauses, as in the current shape, do not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investment claims related to CBDF.83
2. National Secur ity Exceptions
The clause of national security exceptions is a significant tool for the states to
maintain a sufficient level of protection for thei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in BITs. A
typical clause of national security exceptions can be found in Article XI of the
US-Argentina BIT, which reads: “This Treaty shall not preclude the application by
either Party of measures necessary for the maintenance of public order, the fulfillment
of its obliga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maintenance or restoration of international peace
or security, or the protection of its own essential security interests.” This clause can
also be found in NAFTA and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 Both of them adopted a
“self-judging” approach and allow a party to take any actions that it considers
necessary for the protection of its essential security interest.84 Similar wording could
be found in other BITs. Article 18 of the China-South Korea-Japan BIT reads:
1. Notwithstanding any other provisions in this Agreement other than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2, each Contracting Party may take any measure:
(a) which it considers necessary for the protection of its essential security interests;
(i) taken in time of war, or armed conflict, or other emergency in that Contracting
Newcombe, A. (2011). General exception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n M-C. C. Segger, M.
Gehring, & A. Newcombe (E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world investment law (pp. 351–370). The H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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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
(ii) relat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policies o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respecting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b) in pursuance of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for the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2. In cases where a Contracting Party takes any measure, pursuant to paragraph 1,
that does not conform with the obligations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greement other
than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2, that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not use such measure
as a means of avoiding its obligations.
The national security exception has been invoked more often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security exceptions is evolved from countering military threats to
tackling economic crisis and protecting strategic industries 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85 National security is a common rationale for imposing restrictions on
data transfer in many countries. Some countries also view data sovereignty as a matter
of national security.86
Most of the BITs leave the term of “national security” undefined and its application
depends on the interpretation by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and the related terms in their
domestic laws.87 Similar finding could be found in WTO jurisprudence. In the
Russia-Traffic in Transit (DS512) dispute between Ukraine and Russia, the panel for
the first time decide on the natur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exception in GATT. When
interpreting the essential security exception in the GATT, the panel took the view that
it is left in general to WTO Members to define what it considers to be its essential
security interests.88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term of “essential security interests”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having evolved to encompass cybersecurity, and it would suggest
that national security exception could provide broad justification for measures
requiring data localization.89 However, as held by the panel in the Russia-Traffic in
Transit (DS512) dispute, while the chapeau of Article XXI(b) allows a Member to
take action “which it considers necessary” for the protection of its essential security
interests,90 the invoc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exception is justiciable and subject
to review by the Dispute Settlement Body.91 In particular, the DSB will consider
whether the Members interpret and apply the provision of “essential security interest”
in good faith and whether the challenged measures were “not implausible” as
measures to protect those essential security interests.92 UNCTAD also suggested
introducing the good faith requirement when interpreting and applying the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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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exception clauses.93 The possibility of review will prevent the states from
invoking the essential security exception in defense of a data localization measure, as
it would subject thei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to scrutiny by WTO DSB or other
institutions.94
3. Necessity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defense of necessity also provides States with some
flexibility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In cases where national security exception is
expressly provided in BITs, states may have a two-fold justification for invoking
national security exception: treaty law and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95 Yet as
mentioned by the tribunal of Enron v. Argentina, the applica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is subject to very strict conditions, otherwise it would open the door
to elude any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96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the action taken by the states must be the only way to safeguard an
essential interest against a grave and imminent peril, and it should not seriously
impair an essential interest of another State.97 Meanwhile, State wish to invoke its
defense of necessity bears a more stringent burden of proof. Though the defense of
necessity can coexist with other treaty-based exceptions, it only removes a narrower
array of state actions from responsibility.98 It may cover economic crises resulting in
extreme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disturbances, as upheld by the Tribunal of
Urbaser v. Argentina,99 but it is difficult for it to provide an excuse to protect
strategic industries.100 At the same time, the defense of necessity can only be invoked
after the actual violation of a certain legal obligation, while it is inapplicable to
prevent a treaty violation in the first place.101 Such high threshold of defense of
necessity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 states to invoke necessity to derogate from IIA
obligation.
V Refor ms of the Investment Tr eaty Regime
Previous discussion reveals that complexities in rela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IIAs to
CBDF.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current investment law regime is not well-positioned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There is uncertainty whether data will be a qualified
investment under the IIAs, thus casting doubts on whether the CBDF can be granted
the protection. The current design of the exception clauses also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 states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openness of internet and the restr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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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BDF for the sake of national security, public morals and privacy. Reforms of the
investment treaty regime to facilitate the flows of data is necessary. Furthermore, such
reform shoul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f the digital divide, which has been shaped
in recent years. Initially, BITs were designed to protection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in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regime was dominated and characterized by a “North-South Divid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focus has been developed to be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s between private
investors and the states. Nowadays, a more dominant issue seems to be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economies with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the data-driven sectors and
smaller or less-advanced states.102 The US, the EU and China have created different
data realms with divergent approaches to data governance. These distinctions will not
only affect the relevant domestic legislations in smaller countries through bilateral or
regional talks pursed by these three economies, but also pose a hinder to a global
consensus on CBDF. To mitigate these challenges, this part proposes the following
reform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First, BITs should be refined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re are more than 2,000 investment treaties that were concluded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digitalization and are designed for the physical economy. As mentioned
in Part II, the definition of investment in these treaties and the related jurisprudence
require a “physical existence” in the host states. In the age of digital economy, the
operation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has transformed and creates new ways to access
foreign markets. Many companies only have a digital presence overseas, thus making
the physical presence less fundamental.103 While some tribunals held that data could
be protected under the BITs, the non-existence of precedent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suggests an update of the treaty text will bring about more certainty.
In this respect, the definition of investment should be broadened to reflect the new
patterns of digital operations. Meanwhile, the exception clauses should be reviewed to
build an open, secure and efficient internet. In addition to focus on the protection of
labor and environment, signific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other objectives, including
public morals and privacy. Some treaties already make this step. The China-Canada
BIT, for instance, specifies that the treaty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to require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to furnish or allow access to information the disclosure of which
would go against the personal privacy.104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privacy is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in a time of COVID-19. By us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advanced analytics, many countries are taking unprecedented measures to collect,
process and share personal data, some of which have resulted in risk of violating
privacy and other fundamental rights of citizens.105
Second, dialogues can be constructed among different stakeholders to maintain the
dynamics of investment treaty law. BITs are not only confined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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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ing parties, they are instrument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terests of
foreign investors, the public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terests of
different groups are not always consistent, and sometimes even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Therefore a consensus building mechanism among various stakeholders are
essential for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Dialogues
could be conducted in different forms and at different stages. For instance, at the stage
of treaty negotiation, a working group can be established to discuss relevant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consider how to incorporate clear disciplines of CBDF into the BITs. At
the stage of the implementation, dialogues can be conducted between the arbitral
tribunals and the NGOs through the Amicus Curiae. This will be helpful for the
tribunals to understand the techniques, such as encryption, data processing and data
security technology. Dialogue could also be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reference to WTO
jurisprudenc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s not a self-contained regime and it
interacts with other 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106 As the exception clauses in IIAs
are modelled on WTO laws. Some arbitral tribunals found it appropriate to refer to
GATT and GATS to interpret related terms. For instance, when interpreting whether
measures taken by Argentina are necessary under the essential security clause
included in the investment treaty, the tribunal of Continental Casualty v. Argentina
chose to look at GATT and WTO case law instead of the requirement of necessity
unde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107 Meanwhile, periodically review of the IIAs
could be conducted between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to review the content of the
treaties and related governmental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IIAs could keep pace with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Thir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close the digital divide. While the data governance
has been dominated by the US, the EU and China. They are pursuing different data
realms. Judging the different degrees and type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for
cross-border data flows, these three realms are termed as liberalizers (the US),
regulators (the EU), and mercantilist (China).108 Underling the tensions of digital
divide is “the battle to retain or reduc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at US has
historically enjoyed in economies of scale for its internet signals intelligence
capabilities.”109 Two approaches are proposed to bridge the gap: on the one hand, a
consensus among the three data realms may serve a template for further negotiations
at multilateral levels. The ongoing e-commerce negotiations at the WTO provide a
significant opportunity to establish rules that align the interests of the US, the EU,
China with others. Over 75 countries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se negotiations. While it
may be difficult for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to come up with one agreement on
e-commerce at the current stage due to political reasons, the negotiations lead to
constructive dialogues among differences and narrow the divide, and some concr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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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s to strength the data interoperability are expected as the negotiations carry on.
On the other hand, efforts should be undertaken to enhance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smaller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can be fulfilled through various training
programs, promotion of digital firms, developments of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digital development strategy.110
VI Conclusion
Data flows have been the lifeblood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ich is
featured by digit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can provide a platform for
the protection of CBDF, as it offers the enjoyment of national treatment, prohibition
of performance requirement,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and protection against
indirect expropriation. The exception clauses in the IIAs is also helpful for the states
to maintain a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securing the free flows of data and preserving
legitimate policy goals. Yet most of the investment agreements were concluded before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re is uncertainty and complic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investment treaties to CBDF. In the absence of a more developed
legal framework, there is doubt on whether data would be a qualified investment,
which poses challenges to the basic assumption of the current investment treaty
regime. A refined, balanced and rule-based investment treaty framework to facilitate
data flows is essential to support the growth in digital trade. States need to review the
coverage and treatment of new digital industries and data flows in IIAs, take into
account the digital investment dimension, and maintain the balance through clear
worded exceptions. In the long run, a multilateral legal framework on CBDF is
imperative to ensure an open, efficient and secure internet. If any progress can be
made in the WTO platform through negotiations on E-commerce, it would facilitate
the update the current investment treaty regime to provide an enabling and inclusive
environment for CB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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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投资协定中保护伞条款的公法分析
吴黛珏
（南京大学法学院；南京

210093）

摘 要：自 SGS 公司诉巴基斯坦案以来，有关保护伞条款的解释的争议从未停止。本文在
追溯保护伞条款的历史演变及仲裁实践中的不同解释模式后，试图以公法视角分析保护伞条
款的运用和解释与公法基本理念的紧张关系。条约义务与合同义务的区别不可忽略，简单将
合同诉求上升至条约诉求也将与外交保护、主权豁免等理念产生矛盾。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之
上，建议我国在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尽量避免保护伞条款的加入，如果在确定要加入保护伞
条款的基础上，应当谨慎且全面表述。
关键词：保护伞条款；双边投资条约；条约义务；主权豁免；外交保护

一、保护伞条款的含义及历史演变
现代投资条约通常有规定缔约方应该遵守其对另一缔约方的国民或公司所作出的任何
承诺，由于该条款引发了是否可以把东道国在合同中的承诺一并放再双边投资条约下加以保
护这一问题，因此被称为“保护伞条款”（the Umbrella Clause）1。
虽然最早加入保护伞条款的正式双边投资协定 1959 年西德与巴基斯坦间的双边投资协
定，但这一想法最早起源于英国诉伊朗有关石油国有化问题有关争议解决的草案，此观点主
要由劳特派特（Elihu Lauterpacht）所建议，本案案情为原本伊朗政府授予英国的石油公司
（Anglo-Iranian Oil Company）开采石油的特许权，然而伊朗 1951 年对石油采取国有化的措
施，影响了开采特许权的实现，因此该公司诉至国际法院。劳特派特对于此问题的提出了以
下建议：
任何石油公司与伊朗政府的合同应当在英国与伊朗签订的双边条约的体系下签订，此条
约应当包含有关违反合同即视为对条约的违反的条款。2
上述建议主要反映了两点变化。首先，这一条款致力于将争议解决脱离伊朗司法体系的
控制，排除与伊朗内国法的联系。其次，这一条款建立了对违反争端解决协议的跨国救济方
式，这与联营协议（Consortium Agreement）中法律选择和仲裁条款的国际化趋势也是吻合
的。因此，最早的保护伞条款的目的及效用主要体现在管辖权以及国内的合同义务的“国际
化”两方面。3
这一概念条款化的初次尝试是在 1956-1959 德意志银行主席阿布斯（Hermman Abs）组
织起草的有关私人财产权利的多元化保护的国际公约的草案（阿布斯草案）的第四条中：


吴黛珏，南京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见陈安：
《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与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新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p232。
2
Anthony Sinclair. (2004). The Origins of the Umbrella Clause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Investment P
rotection,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20, pp. 413-414.
3
Tang Sisi, The Endangered Umbrella Clause: To Save It or to Leave It, 9 J. WTO &CHINA 92 (201
9), p94-9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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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应在任何时候都确保遵守可能对于任何其他缔约方国民的投资作出的任何承诺。4
这一条款在 1959 年前英国检察总长肖克罗斯（Hartley Shawcross）主持起草的《境外投
资公约草案》（1959 Abs-Shawcross Draft Convention on Foreign Investment）的第 2 条中被重
新描述：
一方应在任何时候都确保遵守对任何其他一方国民的投资作出的任何承诺。5
这一草案使用了“任何承诺”的语词，在字面含义上将这一条款的解释空间无限扩展，与
劳特派特的方案相比，将保护的范围不仅限于某一特定协议而及于任何与投资有关的承诺，
将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这一文本作为草案也仅仅起到示范和指
导的作用。真正最早在双边投资协定中约定保护伞条款的是 1959 年西德与巴基斯坦间的双
边投资协定，该协定的第 7 条约定：
一方应当遵守与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达成的有关投资的任何义务。6
自此以后，这一条款越来越多进入到国际投资领域中的缔约实践中，但各国间投资协定
是否涵盖保护伞条款，即使涵盖了保护伞条款但其中的用语不同、即使对于同一条款各仲裁
庭的观点也可能不同，这些诸多因素都造成了这一争议解决的混乱现状。

二、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对保护伞的解释模式
实际关于保护伞条款的争议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菲达斯(Fedax N.V.)诉委内瑞拉 7案即
开始了，但该案仲裁庭并没有意识到保护伞条款的存在，并未对该条款的效力、适用范围作
任何分析，仅直接下了委内瑞拉政府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构成对两国间投资协定的违反的结
论。这一问题从 2003 年瑞士一公司诉巴基斯坦起被识别且讨论，大致以以下三起案件为典
型可分类为三种主要的解释模式。
（一）传统限制解释模式——以 SGS 诉巴基斯坦案8为典型
瑞士 SGS 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 de Surveillance S.A.以下简称 SGS 公司）与巴基斯坦间
签订了有关装运前检验服务的协议（“PSI Agreement”）。基于此协议，SGS 公司为巴基斯坦
提供装船前检验的服务以帮助巴基斯坦政府完成货物分类以征收关税。然而，巴基斯坦政府
终止了此协议且遗留部分价款未支付。协议的第 11 条争端解决条款约定由该协议引发的争
端如果协商不成，则依巴基斯坦现行仲裁法在巴基斯坦境内解决，且应在伊斯兰堡仲裁。
SGS 公司相继向瑞士日内瓦一审法院起诉，日内瓦上诉法院和瑞士联邦法院上诉，要求判
令巴基斯坦政府非法终止协议并应赔偿由此给 SGS 公司带来的损失，瑞士的国内法院均以
协议中已包含仲裁条款为由驳回。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也依协议的仲裁条款在巴基斯坦国内提起仲裁，在巴基斯坦已启动
国内仲裁程序后，2001 年 10 月，SGS 公司根据 1995 年瑞士与巴基斯坦间双边投资协定向
原 文 为 “At all times ensure the observance of any undertaking which it may have given in relation to
investments made by nationals of any other Party.”
5
原文为"at all times ensure the observance of any undertaking which it may have given in relation to i
nvestments made by nationals of any other Party."
6
原文为"Either party shall observe any other obligation it may have entered into with regard to investme
nts by nationals or companies of the other party. "
7
Fedax N.V. v. The Republic of Venezuela, ICSID Case No.ARB/96/3.
8
SGS Société Générale de Surveillance S.A. v. Pakistan, ICSID case No. ARB/01/13,decision on Jurisdic
tion, 6 August 2003, 18 ICSID rev- F.I.L.J. 307 (200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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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以下简称“ICSID”）提起仲裁请求，两国间双边投资协定第 11.1 条
约定“任一缔约方应当在任何时候保证其对来自另一缔约方的投资者所作出的承诺。”9平行
的国内及国际仲裁进程则引起了管辖权争议。巴基斯坦认为现有的诉请为合同性质，且 PSI
协议中已有争议解决条款约定由国内仲裁解决，且这一进程已然启动，因此 ICSID 不享有
管辖权且应当尊重巴基斯坦的国内仲裁。相反，SGS 公司认为依据双边投资协定的 11.1 条
即保护伞条款，巴基斯坦政府违反 PSI 协议的行为构成了对条约的违反，因此应当由 ICSID
管辖。
本案的仲裁庭对保护伞条款作出了相对限制性的解释，即使有第 11 条此等保护伞条款
的存在，也不能直接将违反合同义务提升至违反条约义务的高度。首先就解释方法而言，虽
然按照字面上解释扩张性解释也并非毫无理由，然而考虑到此种解释会将保护伞条款的范围
和影响扩张得过大，仲裁庭认为，基于此严重性，除非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缔约方具有此种
意图，否则不应采取扩张性解释。此外，如果采用扩张性解释方法，则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实
体性条款则变为多余了，因为保护伞条款的范围已被扩展得极大。最后从保护伞条款在双边
投资协定中的位置来看，该条款处于协定的末尾，因此不构成条约义务。
（二）扩大解释模式——以 SGS 诉菲律宾案10为典型
在前案裁决不久之后，SGS 诉菲律宾案的仲裁庭则对保护伞条款的解释做出了完全不
同的理解。本案中，SGS 公司与菲律宾政府签订全面进口监督服务合同约定由 SGS 公司提
供进口货物装运前检验服务，但菲律宾政府拒绝支付部分价款，因此 SGS 公司于 2002 年 4
月向 ICSID 提起仲裁，依据是瑞士与菲律宾间双边投资协定的第 10（2）条约定了“每一缔
约方应该遵守其对另一缔约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具体投资所承诺的任何义务”11。
然而本案的仲裁庭作出了与相隔不久的前案完全不同的裁决，仲裁庭认为该保护伞条款
可以适用于本案，即仲裁庭具有管辖权。仲裁庭首先对于与前案裁决的差异作出了说明。本
案与前案的保护伞条款的用词有所不同，本案中用词为“应遵守所承诺的任何义务”，前案中
条款所落脚的则为应当遵守所作承诺，前案中的表达更为模糊，因此才需要相对而言限制性
解释，本案则不需要。本案中，仲裁庭驳回了被申请方所提出的保护伞条款所涵盖之义务范
围有限制的主张，认为这种主张应以限制性用语为前提，然而本案中保护伞条款并无限制性
用词，因此可适用于国内法以及合同义务。在本案中的解释为只要菲律宾政府违反了合同中
所约定的义务，基于双边投资协定中保护伞条款的存在即构成对条约的违反。
（三）依行为性质作区分的限制解释模式——以 El Paso 诉阿根廷案12为典型
El Paso 为一家来自美国的能源公司，在阿根廷以股权投资的形式从事石油和电力的开
发与生产，为了提供承诺和保证，阿根廷政府制定了《能源管理协议》。然而后来阿根廷为
克服经济危机修改了此协议，被认为给美国能源公司带来了损失，由此该公司依据美国与阿
根廷间的双边投资协定（第 2 条含有保护伞条款）向 ICSID 提起仲裁。
仲裁庭提出了前述两案分别代表了更维护东道国或者投资者利益的做法，希望能够在其
之中尽可能寻求一种平衡。仲裁庭继而提出，如果东道国是在运用公权力时违反了具体合同
原文为 "Either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constantly guarantee the observance of the commitments it has entered
into with respect to the investments of the investors of the other Contracting Party. "
10
SGS Société Générale de Surveillance SA v.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ICSID caseNo. ARB/02/6,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29 January 2004.
11
原文为“Each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observe any obligation it has assumed with regard to specific inv
estments in its territory by investors of the other Contracting Party.”
12
El Paso Energy International Company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1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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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则此行为当然构成因保护伞条款的存在而构成对条约的违反，但如果东道国的违约行
为并非表现为行使公权力，而只是作为普通商事主体在一般商业交往时的行为，则无法因保
护伞条款将违反合同义务上升为违反条约义务。
（四）评析
对于扩大解释模式的否定主要在于认为其将合同义务上升为条约义务，不仅将带来打开
“防洪大闸”的风险，还会无限制地扩大仲裁庭的管辖权。此外还值得留意的是，如果合同义
务等于条约义务，本来东道国履行与一国投资者的特定合同义务仅仅是履行合同的行为，但
如果对保护伞条款扩大解释，履行这种合同义务也是履行条约义务的体现，至少可以去推测
是否可能构成了一种优惠待遇，而这就可能违反最惠国待遇的要求。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
将并非限于个案。越来越多的国家间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又越来越多地约定最
惠国待遇条款，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若遵循无节制的扩大解释，履行最惠国待遇的义务的
可能性几乎可以不计，而这在国际法不断发展的今天将极其荒谬。
分析过扩大解释的弊端后，再来考量限制解释模式认为要同时违反协定中的实体义务才
能适用保护伞条款的观点，从考虑解释之影响的角度，仲裁庭的此种倾向不无道理，然而仅
从解释方法上来看，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条所规定的文本解释、上下文解释、
目的解释的方法过于脱离。也正由于并无明确的解释依据，此后仲裁庭的解释仍然存在分歧，
比如区分国家主权行为与非主权行为的观点。这一观点固然与当今公法领域中主权相对豁免
之趋势吻合，然而此种区分的提出缺乏文本依据，在缔约历史资料中也并未出现，因此同样
脱离《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解释方法。除此之外，何种行为构成主权行为也预计将称为争
议点。即使是尚未生效的 2004 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 2.2 条13，也仅仅
提出了应考虑合同或交易的性质，在一些情况下也可考虑目的，但并未在判断的具体标准中
达成明确一致。

三、以公法视角审视保护伞条款的解释问题
通过对国际投资仲裁实践的检视可以发现，实践中对于保护伞条款的解释存在着不同做
法，并不统一，然而核心争议点始终在于是否可以将保护伞条款解释为具有将合同义务上升
为条约义务的功能。对于这一点，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践影响两个层面分析。
（一）合同义务与条约义务的区别
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涉及岔路口条款14（Fork-In-The-Road Clause）的争议中，遇管辖
权异议时，仲裁庭常采取区分合同情求与条约请求的区分，如果为合同请求则应当通过国内
程序解决，如果为条约请求则可通过国际法程序解决15，尽管这一区分标准具体如何展开仍
然有所争议，然而这种区分模式并不鲜见。但通过前述案例可见，合同诉求和条约诉求常常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 2.2 条：在确定一项合同或交易是否为上述的“商业交易”时，
应主要参考该合同或交易的性质，但如果合同或交易的当事方已经达成一致，或者根据法院地国的实践，
合同或交易的目的与确定其是否商业行政有关，则其目的也应予以考虑。
14
岔路口条款指国际投资协定中约定投资者必须在东道国国内法院诉讼或国际仲裁之间作出选择，一旦作
出选择，即为终局性选择的条款。
15
关于岔路口条款涉合同或条约请求争议的分析可参见网址：http://www.nortonrosefulbright.com/knowledge
/publications/132586/fork-in-the-road-clauses，具体案例涉及 Occidental v The Republic of Ecuador (UNCIT
RAL Case No. UN3467)、Toto Costruzioni Generali SpA v Republic of Lebanon (ICSID Case No ARB/
07/12)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Pantechniki SA Contractors & Engineers (Greece) v The Republic of A
lbania (ICSID Case No ARB/07/21).
13

1300

来自同样的事实，然而东道国和投资者却能从客观的事实中剥离出不同的诉求，因此本文将
不会对具体事实作描述与分析，仅从抽象层面探讨合同诉求（或义务）与条约诉求（或义务）
的区别。
从概念或构成看，是否构成条约的关键都在于当事方是否有希望借助协定在它们之间创
设法律关系的意图，此与合同并无明显差别，因此两者间区别的并非从文本或概念对比中可
得到。合同与条约作为工具，重要的职能即为当事人确定权利义务，包括为权利义务的履行
施加保证以及违约情况下的救济，继而从职能的角度探讨其差别，违反条约与违反合同的救
济手段或潜在后果存在差别。一国若违反条约则违反了由条约而需履行的国际法义务，则存
在需承担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责任的可能性。反之，如果国家作为合同主体产生违约行为，
本身就不会产生国家责任，一般即由内国法解决，是否可能由投资者与国家间的争端解决机
制（以下简称为“ISDS 机制”）解决实践中仍未统一。传统意义上，国际法仅仅管辖违反条
约义务的行为，单纯违反合同义务是否可能由 ISDS 机制解决其实恰为本文所要探讨的合同
义务与条约义务的关系问题。斯塔克16早在上世纪就提出“国家和外国公民或公司之间的契
约与国家之间的条约不同，国家违反前者不一定会涉及国际法上的责任，即使有责任，性质
上也不会与契约中的责任相同。对此，只有当国家违反了某种与契约本身无关的义务时，如
对契约另一方拒绝受理或执法不公，才会引起国际法上的责任问题。”总而言之，通过以上
分析可看出，条约义务的特征在于可能若违反可能引起国家责任，合同义务则不具有此种特
征。
（二）保护伞条款对国际公法基本理念的挑战
1. 主权豁免
主权豁免的概念来自于罗马格言“平等者间无管辖权（Par in parem non habet imperium）”，
在 19 世纪逐渐形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认为一国的司法部门对另一国没有管辖权，这一概
念也为各国法院的判例实践所支持。传统采用绝对豁免的观点，即国家的一切行为无论其性
质如何都享有豁免，从二战后渐渐转向相对豁免，其中包括 1976 年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
1978 年英国《国家豁免法》。按照目前流行的相对豁免观点认为国家的主权行为可以豁免，
商事行为不可豁免。
投资争端本来就是因为东道国的主权行为，那么仍然按此理论看仍然应当可以豁免，因
此在没有合适的国际法院的情况下，只能向东道国法院起诉，则还是会出现投资者担忧的东
道国法院审理东道国政府行为的情况。
如果认为东道国行为的性质为商事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就不可以豁免，则仍然可以在外
国法院被诉，那么也就是说，投资者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在外国法院起诉东道国。
保护伞条款的加入使这一问题愈加复杂化，在上述情况下，外国投资者还能够仅因合同诉求
而提起国际仲裁，然而东道国却不可以。理论上看，既然认为政府行为为非主权行为，则应
当被视为商业实体看待，与私人投资者在法律地位并无本质差别，然而在争端解决方法上，
同为商业实体却并不享有平等地位，此为矛盾。
主权相对豁免的目的是将国家的特殊性限制于其发挥国家职能之时，为了保护与国家有
商事往来的私人利益，则将排除一国在行使非国家职能之时的特殊豁免，因而此时国家应当
与普通的商事主体无异。保护伞条款却将此时的国家商事行为仍然连结至与主权职能有关的
条约上，仍然可能被认为违反“条约义务”，与主权豁免的核心理念有所矛盾。
16

参见斯塔克 J G：
《国际法导论》，赵维田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1984 版，第 2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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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交保护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2006 年二读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 1 条规定：“一国对另
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给属于本国国民的自然人或法人造成损害，通过外交行动或其他和平手
段援引另一国的责任，以期该国责任得到履行。”外交保护是国家的权利，此为基于熟人管
辖，将国民的权利视为国家权益的组成部分，所以对其在国外的国民有保护的权利。《外交
保护草案》第 1 条评注（3）指出：“外交保护历来被视为国家的专有权利，意思是说，由于
对国民的损害被视为对国家本身的损害，所以国家依据自己的权利行使外交保护”。ISDS 程
序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外交保护权的不足。外交保护权意图保护的是本国人在外国无法得到救
济的情况，针对的并非违反条约或合同的情况，而是本国公民遭到所在国的非法侵害。在在
国际投资的背景下，外交保护的适用情境则为私人投资者的权利遭受损害后用尽东道国所有
救济手段也无法获得救济，此时投资者的国籍国可以行使外交保护权。这也就是说在外交保
护的背景下，在投资者用尽当地救济后，投资者国籍国有行使外交保护权并诉诸其他救济手
段的权利。
然而加入保护伞条款后，私人投资者面前多了一重启动 ISDS 程序的选择。值得注意的
是，启动 ISDS 程序即意味着外交保护将不能介入，也就是说，私人投资者在此时相当于拥
有了选择放弃外交保护的权利，这与外交保护的基本法理有所矛盾。

四、对我国签订双边投资条约的启示
鉴于保护伞条款的解释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且与公法的基础理念存在潜在矛盾，因
此在双边投资协定中需谨慎考虑是否加入保护伞条款。即使面对我国对外投资较多的国家，
加入保护伞条款时也应当在其表述上仔细考虑，至少应当采取限定词，而非“任何承诺或义
务”。在我国与乌兹别克斯坦所签订的投资协定17中，第 13 条规定了保护伞条款，但值得注
意的是，其中第 3 款规定了“尽管有第二款的规定，缔约一方违反在商事性质的合同下所承
担的义务不应被视为违反本协定。”这一规定采用的是依行为性质作区分的模式。除此之外，
尚有保护伞条款可适用的主体范围，比如国家主权基金等是否可视为代表国家，投资者在东
道国设立的公司是否也视为投资者等问题需要厘清。
本文认为，首先在本文上述与公法理念的矛盾未澄清且解释模式的不稳定性未解决时，
应当避免保护伞条款的使用，然而在已经确定要加入保护伞条款的前提下，应当尽量将上述
的一些潜在争议问题在条款中约定清晰，表明我国对于此条款的解释采用何种态度，以期减
小出现争议时的不确定性。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
资的协定》，网址为 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h/au/201111/20111107819500.shtml，最后访问时
间为 2020 年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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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走过半个多世纪，尽管《华盛顿公约》所创“去政治化”的国际投资仲裁制度解决
了众多国际投资争端，促进了国际投资法治的发展，但也因其裁决不一致、忽视东道国公共
利益、减损东道国规制权而被诟病。各国开始反思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以“大瀑布”仲
裁案对德国产生的冲击为例，初探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去仲裁化”
、
“公法化”发展趋势。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静候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结果，以期进一步探索完善国际投资
争端解决机制的方向与路径。
关键词：国际投资仲裁；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公法化; 双边投资协定

作为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简称：BITs）标配内容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简称：ISDS）机制并非自 BITs 一开始
就有。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 BIT，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巴基斯坦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条
约》1起源于德国银行家 Hermann Josef Abs2与英国勋爵 Lord Shawcross 倡导下形成的 Draft
Convention on Investments Abroad（Abs-Shawcross Draft Convention）。德巴 BIT 尚无 ISDS
机制，并未赋予投资者私人主体在国际层面的诉权。在当时的法律条件下，如果投资者与东
道国就投资发生争端，可通过外交保护此类“国家与国家间争端解决”（State-State Dispute
Settlement，简称：SSDS）机制来处理。
在 国 际 层 面 ， Abs-Shawcross Draft Convention 先 被 交 给 了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尽管 OECD 意
欲达成关于投资的多边公约，但鉴于不少国家在实体义务方面的分歧，最终未能达成多边投
资公约。OECD 向世界银行（World Bank，简称：WB）转呈了 Abs-Shawcross Draft Convention。
世界银行（WB）主席 Aron Broches 当时也反对以国际公约来规定各国在投资领域的实体义
务，但其中有关 ISDS 机制的内容吸引了他。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随着战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及去殖民化的发展
趋势，国际投资争端不断。在相关国际投资争端的调解过程中，世界银行（WB）有关专家
也在考虑，是否应当赋予在东道国内投资的外国公司、外国投资者私人主体某种国际法上的
诉权。随后，在世界银行（WB）动议之下，达成了《华盛顿公约》3，建立了解决投资争端
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简称：ICSID），创建了
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仲裁制度。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ISDS 机制逐渐成为各国 BITs


孙珺：河海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为河海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编号：2015B03914）的阶段
性成果。
1
Treaty betwee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nd Pakistan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
stments, Vertrag zwisch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Pakistan zur Foerderung und zum Schutz
von Kapitalanlagen, in: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138
7/download，2020 年 9 月 8 日访问。
2
Hermann Josef Abs，德国银行家，1901 年 10 月 5 日生于 Bonn，1994 年 2 月 5 日卒于 Bad Soden am T
aunus，历任德意志银行股份公司（Deutsche Bank AG）董事（1938 年起）、董事会发言人（1957-1967）、
监事会主席（1967-1976）、名誉主席（1976 年起）
；1948 年曾组织建立了（战后）重建信贷机构。Meyers
Grosses Taschen Lexikon: in 25 Bänden, 7. Auflage, Mannheim, Leipzip, Wien, Zuerich: B.I.-Taschenbuc
hverlag, 1999, Band 1, S. 26.
3
《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
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1965 年 3 月 18 日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提交各国政府，1966
年 10 月 14 日生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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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配内容。

一、国际投资仲裁“去政治化”的初衷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BITs 及其中的 ISDS 机制逐渐蓬勃发展起来，其目的就是促进
并保护海外投资。缔约的初衷就是赋予私主体以国际法上的诉权，打通“国际民告官”4的
路径。正是为了满足国际投资仲裁“去政治化”的需要，ISDS 机制才应运而生。
尤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国际资本主要是从传统工业发达国家流向落后的发展中
国家。在发达国家单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情况下，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发达国家在争端解
决方面特别需要运用“去政治化”的仲裁机制来维护本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权益。因此，作
为传统资本输出国的发达国家曾经是 ISDS 机制的积极支持者及较大获益方。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投资流向由单向化转变为双向化，一国在考虑
本国投资者在海外投资权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外国投资者在本国投资可能给本国公共利益造
成的影响。为了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去政治化”与东道国规制权及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出现了“去仲裁化”的发展趋势。5

二、
“大瀑布”仲裁案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去仲裁化”发
展趋势
（一）ICSID 两起“大瀑布”仲裁案
1. 2009 年“大瀑布”仲裁案
2009 年“大瀑布”仲裁案6起因于在德国经营燃煤发电厂的取水许可。2006 年 4 月，大
瀑布（Vattenfall）发电厂申请在汉堡的摩尔堡地区（Hamburg-Moorburg）经营燃煤发电厂
的取水许可。环保主管部门于 2007 年颁发了临时许可，并预计很快会顺利颁发最终许可。
当时还属于反对党“联盟 90/绿党”（Partei Bündnis 90/Die Grünen）的汉堡州协会（Hamburger
Landesverband）反对此项许可，并在 2008 年的竞选中承诺要撤销该项许可。在黑绿联盟组
成汉堡州政府后，环保部门的主管权落入一名绿党议员之手。该议员在 2008 年对最终许可
规定了众多的限制和条件。针对这些限制大瀑布发电厂首先向汉堡行政法院寻求救济。2009
年 4 月，大瀑布发电厂又根据 ICSID 规则基于《能源宪章条约》
（Energy Charter Treaty，简
称：ECT）7第 26 条8提起了国际仲裁。大瀑布发电厂认为，附加的限制和条件违反了公平与
公正待遇原则并构成了一项无补偿的间接征收，要求 14 亿欧元的赔偿。9
2009 年 4 月 2 日，ICSID 收到瑞典 Vattenfall AB、德国 Vattenfall Europe AG 公司和德
国 Vattenfall Europe Generation AG & Co. KG 提起的针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仲裁请求。依
据《华盛顿公约》第 36 条第 3 款，ICSID 代理秘书长于 2009 年 4 月 17 日登记了该项请求。
2009 年 8 月 6 日，组成了仲裁庭。2009 年 9 月 17 日，仲裁庭在巴黎第一次开庭。2010 年 3
漆彤：
《“一带一路”国际经贸法律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25 页。
孙珺、从小堞：
《论德国在“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上的立场转变及其影响》，
《德国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79-80 页。
6
Vattenfall AB, Vattenfall Europe AG, Vattenfall Europe Generation AG v.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
y (ICSID Case No. ARB/09/6). in: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Pages/cases/casedetail.aspx?CaseNo=ARB/
09/6，2020-09-08 访问。
7
Vertrag über die Energiecharta. in: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DE/TXT/?uri=CELEX:21994A1231
(52)&qid=1502534139102, 2020-09-08 访问。
8
该条详细规定了“投资者与缔约国间争端的解决”（Settlement of disputes between an investor and a C
ontracting Party）。in: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21994A1231(52)&qid=15025
34139102, 2017-09-08 访问。
9
Markus Krajewski: Vattenfall, der deutsche Atomausstieg und das internationale Investitionsrecht. in: ht
tps://www.rph1.rw.fau.de/files/2016/02/vattenfall-.pdf，2020-09-08 访问。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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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2 日，当事双方一致同意请求仲裁庭中止仲裁程序至 2010 年 9 月 12 日，并同意在此期
间任何一方可自行决定恢复仲裁程序。2010 年 3 月 15 日，仲裁庭通知当事双方依其协议中
止仲裁程序。通过仲裁被申请人法律顾问 2010 年 8 月 25 日的信函以及申请人法律顾问 2010
年 8 月 26 日的信函，当事双方通知仲裁庭他们于 2010 年 8 月 25 日签订了一份关于最终且
有效解决其争议并停止仲裁程序的协议。协议要求无限期中止仲裁程序并声明在下列两种情
况下任何一方可单方面恢复仲裁程序：
（1）如协议中的所有条件均已成就；
（2）如有条件在
2011 年 3 月 31 日尚未成就。2010 年 8 月 27 日，仲裁庭通知当事双方无限期中止仲裁程序
并约请当事双方每三个月向仲裁庭更新告知协议的状态。通过 2010 年 9 月 14 日的信函，被
申请人确认当事双方将会每三个月向仲裁庭更新告知协议的状态。申请人在 2010 年 9 月 15
日的电子邮件中对被申请人的信函表示同意。当事双方分别在 2010 年 12 月 14 日的电子邮
件中告知仲裁庭其协议的状态，确认协议的履行正在依其条款进行中。2011 年 2 月 7 日和 8
日，当事双方通过其法律顾问的信函通知仲裁庭，在其 2010 年 8 月 25 日协议中达成的条件
已经成就。2011 年 2 月 8 日，完整并有签名的协议副本被提交给了秘书处和仲裁庭。当事
双方要求仲裁庭恢复仲裁程序，并要求依据 ICSID 仲裁规则第 43 条第 2 款10将其协议条款
以及 2011 年 2 月 7 日和 8 日的信函纳入仲裁裁决。2011 年 3 月 11 日，按照当事双方的要
求并根据 ICSID 仲裁规则第 43 条第 2 款，仲裁庭一致决定，2010 年 8 月 25 日协议以及当
事双方在其 2011 年 2 月 7 日和 8 日信函中所作的陈述应按照商定的条款逐字记录作为仲裁
裁决。
该案最终以和解结案，双方的和解主要基于 2010 年 10 月在汉堡高级行政法院达成的和
解。依据和解协议，大瀑布发电厂获得了所诉求的取水许可，一些限制也被取消了。和解协
议没有规定赔偿金的支付。通过 ICSID 的和解裁决，在汉堡高级行政法院达成庭外和解的
保护具有了更高的法律价值，因为无论国内法上的庭外和解的命运如何，大瀑布发电厂还拥
有了与汉堡政府协商妥协的一项国际保护。11
2. 2012 年“大瀑布”仲裁案
2012 年“大瀑布”仲裁案12起因于德国为了应对日本福岛核电站泄露事故而采取的弃核
政策。2011 年，日本福岛发生核电站泄漏事故后，德国政府决定在 2022 年前关闭境内的所
有 核 电 站 。 2011 年 6 月 30 日 ， 德 国 联 邦 议 院 通 过 了 原 子 能 法 修 正 案 ， 加 速 了 弃 核
（Atomausstieg）及能源转型（Energiewende）政策。根据原子能法修正案，一些最老的发
电厂要立刻关闭，其中涉及大瀑布集团的两个发电厂 Brunsbüttel 和 Krümmel。
关于原子能法修正案的合宪性问题，学界观点不一，不过多数观点认为弃核符合德国《基
本法》。更加值得讨论的是《基本法》第 14 条第 3 款关于征收的相关规定。意昂集团（E.ON）、
莱茵集团（RWE）和大瀑布集团（Vattenfall）等所涉企业也提出了宪法申诉。而且在提起
13
宪法申诉之前大瀑布集团已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向 ICSID 提起了国际投资仲裁。
由于 ICSID
仲裁管辖范围仅限于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大瀑布集团是瑞典的，它可以针对其
东道国德国向 ICSID 仲裁庭提起仲裁。与此不同，意昂集团和莱茵集团都是德国的，对于
德国而言，它们不是外国投资者，因而就无法向华盛顿的 ICSID 寻求救济。14

该条款规定：“If the parties file with the Secretary-General the full and signed text of their settlement and in
writing request the Tribunal to embody such settlement in an award, the Tribunal may record the settlement in the
form of its award.” in: http://icsidfiles.worldbank.org/icsid/icsid/staticfiles/basicdoc/partf-chap05.htm ，
2020-09-08 访问。
11
Markus Krajewski: Vattenfall, der deutsche Atomausstieg und das internationale Investitionsrecht. in: htt
ps://www.rph1.rw.fau.de/files/2016/02/vattenfall-.pdf，2020-09-08 访问。
12
Vattenfall AB and others v.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ICSID Case No. ARB/12/12). in: https://ic
sid.worldbank.org/en/Pages/cases/casedetail.aspx?CaseNo=ARB/12/12，2020-09-08 访问。
13
Markus Krajewski: Vattenfall, der deutsche Atomausstieg und das internationale Investitionsrecht. in: htt
ps://www.rph1.rw.fau.de/files/2016/02/vattenfall-.pdf，2020-09-08 访问。
14
Hans-Georg Dederer: Vattenfall klagt gegen Atomausstieg——Ein Schiedsverfahren wird für Deutschlan
d zum Bumerang. in: http://www.lto.de/recht/hintergruende/h/vattenfall-klagt-gegen-atomausstieg-vor-schiedsg
ericht-in-washington-investitionsschutz/，2020-09-08 访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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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瀑布集团认为，在福岛核电站泄露事故后，德国通过原子能法修正案推进弃核及能源
转型政策，致使大瀑布集团必须关闭其两个核发电厂 Brunsbüttel 和 Krümmel，使其遭受损
失。德国以保障公共安全为由，计划逐渐淘汰核能在德国的使用。该政策的实施对德国核能
项目的主要投资者而言当然是不利的，大瀑布集团首当其冲。在这种情况下，大瀑布集团援
引 ECT，认为德国政府不可预期的行为构成了间接征收，损害了其利益，违反了 ECT 第 10
条15有关“公平公正待遇”和“给予投资者持续性安全保障”的义务。根据 ECT，德国有义
务向外国投资者赔偿一定的利润损失。于是，大瀑布集团向德国提出了高达 40 多亿欧元的
索赔。该案目前仍在审理中，根据 ICSID 官网信息，截止 2020 年 9 月 8 日，该案程序状态
为：待决；最新进展：2020 年 7 月 14 日，被申请人回应申请人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的意见。
16

（二）“大瀑布”仲裁案在德国引发对 ISDS 机制的反思
“大瀑布”仲裁案促使德国认识到其在 ICSID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角色转换，过去都是
德国投资者作为申请人针对其东道国提起仲裁，“大瀑布”仲裁案开启了他国投资者将德国
作为被申请人在 ICSID 提起仲裁的新篇章。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这种角色转换使德国转变
了对 ISDS 的态度，反思其 BITs 中的 ISDS 机制，在 BITs 中设计 ISDS 条款时，不仅要考虑
如何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而且还要权衡如何保障东道国的国家规制权与公共利益。
受“大瀑布”仲裁案的冲击，不少德国民众及政要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上持较
为激进的观点，更加青睐有别于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改良方案的“投资法庭系统”（Investment
Court System，简称：ICS）方案。他们认为，ISDS 机制绕过了国内法院，从而是对国内司
法制度的破坏。因此，呼吁彻底剔除 ISDS 机制，将国际投资争端交由国内司法系统处理。
尽管国内法院诉讼与国际 ICS 制度究竟何者更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尚无定论，但二者作为
诉讼制度，在性质上更贴近国际投资争端的公法属性，此种属性支持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去仲裁化”的改革。
（三）“大瀑布”仲裁案促使德国推动以欧盟为主导的 ICS 制度的构建
于是，备受“大瀑布”仲裁案掣肘的德国，积极推动以欧盟为主导的 ICS 制度的构建，
以期在相关缔约过程中不再被 ICSID 的 ISDS 机制所缚。那么，欧盟与其成员国对外缔结投
资协定的权限如何划分？欧盟对沿袭于成员国 BITs 中的 ISDS 机制的态度如何呢？
随着《里斯本条约》的生效，外商直接投资事项就归属于共同贸易政策（德：gemeinsame
Handelspolitik）的领域。根据《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3 条第 1 款第 e 项，欧洲联盟对共同
贸易政策享有排他性管辖权。因此，只有联盟有权在该领域从事立法活动并制定有拘束力的
法律文件。根据《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3 条第 1 款，成员国只有在这方面获得了联盟授权
的情况下才能自行采取行动。这就意味着，如果联盟之外的第三国要想与其成员国签订
BITs，成员国要获得联盟关于进行谈判缔约的授权。那么，如何处理欧盟成员国与第三国既
有的或已谈判的 BITs 呢？为了确保欧盟法的最高效力，基于《欧洲联盟运行条约》
（尤其是
第 207 条第 2 款），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在 2012 年 12 月 12 日制定了《关于引入成员国与
第三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过渡性安排》的第 1219/2012 号（欧盟）条例。17
ECT 第 10 条第 1 款：“Jede Vertragspartei fördert und schafft im Einklang mit diesem Vertrag dauerhafte,
gerechte, günstige und transparente Bedingungen für Investoren anderer Vertragsparteien, in ihrem Gebiet
Investitionen vorzunehmen. Diese Bedingungen umfassen die Verpflichtung, den Investitionen von Investo
ren anderer Vertragsparteien stets eine faire und gerechte Behandlung zu gewähren. Diese Investitionen ge
nießen auch gleichbleibenden Schutz und entsprechende Sicherheit, und keine Vertragspartei darf deren Ve
rwaltung, Wartung, Verwendung, Nutzung oder Veräusserung in irgendeiner Weise durch unangemessene o
der diskriminierende Maßnahmen behindern. Diese Investitionen dürfen nicht weniger günstig behandelt we
rden, als dies nach dem Völkerrecht, einschließlich vertraglicher Verpflichtungen, zulässig ist. Jede Vertrag
spartei erfuellt alle Verpflichtungen, die sie gegenüber einem Investor oder den Investitionen des Investors
einer anderen Vertragspartei eingegangen ist.“ in: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DE/TXT/?uri=CELE
X:21994A1231(52)&qid=1502534139102, 2020-09-08 访问。
16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Pages/cases/casedetail.aspx?CaseNo=ARB/12/12，2020-09-08 访问。
17
Verordung (EU) Nr. 1219/2012 des europäischen Parlaments und des Rates vom 12. Dezember 2012 zu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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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条例第 11 条第 4 款，如果欧洲委员会断定，由谈判产生的 BITs 满足了第 9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要求，它就会授权成员国签署并缔结该协定。依第 9 条第 1 款，为了修
订或缔结一项 BIT，由欧洲委员会授权成员国与第三国进行正式谈判，除非欧洲委员会得出
结论认为，有关谈判可能违反联盟法、可能是不必要的、可能与联盟关于外贸的基本原则和
目标不一致、可能对联盟与第三国商谈或缔结 BITs 产生重大障碍。依第 9 条第 2 款，在第
1 款所称的授权范围内，欧洲委员会可以要求成员国在谈判过程中以及在所规划的 BITs 中
纳入或删除相关规定，只要这对于保障联盟投资政策的连贯性以及保障与联盟法的一致性是
必要的。此外，根据第 12 条，如果某成员国在 2009 年 12 月 1 日至 2013 年 1 月 9 日18期间
签署了一项 BIT，那么该成员国要在 2013 年 1 月 8 日前将其预期规划的、想要保持并使其
生效的协定通知欧洲委员会。随通知附上协定副本。接通知后欧洲委员会将审查该 BIT 是
否违反第 9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要求。
可见，在《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沿袭于成员国的一定的 BITs 及其中的 ISDS 机制面
临着是否符合欧盟法及欧盟外贸政策等方面的审查。欧盟虽然支持 ISDS 机制以及 ICSID 仲
裁，但同时也意识到 ICSID 仲裁的弊端以及 ISDS 机制对公共政策实施的负面影响，认为有
必要对 ISDS 机制进行改革。

三、从 ISDS 机制到 ICS 制度的“公法化”发展趋势
由于裁决不一致、缺乏透明度、程序公正性、忽视东道国公共利益、减损东道国规制权
等方面的问题，以 ICSID 为代表的 ISDS 机制面临着正当性与合法性危机，改革呼声不绝于
耳。在“大瀑布”仲裁案影响下，较为激进的改革方案倾向于抛开 ISDS 机制，建立 ICS 制
度，使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呈现出公法化的发展趋势。
（一）国际投资争端具有公法属性
国际投资争端有别于国际商事争端，更多地涉及国家利益，更具公法属性。前述“大瀑
布”仲裁案就在德国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时任外交部长西格马·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
就反对 ISDS 机制，早在其担任德国经济部长时就曾在德国议会上针对《欧盟-加拿大综合经
济贸易协定》
（EU-Canad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简称：CETA）中
的 ISDS 机制明确表示的反对意见，认为 ISDS 条款是多余的。19有学者指出，德国排斥 ISDS，
希望建立新的 ICS 制度来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或者要求将国际投资争端诉诸国内法院来解决，
强调国家规制权，是卡尔沃主义（Calvo Doctrine）20在欧洲的复苏。21
r Einführung einer Übergangsregelung für bilaterale Investitionsschutzabkommen zwischen den Mitgliedstaa
ten und Drittländern, Amtsblat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L 351, 20.12.2012, in: http://eur-lex.europa.eu/leg
al-content/DE/TXT/PDF/?uri=CELEX:32012R1219&from=DE，2020-09-08 访问。
18
根据该条例第 17 条的规定，该条例于其在欧洲联盟公报公布（2012 年 12 月 20 日）后的第 20 日生效。
Artikel 17 (Inkrafttreten): „Diese Verordnung tritt am zwanzigsten Tag nach ihrer Veröffentlichung im A
mtsblat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in Kraft.“ Amtsblat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L 351, 20.12.2012, in: htt
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DE/TXT/PDF/?uri=CELEX:32012R1219&from=DE，2020-09-08 访问。
19
杨利军：《德古赫特称欧加自贸区协定不能重新谈判》，“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欧盟使团经济商务参赞处网
站”，见：http://e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09/20140900745854.shtml，2020-09-08 访问。
20
Über „Calvo-Doktrin“ ,vgl. „Zwar hatte der argentinische Diplomat und Völkerrechtslehrer Carlos Calvo
bereits 1895 die Auffassung vertreten, dass sich ganz allgemein die rechtliche Stellung des Fremden
uneingeschränkt nach der Rechtsordnung des Gastlandes richten sollte ( sog. ,, Calvo-Doktrin “ ). Nach
Auffassung Calvos können Ausländer, die sich in einem Gastland niedergelassen haben, bestenfalls eine
Gleichstellung mit den Inländern, keinesfalls aber eine Besserstellung unter Berufung auf völkerrechtliche
Mindeststandards verlangen. Seiner Auffassung nach verbietet das sowohl der Gleichheitssatz des innerstaatlichen
Verfassungsrechts als auch der völkerrechtliche Grundsatz der Gleichheit der Staaten. In der Staatenpraxis hatte
dies allerdings bis zum 1917 keine Bedeutung. Nach der Oktoberrevolution von 1917 verstaatlichte die
Sowjetunion jedoch das Privateigentum von Staatsangehörigen und Ausländern in gleicher Weise und berief sich
zur Rechtfertigung der Weigerung, an Ausländer Entschädigung zu zahlen, auf den Grundsatz der
Inländergleichbehandlung. Gleichwohl schloss die Sowjektunion später mit einigen Staaten Verträge, die in
gewissem Umfange Entschädigungen für enteignetes Eigentum vorsahen. Nach 1945 hat die Staatenpraxis dann
überwiegend anerkannt, dass das Eigentum von Fremden durch Regeln des Völkerrechts geschützt ist.“ S. Kn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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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际投资争端不仅仅只是私人财产权益的纷争，一旦产生，还会牵扯一国的公共利
益，其公法属性使得仲裁这种原本发端于商事私主体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难以与其完美契
合，渐渐暴露出各种弊端。于是，由仲裁转向诉讼，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出现了从
ISDS 机制到 ICS 制度的“公法化”发展趋势。
（二）以“公法化”ICS 制度取代 ISDS 机制的改革努力
欧盟一方面赞成改良 ISDS 机制，另一方面提出了以“公法化”ICS 制度取代 ISDS 机
制的方案，并且更加倾向于推动 ICS 制度的创建来改革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待进一步更新、扩充）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也是中欧 BIT 谈判的重要内容，7 年来进行了 30 多轮谈判，双
方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选择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分歧。
（还在谈，暂不好说，待进一步更新、扩充）
（三）ICS 制度面临的挑战
欧盟倡导构建的 ICS 制度也带来了诸多挑战与新问题，例如：“去仲裁化”的两级司法
化制度与《华盛顿公约》初衷相悖、常设法院的可行性、削弱投资者利益保护产生的实践难
题、多边化发展问题等。22
（待进一步完善、扩充）

结语
20 世纪 60 年代创设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有其时代烙印，以 ICSID 为代表的 ISDS
机制秉承“去政治化”的初衷侧重维护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利益。随着投资双向化及多元
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传统资本输出国因身份转换在 ICSID 被诉，从而在国内重大政策实
施方面被 ISDS 机制束缚了手脚，开始反思现有的国际投资仲裁制度，推动国际投资争端解
决机制“去仲裁化”的改革。经历了“大瀑布”仲裁案的德国对 ISDS 机制从积极转向谨慎，
甚至时而发出反对之声，并支持欧盟创建 ICS 制度的改革方案，使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改革呈现出公法化的发展趋势。
尽管如此，欧盟及德国并没有完全放弃 ISDS 机制，从《欧盟-加拿大综合经济贸易协定》
（EU-Canad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简称：CETA）与《欧盟-新加
坡自由贸易协定》（EU-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EUSFTA）文本中对“去仲
裁化”方面所表现出的纠结可以看出，德国等欧盟国家考虑到自身资本输出国的身份，可能
对有些资本输入国的司法公正性和法治透明度心存疑虑，仍寄希望通过 ISDS 机制来维护本
国投资者的利益。
（待进一步更新、完善、扩充）

Ipsen: Völkerrecht, 5. Auflage,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04, S. 760, Rn. 15.
21
叶斌：
《欧盟TTIP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草案：挑战与前景》
，《国际法研究》2016年第6期，第73页。
22
孙珺、吴风雨：
《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中欧盟 ISDS 机制革新评析》
，
《西部法学评论》2019 年第 5 期，第 7
0-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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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协定的改革与发展
董倩倩

摘 要：国际投资发展已有历史，在世界浩浩汤汤不断向前发展的长河中，国际投资协定也
随着历史的演变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当前的国际投资规则体系。国际投资协定涉及投资者
母国与东道国多方面的经济利益博弈，尤其是在投资保护与争端解决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很
多的争议。在博弈的过程中，中国开始走上舞台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参与国际投
资协定的实践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经验和启示。在这个国际投资规则的重大机遇期，中国既
要做时代的顺应者，又要准确把握国际投资协定的发展趋势，积极推动投资协定的发展与改
革，做新规则的倡导者。中国当从当前谈判的国际投资协定中把握动向，提高制度设计的法
律化水平。从全局的角度出发，努力提高国内环保标准，完善立法，重视国际投资协定中的
可持续发展问题，推动更高水准的投资协定达成。
关键词：国际投资协定；历史演变；发展趋势；实践与启示

一、 国际投资协定的演变历史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经济活动以国际贸易为主，国际
投资为次要。二战前帝国和殖民时期的国际投资主要集中于自然资源和公共设施领域，以优
惠合同或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具体表现为具有主权特征的商业实体，如东印度公司。投资过
程中或出现争端时，也是由国家出面与国家进行交涉。美国等国家签订的《友好通商航海条
约》中对投资保护作出了规定，可以视为双边投资协定的起源1。《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主
要是确立缔约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对缔约国前来从事商业活动的国民予以保障，其中虽然有
关于投资保护的内容，但主要保护航海贸易而非投资者，因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双边投资保
护协定。通商航海条约范围广泛，内容繁杂，其中关于投资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外国投资者的入境、旅行与居留；关于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关于外国投资者财产权的保护和
尊重；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待遇；关于争议的处理与管辖权等。由其内容可见，友好通商航
海条约重点保护商人而非私人投资，并不是专门保护国际投资的双边条约，故在投资保护的
实体和程序上都存在着缺陷。这些缺陷随着二战后国际投资的迅速发展得以修复，友好通商
航海条约为适应保护私人投资的需要，在结构和内容上进行了调整，使得对国际投资的保护
更为明确。
二战以后，由于科技革命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本高度集中和垄断，资本主义国家
追求更高的资本利润，国际投资迅速发展，国际直接投资等投资形式增加。资本输出国为保
护海外投资的安全，与资本输入国签订双边投资保证协定。同时，国际投资政策更加自由化，
市场准入条件和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得以改善，提高了外国投资者待遇标准，国际投资
规则不断完善，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都取得新的进展。
为了实施马歇尔计划，美国率先开创并启动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其国民在海外的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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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亮：《20 世纪九十年代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发展及评价》，《法学评论》200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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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在遭受国有化、外汇限制等非商业风险时提供保险。与之相对应的是代位求偿权，投资者
母国的保险机构向投资者赔偿后，即取得代位求偿权2。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德国等欧
洲国家认识到《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对于投资保护的弊端，创立了促进与保护投资协定即双
边投资条约模式，将《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关于投资保护的内容完善，加以具体化，包含
了外资待遇标准、受保护的投资和投资者、国有化与征收、货币的汇兑与转移等，融合美国
投资协定中关于投资保险、代位求偿及争端解决的内容，从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为国际投资
提供更为全面有效的保护。1959 年联邦德国与巴基斯坦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是第一个完全
意义上关于促进和保护一缔约方投资者在另一缔约方境内投资的双边条约。这种模式的双边
投资协定被广泛使用。
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统计的数据，在 60 年代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非洲国家有
26 个，亚洲国家仅有 10 个，受卡沃尔主义的影响，只有两个拉美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
19 世纪 70 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许多发达国家向当时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
和殖民地国家以借贷资本和证券投资的方式投资自然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签订了许
多的双边协定，双边投资协定进一步发展。1974 年 5 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
《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同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各国权
利和义务宪章》。这些文件旨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明确了各国对其自然资源和
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充分的主权，改革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金融制度和贸易条件，增加向
发展中国家资金转移、技术转让，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等。受其影响，这一时期的双
边投资协定中发展中国家享有一定的优惠待遇，例如强调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管理，对跨国
公司的经济活动作出限制等。
20 世纪中后期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现后，美国对外投资迅速崛起。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开始了对外投资，国际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进入 90 年代后，双边
投资协定总数和缔约国数量快速增长。据统计，仅 1996 年一年内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就突
破了 200 个；至 1998 年底，双边投资协定的数量达到 1726 个3，这其中发展中国家之间签
订的双边投资协定有 434 个。这体现了发展中国家角色的转变，由过去的资本输入国转向吸
收外资和向外投资双重身份。
1959 年，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尝试通过一项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文件，即《Abs–Shawcross
国外投资公约草案》（Abs–Shawcross Draft Convention on Investment Abroad），该公约草案
提到了对外国投资者更高的保护标准，包括关于没收的更广泛的定义和 ISDS 机制，被称为
私人投资者的“大宪章”。但是，这项草案遭到大多资本输入国的强烈反对而未获通过。这项
草案的大部分规定同样被包含在了经济合作组织于 1967 年提出的《保护外国财产公约》草
案，该草案也同样未获得通过。4
为了促进跨国资本的流动和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 1995 年至 1998 年间经济合作组
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曾经尝试推进综合性多
边投资条约的缔约，建立统一国际法律框架，但最终因各成员方意见未能达成一致而未能生
效。这次努力的成果是起草了多边投资协议（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MAI）草
案，该草案以开放市场为目的、大力推进投资自由化进程，以开放市场与投资保护相结合，
奠定了建立统一多边投资规则的基础。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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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前国际投资协定的主要形式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当前以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IT）为主，多边投资协定和区域性投资协定共存的国际投资规则体系。
（一）双边投资协定
双边投资协定是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之间签订的以促进、鼓励和保护国际私人投资
与维护投资环境为目的、约定双方权利与义务的书面协议，分为以美国投资协定范本（2012）
为蓝本的美国式的“投资保证协定”（美式投资协定）和以德国与巴基斯坦投资协定为代表的
联邦德国式的“促进与保护投资协定”（欧式投资协定）。
欧式投资协定实行准入后投资待遇与保护，内容包括最惠国待遇、准入后国民待遇、关
税税率、边境措施、公平公正待遇、征收补偿、履行投资合同义务、自由转移义务、透明度
义务、避免业绩要求义务。美式投资协定则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投资待遇和保
护的模式。与欧式投资协定相比，美式投资协定提倡投资准入自由化，对外资保护的要求更
高，强调国民待遇、非投资利益以及公平公正待遇适用的比例原则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很多国家选择欧式投资协定的双边投资协定，从实体和程序方面
为投资提供保护。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投资自由化成为国际投资立法的目标，美式投资协
定逐渐取代欧式投资协定成为主流模式。
双边投资协定是最常见且最容易达成的形式。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在双边投资协定
谈判过程中更能就具体内容和特定情况达成一致，协定的内容也更具有针对性，更符合双方
的共同利益。但是，随着双边投资协定数量和范围的增加，有些双边投资协定可能在内容出
现冲突，不利于投资的稳定性和投资争端的解决。越来越多的双边投资协定加大了国家实施
和执行的成本，加重了管理双边投资协定的负担。
（二）多边投资协定
多边投资协定是一项以推进投资自由化进程、开放市场与投资保护相结合的多边投资协
议。二战以后，各国曾努力推进多边投资规则的建立，但是遭遇了很多挫折。1998 年经济
合作组织（OECD）起草的《多边投资协议》（MAI）草案，1948 年《国际贸易组织哈瓦那
宪章》均未生效。除此之外，也有很多已经生效的多边投资协定，如 1992 年世界银行通过
的《外商直接投资待遇指南》；1965 年通过的《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
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框架；1974 年《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1985
年世界银行通过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以多变方式补充国家和区域的投资担保问题，
加强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安全；1994 年《服务贸易总协定》所涉及的投资规则主要涵盖
商业存在，内容包括关于数量限制措施的市场准入、准入后国民待遇等，采取的是开放行业
的正面列表与限制措施的负面清单相结合，但是没有涉及投资保护（无征收补偿义务）与投
资争端解决机制。多边投资协定因其条款具有一致性，弥补了现有国际投资规则相互重叠、
冲突、不统一等不足，能够为缔约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跨境投资提供更具有灵活性和更透明
化的规则，因此比双边投资协定更具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更公平有效的投资争端解决措施。
（三）区域贸易协定
作为介于双边投资协定和多边投资协定之间的补充形式，区域投资协定近年来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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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域投资协定是在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协调下，成员国之间为促进投资活动而签订的
区域性多边条约，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欧盟投资协定》、《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等等。区域投资协定的内容主要涉及投资政策自由化、待遇标准、
与外国投资者经营相关的问题等。相比双边投资协定，区域性的投资协定作为多边投资协定
的补充形式，所包括的内容范围更广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更加合理，也为多边投资协
定奠定了基础，但是区域投资协定在内容上具有排他性，一定程度上会加重边缘化问题。

三、 国际投资协定的发展趋势
参与国际投资协定的国家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一般意义上，双边投资协定是发
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在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作为资本输入国，
这期间发达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基本上都是与亚洲与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签订的。九
十年代以来，双边投资协定显著增长，发展中国家也具备了向外投资的能力，相互之间开始
签订一些双边投资协定。调查显示，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大部分是同一区
域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签订的，并且呈现出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一致的发展趋势。
从投资协定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双边投资协定还是区域多边投资协定、多边投资协定，
内容都逐渐深化，规则都更加完备。双边投资协定在实体和程序方面都增加了一些新的条款，
各国在双边投资协定条款设计上趋于同化。（1）关于投资和投资者的定义。在对“投资”的
定义上，大多数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关于“投资”的定义都是基于资产的、广泛的和开放的。
一般来说包括动产何不动产、公司股权、金钱请求权和知识产权等。近年来存在着从定义中
排除某些资产或交易的趋势，加拿大则通过一项“封闭式清单”，详细列举了可能构成投资的
资产。关于“投资者”的定义，各双边投资协定继续使用各种方法来确定法人实体的国籍。近
年的双边投资协定呈现出将注册标准与国家拥有的控制权要求相结合的趋势。（2）在投资
准入问题上有两种模式，一是缔约国根据国内法允许另一缔约国的国民或公司在其领土上投
资，另一种模式是国民待遇适用于准入阶段以及准入后的投资。最近的双边投资协定规定了
准入后的国民待遇，而国民待遇的标准受东道国国内法约束。由缔约方酌情决定是否允许外
国投资者“准入”和“设立企业”的双边投资协定占据主导地位。（3）关于投资者待遇标准，
虽然大部分的双边投资协定包含了公平公正待遇标准，甚至有一些双边投资者协定结合了全
面保护、安全原则和国际最低标准，但是只有很小一部分对这一规定作出进一步的解释。最
近几乎所有通过审查或正在审查的双边投资协定都包含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尽管最近一些关
于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的仲裁裁决不一致，但是迄今为止，双边投资协定没有进一步对
其范围做出规定。（4）在国有化问题上，近十年的双边投资协定基本上规定了相同的有关
征收或国有化的法律先决条件，即要求征收或国有化是非歧视的、出于公共目的、快速充分
且有效的赔偿，并且要遵守相应的法律程序。（5）晚近越来越多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出现规
制与投资有关的义务条款，例如环境条款和劳工条款。传统上这些对外国投资的规制一般规
定在国内法，从而上升至国际法的层面，但是最近规制外国投资的条款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投
资协定里，用来规制缔约方不得放弃保护环境和保护劳工权利的义务，这些条款规定不得通
过减损环境和劳工的标准来吸引外国投资，也不得滥用环境优势或资源优势。（6）大多数
的双边投资协定包括了一项有关资金转移的条款，允许外国投资者以指定的汇率立即转移与
投资有关的资金。但是该条款涉及的争议较多，是否涵盖入境和出境转移，是否保护任何形
式的转移以及是否受国家法律管辖均存在分歧。（7）一些双边投资协定承诺细化投资者与
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程序，为争议各方提供更多有关仲裁行为和加强裁决机制规则导向的指
导。但是大多是国家在投资争端解决条款上保留传统的方式，仅描述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
的主要特点，更多的细节则依靠具体的仲裁公约来规范。一些新的投资协定进行了条款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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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大的可预测性，促进司法经济，确保仲裁裁决的一致性。
此外，在国际投资协定中也存在着其他的一些深化的内容，例如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合规问题，还出现了贸易规则向投资规则迁移的趋势，例如临时保障措施。大量的投资
协定存在例外情况，主要是为了确保投资者遵守特定的法律或保障东道国在金融或货币政策
的监管权。有一些双边投资协定还涉及拒绝利益条款，即允许缔约方拒绝向由非缔约方控制
的、并且在缔约方境内没有实质性经营活动的公司提供条约保护，某些情况下避免给予与缔
约方不存在外交关系的国家以投资者保护。少数双边投资协定包含了透明度条款，虽然国际
上一直倾向于将透明度规则视为各国信息交换的义务，但是有新的理论认为透明度条款构成
了东道国和外国投资者的互惠义务。透明度规则的义务也由促进信息交流扩大至规则制定过
程的透明度，以便于感兴趣的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了解该信息。但是投资协定中还是传
统的内容为主，深化的内容较少。双边投资协定的趋于相同也并不意味着其并没有发展，各
双边投资协定在保护程度和创新性方面存在着差异，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国家近期签订的
双边投资协定中出现了条款创新的趋势，主要集中在明确“投资”的定义和范围，提高规则制
定和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等问题。

四、 中国参与的国际投资协定实践及发展趋势
中国投资协定缔约实践正在急速转型中。目前中国和 134 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投资
协定，其中与 16 个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未生效，与 6 个国家签订的投资协定已经终止，
现行有效的双边投资协定共 112 个5。
1982 年，中国与瑞典签订了第一个双边投资协定。在双边投资协定起步阶段，中国主
要借鉴了以德国投资协定为主欧式 BIT 模式，条款内容相对保守，仅包含了国家与国家间
的通过外交保护的方式解决争端。在此后较长的时期内，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都采用了
这个模式。1985 年，中国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双边投资协定，约定 ISDD 拥有管辖权，但是
管辖权仅限于征收补偿额。1990 年，中国正式签署了《ISCID》公约，这一时期签订的双边
投资协定大都包含了允许外国投资者将有关“投资征收款额”的争端提交仲裁的条款。1998
年，中国与巴巴多斯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是中国签订的第一个包含自由争端解决条款的双边
投资协定。这一时期，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者协定中，增加了“国民待遇”和“自由化争端解
决条款”。2003 年之后，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的影响，中国签订的
双边投资协定条款逐渐扩大至所有义务。自 1985 年至 2010 年，中国与与泰国、泰国、新加
坡等东盟国先后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建立了投资待遇和保护制度，但有一般例外。2014 年，
中国与加拿大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建立了完善的投资待遇和保护，由传统的“投资保护”向“投
资自由化”转变。
中国投资协定的发展与转变与中国的国情是密不可分的。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正
处于经济恢复时期，改革开放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国家积极主动的扩大对外经济往来。1980
年 5 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采取多种方式吸引和利用外资，
这一时期中国与众多欧美发达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快速
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开始向外投资。随着国家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提升，国
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后，中国向外投资
逐渐增多。中国由起初单纯的资本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双重身份角色，在
大国博弈中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更多的亚非拉国家以及周边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
把握全球投资协定调整趋势，中国贸易报，2020 年 8 月 18 日。http://www.chinatradenews.com.cn/content/
202008/18/c115129.html, 2020 年 9 月 1 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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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秉持共商、共享、共建的原则，不断扩大对外投资规模，
与 57 个沿线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为中外企业相互投资和合作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外，
中国还积极推动区域全面合作伙伴协定谈判，对中国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时占据主动权产
生积极的影响。
总体上看，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经历了转折性的变迁。从投资协定的内容上看，中
国签订的投资协定内容由简单、保守到全面、完善，近年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都包括了
投资与投资者的定义、投资待遇、征收补偿、转移、代位权、争端解决机制等条款，并且美
式 BIT 模式的特点逐渐凸显。从中国作为缔约国身份的变迁来看，前期签订的投资协定中，
中国出于东道国的角度，将吸引外国投资作为主要目标，在国家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后，
中国以投资母国的身份签订了越来越的投资协定6。经过近 40 年的探索发展，形成了当前具
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的双边投资协定模式，为中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提供了切
实的保障。

五、 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及改革
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有两类争端解决方式，一类是国家间的争端解决（state-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SSDS），另一类是投资者与国家间的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ISDS）。国家与国家间的争端解决机制主要解决因投资条约的解释和适用产生
的国家间的争端，具体适用于以下三种情形：一是条款规定不明或有歧义所引发的条款解释
争端，二是缔约一方投资者遭受另一缔约方侵害所引发的外交保护争端，三是缔约一方提出
损害赔偿请求之前先行确认缔约另一方行为违反条约程序。主要解决方式包括外交谈判和仲
裁。
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方式相对多样，除仲裁以外还有调解、东道国当地救济以及外
交保护等，也有一些组合的争端解决方式，如仲裁前强制调解程序。《华盛顿公约》是解决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多边条约。1965 年在世界银行的主持下缔结了《关
于解决国家与其他国家公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即《华盛顿公约》，1966 年通过并生效。
《华盛顿公约》为解决投资争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赋予了投资者在国际法上的诉权，并且
基于该公约成立了“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作为争议解决的常设机构，通过调解
和仲裁两种方式解决投资争端。ICSID 的管辖权依赖于国家对公约的批准加入以及对管辖权
的同意，实质上起到了分化东道国管辖权、去中心化的效果。中国在 1990 年 2 月签署了《华
盛顿公约》，同年 7 月批准加入，但是在 ICSID 管辖权问题上仅考虑征收补偿引发的争端。
除《华盛顿公约》，影响较大的多边性文件还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和《纽
约公约》，分别对仲裁程序相关事项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作出规定。
1980 年至 2019 年，国际投资协定（IIAs，包括双边投资协定、区域性的投资协定以及
多边投资协定）的数量达到了 2654 个，大多数国际投资协定包括了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
决条款，与之相应的是近年来国际投资仲裁案件的大幅增长。2015 年已知的投资者根据 IIAs
提交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案件有 77 个，创下历史新高；2016 年已知的 ISDS 案件有 69 个；
2017 年已知的 ISDS 案件涉及 32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5 各国家和地区首次成为 ISDS 案件
的被诉方，约 80%的投资仲裁案件是根据双边投资协定提出的，大部分投资协定可以追溯
至上世纪 90 年代；在 2020 年前 7 个月，投资者发起了至少 35 个基于条约的投资仲裁案件，
提交 ICSID 仲裁的投资争端累计达 817 个。所有已知案件中有 61%的仲裁是基于《ICSID
6

陈兆源：《法律化水平、缔约国身份与双边投资协定的投资促进效应——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
分析》，《外交评论》，201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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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或《ICSID 附加条款公约》向 ICSID 提出，在仲裁程序上使用最多的是联合国国际贸
易法委员会（UNCITRAL）仲裁规则，其次是斯德哥尔摩商会（SCC）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
7
。
在长期的投资仲裁实践中，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凸显出很多的不足，例如费用
高、耗时长、透明度不够等等。投资者将争端以仲裁方式解决，首先面临的是一笔高昂仲裁
费用，包括律师费和仲裁机构的仲裁费。目前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的实践中每一方当事
人的平均费用高达 800 万美元，80%-90%的费用与当事人费用有关，在大型的投资仲裁案件
中，律师和专家费肯能占总费用的 90%。根据 UNCITRAL 仲裁规则，原则上由败诉方承担
仲裁费用，且不再区分仲裁费和当事人费用，但是无论如何，这都给投资者和国家带来沉重
的负担，并由此产生了第三方资助的问题。投资者向仲裁中心提交仲裁申请之后将进入冗长
的仲裁程序，从提出仲裁申请到作出最终裁决，平均持续时间为 3 至 4 年，并且执行也将持
续很长时间，在某些案件中，执行时间甚至会超过仲裁程序的实践。在投资仲裁中三个耗时
最长的环节分别是仲裁庭的指定、信息披露以及裁决作出。持久的仲裁程序或许是造成仲裁
费用高昂的一个因素。信息披露要求和仲裁员回避是提高仲裁程序透明度的两个关键性问
题。仲裁程序中要求双方将有关仲裁的文件都予以公开，包括上述提到的有可能影响独立性
和公正性的第三方资助的信息。在投资仲裁实践中，指定的仲裁员缺乏广泛的地区代表性，
亚太地区实际参与仲裁裁决的仲裁员不到 1%。申请仲裁员回避的案件也少之又少，并且有
很多申请被驳回。
除此之外，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缺乏纠错机制也引起了很大争议。国际投资法碎
片化与管辖权的分化造成了很多裁决不一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报告指出
在已知的投资争端案件中，有 20 多处重要的实体和程序事项存在不一致的裁决。为了维护
仲裁裁决的公正性，ICSID 中心有权依公约规定解释、修正和撤销裁决，其中撤销是最重要
的方式。在仲裁裁决的撤销问题上，ICSID 案件撤销委员会的审查范围仅限于以下几个程序
方面：仲裁庭组成不当、仲裁庭显然超出其权利、仲裁庭成员有腐败行为、有严重背离基本
程序规则的情况、裁决未陈述其所依据的理由。依 UNCITRAL 规则裁决的案件也可申请撤
销裁决，但其只能依据国内法，这种救济方式存在着先天不足，难以提供有效的保护。BG
GROUP Plc 诉阿根廷案就是根据 UNCITRAL 规则仲裁的案件，判决作出后，阿根廷向美国
纽约地区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仲裁裁决的救济方式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如撤销委员会可
以撤销裁决，可以随时做出一个新的解释，会让当事人缺乏稳定的法律预期。
鉴于投资者与国家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问题，国际上提出了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
机制的改革。改革主要集中于三个步骤：首先分辨考虑各国当下关注的事项，然后就该关注
事项考虑改革的必要性，最后，如果工作组认为有必要改革，研究与该问题相关的方案，向
委员会提出建议。实体方面主要通过双边投资协定不断改进，在程序问题上，国家提出了建
立两级的投资法庭、进行程序性修订、建立上诉机制等建议。例如美国、日本、智利、以色
列在提交的意见书中主张仅进行程序性的修订。欧盟、加拿大、瑞士、毛里求斯支持建立投
资法庭以解决投资者与国家间的争端。欧盟及其成员国提出建立一个配备专职审裁员的常设
两级审裁法庭，即初审法庭和上诉法庭。初审法庭制定程序规则进行争端的审理，包括调查
事实和适用准据法；上诉法庭审理初审法庭的上诉案件，上诉理由包括适用法律错误、严重
程序缺陷、事实评析方面的明显错误，但不再审查事实部分。中国提出建立独立的上诉机制，
负责审查仲裁庭或投资法院、国际商事法院及国内的法院作出的裁决或裁定。巴西支持采用
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印度和南非主张在提起仲裁前应穷尽国内救济。也有一些国家反对改
7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网站，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files/media-doc
uments/uncitral/en/isds_settlement_facts_and_figures.pdf， 2020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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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如俄罗斯。

六、国际投资协定的发展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当前正处于国际投资大转型时期，投资者的投资偏好与权利结构发生变化，国际投资法
出现了许多危机。国际投资法技术进步放缓，各国进入存量竞争时期，且竞争日趋激烈；服
务业等新业态的比例上升，跨国企业国际化动力减弱；各国对技术优势安全的关注大于投资
本身的经济价值，更加重视对存量投资的争夺、审查和积极干预；民粹主义崛起，改变对全
球化和供应链韧性与效率的权衡，宏观经济合作的协议和履约监督难度和干扰变大。在投资
协定上，投资者与东道国应重视对投资义务的界定逐步完善以及投资争端程序上更新。
中国的投资者在海外投资中面临着很多机遇和挑战，“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投资者提供
了众多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多出现的环境条款和劳工条款促使我国不得不加强对环境和劳工
义务的重视，尤其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在许多双边投资协定、区域性投资协定以及多边投资
协定中，环境义务通常以“公共利益”“持续发展”等表述在序言或表达宗旨目的的条款中出
现，以至于出现有关投资争端时仲裁庭或东道国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投资者将处于不利
的地位。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中，可持续发展也是重要的事项之一。但是在可持续发
展及环境保护条款的研究上，无论是国内的环境标准还是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活动中对可持
续发展的关注，我国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的差距8。近年来，我国逐渐重视环境问题，在
环保标准上向国际看齐。从国际投资领域来说，我们要从全局的角度出发，努力提高国内环
保标准，完善立法，重视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推动更高水准的投资协定达成。
从当前谈判的国际投资协定中把握动向，中美、中欧、中加双边投资协定以及 RECP、
TPP 等谈判已经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新冠肺炎全球蔓延给缔约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造成严重
的挑战，加大了谈判的不确定性。目前 RECP 成员国保持乐观的态度，各方同意谈判参与方
在内的区域各国确保市场开放，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共同面对疫情挑战，推动疫情后复苏、
维持区域和全球经济稳定发展，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9。中方也表示将积极参与 RECP 谈判，
在东盟的引领下与各方共同推动 RECP 协定的签署。除此之外，中欧投资谈判是当前中欧关
系中重要的事项之一，有关《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IA）的谈判已有八年，双方均期待 2020
年内完成双边投资协定的签署。在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中，欧盟内部大量的隐形壁垒例
如技术标准壁垒等成为中国企业的挑战和难题，在市场准入问题上双方还未达成协议，欧盟
表示希望拓展双边投资开放的领域，双方企业在对方的市场拥有对等的市场开放权限。
从当前的谈判动态中提高制度设计的法律化水平。根据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的两阶段博
弈模型，若协定条款中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化水平较低，则通常意味着无法有效提供可信的
承诺，难以促进中国投资者赴该国投资。反之，中国作为东道国在吸引外国投资时也应提供
高法律水平的制度的设计，细化最惠国待遇或其他义务，引进优秀外资，为投资者提供稳定
的投资环境，增加投资者可期待性和可预测性。

8

9

梁嗣雯：《美式投资协定的环保条款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北京交通大学 2015 年硕士学位论文。
商务部：如期签署 RECP 将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2020 年 9 月 2 日，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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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法的“可持续发展”转向
刘明萍



（长沙理工大学法学系，长沙

410114）

摘 要：晚近，“可持续发展”理论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展，其在与实践的磨合中自身的理论
升级正在渐次完成。以生态利益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国际治理本意在于实现经济发展与生
态的有机统一，但在近期实践中却被一些国家片面解读本国利益至上，导致东道国和投资者
及其母国之间的权利义务慢慢呈现另一种失衡。为了修正这种失衡，新一代的国际投资条约
将投资者、东道国与母国的权利与义务进行了多角度的融合。主要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
出了若干国际投资条约的示范文本以及改革提议以促成三方利益的融合，这些范本从不同角
度讨论了国际投资协定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为改革目前的国际投资协定和 ISDS
机制提供了建议。到目前为止，在各国在制定 IIAs 的制定过程中，是否以及如何遵循这些
范本并未可知，但这些范本都呈现出清晰的“可持续发展”导向，将有助于使国际投资协定更
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国际投资条约；利益融合

“可持续发展”的出现源自于人类对环境与发展二者关系的探讨。早在 1893 年英美白令
海海豹仲裁案1中，美国即提出“地球是人类的永久居所，每代人仅享有使用权，自然法则禁
止实施对后代不利的任何浪费行为。”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思
想之一，在亚州、非洲、美洲的古代文明和传统法制中都有体现。2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态
可持续性不再是“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唯一要素，人本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被纳入其内涵，“可
持续发展”的外延从环境领域拓展至国际治理领域，成为一项国际法原则，被纳入诸多国际
条约。以生态利益主义3为中心要义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渗透至国际投资法领域的初期，在
各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以及多边投资协定中有诸多拥趸，但随之而来的是各国举步维艰
的实践，“可持续发展”原则面临着不可持续危机。

一、“可持续发展”演进之内核：个人主义与生态利益主义的
论争
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纳
入国际议程，同时对其作出了如下释义，“既满足当代人生存发展需要，又不对后代人造成



刘明萍：长沙理工大学法学系讲师。
Cairo A. R. Robb.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ward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
ted Kingdom relating to the rights of jurisdiction of United States in the Bering’s sea and the preservatio
n of fur- seals (1898) [J].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ports Volume 1 (Early Decisions), 1999:263276.
2
The Gabcikovo-Nagymaros Project case, Hungary v. Slovakia (1997) [EB/OL]. [2019-10-09]. https://www.
iilj. org/wp-content/uploads/2016/08/Case-Concerning-the-Gabc%C3%ADkovo-Nagymaros-Project-Hungary-v.Slovakia.pdf.
3
陈泉生：《可持续发展法律思想初探》，《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 年第 01 期，第 49-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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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的一种发展理念。”4不可否认，该概念对利益的考量打破了传统思维模式，不再仅以当
代人的发展需求作为唯一诉求，开始寻求当代与后代发展需求的平衡。这一时期，人类开始
关注地球产能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发展模式开始从个人主义转向生态利益主义，相关立法
亦从以“人类利益”为中心向以“人类与生态利益”为中心转变。5
（一）“可持续发展”的产生：生态利益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取代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使人们产生了法律需要，同时又决定着法的本质和发展。”6“可持续发
展”理念在国际法领域掀起的改革大潮从法律思想的角度来审视，实则是生态利益主义法律
思想对个人主义法律思想的全面颠覆。来自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个人主义哲学认识论”
认为，组成社会的个体即个人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因此法律作为一种工具其首要的目标是
满足个人需求并实现个人的价值。7近代西方法制以个人权利为中心，建立起一整套以权利
私有化为特征的法律体系。在资本主义大发展时代，统治阶级意志指向对自然资源最大限度
的攫取以满足资本创造的需求。因此，各国的立法在不同程度上都体现出个人主义的特征。
具有个人主义特征的法律在处理环境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时，以人类利益为中心，以牺牲
环境为代价促进发展。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传统资本主义立法，过度注重天赋人权，却忽视
了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关系，然而二战后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让人类逐渐意识到传统的非可
持续发展模式已经严重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主义法律制度显然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
展需求，由此生态利益主义开始取代个人主义，成为法制变革的理论依据。生态利益主义认
为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应当将“生态利益”作为社会活动的中心，认识到在整个生
态系统中，人只是其中一环，其它生物物种也应当成为价值的主体。以此为理论基础，“可
持续发展”理念在国际法领域掀起改革浪潮。
1972 年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宣言》
（以下简称《宣言》
）在原则 3 中明确指出，地球生产
重要可再生资源的能力必须得到保障，有可能的话，必须加以恢复和改善。8与此同时，其要
求环境政策水平的提高，应当以不损害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前提下进行。《宣言》中的诸多要
点，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形成塑造了雏形，国际治理体系的发展首次将生态利益主义纳入考
量范围。1983 年，为了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相关关系中
的共同合作，联合国大会成立了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即布伦特兰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提议下，
《国际经济和宣言》得以通过联合国大会讨论，尽管该宣言由于片面强调发展中国家利益而
受到发达国家的抵制，使其并不为人知。但是该宣言中所体现的“无害环境的持久发展”观念
却影响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继续深化，被里约会议所继承。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文件的通过表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了被国际社会
认可的新型发展观念，《21 世纪议程》更是将其作为新世纪发展战略在全球推广。将“追求
利润的资本家、维持生存的农民、追求社会平等的工人、热衷于环境的绿色运动分子以及其
他有着特殊目的的人群诸如拉选票的政治家等”9的不同诉求进行融合而形成的“可持续发
展”理念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对国际社会的覆盖，成为当时乃至如今的主流发展观。
自此以后，“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术语开始频繁现身于与环境、经济以及社会有关的国
际性文件中。在国际法领域，其以序言的组成部分或是具体条款的形式出现在国际多边或是
双边条约中，且得到许多国际法庭的支持，成为一项被公认的国际法律概念10。在国际法院
1997 年所审理的盖巴契科夫-拉基玛洛水坝工程11案中，“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国际习惯法地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43.
5
陈泉生：《可持续发展法律思想初探》，《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 年第 01 期，第 49-58 页。
6
张文显：《法理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4 页。
7
熊丙万：《私法的基础：从个人主义走向合作主义》，《中国法学》2014 年第 03 期，第 138-155 页。.
8
N.J. Schrijver, Sovereignty over Natural Resources: Balancing Rights and Du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122-127.
9
郇庆治等，《可持续发展：生态主义向度》，《文史哲》1998 年第 03 期，第 111-117 页。
10
Philippe Sands,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252．
11
See The Gabcikovo-Nagymaros Case, https://kluwerlawonline.com/abstract.php?area=Journals&id=272001,
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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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得到了卫拉曼特雷法官（Judge C. Weeramantry）的认可，其在异议意见中指出，“可持续
发展”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概念， 其已经成为具有规范价值、对案件争议问题的决定具有关
键意义的原则，且鉴于其已经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故其已经成为现代国际法的一部分。12
在 WTO 争端解决机构于 1998 年审理的“关于美国禁止从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泰国
进口某些虾和虾产”案中，上诉机构援引《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中的“可
持续发展”概念，以证明美国实施的一项贸易限制措施存在“表面合理性”。另外在该案中上
诉机构还认为，对《关税及贸易总协议》第 20 条（b）款和（g）款的解释应当依据“可持续
发展”概念13。此案件标志着 WTO 争端解决机构对案件的审理从有利于贸易自由开始转向有
利于环境保护。尽管国际法院抑或是 WTO 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都不构成对之后案件的“先
例”，但鉴于国际法院以及 WTO 争端解决机构在国际法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上述两个判
例对“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国际法的融合带来的巨大的推动作用。
尽管如此，与“可持续发展”在公约和双边条约等书面文件中的高歌猛进相悖的是该理念
在国际社会实践中却备受质疑。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的社会经济发展成效与其所背负
的预期效应并不相符，在一些国家和一些领域中，该理念非但没有将其发展引向可持续，甚
至促使其以更隐晦的方式走向反方向。“可持续发展”理念仿佛进入了难以持续的死角，以至
于开始出现了否定的声音，认为应当放弃这一理念。
（二）“可持续发展”的适用困境：个人主义对生态利益主义的反扑
不可否认，“可持续发展”在国际法领域的推行为缓和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间的矛盾起到
了积极作用，但在国际社会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各个主体的利益需求不断增长，经济利益和
生态利益的博弈并未平息甚至愈演愈烈，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依然严峻。
1997 年，联合国对里约会议相关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认为“目前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趋
势比 1992 年更为恶化”。14尽管地球生态的恶化使生态利益主义得以通过“可持续发展”在国
际和国内治理中占据主流地位，但生态利益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非合作博弈从未停歇。当
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发生矛盾，“可持续发展”即被搁浅。
这种非合作博弈集中体现在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三高领域中，对此类行业来说“可
持续发展”理念在全球治理中的推行直接造成了行业利益的损害。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推行
初期，三高行业与其进行了直接对抗。然而，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舆论环境的改
善以及国际和国内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近年来此中对抗虽仍未销声匿迹，但也逐步消减。
经济利益对生态利益的对抗呈现间接化的特征，对抗手段极具隐蔽性且生态损害性却较之直
接对抗更甚。近二十年以来，“漂绿”已经成为企业间接对抗“可持续发展”政策的主要手段。
通过“漂绿”行为达到形式上的环境合法，而实质上却实施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行为的企业并
非少数，本田汽车、雪弗兰石油等跨国企业都曾陷入“漂绿”丑闻。15尽管目前社会舆论监督
对“漂绿”行为的实施起到了遏制作用，大量非政府组织、环保团体以及大众传媒对该行为进
行了充分披露，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之争将会持续存在。而企业作为
强自发性的市场主体，其价值追求往往导向经济利益，故“漂绿”行为并不会因曝光而销声匿
迹，甚至可能进一步改变其外部表现形式，变得更加隐蔽而不易于察觉。
在个人主义与生态利益主义的博弈过程中，企业本身存在的经济利益追求取向，决定了
其无法成为“可持续发展”变革中的主力军，因此政府公共行政权力的介入，成为主导生态利
益主义全面取代个人主义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在“可持续发展”理论迅速发展时期，绝大多
数国家政府开始正视传统非可持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通过修正政策和法律，出台政
府“可持续发展”目标，以缓解此前因优先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严峻的环境和生态问题。这
一时期，经济利益为绝对追求的发展理念被不断反思和修正，生态利益主义占据国家治理主
流地位。然而，纯粹的生态利益之上带来的经济挑战令政府无所适从，这一困境在资源禀赋
12
13
14
15

邓烈：《论“可持续发展”概念在国际法上的意涵》，《中国法学》2009 年第 04 期，第 123-131 页。
赵维田：《WTO 案例研究：1998 年海龟案》，《环球法津评论》2001 年第 02 期，第 144-157 页。
参见联合国文件 A/S－19/33，1997 年 6 月 28 日。
Bowen F, Aragon-Correa J A. Greenwashing i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ism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
e Importance of What We Say and Do[J].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2014(2):1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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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国家和产业体现尤为清晰。政府出台的限制传统能源开发以及环境污染产业的措施，在一
段时期内造成了相关经济指数的下滑。坚持改革并投入资本进行环境治理和生态修护还是回
到过去的发展模式、确保国家经济利益成为横亘在政府面前的一道两难选择题。为了维护自
身原本的利益，同时为了确保自身在社会发展中处于优势地位，一些企业开始通过逃避环境
保护法、干扰执法等手段，阻碍政府部门开展环境规制活动，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打消政
府推行环境规则的念头。而当这种鲜明的反对立场和各种干扰手段均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情
况下，个人主义和生态利益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持有反对态度的企业对政府环境管制
干扰行为也更加极端，并逐步构成了对环境管制主体的俘获（capture）。从实际现状来看，
这种“俘获”表现出明显的不合理性和不正当性。美国布什总统推出的《清洁空气法》实际上
也是一种俘获行为，其从表面上看加强了环境立法保护，实际上却允许一些企业为了经济利
益牺牲环境。
在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博弈中，除了俘获外，还存在一种背离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行为
即招安。它主要是指在强势主体明确表明立场，坚决维护自身利益的情况下，通过让步、协
商等方式，来瓦解新生敌对力量。不仅如此，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社会在潜移默化中形
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其中占有统治和支配地位的无疑是以传统工商企业为代
表的经济主体，他们同样表现出上述两大倾向。在可持续发展原则实践过程中，尚处于萌芽
和兴起阶段的环保力量根本无法与传统占有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抗衡。而为了避免环保力量
的崛起，同时为了减少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阻力，这些传统经济力量则会通过招安的手段，
逐步地消除各类环境保护活动，抵制与消灭新生环保力量所表达的环境保护诉求。在此，需
要着重强调的是，即便社会大众普遍认同“可持续发展”原则，即便当前的法律体系已经将这
一原则纳入到立法领域，但是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其损害了个人主义利益，“可持续发展原
则”仍然受到重重困难；另外，由于法律更侧重于体现，而并非决定社会中各类权力关系16，
因此在传统经济力量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形下，维护新生环保力量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法律体
系同样会失效。

二、“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国际投资法的融合
第一代“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实践过程中陷入了混乱模糊的困局，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
象，主要是因为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而第一代原
则在定位上却过于模糊宽泛。如果社会未能建立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未能解构原有的
经济结构，未能改革原有的社会生产方式，未能转变原有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理念，那么“可
持续发展”原则根本难以贯彻落实，根本无法发挥出其作用。因此，要想“可持续发展”原则
取得重大进展，要想其能够落到实处，就必须要变革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探索出经济发展
与生态保护相协调的新型发展模式。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看，资本的全球流动带来世界性的
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因此，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嵌入国际投资法，通过国际社会共同治理，
对跨国资本进行“生态性”改造，是新一代“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全球推行的法律保障。
（一）实质内核：利益平衡下的生态中心主义
利奥波特强调生态中心主义主张人类并非是共同体的统治者与征服者，而是与其他成员
平等存在的一员，它一方面表达了对个体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平等的价值取向。17生
态中心主义所提倡的平等观念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使人类重新
审视自身在生态共同体的地位，给予这一共同体充分的尊重。那什则表示人类与生态共同体
的利益是一致的，两者处于和谐统一的关系之中，强调善恶的衡量标准并非是个体，而是生
态共同体。18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只是一种狭隘和短浅的认知，它否定了生态的意义，否定
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可能性。而对比之下，生态中心主义要求人们必须要以平等观、发展
16
17
18

简·汉考克著，李隼译：《环境人权：权力、伦理和法律》，重庆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 页。
参见利奥波特著，侯文蕙译：《沙乡年鉴》，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94 页。
那什：《自然的权利》。转引自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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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待问题，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视角认清人类的职责与义务，明确人类的定位，要求人类必
须要贯彻落实融合观念，平衡好生态、经济、社会的关系，解决好三者之间的发展问题，其
与生态伦理观相呼应，开创了生态文明。
生态伦理观与生态文明理念都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狭隘、片面的观点，认为人并非是生
态系统的统治者与征服者，肯定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先进性与现实意义，认为它是人类在社会
实践中必须要秉持的观念与态度。从这一层面而言，新一代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应当要摒弃
与超越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而选择基于融合观念的生态中心主义。实践证明，目前困扰人
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问题，其主要是源自于资本化的工业文明社会，主要是因为传统以牺牲
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在资本的推动下，在经济利益的趋势下，生态环境与经
济增长之间严重失衡，大量的废水废渣废气被排放，加剧了生态系统的负担，最终使其出现
故障；大量的不可再生能源被开采，既破坏了生物的多样性，同时也引发了环境污染问题。
即便伴随着环境的恶化，人们逐步意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但是也因为传统经济力量根深
蒂固，使得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矛盾激化，相互博弈。
而要想保证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利益平衡，最有效的措施无疑是“生态经济”，即
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以融合理念为指导，建立一种环保与经济增长相互协调、彼此促进
的新发展模式。生态经济主张人类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有机融合，而并非是强制性融入19，
要求要通过技术和技术创新，实现生态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的高效治理，以形成生态
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局面。在生态经济模式下，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不再处于对立面，
而是构成了彼此兼容、相互融合的利益共赢机制，一方面生态的保护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的增长有利于为生态治理提供支持。
作为生态经济的一环，“可持续投资”以一种新的投资形态出现，成为第二代“可持续发
展”原则在投资领域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第二代“可持续发展”原则所包含的经济利
益与生态利益的融合。“可持续投资”（Sustainable Investing）主要是指一种综合考虑环境、
社会、治理、经济等诸多因素在内的新型投资理念，要求在制定投资决策时应当要考虑项目
的社会影响力。“可持续投资”概念出现以后，迅速被法学界吸收，不管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
投资立法越来越注重对“可持续”这一概念的解读。
但是“可持续投资”概念中的“可持续”所提出的诉求是实现投资活动本身对经济利益和
生态利益的平衡，其概念内涵和外在形式皆只探讨如何通过投资者的自我约束来实现这一平
衡。其对投资的“可持续性”关注仅仅在于投资本身是否符合“可持续”的标准，是否能达成经
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代际平衡，实质上仍是个人主义对生态利益主义妥协的体现。此种
理念映射在国际投资法尤其是双边投资条约中，遭遇到生态利益主义的反噬，体现出一种严
格的“可持续发展”导向趋势，即嵌入投资者社会责任条款同时加强东道国对外国投资的管治
权。国际投资条约这一变化的产生正是基于东道国对生态利益的追求，一方面希望在本国进
行投资的企业能够自觉带来生态效应，另一方面为防止企业利用传统国际投资条约的“弱东
道国管制”特点作出违背本国利益的行为。因此，“可持续投资”在这一过程中被投资东道国
越来越多地解读为强调保护本国利益，导致东道国和投资者及其母国之间的权利义务出现失
衡，这一失衡不仅仅体现在东道国立法上，同时也体现在一些国际投资纠纷争端解决机制的
纠纷解决过程中。
尽管“可持续投资”概念摒弃了第一代“可持续发展”中对个人主义和生态利益主义的非
黑即白式选择，看似兼顾了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在国家内部治理中取得良好反馈。但是资
本的本性是趋利与流动，且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资本的投入，因此各国需扩大资本来源，
获取来自国内和国外的财政资源。资本的跨国流动所涉及的利益相关方较国内投资更复杂，
因此对跨国资本的有效管理，不能仅仅强调资本输入国的生态和社会利益。同时，对跨国投
资行为的良性治理模式也并非某一方主体可以独自达成，国际合作的价值在此凸显。在关注
19

Hancock J H.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Power, Ethics and Law[M]. Ashgate, 2003: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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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输入国社会和生态利益的同时，维护投资者和资本输出国的经济利益，在跨国法治合作
中，完成投资者与母国、东道国之间利益的融合，实现多方共赢才是第二代“可持续发展”
原则下最理想的跨国投资法治模式。通过各方协作，以保障跨国投资的持续性，从“质”的角
度提高国际投资对二代可持续发展实践的贡献。由此可见，在第二代“可持续发展”时代，国
际社会所亟需的是在保持跨国投资本身可持续性要素的基础上，实现优质资本的持续性输出
和输入。事实上融合资本输入方与资本输出方之间的利益，不仅体现在投资本身经济利益与
生态利益的融合，也体现在投资者、东道国和母国不同利益诉求的融合。
在第二代“可持续发展”时代下的跨国投资法治应在关注投资本身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强
调对于符合可持续标准的投资，如何通过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合作得以持续进行，从而实现
投资者、东道国、母国三方利益的融合。作为国际投资的三个主体，其利益诉求的指向性并
不一致，国际投资条约产生的目的正是为了将跨国投资过程中不同利益之间的零和博弈弱
化。第一代“可持续发展”理论下的投资条约虽然克服了投资条约过度强调投资者利益保护的
弱点，却没有对东道国的管治权作出一定的约束，易导致投资条约出现另一种极端化。然而，
投资者作为个人主体，显然无法与东道国的利益抗衡，尽管诉诸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是可
行的途径，但是近年来，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以下
简称 ISDS）正面临改革，许多国家甚至已经放弃 ISDS 机制，而将投资者与国家的争端解
决重新置于国内司法管辖体系之中，投资者在这些国家处境逐渐艰难。因此，在国际投资条
约实践中，长期被忽略的另一方，投资母国应当被纳入条约中，一方面作出适当的母国承诺
以引导、促进和鼓励对外投资，另一方面与东道国合作，保护本国海外投资的安全。
（二）理论指向：利益融合的“可持续发展”导向型投资协定
跨国投资不仅受东道国国内法的制约，而且还受大量国际投资条约（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以下简称 IIAs）的制约，特别是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以下简称 BITs）和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简称 FTAs）中的投
资章节。国际投资条约不仅要保护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而且要为缔约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发挥促进作用。从国际治理的角度来看，“可持续发展”导向型条约机制是指为了
实现缔约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使投资能够长期有序运行，由东道国、投资母国双方缔结，
通过为投资者、东道国以及母国设立权利和义务，平衡由于跨国投资而引发的各种利益矛盾，
实现多方利益竞合的一种双边或者多边国际投资法治机制。在第一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
引下，将东道国政府的生态利益与跨国投资者的个人利益割裂，以纯粹的生态利益中心主义
为价值追求的投资条约，无法调和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能适应更为频繁的资本跨国流
动现状，因此未能建立起高效运行的双边和多边投资条约。第二代“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个人
利益与生态利益之间的配合提出了要求，这种要求在跨国投资治理体系中表现为通过市场与
政府机构、东道国与母国的多向融合及协同治理，扩展双边和多边投资条约的维度，实现投
资“持续性”。
在 2016 年 7 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部长级会议上，来自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部长就“促
进投资、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投资和政策制定达成了指导原则，虽然
该原则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但将为新的 IIAs 的制定提供指南。20除此之外，若干国际组织和
非政府组织在设计 IIAs 条款时也提出了实现缔约国反腐败合作的建议，其目的不仅在于防
止投资者的腐败行为，也在于避免东道国的腐败行为对跨国投资产生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
上达到了保护投资“持续性”的效果。IIAs 制定过程中保护投资“持续性”意识的增强，丰富和
重塑了 IIAs 所确立的投资-发展关系。这种范式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将 IIAs 中的投资发展关系从单维范式转变为多维范式。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着深刻的可持续性挑战，可持续
发展在未来国际投资条约的制定中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构建国际投资条约的投资-发
展关系中也会变得更加普遍。
20

UNCTAD (2016). UNCTAD facilitates G20 consensus on Guiding Principles for Global Investment
Policymaking, available at http://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News/Hub/Home/508; MOFCOM, Trade
Minister Gao Hucheng Attends the G20 Ministerial Meeting Outcome Delivery Meeting,
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 201607/ 201607013558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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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As 的三大构成要素分别是：条约所遵循的理念、条约主体和规则。生态中心主义作
为基本理念，其对个人利益与生态利益的融合体现在环境、社会和经济三个方面。跨国投资
应当符合东道国的环境要求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环境条款业已成为新一代 IIAs 的主
要内容之一。当前，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化方面，跨国投资对缔约国的劳
工、人权等领域的影响，日益被关注。因此，除了传统的环境保护和国家安全保护之外，一
项外国投资是否有利于东道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逐渐成为衡量投资是否适格的标准之
一。尽管有关投资社会效益的条款仅出现在 2012 年以后所签订的一些 IIAs 中，但这种变化
已经形成一种趋势，将会得到更广泛的使用。相较于环境和社会效益，跨国投资的经济效益
不仅仅取决于投资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同时还受到市场经济和政府管制两个因素的影响。市
场的自发性对投资的刺激总是指向经济利益，为了纠正这种偏向性，整合多种治理手段，促
成多方合作治理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可持续发展”导向型的双边和多边投资条约应关注通
过融合多方利益和多重手段提升缔约国的投资治理能力建设。一方面，东道国和母国应当通
过投资条约实现多方位合作，合理限定各方投资管制手段使用的边界，避免管辖冲突的同时
实现治理手段的互通，共同解决影响跨国投资的一系列问题，提升双方投资治理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尝试将除政府和投资者以外的投资利益攸关方纳入投资条约的覆盖范围，提升其
在投资政策制定、投资运行过程以及争端解决中的参与度，提高缔约国投资治理的科学性。
在个人利益与生态利益融合的生态中心主义治理理念下，“可持续发展导向”型的 IIAs
缔约主体虽仍然为东道国和母国，但条约指向的权利和义务分配却发生了变化。目前，大量
投资条约都声称以促进外国投资为目标，但却忽视了投资母国在跨国投资中所扮演的角色，
将视角过分限定在东道国以及投资者本身的责任上，缺乏在促进或是提高对外投资“质与量”
方面的母国政府责任，而这些“质量兼备”的投资，恰恰是许多国家可持续发展所必须的。尽
管晚近一些投资条约确实包含了母国措施（Home Country Measure，以下简称 HCMs）方面
的条款，但这些条款仅限于促进对外投资，加强国家合作的声明，并非具体的义务，缺乏稳
定性与可预见性，并不能确保其有效实施的机制，无法成为促进海外投资的有力手段。
通过母国措施条款为投资母国创设激励和保护投资的义务，对投资者、东道国和母国三
方而言，都是利好的措施，它使得投资条约不再仅仅是夹在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极具争议的
监督者角色，而成为帮助投资者符合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投资持续化的手段。一
方面 HCMs 有助于投资者规避海外投资风险，缓解其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
针对不同缔约国，设置不同的 HCMs，可以引导投资流向东道国所亟需的领域，在帮助东道
国发展的同时提高投资竞争力，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本的有效流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资本市场的自发性与滞后性带来的不利后果。

三、“可持续发展”导向型国际投资条约的文本机制
外国投资已经成为促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全球大部
分国家管理跨国投资活动的法律框架都基于 IIAs，其所载明的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是国际经
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截至 2018 年 8 月，全球已达成的 IIAs 数量
超过 3000 多项，其形式包括 BITs、FTA 以及其他形式的法律文书。21为确保国家对跨国投
资活动的管理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IIAs 必须进行可持续发展转向，以确保在保护资本跨
国自由流通的同时，不损害东道国的环境和社会发展，并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有所助益。
（一）“可持续发展”导向型投资协定的主要范本
从传统的理念出发，国际投资条约的缔结主要是为了保护和促进投资，“可持续发展”
并非其首要目标。然而，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可持续发展”挑战，改革现行国际
投资治理机制以解决与跨国投资活动有关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呼声日益高涨。新千年以
来，各个国家、学术界和 ISA 从业者开始反思 IIAs 制度。主要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出
21

UNCTA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 Navigator [EB/OL]. [2019-10-08]. http://investmentpolicy
hub. unctad.org/I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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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若干国际投资条约的示范文本以及改革提议，以改变现有的国际投资条约状况，使其与“可
持续发展”目标相协调，促使其成为能够实现“利益平衡”的国际投资条约。这些范本和提议
讨论了国际投资协定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为改革目前的国际投资协定和 ISDS 机
制提供了建议。尽管国际组织所制定的 IIAs 范本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但从文本角度来看，
这些范本已经尝试改革现有的 IIAs，呈现出清晰的“可持续发展”导向。
第一，以东道国、母国与投资者三方权利义务构建为核心的综合性“可持续发展”导向型
国 际 投 资 条 约 范 本 。 国 际 可 持 续 发 展 研 究 所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 ，以下简称 IISD）最先认识到以“保护外国投资者不受歧视性待遇”为核心的传
统 IIAs 无法帮助国家应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于 2004 年发布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投资
条 约 范 本 》（ Mode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 for the Promo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以下简称 IISD 范本 IIA）。22 该范本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价值“重新定义”
了现有的 IIA 范式，将外国投资者、母国的权利和义务纳入条约中，构建了国际投资治理中
第一个包括总则、外国投资者权利和待遇标准、外国投资者义务、东道国权利和义务、母国
权利和义务、其他协定、争端解决机构、制度规定、例外以及最后规定的综合性模板，不仅
要求东道国尽到保护外国投资者利益的义务，同时直接要求投资者承担确保其投资符合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义务，它还要求母国承担起监管海外投资者的责任。该范本的核心精神在于必
须以合法、透明和负责的方式在投资者权利、发展目标和保护东道国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第二，以更加照顾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需求为核心，不断进行文本机制升级的“可
持续发展”导向型国际投资条约范本。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UNCTAD）基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发布《可持续发展
投资政策框架》。该文件不仅为 IIAs 的制定提供建议，且提出了投资政策的“设计标准”，以
可持续发展和利益平衡为导向，稳健实现投资政策的转型。该范本相较于 IISD 范本更加注
重投资者、东道国与母国利益的平衡，同时进一步提出要实现 IIAs 中实体责任和程序之间
的平衡，为了抵消东道国在国内司法体系中因直接适用 IIAs 救济投资者权利而产生的过度
责任与程序成本，新一代 IIAs 应当保护东道国免于承担不合理的责任以及高昂的程序成本。
2015 年，UNCTAD 对该文本进行修订，与旧的框架相比，修订后的框架在如何使 IIAs 更适
应可持续发展方面显得更加切合实际，尤其是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的投资决策“三步走”
战略，将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第三，将发展中国家缔约能力建设作为“可持续发展”要素之一的国际投资条约范本。
2012 年 8 月，英联邦23发布了题为《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国际投资条约：发展中国家指南》24
（以下简称：《英联邦指南》）的文件，旨在为英联邦发展中成员国的 IIAs 制定提供范本。
《英联邦指南》指出，投资与发展之间的联系是“不确定的”，外国投资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
上促进东道国的发展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因素。鉴于各国对“可持续发展”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英联邦指南》首先对这一术语作出了界定，其指出本指南并非单纯侧重于经济增长或环境
可持续性，而是采用一种全面的发展概念，其中包括环境保护、人类健康和福利、人权和土
著人民的权利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英联邦指南的对象主要是为发展中国家的 IIAs 制定
和谈判人员，因此它还讨论了与发展中国家制定 IIAs 有关的问题，如谈判能力建设、国际
合作和国内法制定等，是国际投资条约范本中最早也是最全面提出该项提议的范本。
22

23

24

IISD, Mode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 for the Promo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B/OL].
[2019-10-08].
www.iisd.org/publications/model-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promotion-sustainable-development.
英联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是一个国际组织，由 53 个独立主权国家（包括属地）所组成，
成员大多为前英国殖民地或者保护国。本文选择《英联邦指南》作为范本分析的原因在于，英联邦成员
涵盖 18 个非洲国家，分别是：博茨瓦纳共和国、喀麦隆共和国、冈比亚共和国、加纳共和国、肯尼亚
共和国、莱索托王国、马拉维共和国、毛里求斯共和国、莫桑比克共和国、纳米比亚共和国、尼日利亚
联邦共和国、塞舌尔共和国、塞拉利昂共和国、南非共和国、斯威士兰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
干达共和国、赞比亚共和国，因此该范本对这些非洲国家 IIAs 的制定具有指导作用。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Integra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o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
s: A Guid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2012) [EB/OL]. [2019-10-20]. www.iisd.org/pdf/2012/6th_annual
_forum_commonwealth_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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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以限制仲裁庭权力以及东道国管治权赋权为路径的“可持
续发展”导向型国际投资条约范本。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以下简称：SADC）提出了旨在通过外国投资治理促进 SADC 国家可持续发
展的 BIT 范本。25该范本明确提出新一代 BIT 的制定应当“寻求缔约国、投资者和投资之间的
权利和义务的全面平衡”，其平衡体现在对现有 ISDS 机制和 ISA 判例法的反省，达成此种平
衡的主要途径是“防止仲裁庭在序言中表达的保护投资者意图的基础上，对有利于投资者的实
质性条款进行扩张性解释”。26此外，该范本还单独设置了“国家的管制权”条款。27此条款强调
依据国际习惯法和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国家保留对外国投资采取监管和其它措施的权利，以
确保外国投资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原则是一致的。
第五，发达国家建立国际投资法庭以取代 ISDS 机制的提议。与其它国际组织关注 IIAs
中实体权利规则设置不同，欧盟于 2015 年提出建立投资法庭的提议。欧盟希望在跨大西洋
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以下简称 TTIP）以及
正在进行和未来将进行的欧盟贸易和投资谈判中，建立投资法庭以取代现有的 ISDS 机制。
28
根据该提议，欧盟首先将寻求建立“拥有合格的法官和透明的程序”的双边投资法院体系，
然后在 TTIP 谈判和未来欧盟贸易和投资谈判中，通过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建立一个永久性
的国际投资法庭。29由于 TTIP 谈判尚未完成，尚不清楚欧盟的提议是否以及将在多大程度
上被纳入该条约。但在《欧盟-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和《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的
协议中都涵盖要建立一个由一审法庭上诉法庭所组成的投资法庭的提议。30诚然，欧盟的初
衷并不是出于可持续发展的考虑，但它可能会对欧盟未来的国际投资条约与“可持续发展”
的兼容性产生深远的影响。建立投资法院涉及国际投资治理机制的两个关键方面，即投资争
端的解决和东道国监管权力的保留。而这两个方面是现有 IIAs 不足以解决“可持续发展”问
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欧盟的建议可能有助于弥补这种不足。
（二）国际投资条约范本中的“可持续发展”规则
尽管 IIAs 设立的初衷是要解决保护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受东道国歧视的权利，但在
IIAs 转型过程中，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条款被越来越多地纳入文本中，为了便于讨论，
这些条款被统称为“可持续发展”规则。IIAs 并没有固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及要素，在这些
文本中有四种常见的“可持续发展”规则。
第一，包含“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序言。2004 年加拿大发布的 BIT 范本的序言中明确规
定“本 BIT 的执行应有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31而美国 2012 年发布的 BIT 范本的序言中虽
没有明确载入可持续发展原则，但它把“改善生活标准”、“保护环境健康、安全”以及“促进
国际公认的劳工权益”这些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要素进行了规定。32
从条约法的角度看，条约的序言部分包括缔约方缔结条约的一般目的和目标声明，该条
约的价值。33序言虽是条约的组成部分，但它不同于条约的具体条款，通常不赋予缔约双方
权利或义务，仅是一种对国际习惯的反映。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序言可对若干重要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SADC. SADC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Template with Commentary [EB/OL]. [2019-10-20].
www.iisd.org/itn/wp-content/uploads/2012/10/sadc-model-bit-template-final.pdf.
SADC. SADC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Template with Commentary [EB/OL]. [2019-10-20].
www.iisd.org/itn/wp-content/uploads/2012/10/sadc-model-bit-template-final.pdf.
见 SADC 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第 21 条。
European Commission. Concept Paper (Investment in TTIP and Beyond – the Path for Reform) [EB/
OL]. [2019-10-20].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5/may/tradoc_153408.PDF
European Commission. EU Finalizes Proposal for Investment Protection and Court System for TTIP [E
B/OL]. [2019-10-20].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1396.
相关内容见《欧盟-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第 8 章(投资)，第 F 节(投资者和国家之间投资争端的解决)
以及《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第 8 章(服务贸易、投资和电子商务)，第二节(投资)，第 3 款(投资争端
的解决)中。
见加拿大 2004 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序言部分。
见美国 2012 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序言部分。
朱文奇，李强：《国际条约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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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的适用发挥辅助作用。34在《国际海洋法公约》的实践中，仲裁庭在解释《国际海洋法
公约》条款时，经常引用公约中序言部分的内容。在西门子集团诉阿根廷案中，ICSID 仲裁
庭认为，它“应以序言中所载明的条约宗旨为指导”。35在维旺迪诉阿根廷案中，ICSID 仲裁
庭也认为，“在解释 BIT 时，应注意到序言中所指出的价值追求和目标”。36
第二，“可持续发展”实质性条款。长久以来，实质性条款一直是国际投资条约的核心条
款，对投资者及其投资待遇和权利进行保护。“可持续发展”实质性条款依据其内容，可进一
步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条款，要求各国为可持续发展采取某些行动或不采取某些行动。例
如一些 IIAs 中对缔约国不降低环境保护水平以吸引外国投资的条款以及缔约国在接受外国
投资时进行环境审查的条款等。另一类是例外条款，旨在免除缔约国采取某些与 IIA 其他义
务不一致措施的责任，通常这些豁免都是基于公众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如果缔约国采取的措
施属于例外规定的范畴，则缔约国无需为外国投资者因此遭受的损失承担责任。
第三，缔约国公共利益条款。这些条款是为保护缔约国公众利益而设计的，在国际投资
条约中通常采用以软法的形式出现。37软法不属于《国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所列的国际法
渊源，也不是由缔约国授权的立法主体颁布的。因此，软法规则是否应纳入 IIAs 及其可能
发挥的作用的问题引起了争议。虽然在 IIAs 中纳入软法规则并不一定使这些规则转变为“硬
法”，也很难对缔约国和外国投资者强加确定义务，但这些规则的存在有助于使 IIAs 更符合
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四，“可持续发展”程序性条款。早期的 IIAs，特别是欧洲国家制定的 IIAs 并没有全
面的程序规则。这些 IIAs 中的程序规则只是为了使国家同意将某些类型的投资争端提交国
际仲裁，仲裁程序规则却是由适用的仲裁法律所决定的。近年来的 IIAs，特别是美国式的
IIAs，往往包含争端解决各个方面的全面程序规则。其中有些规则与可持续发展有关，例如
关于程序透明度、无利害关系第三方（比如法庭之友）的参与规则。
尽管这四种元素经常出现在 IIAs 中，但它们并不构成 IIAs 中“可持续发展”元素的详尽
清单。事实上，IIAs 中所体现的“可持续发展”元素各不相同。这些元素虽以不同形式出现，
但不相互排斥。一个有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可以适用 IIA 中的不同条款。例如，与跨国投资
有关的环境问题可以通过一般例外条款、法庭之友参与条款和公共利益保护条款加以解决。
（三）国际投资条约范本的“可持续发展”评价
尽管外国投资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并非所有外国投资都能促进东道
国的“可持续发展”。38跨国投资活动对东道国的环境和当地社区造成严重破坏的案例不胜枚
举，有的甚至引发了国际争端和冲突。在环境脆弱、政治不稳定、经济不发达、政府治理能
力弱的国家，这种状况时有发生。此外，现行的国际投资全球治理规则也并非都以“可持续
发展”的视角来构想和设置，39尤其是早期的 IIAs 未能在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一议题上
有所贡献。例如，在 ICSID 中心的判例显示，仲裁庭在考虑外国投资是否促进东道国发展
时，更倾向于衡量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非对“可持续发展”的助益。40
IIAs 制定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缺失，带来了跨国投资国际治理法治中的“可持续
34
35
36
37
38
39
40

FEDERICO ORTINO. Investment Treat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Reasonableness Review: A Case
Against Strict Proportionality Balancing[J].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16(01):75-83.
Siemens A.G.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8),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of 3 August
2004 [EB/OL]. [2019-10-20]. www.italaw.com/cases/1026. at para. 8.1.
Compañiá de Aguas del Aconquija S.A. and Vivendi Universal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97/3), Award of 20 August 2007 [EB/OL]. [2019-10-20]. www.italaw.com/cases/309, at para. 7.4.4.
A. K. Bjorklund,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oft Law Instrument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3: 51–53.
Ghasem Torab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J].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 Capabilities, 2016(02):316-317.
IISD, Without Invest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Impossible [EB/OL]. [2019-10-08].
https://www.iisd.org/ topic/investment.
Salini Costruttori S.p.A. and Italstrade S.p.A. v. Kingdom of Morocco (ICSID Case No. ARB/00/4) [EB/OL].
[2019-10-08]. http://www.italaw.com/sites/default/files/case-documents/ita0738.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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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赤字”，不利于国际经济的发展。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跨国资本的需求和传统跨
国投资所带来的生态负面效应相伴随，使得东道国不得不面临更高的社会治理挑战。同时，
由于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以下简称 ISDS）是当前
大多数 IIAs 的首要选择，因此外国投资者得以在国际仲裁中挑战东道国规制权。而一些备
受关注的投资者-国家仲裁（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以下简称：ISA）案例清楚地表明 ISA
的“寒蝉效应”可能会阻碍各国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努力。41此外，诸如国际人权条约42和国
际性环境条约在内的专门性条约在其执行过程中，也无法良好处理跨国投资中的“可持续发
展”问题。43基于此种情况，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嵌入 IIAs 以减少其“可持续性赤字”的需求
日益紧迫。
制定“可持续发展”导向型的 IIAs，本质上意味着 IIAs 对传统意义上投资保护目的的“偏
离”，以照顾包括环境和社会需求在内的“可持续发展”关切。近年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力
量的 IIAs 范本升级开始越来越重视“可持续发展”44，许多国际组织也纷纷制定了 IIAs 范本，
以满足“可持续发展”需要，各类“可持续发展”IIAs 范本的出现表明，制定面向“可持续发展”
的国家投资政策和 IIAs 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不同的 IIAs 范本的制定主体存在性质、区域以
及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国际社会在不同层面对传统 IIAs 进行“可持
续发展”改革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尽管这些范本在模式和内容上存在差异，
但它们都一致认为，目前的国际投资条约体系与“可持续发展”不完全相容。
不同的 IIA 范本试图从不同角度更好地把握保留国家规制权力和保护外国投资之间的
平衡，来改革当前的 IIA 体系。有的提出了一些建立综合 IIAs 治理体系的方法，如 IISD 范
本、UNCTAD《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以及《英联邦指南》
，而另一些则更侧重于 IIA
制定的某些方面，如欧盟建立投资法院的提议。但这些 IIA 范本中包含了许多关于重新设计
IIA 条款和增强这些条款的执行效力的建议。在实质性要素方面，它们将某些国家管制行为
排除在征收和公平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之外，或将这些行为列为例外条款；在程序元素方面，
它们旨在限制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提起仲裁的能力。虽然所有的 IIA 范本都强调了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性，但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却不尽相同。一些范本采用狭隘和传统的理解，将“可
持续发展”的范围集中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也有的范本具有更广泛的理解，试图解决多重“可
持续发展”问题，如劳工和人权保护、ISDS 的合法性和企业社会责任等。
不同的政策目标将使得这些 IIA 范本具有不同的实际效果。例如，UNCTAD《可持续
发展投资政策框架》强调规范外国投资者的行为；而南共体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则把重点放在
保持东道国对外资的灵活管理权能上。到目前为止，在各国在制定 IIAs 的制定过程中，是
否以及如何遵循这些范本并未可知，因此很难准确地评估这些范本将如何影响全球 IIAs 的
制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些范本都将有助于使 IIAs 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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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如瑞典大瀑布能源公司等诉德国案（Vattenfall AB and others v.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ICSID Case
No. ARB/12/12 ) 以 及 Philip Morris 亚 洲 有 限 公 司 诉 澳 大 利 亚 案 （Philip Morris Asia Limited v.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CA Case No. 2012-12）等。
国际人权公约是联合国有关国际人权保护的三个公约的总称。三个公约分别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A 公约）、《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B 公约）和《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任择议定书》（B 公约议定书）。
Chi M, Integra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Normative Incompatibility,
Systematic Integration and Governance Implication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156157.
比如美国《双边投资协定 2012 年范本》以及荷兰在 2018 年公布的双边投资条约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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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中双边投资条约的功能发掘与范式构建
张晓君 曹云松

摘 要：我国在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是我国在扩大
对外开放和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命题。中国在与“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合作的
各个方面，对外投资是一个关键和核心领域。双边投资条约是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制定关于外商
投资规范方面的重要法律工具，以降低缔约一方投资者在另一缔约方境内的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非
商业风险，为投资及投资者提供稳定且可遇见的保护。双边投资条约除了保护投资和投资者，为
投资者提供救济途径的功能以外，还能承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功能和改善东道国营商环境的
功能。
目前，我国与 64 个“一带一路”国家中的 50 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条约，条约内容主要包
括投资与投资者的定义条款、投资待遇条款、征收及补偿标准条款、争端解决条款四个部分。虽
然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大多都签订了 BIT，并且这些 BIT 具备了基本的平衡投资者和东道国
利益的功能，但是其中还存在很多功能的缺失：在保护投资的功能方面仍然存在缺陷；可持续发
展功能的缺位；在改善东道国的营商环境的功能方面存在不足；争端解决机制在制度设计上的缺
陷，使其救济和保护投资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了“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的“双向投资大国”。在“一带一路”建
设中，需要更多的从投资大国的角度去构建 BIT。并且，中国目前同“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 来看，中国 BIT 还没有能够自身特有的范式。BIT 范式构建能够保证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
签订的 BIT 之间实现内部统一，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在尊重东道国对外资的规制
权的基础上，符合我国目前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作为投资大国的立场和利益。在中国 BIT 范式
缺位的情况下，BIT 应有的投资保护功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功能，改善东道国营商环境的功能
以及争端解决条款的救济功能都不能得到充分实现。因此，构建中国 BIT 范式迫在眉睫，具体而
言可以用构建中国 BIT 范本的方式来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更新现有 BIT 条款时均可参
照中国 BIT 范本，以此来实现中国 BIT 范式的构建和统一。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双边投资条约；范式构建

一、“一带一路”建设与双边投资条约
（一）“一带一路”建设与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
我国在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是我国在扩大对外
开放和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命题。它首次将投资方向瞄准了国际资本不太看好
的亚欧大陆腹地，我国在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也将发展成果带给了“一带一路”国家，为推动
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1
中国在与“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合作的各个方面，对外投资是一个关键和核心领域。2我国提
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实现了长足的发展。2019 年，我国对
“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量达到 150.4 亿美元，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 12.8%，与 2018 年相比，提



张晓君，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教授。曹云松，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博士生。
牛华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容性增长》，《经济学家》2020 年第 8 期。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 2019，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tzhzcj/tzhz /202004/2020040
2957734.shtml.访问时间 2020 年 10 月 6 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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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 1.9 个百分点。3截至 2019 年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1794.7 亿
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8.2%。4
从投资领域来讲，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传统投资领域，其中采矿
等能源相关投资领域也占到相当大的比重。5此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是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
国家进行投资的重要领域之一。基础设施和能源行业的投资回报周期长，受东道国政治风险影响
大。“一带一路”国家大多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程度不高，法治水平相对较低。因此，通过
双边投资条约给予中国对外投资以保护是我国政府对外签订双边投资条约的初衷。
（二）双边投资条约的功能分析
双边投资条约（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以下简称 BIT）是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制定关于
外商投资规范方面的重要法律工具，以降低缔约一方投资者在另一缔约方境内的直接投资所面临
的非商业风险，为投资及投资者提供稳定且可遇见的充分保护。6通过 BIT，保护本国在外国的投
资是两国签订 BIT 的初衷和目的。自从 1959 年，德国与巴基斯坦签订世界上第一个双边投资条
约以来，双边投资条约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至今，双边和区域投资条约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投资
法律渊源。7
双边投资条约诞生于二战后的特殊时期，众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凭借其经济主权实行大规
模的国有化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发达国家为了保护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本国投资者，选择与发
展中国家签订双边投资条约来约束作为东道国的发展中国家的规制权。所以，BIT 的基本功能是保
护投资。随着 BIT 的实践发展，国际社会意识到东道囯对外资的规制权也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得
到尊重。运行有效的 BIT 能够在平衡东道国和投资者利益方面作出合理安排，保障和促进缔约国
之间的之间的投资。条约中的具体条款，无论是传统的投资定义、征收及补偿、争端解决条款，
还是目前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出现的投资新议题，也都是在划清东道国和投资者的权利义务关系。
清晰的 BIT 条款，在平衡投资者和东道国的利益的同时，也实现和促进了经济发展。
BIT 除了保护投资和投资者，并平衡东道国和投资者利益以外，还能承载许多与投资相关的发
展目标和功能。首先是 BIT 的可持续发展功能。目前国际投资条约的可持续发展型改革已经成为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识。8目前国际投资条约中已经出现了关注环境、健康和公共卫生的可
持续发展条款。通过国际投资条约让全球投资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也是“二十国
集团”（G20）杭州峰会达成的《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中的重要内容。 9此外，目前的国际投资条
约越来越涉及到许多与国内法相关的实体条款和内容，它们强调对于透明度规则的建立、对知识
产权的保护和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等。这些条款对东道国国内营商环境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
用。
（三）双边投资条约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助推作用
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方面的投资，增加了需求并未创造了劳动机会，在
长期还实现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0但是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除了要承担正常的
商业风险以外，还需要承担东道国国内的政治风险，这是我国企业在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投
资中的主要障碍。BIT 的存在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提供了保护，在他们受到侵害时为
他们提供救济的途径。从客观上增加了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信心，助推了“一带
一路”倡议的整体建设。
3

同上注。
《2019 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5
同上注。
6
王光，卢进勇：《中国双边投资协定：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国际经济合作》2019 年第 2 期，第 52 页。
7
Kenneth J. Vandevelde, A Brief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 U.C. Dav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vol.12, 2005, p.157.
8
张光：《论国际投资协定的可持续发展型改革》，《法商研究》2017 年第 5 期，第 161 页。
9
《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907/c1002-28696142.html，访问时间：
2020 年 10 月 5 日。
10
盛斌，靳晨鑫：《“一带一路”倡议：引领全球包容性增长的新模式》，《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
第 6 期，第 1-10 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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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提到，BIT 的功能并不仅仅是保护投资和投资者，和平衡东道国和投资者利益，还能
承载许多与投资相关的发展目标和功能。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有利于东道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其余的实体性条款能够助推东道国的法治建设，使其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如果中国与“一带一
路”国家签订的 BIT 能够包含这些条款，将有利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国内法建设，实现经济、
社会的整体发展。虽然 BIT 能够具备这些功能，但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 的主
要功能仍然停留在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其余的功能尚涉及不多。本文的下一部分将分析中国与
“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 的制度框架。

二、
“一带一路”建设中双边投资条约的制度框架
（一）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的基本情况
传统的定义中，“一带一路”国家总共有 65 个（包括中国）。11至今，“一带一路”国家中，
有 50 个国家同中国签订了双边投资条约，14 个国家尚未与中国签订 BIT。12按照签订的时间划分，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 BIT 签订情况如下表：
签订时期

签订的条约数

20 世纪 80 年代

8

20 世纪 90 年代

37

21 世纪

7

备注

中国与保加利亚、
斯洛伐克、乌兹别
克斯坦重新修订
BIT 或签订附加议
定书

数据来源于商务部网站13
其中，有 8 个 BIT 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签订的，有 7 个是在二十一世纪签订的（包括重新修
订或签订附加议定书两种方式），其余的 BIT 都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签订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处于我国对外开放的初期，在投资规则的构建方面尚缺乏经验，所以那时签订的 BIT 主要强调友
好协作，而缺乏规则意识。如今，国际投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对外投资量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在近十年，我国已然成为一个“双向投资大国”。2014 年我国
对外投资对外投资约 1400 亿美元，超过利用外资 200 亿美元，我国已经成为了资本的净输出国。

传统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国家总共有 65 个（包括中国），按照地区，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东亚：蒙古；
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文莱、菲律宾；西亚：伊朗、伊
拉克、土耳其、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
特、巴林、希腊、塞浦路斯、埃及的西奈半岛；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
尼泊尔、不丹；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独联体国家：俄
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摩尔多瓦；中东欧：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
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黑山、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马
其顿、阿尔巴尼亚。
12
尚未与中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的有：孟加拉、阿富汗、尼泊尔、不丹、马尔代夫、文莱、伊拉克、巴勒斯坦、约
旦、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黑山、波黑、拉脱维亚。
13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我国对外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一览表，本文在此基础上做了归类整理，http://tfs.mofc
om.gov.cn/ article/Nocategory/201111/20111107819474.s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20 年 10 月 1 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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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年前签订的 BIT 已经无法适应中国在国际投资格局的发展变化。无法适应共建＂一带一路＂
的现实需要，存在诸多问题。
14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的主要内容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 BIT 大多都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签订，BIT 内容相差不大，主要
包括投资与投资者的定义、投资待遇、征收及补偿标准、争端解决四个部分。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 对投资和投资者的定义都相对广泛，但是不够具体。一
般来说，只要符合东道国法律，各种资产都能够作为 BIT 规定的投资，并且绝大多数 BIT 都没有
通过负面清单的方式列出不在 BIT 保护范围内的资产类型。15投资主体的规定也相对广泛，包括自
然人和企业。绝大多数的 BIT 都规定了自然人的范围不仅仅限制在缔约国一方的国民，也包括在
缔约国具有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但是少部分 BIT 仅将投资者范围限制在缔约国国民范围内。16对
企业的限定也相对宽泛，只要是依照缔约国一方法律设立即可。投资与投资者条款主要功能在于
明确 BIT 项下的投资范围，换言之，投资与投资者条款界定了 BIT 所保护的投资的范围，在整个
BIT 中起基础性的作用。
投资待遇一般包括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和公平公正待遇三个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国
家签订的 BIT 中，一般都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和公平公正待遇，只有在二十一世纪签订的 BIT 中才
逐渐明确了国民待遇条款。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签订的 BIT 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
的 BIT 中最新的投资协定，其中明确规定了国民待遇。17目前已经规定了国民待遇的 BIT 中，也
仅仅将国民待遇限制在准入后国民待遇的范围内。投资待遇的主要功能在于确定 BIT 对投资的保
护水平。随着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规模的扩大，BIT 也需要随之提高保护水平。从投资待
遇入手，将国民待遇扩大到投资准入前，就能够显著提高外资保护水平，维护我国的投资利益。
征收及补偿标准是 BIT 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同“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s 在征收
及补偿标准方面的差异不大，主要条款有“征收的条件”“损失补偿标准”等。在中国 BIT 发展
的近四十年中，不同中国同国家的 BIT 在征收条款上有些许的发展。例如，中国-埃及 BIT 中就
规定了如果延迟给予补偿应当支付利息， 18中国-以色列 BIT 中也有类似的规定。19 “间接征收”
问题也是 BIT 中需要回应和解决的问题，但是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 中少有涉
及，只有中国-乌兹别克斯坦 BIT 禁止了间接征收的行为，并且对间接征收的判断标准作出了简略
的规定。
争端解决条款是 BIT 解决实际投资问题的关键，现行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 的
争端解决条款主要分为缔约国之间的争端解决程序和投资者与缔约国之间的争端解决程序两种。
缔约国之间的争端解决程序比较简明。通过外交途径友好协商解决是解决缔约国之间的争端的主
要手段，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无法妥善解决，缔约国双方可以提交专设仲裁庭解决。投资者和缔约
国之间的争端解决程序主要分为管辖权条款、前置性程序、仲裁方式规定三个部分。各 BIT 对仲
裁庭的管辖权规定差异较大，主要是对国际投资仲裁的适用范围规定不同。部分 BIT 规定投资者
与东道国之间可以将任何与投资相关的争议提交国际投资仲裁。20目前中国现行的与“一带一路”
国家签订的 BIT 中采用这种模式的争端解决机制较少。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
中，运用最广泛的方式是将国际投资仲裁的适用范围限制在与征收补偿有关的条款上。在前置性
程序方面，一般通过要求通过友好协商解决，21有部分要求 BIT 要求在提出仲裁之前应该先向有关
14

商务部：2014 年我国双向投资首次接近平衡，《人民日报》2015 年 1 月 22 日。
中国-乌兹别克斯坦 BIT 中用负面清单的方式排除了仅源于缔约一方的国民或企业在缔约另一方国家境内销售货
物或提供服务的商业合同的金钱请求权；因婚姻、继承等原因产生的不具有投资性质的金钱请求权；原始到期期
限为 3 年以下的债券、信用债券和贷款不视为本协定项下的投资。
16
例如中国-以色列 BIT。
17
中国-乌兹别克斯坦 BIT 第三条。
18
参见中国-埃及 BIT 第四条。
19
参见中国-以色列 BIT 第五条。
20
如中国-俄罗斯 BIT。
21
但仍有部分 BIT 中并没有关于前置性程序的条款，如中国-保加利亚 BIT、中国-匈牙利 BIT、中国-乌兹别克斯
坦 BIT 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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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申诉，例如中国-波兰 BIT、中国-巴基斯坦 BIT，还有少数 BIT 中规定了“用尽当地救济”
条款如中国-俄罗斯 BIT。最后在仲裁方式的选择上，有些 BIT 要求投资者将请求提交专设仲裁
庭解决，在规则适用上可以考虑适用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的规则，如中国-蒙古 BIT。而近年来
签订的 BIT 一般规定投资者可以将争端提交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以下简称 ICSID）。争端解决条款的功能主要是当投资者和东道
国发生争议时为他们提供救济的途径，争端解决条款的管辖权条款、“用尽当地救济”条款等在
具体操作中会对投资者获得救济造成直接影响。
（三）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的特点
首先，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 的条款实操性不强。以投资和投资者定义为例，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 仅泛泛地规定了符合东道国法律的财产都能获得保护，但是
却没有对哪些权益不是 BIT 项下的投资作出规定，也没有对哪些主体不能成为 BIT 项下的合格投
资者作出规定，对国有企业身份的问题自然也就涉及甚少。北京城建诉也门案件中，也门政府就
针对北京城建的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身份质疑其投资的性质。由于中国-也门 BIT 中的投资者定义
中并没有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性质作出规定，22最终在 ICSID 仲裁庭对分析下才承认了北京城建的投
资是中国-也门 BIT 项下的投资。
其次，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 着重强调了东道国的规制，对投资者的保护水平
较低。上世纪 80、90 年代的中国需要承接大量的外国投资以发展国内经济，因此，中国在对外签
订 BIT 的时候，主要站在资本输入国的立场，保护东道国规制权。从投资者待遇条款中的国民待
遇条款就能发现端倪，早期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 中根本没有涉及国民待遇条款，
后来慢慢在 BIT 中出现了国民待遇条款也仅仅是准入后国民待遇。在争端解决方面，中国与“一
带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 中的争端解决条款不少将可适用投资仲裁的范围限制在与征收补偿相关
的争议上，投资者的救济途径遭到限制。

三、
“一带一路”建设中双边投资条约的功能缺失
虽然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大多都签订了 BIT，并且这些 BIT 具备了基本的平衡投资者和
东道国利益的功能，但是其中还存在很多功能的缺失。在保护投资的功能方面仍然存在缺陷，在
投资和投资者定义条款里没有清晰的规定国有企业的地位，使得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存在无法得到
BIT 保护的风险；在投资者待遇条款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缺失，造成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
家投资的不便。可持续发展条款的缺位，BIT 无法承载促进东道国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功能。
同时，在改善东道国的营商环境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 对东道国国内法的影
响较小，在改善东道国营商环境方面存在功能缺失。最后，争端解决机制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使其救济和保护投资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
（一）保护投资的功能存在缺陷
一般来说，一项投资能否成为 BIT 所保护的投资，主要由 BIT 的投资者定义条款决定。中国
同“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 中大多数投资者定义都仅表述为“根据缔约国法律成立的法人”，
而没有对国有企业进行明确的定义。如果 BIT 中对国有企业能否成为合格投资者不做明确规定，
那么一旦国有企业与东道国发生争端，那么仲裁庭就需要对国有企业的投资者身份进行认定。
ICSID 在实践中，会采用 Broches 标准来判断一项投资是否 BIT 项下的投资。Broches 标准主要从
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一是看该国有企业是否有作为政府代理人的意图；二是考虑该投资行为是
否履行了政府职能。前者主要看政府是否对该实体实行了控制，后者主要看该企业行为是商业行
为还是政府行为。23在涉及中国企业的北京城建诉也门案件中，仲裁庭就运用 Broches 标准对中国
的国有企业北京城建的主体地位进行了认定。24最终的结果认定北京城建并不是国家的代理人也并
22

参见中国-也门 BIT 第一条。
梁一新：《论国有企业在 ICSID 的仲裁申请资格》，《法学杂志》2017 年第 10 期。
24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V. Republic of Yemen, ICSID Case No. ARB/14/30,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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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履行政府职能，其投资能够受到 BIT 保护。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 在国有企业条款方面的模糊性，严重影响了 BIT 在保护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方面的功能。
中国早期签订的 BIT 中条约内容都相对比较宽泛，在投资待遇方面主要规定了公平公正待遇
和最惠国待遇，但是对国民待遇涉及较少。中国在 BIT 中尝试加入国民待遇条款是从 1986 年中
国-英国 BIT 开始，但是之后的 BIT 中涉及到国民待遇的较少，一直到 2000 年前后签订的 BIT
中才又出现了 BIT 条款，再之后的 BIT 条款中基本都包含了国民待遇条款。25目前中国与“一带
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 中，部分未包含国民待遇条款；部分规定了准入后国民待遇。我国《外商
投资法》已经于 2020 年 1 月 1 日生效，明确了外商投资的准入管理制度，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
面清单管理模式已正式立法。26对比《外商投资法》，我国的 BIT 中仍规定的准入后国民待遇。为
了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营商环境，为外国投资提供更加充分的保护，也为了实现 BIT 与我国
《外商投资法》的统一，我国有必要在 BIT 中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综上，投资者定义条款上的
模糊性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缺位，是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 在保护投资功能方面存
在缺陷的主要原因。
（二）可持续发展功能的缺位
2015 年，在美国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主要目的是实现
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27在 BIT 上，可持续发展主要体现在实现缔约国双方的互利
共赢和可持续发展，促进投资的同时不能牺牲劳工权益和环境利益。目前，国际上的投资条约在
美欧的主导下，已经逐步纳入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美国在 2012 年 BIT 范本中，就显著提高了环
境和劳工标准，将之前范本中“尽最大努力”去执行东道国环境和劳工标准的表述上升成为了投
资者的正式义务。目前，中国-欧盟全面投资协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谈判，其中可持续发展议题
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纵观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s，仅少数 BIT 规定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特别是在
早期的 BIT 中，在序言部分中都没有明确提到“可持续发展”或者相关字眼。序言中一般只有促
进两国经济繁荣，并强调保护和促进投资。随后，中国开始明确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引入
BIT 中。中国－坦桑尼亚 BIT 序言部分采用“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高国民生活水
平”的规定。28中国－加拿大 BIT 采用“进一步认识到需要依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促进投资”的描
述。29但是在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 中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序言的并不多。
从可持续发展目标被纳入到 BIT 中可以看出，BIT 所承载的功能不仅仅是保护和促进投资，
而应该是促进缔约国双方稳定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协同发展。通过 BIT 中的环境规则、劳工规则等
可持续发展条款，迫使东道国和投资者承担更多的环境和社会责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环境
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 中可持续发展功能因为可持续发展
条款的缺位而无法发挥。
（三）改善东道国营商环境的功能不足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 已经长时间未更新，但国际投资规则却在随着国际投资
环境的变化不断改变。目前，以美欧为主导的国际投资条约已经实现了升级，主要呈现在全面与
进 步 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 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 以 下 简 称
CP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以下简称
TTIP）、美国 2012 年 BIT 范本等经贸协定中。这些经贸协定中的投资规则都呈现出高标准的特
征：进一步强调透明度规则，强调投资规则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强调竞争中立并设置国有企业
条款等。这些条款主要针对的是东道国的国内政策和国内法，落实这些条款有利于改善东道国的
整体营商环境。

王鹏：《国际投资协定的权力结构分析》，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43-352 页。
陈咏梅，何圳申：《中国外商投资法的变革及其与国际协定的协调》，《国际商务研究》2019 年第 6 期。
27
Se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https://sdgs.un.org/goals.
28
中国-坦桑尼亚 BIT 序言。
29
中国-加拿大 BIT 序言。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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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规则在促进投资自由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透明度条
款也呈现在越来越多的经贸规则中。提高规则的透明度，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也能使东道
国的营商环境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美国 2012 年 BIT 范本进一步强调了公众对立法的
参与对提高透明度的意义，突出了公众参与于提高透明度之间的联系。30TTIP 中也有提高透明度标
准的规定。并且，透明度规则不仅对东道国有要求，也增加了投资者的义务。投资者需要及时披
露相关信息，东道国也有权去收集投资者的相关信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知识产权问
题不仅在国际贸易中不断受到重视，在国际投资中也越来越多的受到关注。CPTPP 中知识产权保
护水平就远高于 WTO 项下 TRIPS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CPTPP 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涉及传统的
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权等，在互联网域名、加密卫星和电缆信号等领域也有规定。这些条款对
东道国的国内立法提出要求，有利于改善东道国的营商环境。
综上，BIT 所能承载的功能远不止保护投资这样简单，而是对一国营商环境和整体竞争力的综
合提升，但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签订的 BIT 在这方面的功能仍然不足。
（四）争端解决条款无法充分发挥救济功能
在争端解决的前置性程序上，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前置程序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容
易造成争端方利用前置程序对争端解决拖延的问题；第二，“用尽当地救济”条款也拖延了投资
者获得救济的时间，如果东道国国内法治环境与司法体制发展程度不高，缺乏公正性，将会导致
投资者面对的当地保护与司法不公，从而影响争端的有效解决。现行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
订的 BIT 中，虽然大多数都有争端解决条款，但是可以仲裁的事项却不完全相同。部分 BIT 将国
际投资仲裁的适用范围严格限制在与征收补偿问题上，但是投资争端复杂多样，投资者和东道国
之间的争端也不仅仅只有征收补偿相关问题，这样的规定无疑限制了投资者获得救济的权利。
争端解决条款是实现 BIT 功能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它关系到 BIT 所有功能和价值的实现。如
果投资者认为东道国侵害了其利益，BIT 中的争端解决条款是其维护自身利益的主要凭借。但是上
述的前置性程序、管辖权范围和法律适用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使得争端解决条款不能充分实现救
济争端当事方的目的，也就影响了 BIT 功能的发挥。

四、
“一带一路”建设中双边投资条约的范式构建
（一）“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构建 BIT 范式的立场
前文分析已经提到，我国已然成为了“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的“双向投资大国”。BIT
对于我国的投资环境来说也具有双重的功能：一方面作为对外投资的投资者母国，我国需要提高
BIT 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保护水平；另一方面，我国仍然是外资的东道国，中国也需要以良好的
营商环境吸引外资。因此，我国应改变上世纪 80、90 年代签订的 BIT 中的保守态度，以更加积
极的态度推进投资自由化。在具体制定 BIT 规则时，应该以利益平衡理念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为指
导，充分考虑“双向投资大国”特殊身份，兼顾投资者利益保护和东道国利益的维护。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扩大了我国的对外投资的规模，我国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需要更多的从投资大国的角度去构建 BIT。并且，中国目前同“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 来看，中国 BIT 还没有能够自身特有的范式。在中国 BIT 范式缺位的情况下，BIT 应有的投
资保护功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功能，改善东道国营商环境的功能以及争端解决条款的救济功
能都不能得到充分实现。因此构建中国 BIT 范式迫在眉睫，具体而言可以用构建 BIT 范本的方式
来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更新现有 BIT 条款时均可参照中国 BIT 范本，以此来实现中国
BIT 范式的构建和统一。
“范式”的词意主要指模式、范例、式样、模型等。美国哲学家库恩最早用范式一次说明科
学家的共同信念。31简言之，一种范式代表的是一种模式，同一种模式存在相同的价值内核，这种

30

参见叶楠：《论美国投资条约中的透明度规则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6 期。
31
白建军：《控制社会控制——一种犯罪学范式的分析》，《中外法学》200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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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模式和价值内核能够被不断的复制，其本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范本”是可以被作为模范
进行临摹的样本，是一个具体的实物，是一个具象的概念。
为了充分挖掘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 BIT 的功能，需要构建中国独有的范式，使其在保护
投资，促进东道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营商环境的改善方面发挥作用。这种范式构建能够保证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 之间实现内部统一，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在
尊重东道国对外资的规制权的基础上，符合我国目前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作为投资大国的立场
和利益。在构建中国 BIT 范式的过程中，可以用构建中国 BIT 范本的方式，来对范式构建提供支
撑。纵观国际上的投资大国，大多都有 BIT 范本，可见通过构建 BIT 范本来实现 BIT 范式的统一
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也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构建中国 BIT 范本，还能够有效助推“一带一路”
投资法律体系建设。
（二）构建中国 BIT 范本的基本思路
在构建中国 BIT 范本的过程中需要对现有的 BIT 框架进行修改，在原有的 BIT 架构上增加和
充实条约内容，做到弥补原有 BIT 缺陷和丰富 BIT 功能并重。新的 BIT 范本首先需要扩充条款数
量，在原有的四大部分的基础上，增加可持续发展条款，并适当引入竞争中立条款、知识产权条
款等改善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条款，使其成为以六大部分为主体的新的 BIT 范本。
此外，我国可以在不同范本条款上可以设置不同的谈判灵活性。本文认为，我国政府可以按
照以下顺序安排谈判条款的弹性程度：在国有企业相关的投资和投资者定义方面和投资者待遇的
扩大方面可以设置较低的灵活性，使得我国大量的对外投资能够得到更高水平的保护。其次，在
征收及补偿条款、争端解决条款的管辖权扩大和前置性程序的简化方面、以及可持续发展条款方
面设置中等的灵活性，这样在表明我国对投资管理的基本态度的同时，也给“一带一路”国家保
留一定的谈判余地。最后，在竞争中立条款和知识产权条款等投资新议题的条款设置上，保留较
高的灵活性。“一带一路”国家的法治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对直接影响到国内法的 BIT 规则可能
存在抵触情绪，因此，较高的灵活度可以保证条款设置不会过于僵化，从而保障“一带一路”建
设的稳定和发展。
（三）中国 BIT 范本构建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条款
1 .投资与投资者定义条款
在投资和投资者定义条款方面，应该明确将“国有企业”直接写入到投资者定义条款中，而
不再用“公有”或者“公营”等描述。进而对“国有企业”本身的定义进行规范，明确国有企业
的政府所有的性质，并且进一步阐明政府所有并不代表政府对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的控制，也明确
排除政府通过国有企业行使政府职能的行为。这样才能明确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中作为投资者的
合法地位。同时，应该注意抛弃美国欧盟主导的投资条约中运用的“政府所有或控制”的表述，
因为何为“政府控制”，政府对企业的控制程度如何都需要进行复杂的解释。如果发生了争端，
这将不利于国有企业明确其自身的投资者身份，造成利益的损失。而直接采用“国有企业”这个
明确且统一的用词，并对国有企业的定义进行规范，才是保证国有企业投资者地位的最佳方式。
2 .可持续发展条款
首先是坚持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写入 BIT 范本的序言。序言作为条约的总纲，是条约宗旨和目
的的重要体现。在序言中明确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助于强调缔约国双方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关注，
也为条约具体条款的安排明确方向。在具体可持续发展条款方面，主要有两种方式来规定可持续
发展规则。第一种是采取中国-坦桑尼亚 BIT 中的模式，用单独的条款来规定可持续发展规则。中
国-坦桑尼亚 BIT 第十条规定规定了缔约国不得贬损国内的健康、安全或者环境来鼓励投资。32另
外一种方式是通过构建一般例外的方式来规定与国际投资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例如中国-加拿
大 BIT 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国际投资的一般例外，明确规定了 BIT 中的任何规定都不能违反“保护
人类、动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要的措施；或与保护有生命或无生命的可耗尽自然资源相关的

32

中国-坦桑尼亚 BIT 第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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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33这两种方式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都是对环境措施的限制，中国在构建 BIT 范本的过
程中二者可以选其一。
3 .改善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条款
目前，改善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条款，如竞争中立、知识产权、数据管理等，尚未纳入到中国
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 BIT 中。首先，在引入投资新议题方面不能畏首畏尾，而应该积极开
拓，可以考虑鼓励投资新议题的相关规则在我国自贸港、自贸区先行先试，为投资规则的更新积
累经验。但是，受到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现实情况的限制，也不宜过于超前，超出经济发展可以承
受的范围。在知识产权领域，在履行 TRIPs 规则义务的基础上，加快制定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知
识产权保护规则体系并增强执行力度，为中外投资者营造便利、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竞争中
立规则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虽然竞争中立规则是美欧用来限制中国国有企业的方式，
但是如果能够合理利用竞争中立条款，加快国有企业混改步伐，促进国有企业管理和经营方式转
变，反而能够促进国有企业的发展的同时，也为外资和民营企业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投资环境。
4 .准入前国民待遇条款
前文已经提到，虽然中国已经在《外商投资法》中，已经明确确立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
清单管理模式，但是在中国对外签订的 BIT 中却没有将投资待遇扩大到准入前阶段。因此，为了
国际条约和国内投资法律制度的衔接，在制定中国 BIT 范本的过程中应该明确将负面清单和准入
前国民待遇的承诺包含进来。而且，中国晚近以来签订的经贸协定中已经在逐渐尝试纳入准入前
国民待遇。中国在 BIT 范本的构建中应该继续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的落实，加强 BIT 对我国对外
投资的保护。
5 .争端解决条款
结合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遇到的各种现实和问题，本文认为其至少应该从前置性程序和管
辖权两个方面解决争端解决条款中的问题。在前置性程序上，平等协商并不是无限期的，在中国
BIT 范本的构建中应该明确平等协商的具体时间，避免争端当事方利用友好协商程序拖延争端的解
决。其次，在对待“用尽当地救济条款”上，要尽量谨慎。毕竟争端发生后，“用尽当地救济”
条款在现实中并不利于海外投资的保护。随着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外投资规模的不断扩
大，本文建议中国在构建 BIT 范本的时候，可以考虑删除“用尽当地救济”条款，保护我国的对
外投资。如果东道国坚持，再与东道国进行谈判。在管辖权问题上，如果仅将国际投资仲裁的管
辖权限制在与征收相关的争议上不利于我国海外投资的保护。从中国 BIT 范本构建的角度，可以
考虑在范本中允许与投资有关的任何争议都可以提交投资仲裁，但是在具体与特定国家进行谈判
的时候，可以将此作为谈判待定项目。这样的规定，一方面可以展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保护海外投资的决心，又一定程度上考虑到沿线国家的主权利益，赋予其灵活性。

33

中国-加拿大 BIT 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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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条约解释体制的现代转型研究
李庆灵
（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桂林

541001）

摘 要：IIA 解释体制形成之后，一直随着 IIA 体制的发展在不断演进，到目前为止，先后经
历两次转型。从根上说，IIA 解释体制的两次转型均与缔约国全体与投资者-国家仲裁庭之间的
解释权配置相关，其中核心是投资者-国家仲裁庭解释权的限制与缔约国解释的回归。也因此，
IIA 解释体制的转型始终深受 IIA 体制改革以及发达国家的利益驱动与战略推动的影响。中国作
为 IIA 解释体制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在当前的体制改革当中，应立足于本国具体实践和国家利
益的基础之上，权衡利弊之后，寻求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路径。

IIA 解释可以作为一种权力的运用，从这一个意义上看，它是一个为了实现权力在各个解
释主体当中有效配置而形成的体制。换言之，作为一种衔接立法权和裁判权的复杂的权力形式，
通过授权条款以及 IIA 文本精确程度等制度设计，条约解释权被分散到各个解释主体手中。这
些不同类型的解释主体在行使其权力时可能会发生重叠和交错，引发权力纠葛，因而，需要对
各个主体的权力进行配置与协调，IIA 解释的权力体制由此形成。本文试图对 IIA 解释体制作鸟
瞰式分析，并探讨 IIA 解释体制转型对我国缔约实践的影响和启示。

一、IIA 解释体制的历史演进
IIA 解释体制的演进轨迹需要从其权力配置的相关文件考察开始。这些文件就是 IIA 本身。
在条约解释这一问题上，IIA 分饰两个角色：既是其解释权力配置方案的载体，又是解释主体
解释权行使的对象。正是在 IIA 当中，缔约国设定了具体权力配置方案，将原本专属于自己的
条约解释权通过授权条款分配给不同的解释主体，而各个解释主体经由 IIA 的授权条款确认各
自的权限之后，在各自的授权范围内对 IIA 的文本进行说明与阐述，而所阐释的 IIA 文本包括
其授权条款在内。解释主体对于各自权限的范围解读很难完全一致，权力纷争由此产生。需要
注意的是，IIA 解释体制并非从一开始便出现如此复杂的局面，它是随着 IIA 的演进，历经数次
转型才逐渐形成当前的复杂架构。
（一）国际投资条约解释体制的初步形成
通常认为，现代 IIA 脱胎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Friendship,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Treaty，
以下简称“FCN”）
。1有关 IIA 解释体制形成与发展的考察需要从 FCN 的相关实践开始。尽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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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各异，规定的范围和内容不同，形式不一，但这些 FCN 主要内容大致相同，即都包含缔约各
国对缔约相对方国民的待遇、在东道国境内从事商业和其他活动的权利，以及其财产和企业应
得到的尊重和保护。2在国际投资保护方面，FCN 的缔约实践主要以二战为一个节点，前后分为
两个阶段：
二战之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建立与交易国的友好通商关系，3致力于对外签订
FCN。这些 FCN 当中虽不乏涉及外国商人及其资产保护的内容，但其保护的重点是商人而非产
业资者，私人投资保护并非是当时 FCN 的重点。4不仅如此，这类条约并未就条约的执行规定
相应的程序或机制。可以说，FCN 有限的条约范围为投资者及其投资所提供的保护是十分薄弱
的，也因此，军事和外交等非法律机制成为外国投资保护的主要手段。5在实践当中，如果东道
国造成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损失，最常用的一种救济途径便是投资者母国行使其外交保护权，与
东道国协商，通过设立特设委员会或特设仲裁庭的方式来解决此类争端。6比如，1794 年的“杰
伊条约”（英国-美国 FCN）第 6 条便规定，设立一个由五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来裁决有关英国
和美国两国国民因美国独立革命导致的损害赔偿问题。7这一临时委员会一共作出 500 多个裁
决。8有数据表明，从 1840 年到 1940 年间共设立 60 多个类似的裁决委员会来解决东道国与投
资者之间的损害赔偿问题。9另有统计显示，美国在 1829 年到 1910 年之间，与拉丁美洲国家就
本国国民的损害赔偿曾进行约 40 项仲裁。10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的争端解决程序均是在争端发生之后，由投资者母国行使外交保护权
另行对东道国发起的索赔程序，并非针对 FCN 项下的条约义务启动的。比如，“杰伊条约”的特
设委员会主要裁决的便是美国独立革命导致美国和英国国民损失的赔偿问题。因此，这类争端
解决程序通常不涉及 FCN 条款的解释与适用问题。可以说，在 19 世纪，各国并未考虑在 FCN
当中纳入任何具有约束力的第三方争端解决程序。11这意味着，有关条约的解释与适用存在的
争议，主要由缔约国双方通过协商等方式解决，此时的条约解释权由缔约国全体单独行使。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的立场开始发生松动，比如，在 1891 年的美国-刚果 FCN 当
中纳入有关国家-国家争端的仲裁条款。其第 8 条规定，缔约双方之间有关条约任何条款“有效
性、解释、适用或执行”的任何争端，如果不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则应提交仲裁解决，仲裁庭所
作出的裁决对缔约双方均有约束力。但是，美国在随后的实践并未延续这一做法。在两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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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期间缔结的 FCN 对相关争端解决问题为作规定。这一局面直到二战以后才有所改观。12
二战结束以后，国际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迅速，传统 FCN 无法为之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持，
为适应本国海外投资保护的需要，从 1946 年开始，美国缔结了一系列新型的 FCN，通称为现
代 FCN，以示区别。13这些 FCN 无论在结构还是在内容方面均做了较大调整，不仅明确地纳入
了有关国际投资保护方面的内容，比如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最低待遇标准、征收和转移条
款等，还纳入了缔约国之间有关条约解释或适用争端解决的程序。14除了个别条约之外，美国
几乎在战后所缔结的 FCN 均包含国家-国家争端解决程序。15从此，FCN 的条约解释主体开始
从一元化转向二元化，即由缔约国全体和国家-国家仲裁庭共同行使条约解释权。
事实上，战后的 FCN 涵盖多种议题，并不仅限于投资，但无论在条约的实体规则还是在争
端解决程序方面，有关国际投资方面的规定已经相当完备，这些内容大多为现代 IIA 所吸收。
一般认为，现代 IIA 的实践源自欧洲。16普遍认为，1959 年德国-巴基斯坦 BIT 便是第一个现代
意义的 IIA。17这类条约与 FCN 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仅针对国际投资议题作出规定，其他议题
不作涉及。考察条约的具体内容可知，1959 年德国-巴基斯坦 BIT 所作的规定均呈现出与同年
缔结的美国-巴基斯坦 FCN 较大的相似度。18比如，有关条约的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1959 年
美国-巴基斯坦 FCN 的第 23 条规定，缔约双方之间有关条约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如果不能通过
磋商解决则应提交国际法院裁决，最终裁决对缔约双方均有约束力。1959 年的德国-巴基斯坦
BIT 则在第 11 条第 1 款规定，若该条约的解释或适用存在争端时，缔约双方应友好协商以寻求
一个解决方案。若友好协商无法达成，则争端应提交至双方同意的国际法院；或若双方无法达
成一致，该争端应其中任一方请求提交仲裁庭裁决。可以说，现代 IIA 的条约解释体制的最初
架构便是一个由缔约国全体和国家-国家争端解解决机构所组成的二元结构。
（二）国际投资条约解释体制的复杂化
IIA 的解释体制深受 IIA 自身发展的影响。随着 IIA 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IIA 的解释体制
也随之调整。从时间的维度来看，IIA 历经数次转变，大致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其解释体制
的变化也分为三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各国的缔约实践历来不同步，目前尚不存在多边层面
的 IIA，主要以双边条约和区域性条约为主，加之不同 IIA 的有效期不同，包括 FCN 在内的早
期缔结的不少条约仍在生效，是以，IIA 解释体制目前并非单一完整体制，而是由数种类型的
解释体制同时并存的复杂局面。也因此，IIA 解释体制的历史演进只能以关键 IIA 的缔结时间作
为节点来勾勒一个大致模样。

12

2.

See Kenneth J. Vandevelde. U.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70

See Choi W.M.,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Paradigm, Journal of Int
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10, No.3, 2007, pp.725-747. 此类现代 FCN 是从 1946 年美国与中国缔结 FCN
开始的，随后，在 1948 年美国与意大利签署 FCN。See Wilson R.R., Property-Protection Provisions in United
States Commercial Treat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45, No.1, 1951, pp.83-107.
14
See William S. Dodge,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Between Developed Countries: Reflections on the
Australia-United States Free Trade Agreement,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39,No.1, 2006), p
p. 12–13; Kenneth J. Vandevelde, The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Program of the United States, Cornell Inter
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21, No. 2 ,1988, pp.205-208.
15
Choi W.M., supra note13, p.731.
16
See Rudolf Dolzer, Margrete Steven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5, p.1.
17
最早持这一观点的是 1999 年 UNCTAD 的研究报告, see UNCTAD.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
ements: An Overview. https://unctad.org/en/Docs/iteiit13_en.pdf ,(last access on 20 July 2020).
18
See Yackee J.W., Conceptual Difficulties i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33, No.2, 2008, pp.40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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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元单极的 IIA 解释体制
依前述可知，以 1959 年德国-巴基斯坦 BIT 为起点，IIA 开始纳入国家-国家争端解决机制，
专门解决缔约国之间就 IIA 的解释与适用问题引发的争端。从此，缔约国对条约解释权的垄断
被打破，条约解释权开始分化成为“立法解释权”和“司法解释权”两种类型，条约解释体制亦呈
现出一个“二元单极”的架构，即由缔约国全体单独行使“立法解释权”，国家-国家争端解决机构
单独行使“司法解释权”。此种情形下，IIA 的解释权虽然分化为二元结构，但也是 IIA 运行导致
的职能分化的结果，而且此时的解释体制构成相对简单，仅涉及缔约国全体和国家-国家争端解
决机构两个，各司其职。
然而，这一简单的二元体制架构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 IIA 对私人开放争端解决机制，IIA
解释的主体进一步增多，IIA 解释体制也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从时间维度来看，这一架构的
IIA 解释体制主要存在于 1959 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之间缔结的 IIA 当中。此类 IIA 数量并不多，
从 1959 年到 1969 年共约 62 项，全部为 BIT。需要注意的是，这些 BIT 大部分仍然有效，截至
2020 年 5 月，约有 25 项 BIT 已经终止，其余 BIT 仍在生效当中。19
2. 二元双极的 IIA 解释体制
为促进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法律化，提升 IIA 的投资保护与促进功能，20 世纪 70 年代初，
国际社会开始在 IIA 中引入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允许投资者在与东道国发生与投资有
关的争端时，直接将东道国诉诸国际仲裁庭寻求救济。最早纳入这一争端机制的 IIA 是 1968 年
的荷兰-印度尼西亚 BIT。该 BIT 第 11 条规定，另一缔约方国民在其领土上进行或打算进行投
资的缔约方，在该国民遵从前一缔约方的任何要求的情况下应同意该国民提出的任何要求，将
可能发生的与投资有关的任何争端提交 ICSID 进行调解或仲裁。这一条款虽然设置了投资者应
遵从其母国的要求这一前提条件，但它首次允许缔约一方国民就与东道国投资有关的任何争端
提交 ICSID 解决，开创对外国投资者开放争端解决机制之先河。同时，该 BIT 第 22 条也规定
了国家之间有关条约解释或适用方面争端的解决机制，此类争端若无法通过缔约国双方解决，
则应一方要求应提交国际仲裁解决。随后，1969 年的乍得-意大利 BIT 首次纳入强制性的投资
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20该 BIT 第 7 条规定，缔约一方与缔约另一方投资者之间发生的任何投
资争端应按照 1965 年 3 月 18 日《ICSID 公约》的规定提交国际仲裁解决。与此同时，乍得-意
大利 BIT 删除了国家-国家仲裁程序，BIT 第 7 条同时规定的是缔约国之间有关条约解释或使用
的争端应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尽管如此，此后的绝大多数 IIA 还是在纳入强制性投资者-国家仲
裁机制的同时，保留国家-国家仲裁庭机制。因此，在 IIA“司法解释主体方面，也出现了二元化，
即国家-国家仲裁庭和投资者-国家仲裁庭共同行使 IIA 的“司法解释权”。
二元双极的 IIA 解释体制主要从 1968 年开始延续至今，也是从那时开始，IIA 缔结的数量
在逐渐增加。在强制性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下，缔约国在 IIA 当中事先单方作出同意将
与投资者之间有关投资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的承诺，外国投资者在发生争议之后依据这一承诺
可以直接提起仲裁。一般情况下，缔约国会在 IIA 当中同意将未来可能发生的投资者-东道国有
关投资的争端交由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以下简称“UNCITRAL”）
或其他国际商事仲裁机构解决。在发生争议时，外国投资者可以从中选择合适的仲裁机构并向
UNCTA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Navigator,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
estment-agreements/advanced-search, (last access on 20 July 2020).
20
See Andrew Newcombe, Lluís Paradell, Law and Practice of Investment Treatie: Standards of Treatment,
Wolters Kluwer Law & Business, 2009, pp.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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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出仲裁申请。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被正式纳入 IIA 之后，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
投资争端案件数量逐年攀升，这为投资者-国家仲裁庭介入 IIA 解释活动提供了契机。从此，这
一解释主体在 IIA 解释实践当中超越国家-国家仲裁庭而成为重要角色，甚至对 IIA 缔约国全体
的解释权也形成强有力的挑战。
3. 二元多极的 IIA 解释体制
投资者-国家仲裁庭的介入，使得 IIA 解释主体日趋多元化，不仅如此，由于在争端解决过
程当中，投资者通过与缔约国就条约适用于案件解决争议的辩论，参与到 IIA 的解释活动中来，
他们对 IIA 所作的解释可能会被仲裁庭采纳，凝结于案件裁决当中，再经由下一个案件的仲裁
庭所援引和采纳，IIA 解释因此出现偏离缔约国的预期之危险。21针对这一问题，部分 IIA 缔约
国在此后的缔约实践当中开始致力于通过“立法解释”制约投资者-国家仲裁庭的解释权，其中的
一个主要做法便是授权专门的解释主体负责监督 IIA 的执行以及 IIA 的解释和适用。典型代表
便是 1992 年签署的 NAFTA。
1992 年缔结的 NAFTA 第 2001 条规定，缔约国设立 FTC，主要负责监督协定的执行、协
定的进一步制定；解决可能出现的与 NAFTA 的解释或适用有关的争端等方面的内容。NAFTA
第 1131 条第 2 款规定，FTC 就 NAFTA 条款所作的解释应对仲裁庭有约束力。据此，专门解释
机构对条约所做出的解释等同于缔约国全体所作解释，这一机构的解释结论可归入立法解释的
范畴。若条约没有做出相反的规定，专门解释机构所做出的解释与缔约国所作的解释具有同等
效力。
虽然专门解释机构是作为缔约国全体“代理人”的身份出现的，但始终是独立于缔约国全体
之外的解释主体。因为，即便 FTC 此类的专门解释机构的存在，缔约国全体仍然可以对 IIA 做
出解释，所以，FTC 的出现使得 IIA 的“立法解释”主体同样出现二元化的情况。至此，IIA
解释体制内不仅呈现出“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两种不同类型的解释权，而且在这两个不同性
质的解释权行使实践当中，其解释主体也出现了二元化，即在“立法解释”当中，除了缔约国全
体之外，还有专门的解释机构，而在“司法解释”当中，则包含国家-国家仲裁庭与投资者-国家
仲裁庭。多个解释主体并存的局面出现，复杂的 IIA 解释体制由此形成。

二、IIA 解释体制的转型进路
考察 IIA 解释体制的演进历史可知，IIA 解释体制正处于转型当中。
（一）IIA 解释体制的原始形态：“立法解释”主导下的二元解释体制
众所周知，国际社会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立法机构，每个国家都是造法者，因而，国际法
体系呈现出非同源性和不成体系，在其内部存在着多个子体系并存。22IIA 体制根植于国际社会，
深受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的影响。无疑，碎片化结构是国际投资法律体系的典型特征。时至今
日，国际投资法律体系仍是一个由数千个 IIA 重叠交织而成的复杂条约网络。早期的 IIA 体制
Maupin Julie A., Public and Privat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 Integrated Systems Approach, Vir
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4, No. 2, 2014, pp.385-393.
22
徐崇利：
《国际经济法律冲突与政府间组织的网络化——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的研究》，
《西南政法大学学
报》2005 年第 5 期，第 6 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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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由清一色的双边条约所构成。条约的相对性原则意味着，每一个条约都自成体系，它们通
常具备独立的实体规则与执行机制，在条约所规定的范围内运行，并发展出专业的法律实践。23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条约都可视为国际投资法的一个子体系。国际投资法律体制所呈现出
的不成体系不可避免地对 IIA 解释体制产生影响，使得后者同样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即以单
个 IIA 为基础，为解释这些单个条约的实体规则而架构的条约解释体制也是相互独立的。因此，
从整体上看，IIA 解释体制是一个由数千个双边性或区域性的子条约解释体系所构成的多元体
系，而不是由统一的多边条约构建的体制，因而，称之为双边模式下的条约解释体制。
在早期的 IIA 体制当中，双边条约是整个条约架构当中的基本元素。在这些子条约解释体
系当中，缔约国全体和国家-国家仲裁庭共同负责解释条约的任务，BIT 的解释体制也是由这两
个解释主体组成二元单极的架构。这个二元结构是围绕缔约国为核心而构建的，即缔约国作为
主要的解释主体主导整个条约的解释活动。缔约国在解释活动当中的主导性主要体现为：一是，
IIA 的解释活动主要体现为缔约国在签署 IIA 之后有关条约解释的嗣后实践，比如，就条约解释
或适用问题达成嗣后的补充协定或惯例；二是，即便缔约国之间无法就条约解释和适用问题达
成一致，也是由缔约国来决定是否启动国家-国家争端解决程序。换言之，国家-国家争端解决
机构的解释权行使与否，由缔约国决定。
在早期 IIA 框架下，多数情形都是缔约国在行使其解释权，国家-国家仲裁庭的解释权在缔
约国启动相关争端之后才有行使之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在以 BIT 为主体的条约框架下，由于
身兼数种身份，即条约的缔结者、解释者和履行者等三重身份，缔约国在整个条约的运行当中
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导致国家在缔约时更倾向于采用宽泛的措辞，以便在履行时
给予自己更多的选择空间。也因此，早期的 BIT 文本呈现出明显的不完备性，整体篇幅较短，
条文简单，措辞宽泛。与同期国际贸易协定完备度相比，相差甚远。在条约的履行效率方面，
由国家所主导的解释体制同样不利于 IIA 的发展，也不利于国际投资的保护。比如，在创设投
资者-国家仲裁机制之前，现代 IIA 框架下的国家-国家争端解决案件数量也远远少于同期 WTO
框架下的实践。
（二）第一次转型：“司法解释”主导下的二元解释体制
IIA 解释体制的第一次转型是通过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实现的。随着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
的创设，IIA 解释体制当中的有权解释主体增加至三位。这一改变不仅仅是解释主体数量的简
单变化，其带来的是整个解释体制的结构性改革。解释体制在随后的发展当中，逐渐演变成为
以投资者-仲裁庭解释为核心的解释体制。
1. 投资者-国家仲裁庭的崛起
争端解决机制一直是贸易和投资协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争端解决机构在解决有关条约具体
条款解释和适用的争端，以及在可允许的范围内进一步发展这些条款方面，至关重要。这两种
功能的司法化使得争端解决相关规则成为缔约国实现 IIA 目标的重要工具。24投资者-国家仲裁
庭的创设在使得 IIA 的“司法解释”主体分化为二元结构的同时，也意味着缔约国在 IIA 解释
方面的控制在削弱。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CN.4/L.682, 13 April 2006 .
Stefan Griller, Walter Obwexer, Erich Vranes eds., Mega-Regional Agreements: TTIP, CETA, TiSA. New
Orientations for EU External Economic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1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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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已表明，IIA 对私人开放争端解决机制直接产生的效果是，投资者-国家仲裁庭成为国
际投资争端的主要裁判者。如前所述，仲裁案件数量的激增使投资者-国家仲裁成为 IIA 解释活
动的主要场所，也使得仲裁庭成为当前最活跃的解释主体。尽管仲裁庭并未享有缔约国的明确
授权，但作为投资者-国家争端的裁判者，需要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解释和适用条约。调整国际
投资法律关系的制度主要是双边条约所构成，这些条约实体规则的先天不足，使得有关缔约国
义务的法律规则不仅由仲裁庭在个案当中适用，还由其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创造性地加以解读，
甚至衍生出新的法律规范。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结果并非仅仅是 IIA 框架下争端解决实践的副
产品，而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刻意的制度安排。这可以从 ICSID 的创设溯源当中得到论证。ICSID
的创设追溯到时任世界银行总法律顾问 Aron Broches 的政治主张，他在多边投资协定的实体规
则谈判失败之后，提出“先程序，后实体”的规则制定方案，亦即，实体内容将在裁决实践中产
生。25于是，此种类似“司法造法”的理念深深地融入和贯穿整个投资保护制度的功能逻辑当中。
26
也正因如此，IIA 的多边化尝试是从程序规则先行，《ICSID 公约》的缔结以及 ICSID 的创设
进一步增强为私人投资者提供保护的国际仲裁机制。27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引入一类新的行为体——仲裁员，他们独立于缔约方并对所
适用的法律行使解释权。这些裁判者不只是机械地执行在 IIA 当中预先商定的实体性义务并使
之生效，而且还可能会积极地通过解释塑造所适用的条约，甚至在某些时候会超越缔约国的缔
约原意。“司法解释”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解释对话”的过程。在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不仅是
仲裁庭在适用条约时需要解释条约，争端的当事方也在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条约的含义进行阐
明，陈述自己的理由。尽管它们并非有权解释主体，其解释对仲裁庭的法律适用没有直接的约
束效力，而只是具有参考性的价值，但裁判的最终结果往往是仲裁员结合争端当事各方意见的
基础上作出自己的结论。这意味着，仲裁程序的参与者所作出的解释结论经由案件审理的过程
也会被纳入到最终裁决的解释结论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其中的一方当事人并非主权国家，而
是私人投资者。不仅如此，在投资者-国家仲裁程序进行的过程当中，还有其他参与者介入，比
如投资者母国、非争端第三方缔约国和专家等。与主权国家不同，私人投资者对条约的解读通
常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多着眼于追求经济性利益，此种片面性的解释结论一旦被采纳，那么，
将转化成为仲裁庭解释结论的一部分，若经后案仲裁庭反复援引，28则很可能从非有权解释转
化为有权解释，最终使得私人投资者的利益凌驾于东道国甚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之上。
无疑，IIA 解释活动的参与者范围在扩大，参与者的类别也有所不同，这些解释主体的专业和
知识背景迥异，对条约内容的解读也会产生差别。在此种场景下展开的解释对话，最终形成的
解释结论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偏离缔约国缔结条约原意的可能。
2. 缔约国的退出
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的创设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化是，投资者母国在投资争端解决程序当
中的退出。如前所述，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是取代母国行使外交保护权的一种制度安排。一般
情形下，投资者启动仲裁程序之后，母国的外交保护权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不仅如此，不
少 BIT 是在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之间缔结的。在 2007 年全球缔结的 2608 个 BITs 中，发
达国家之间缔结的 BIT 只占 9%，而发展中国家参与签订的 BIT 则占总数的 91%左右。其中，
See Rudolf Dolzer, Christoph Schreuer eds.,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0.
26
See Armin von Bogdandy, Ingo Venzke, In Whose Name? An Investig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Public
Authority and Its Democratic Justifi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3, No. 1, 2012, p.9.
27
See Antonio R. Parra, The History of ICSI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117.
28
See Tai-Heng Cheng, Precedent and Control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
ournal, 2007. Vol.30, No. 4, p. 1031-104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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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发达国家对外投资不到世界投资总额的 1%，但签订的 BIT 占总数的 16%。29在这样的缔约
模式下，缔约国的身份在出现固化的同时也产生分化，即缔约的某一方一直处于投资者母国的
身份，而另一方则长期扮演东道国的角色。这种身份的固化意味着 IIA 在缔约国之间互逆适用
失效，缔约国分化为投资者母国和东道国这两种类型。作为投资者母国的发达国家会更为欢迎
和支持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这种情况更进一步导致缔约国和国家-国家争端解决机构这两个
解释主体从 IIA 解释实践当中的退出。因为，投资者母国没有卷入投资者-国家争端当中，作壁
上观，不但怠于参与条约解释的活动，拒绝对 IIA 解释发表意见，而且也不愿意启动国家-国家
争端解决机制寻求解释性争端的解决。美国在厄瓜多尔 v.美国案中的做法便是典型。30
投资者母国退出 IIA 解释活动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利用当前 IIA 项下的投资者-国家争端
的双边性。一方面，允许投资者-国家仲裁庭对 IIA 文本作扩张性解释以实现本国海外投资保护
的最大化；另一方面，投资者-国家仲裁庭所作的解释效力原则上仅限于个案当中，即便仲裁庭
存在解释失范的情形，其解释结论不会形成普遍适用的效果，只要本国一直处于资本输出国，
那么，仲裁庭的扩张性解释结论对本国造成限制或损害比较有限。投资者母国的退出即意味着
缔约国全体的退出，因为 IIA“立法解释权”的行使必须是缔约国全体，只要缺少其中一方，那么，
其所作的解释只是单个国家的任意解释，不具有法律约束效力，对投资者-国家仲裁庭也不具备
拘束力。
（三）未来转型趋势：“立法解释”主导下的多元解释体制
投资者母国的退出使得 IIA 解释体制处于投资者-国家仲裁庭“一家独大”的局面，仲裁庭条
约解释权的扩张也引发诸如解释不一致、“司法造法”等问题，以至于部分国家，比如玻利维亚、
31
厄瓜多尔32和委内瑞拉33等国先后退出《ICSID 争端公约》
，还有部分国家则终止或重新审查对
34
外缔结的 BIT。 为此，国际社会也在反思现有的 IIA 解释体制存在的种种问题，寻求这一体制
的改革方案，其中的核心就是“立法解释”的回归。比如，UNCTAD 和 OECD 都曾对缔约国解释
的回归展开研究。35目前，UNCITRAL 第三工作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议解决的改革）的一个
重要议题便是“条约缔约方对条约解释的参与和管控机制”。
从当前各国的实践来看，“立法解释”回归的主要目的是为投资者母国参与 IIA 解释活动提
供制度性安排，这一尝试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给予母国有关 IIA 解释直接发言权的制度
World Bank. Development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2008,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WDRS/Reso
urces/477365-1327599046334/8394679-1327614067045/WDROver2008-ENG.pdf, (last access on 20 July 2020).
30
The Republic of Ecuador v.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CA Case No. 2012-5.
31
2007 年 5 月 2 日，玻利维亚向世界银行通报退出《ICSID 公约》。See ICSID News Release. Denunciation o
f ICSID Convention, https://icsid.worldbank.org/news-and-events/news-releases/denunciation-icsid-convention (last
access on 20 July 2020).
32
2009 年 7 月 6 日，厄瓜多尔向世界银行通报退出《ICSID 公约》。See ICSID News Release. Denunciation o
f the ICSID Convention by Ecuador, https://icsid.worldbank.org/news-and-events/news-releases/denunciation-icsid
-convention-ecuador (last access on 20 July 2020).
33
2012 年 1 月 24 日，委内瑞拉向世界银行通报退出《ICSID 公约》
。See ICSID News Release. Venezuela Su
bmits a Notice under Article 71 of the ICSID Convention, https://icsid.worldbank.org/news-and-events/news-rel
eases/venezuela-submits-notice-under-article-71-icsid-convention (last access on 20 July 2020).
34
比如，印度尼西亚近期先后终止包括与法国、德国、挪威、印度、瑞士、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越南、埃及、
阿根廷，以及荷兰、中国和新加坡等三个主要投资国在内之间缔结的 25 个双边投资条约。See Hamzah. Bilate
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its) in Indonesia: A Paradigm Shift, Issues and Challenges. Journal of Legal, Ethical
and Regulatory Issues. Vol. 21, No. 1, 2018. p.4.
35
UNCTAD. Interpretation of IIAs: What States Can Do? https://unctad.org/en/Docs/webdiaeia2011d10_en.pdf;
David Gaukrodger. The legal framework applicable to joint interpretive agreements of investment treaties. htt
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5jm3xgt6f29w-en.pdf?expires=1596017742&id=id&accname=guest&checksum
=C504F4F9042AFB1C96A74A608A18BB37 (last access on 20 Jul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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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比如，促成缔约国之间达成联合解释；二是，保障母国有关 IIA 解释间接发言权的程序
设计，比如，在投资者-国家仲裁程序中的提交意见等；三是，构建“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关
系的协调机制，以避免给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造成延误和增加缔约国的费用与负担。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 IIA 解释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均源自于其双边化的特征，各个双边条约
的措辞各异，而对这些条约作出解释的通常是依据条约当中的仲裁条款临时创设的特设仲裁庭，
其解释结论的一致性和正确性是很难有效保证的，因此，当前的改革方案也会涉及条约解释体
制模式的多边化。相关改革正在进行当中，缔约国与国家-国家争端解决机构如何回归，具体方
案尚需各国共同探索。正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IIA 解释体制正从“司法解释”主导下的二元
解释体制转向“立法解释”主导下的多元解释体制。

三、IIA 解释体制转型对我国缔约实践的影响与启示
IIA 解释体制的改革需要凝聚各国的共识，特别是大国的政治意愿。然而，各国对 IIA 体制
的认知始终受制于其在国际投资领域当中的实践，而在以双边条约为基础的国际投资法律体制
当中，各国的参与程度各异。比如，UNCTAD 的统计数据表明，在目前涉及投资者-国家仲裁
案件的共有 141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59 个国家和地区身兼投资者母国和争端方缔约国的双重
身份，其余 82 个国家和地区只以单一身份出现，包括 61 个争端方缔约国，以及 21 个投资者的
母国。36这种实践的差异会影响各国对 IIA 体制整体认知的一致性，导致各国在改革进程当中关
切点各有不同。
对于身兼多重身份的中国而言，在 IIA 体制及其解释体制的改革当中，扮演何种角色，或
者选择何种方案，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之后方能作出的解答。A. Roberts 认为，在当前的投资
者-国家仲裁机制改革当中，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规则制定者，应是介乎于渐进式改革与结构性
改革方案之间的改革者，即它寻求保留投资条约仲裁，同时，推动渐进式的半结构式改革，构
建包含类似上诉机构之类的纠错机制的投资者-国际仲裁机构。37无疑，当前的 IIA 解释体制转
型实践当中，中国不能简单地选择加入某个阵营，而更应立足于本国具体实践和国家利益的基
础之上，权衡利弊之后，寻求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路径。
如前所述，中国 IIA 的缔约相对方众多，这意味着，中国不能在条约缔结时有效地规避投
资者-国家仲裁庭的管辖，更多情形下，由于在经济身份和法律身份方面都存在身份混同的现象，
在投资者-国家仲裁程序当中，中国更为关注的是仲裁庭作出裁决及其解释结论的正确性。晚近
中国的仲裁实践已表明，一个不公正的仲裁庭，无论其偏向投资者还是东道国政府，都不是中
国及其缔约相对国所乐见的。因为，中国与缔约相对国都无法确认在下一起案件当中，自己将
处于何种身份。更为糟糕的情况是，仲裁庭若超越其授权，出现法官造法的情形时，这些有失
偏颇的解释结论将会进一步扩散，甚至褫夺包括中国在内的 IIA 缔约国的条约解释权。只有在
投资者-国家仲裁庭严格遵守其享有的授权，并遵照相关条约解释规则对 IIA 作出正确的解释的
情况下，中国当前在 IIA 框架下的利益诉求才得到保障。对此，中国需要针对投资者-国家仲裁
庭的权力行使，设置体系化的控制机制，而不仅限于个别控制机制的构建，还应该从整体的方
面，针对缔约国全体、国家-国家争端解决机构等在内的全部解释主体的权力进行重新配置，使
UNCTAD,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Navigator-Countries,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vestmentdispute-settlement(last access on 20 July 2020).
37
Anthea Roberts, Incremental, Systemic, and Paradigmatic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American Jo
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12, No.3. 2018, p.410-43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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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解释主体在 IIA 解释权力结构当中，相互合作，相互制约，从而实现 IIA 的有效运行。因
此，在目前的改革当中，中国不仅是这一体制的维护者，更应该是积极的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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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复归与启示
王青伟
摘 要：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在印度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范本中
复归，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卡尔沃主义的复苏、国际投资仲裁体制的正当性危机和国际社会
对东道国规制权的维护等。以此为鉴，研析我国签订的 BIT 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规定现
状，本文认为，我国未来制定 BIT 范本时应坚持该原则，因为其于现阶段所具有的新内涵
——不再局限于维护东道国一方的利益，全球治理的体系下，其代表了区域性组织的统一争
端解决权，为东道国与投资者利益之平衡提供了新维度——符合全球和我国的理念与现实需
要。具体规定该原则时，我国应明确“救济”包含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并为用尽当地救济
附以 2 或 3 年的期限，同时处理好与其他条款的关系：删除公平公正待遇条款、限缩最惠国
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以及删除岔路口条款等。
关键词：用尽当地救济；ISDS；国际投资仲裁；BIT

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最早出现于外交保护领域。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频繁，尤其是国际投
资的迅速发展，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从外交保护领域扩大适用至国际投资保护领域。1一般而
言，该领域的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指的是，当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企业或个人发生争议
时，应将争议提交东道国的行政或司法机关并按照东道国的法律予以解决，在用尽东道国的
法律对该争议适用的所有救济手段之前，不得寻求国际救济，该投资者的国籍国政府亦不得
行使外交保护权，追究东道国的责任。2如劳特派特所言，除非该外国人已经用尽有关国家
内可以利用的一切救济方法，否则国际法庭将不受理一国代表其本国人提起的国际求偿，这
已是一条公认规则。3究其根源，是因为该原则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国家的属地
管辖权、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和卡尔沃主义等。4
晚近以来，该原则却被绝大多数的国际实践所废弃，这一点无论在多边、双边抑或国家
层面都有明显的体现。在多边层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 便 是 一 例 。 5NAFTA 第 11 章 规 定 了 投 资 者 - 东 道 国 争 端 解 决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条款。尽管该章第 1121 条明确提及了“国内法院”，
但是其未明确要求“用尽”却暗示了当地救济根本无须用尽。6在双边层面，大多数 BIT 都
放弃了该原则，转而允许投资者在当地救济与国际仲裁之间进行选择。7例如，韩国-玻利维
王青伟，男，1993 年 9 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贸易谈判学院，硕士研究生。
参见辛柏春：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知与行》2019 年第 5 期，第 58 页。
2
参见兰花：
《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与国际投资争议解决》
，
《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 年第 6 期，第
104 页。
3
参见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等译：
《奥本海国际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14 页。
4
参见石静霞：
《用尽当地救济规则与国际投资争议的解决》，
《中国国际经济法论丛》1999 年第 00 期，第
350 页。
5
NAFTA 是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于 1992 年 8 月 12 日签署的关于三国间全面贸易的协议，该协议于 199
4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
6
See William S. Dodge, National Courts and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Exhaustion of Remedies and Res
Judicata Under Chapter Eleven of NAFTA, 23（3）Hastings Int'l & Comp. L. Rev. 360（2000）
。
7
See Pohl, J., Mashigo, K., Nohen, A., Dispute Settlement Provision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
ents: A Large Sample Survey 12, adopted on 10 Dec. 2012, available at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
s.cfm?abstract_id=2187254, visited on 9 Au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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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BIT（1996）第 12 条第 2 款就规定：若该等争端在提起之后 6 个月内未能按照本条第 1
款的规定解决，则应提交给：（a）缔约方有管辖权的法院；或（b）ICSID 仲裁庭……8
但是，如今的国际投资背景下，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出现了复归的新动向，该种动向虽不
是全面而彻底的却足够引起重视，其中以印度为代表。印度位于南亚。南亚的投资体制和现
代投资协定体制一样久远，实践表明，BIT 是南亚国家提升其国内投资环境的重要选择。9截
止 2017 年，南亚国家共签订 192 个 BIT，其中印度签订 82 个。而且迄今为止，国际社会针
对南亚国家共提起国际仲裁案件 35 例，其中 21 例针对印度。可以说，作为世界十大经济体
之一以及全球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印度在国际投资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一、印度 BIT 范本中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复归
1991 年，印度开始经济改革，10并于 1993 年发布第一个 BIT 范本（以下简称“1993 范
本”）。111994 年，印度签订了第一个 BIT，即印度-英国 BIT（1994）。在 1993 范本和印度英国 BIT（1994）的基础上，印度于 2003 年发布了第二个 BIT 范本（以下简称“2003 范本”）。
2015 年，印度发布了其最新的 BIT 范本，即 2015 范本。1993 范本是在没有任何条约制定
和投资仲裁经验的情况下制定的，下面结合 2003 范本和 2015 范本，从程序性条款和实体性
条款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程序性条款分析
2003 范本仅 15 个条款，其中的 ISDS 条款更是简单明了。其第 9 条规定，投资者与东
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应通过谈判友好地解决；争端未能在 6 个月内通过谈判解决的，经双方
同意，可提交至东道国国内司法、仲裁或行政机构解决，或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调解规则》进行国际调解；若争端还未解决，可提交至 ICSID 等国际投资仲裁程序。12可见，
2003 范本迎合了发达国家的立场，未规定用尽当地救济程序，而是以寥寥数语将争端推向
国际投资仲裁。相比 2003 范本，2015 范本则相当详细，且纳入了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总体
上，2015 范本分为 7 章以及一个附件，共规定了 39 个条款，且对每一条款均予以细化，其
中第 4 章规定了 ISDS 机制。
第 4 章第 16 条规定，满足第 15 条规定的前提条件的投资者可将争端诉诸仲裁根据下
列规则进行解决：（a）若双方均为 ICSID 公约的缔约国，则根据该公约；（b）若仅有一方
是 ICSID 公约缔约国，则根据 ICSID 附属机构规则；或（c）UNCITRAL 仲裁规则。13可见，
针对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2015 范本允许二者通过国际投资仲裁解决。而反观
第 15 条，事实上，范本为此设置了近乎苛刻的前提条件。
第一，根据第 15 条第 1 和 2 款，投资者必须首先在知悉或应当知悉争议措施和其本身
或投资遭受损失或损害之日起 1 年内诉诸当地司法和行政救济，并在知悉争议措施之日起 5
年内用尽该等救济。14具体而言，第 15 条要求投资者用尽当地救济，该等当地救济既包括
Korea-Bolivia BIT（1996）, Art 12（2）
。
See A. Saravanan, S.R. Subramanian, Role of Domestic Courts in the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ss: the Case of South Asian BITs, （2）Int. A.L.R., 42（2017）。
10
参见殷永林：
《改革以来印度经济增长的新特点及其影响》，
《东南亚南亚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37 页。
11
参见王彦志，王菲：
《印度 2015 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评析——White Industries v. India 案裁决阴影下的
重大立场变迁》
，《国际经济法学刊》2015 年第 22 卷第 2 期，第 140 页。
12
India BIT Model（2003）, Art 9。
13
India BIT Model（2015）, Art 16。
14
India BIT Model（2015）, Art 15（1）、 15（2）
。
8
9

1350

当地的司法救济，又包括了当地的行政救济，且为提起和用尽当地救济分别规定了 1 年和 5
年的时间限制。此外，为避免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被投资者规避，第 1 款还规定，投资者不得
声称用尽当地救济的义务对其不适用，或以诉请是由不同当事人或基于不同诉讼事由提出为
由声称该等义务已得到履行。15这样规定是因为，有仲裁庭曾运用“三重一致”测试来规避
当地救济。“三重一致”测试是指，若投资者已将一项争端诉诸东道国当地救济，却又将其
诉诸国际仲裁，则仲裁庭在确定其对该争端是否有管辖权时，需判断争端是否同时满足“诉
因一致、当事人一致、诉求一致”三项条件。16若争端并不同时满足该三项条件，则既可在
东道国国内得到处理，同时又可由国际投资仲裁审理。但实践中，仲裁庭在对具体案件进行
判断时，往往仅从表面认定三项条件是否一致，导致鲜有案件通过该测试，仲裁庭的管辖权
遂得到扩张。确实如此，迄今只有 Pantechniki 案因已启动东道国当地救济程序而排除了仲
裁庭的管辖权。17可以说，这一规定有效的限制了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
第二，即便投资者已满足上述第 15 条第 1 和 2 款规定的条件，从而向东道国发送了争
端通知，其还应满足同条第 4 和 5 款规定的条件。其一，在东道国收到争端通知后且不少于
6 个月内，双方应尽最大努力通过有意义的协商、谈判或其他第三方程序友好解决争端。且
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解决争端地均应为东道国的首都。18其二，投资者应在知悉或应当知悉
争议措施和其本身或投资遭受损失或损害之日起 6 年内，或在东道国当地救济适用的情况下，
在东道国国内诉讼程序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诉诸国际仲裁；19其三，用尽当地救济后，20将
争端诉诸国际仲裁之前，投资者或企业还应放弃在任何争端解决平台提起或继续诉讼的权利，
21
即规定了“禁止掉头”条款；22其四，投资者应在将争端诉诸国际仲裁前至少 90 天内，向
东道国发出仲裁通知，表明其意欲将争端提交仲裁。23
在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的情况下，2015 范本方允许投资者诉诸国际仲裁。但即便争端由
国际仲裁来解决，仲裁庭的审理范围亦受到限制。第 13 条第 5 款规定，除对其管辖权的其
他限制外，仲裁庭对东道国国内司法机构所做的实体判决亦无管辖权。24同时，需要指出的
是，印度至今都未加入 ICSID 公约，结合上述第 16 条的规定这意味着，此处所言的“国际
仲裁”事实上并不包括 ICSID 仲裁，而仅可能是 ICSID 附属机构（若投资者母国为 ICSID
公约缔约国）或 UNCITRAL 仲裁。可见，2015 范本极大地限制了仲裁庭的管辖权，从而维
护了东道国的规制权。
（二）实体性条款分析
为防止上述诸如用尽当地救济等规定被规避，2015 范本对相关实体性条款，如公平公
正待遇条款和最惠国待遇条款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第一，删除了公平公正待遇条款。2003 范本第 3 条第 2 款规定：每一缔约方投资者在
India BIT Model（2015）, Art 15（1）。
参见徐崇利：
《国际投资条约中的“岔路口条款”：选择“当地救济”与“国际仲裁”权利之限度》
，《国
际经济法学刊》2007 年第 14 卷第 3 期，第 127 页。
17
See Pantechniki S.A. Contractors and Engineers v. Republic of Albania, ICSID Case No. ARB/07/21,
Award.
18
India BIT Model（2015）, Art 15（4）。
19
India BIT Model（2015）, Art 15（5）。
20
See J. Hepburn, R. Kabra, India’s New Model Investment Treaty: Fit for Purpose?. 1（2）Indian L. Re
v. 101（2017）.
21
India BIT Model（2015）, Art 15（5）。
22
See P.Ranjan, P. Anand, The 2016 Model India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Critical Deconstruction. 3
8（1）Nw. J. Int'l L. & Bus. 27（2017）.
23
India BIT Model（2015）, Art 15（5）。
24
India BIT Model（2015）, Art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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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缔约方领土内的投资和收益在任何时候都应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252015 范本删除了这
一规定，并将其替换为：任何缔约方均不得对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实施下列违反习惯国际法
的措施：
（1）在任何司法或行政程序中拒绝司法；或（2）根本违反正当程序；或（3）基于
明显不合理的理由，例如性别、种族或宗教信仰进行歧视；或（4）明显的虐待，如强制、
胁迫和骚扰。26该规定未提及公平公正待遇，而是试图为习惯国际法上的外国人最低待遇标
准提供规范性的内容，且将利益的天平偏向东道国。27例如，根据其中的第（2）点，只有
在东道国的行为的严重性达到一定程度时，才可认定其违反了习惯国际法，这为投资者索赔
设置了较高的门槛。
第二，删除了最惠国待遇条款。2003 范本规定了传统 BIT 中最为常见的最惠国待遇条
款，282015 范本将其删除。对于删除该条款的原因，从 White 案便可见一斑。White 案是印
度遇到的第一个国际投资仲裁案件，在该案中，印度的一国企印度煤炭有限公司（Coal India
Limited）于 1989 年 9 月与澳大利亚的怀特工业（White Industries）签订了一项协议，由后
者在贾坎德邦的皮帕瓦尔（Piparwar, Jharkhand）开发一露天煤矿。根据该协议，怀特工业
必须满足某些业绩要求。随后，二者对业绩要求的判断产生分歧，怀特工业遂提起诉讼。该
案经由 ICC 仲裁院等程序诉至 UNCITRAL 仲裁庭，UNCITRAL 仲裁庭于 2011 年作出裁决，
要求印度煤炭有限公司赔偿怀特工业 4,085,180 澳元。但值得注意的是，仲裁庭认为，印度
并未违反印度-澳大利亚 BIT（2001）或习惯国际法的拒绝司法原则，而是违反了印度-科威
特 BIT（2001）中的“有效的措施”标准，而该标准会得到适用正是根据印度-科威特 BIT
（2001）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29一言以蔽之，本案中，印度因仲裁庭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
滥用而遭遇巨额赔偿，正因此，2015 范本彻底删除了该条款，从而使得无论是实体性条款
抑或程序性条款在适用上都具有了更大的确定性。
综上，2015 范本删除了可能为投资者所援引用以排除用尽当地救济等规定适用的实体
性条款，包括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最惠国待遇条款等，从而一方面限制了仲裁庭的管辖权和
投资者的权益，另一方面维护了东道国的规制权。

二、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复归的原因
近年来，被废弃已久的用尽当地救济原则重新出现，印度的 2015 范本即为例证。究其
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作为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理论基础的卡尔沃主义的复苏；二是
ICSID 国际投资仲裁体制的正当性危机；三是国际社会对东道国规制权的呼吁与维护。
（一）卡尔沃主义的复苏
卡尔沃主义起源于拉美国家。但随着拉美发展中国家通过缔结自由化且包含国际投资
仲裁条款的 BIT 以吸引外资，卡尔沃主义却一度被认为已经消亡。30近来，国际投资自由化
转向，世界范围内开始对投资自由主义进行反思，卡尔沃主义重新呈现出复苏的倾向，该种
倾向不仅体现在拉美国家的实践中，在拉美之外同样体现得非常明显。

India BIT Model（2003）, Art 3（2）
。
India BIT Model（2015）, Art 3（1）
。
27
See P.Ranjan, P. Anand, The 2016 Model India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Critical Deconstruction. 3
8（1）Nw. J. Int'l L. & Bus. 32（2017）.
28
India BIT Model（2003）, Art 4。
29
See White Industries Australia Ltd v. India, UNCITRAL, Final Award.
30
参见张生：
《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美墨加协定>：国际投资法制的新发展与中国的因应》，
《中南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25 卷第 4 期，第 51 页。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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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沃主义在拉美国家具有复苏的迹象，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巴西、阿根廷以及委内
瑞拉等国家。巴西对国际投资仲裁心存芥蒂。2015 年，巴西发布了其最新 BIT 范本，范本
未规定 ISDS 条款，而是代之以争端预防机制。312020 年 1 月 25 日，巴西与印度签订 BIT，
该 BIT 第 18 条规定的同样是争端预防程序。32向前追溯，巴西对国际投资仲裁的芥蒂早已
存在。自从 1994 年 2 月 9 日与葡萄牙签订第一个 BIT 以来，巴西共签订了 27 个 BIT，然而
除了 2015 年 4 月 1 日与安哥拉签订的 BIT 外，其他 26 个均尚未生效，其中一部分甚至永
远不会生效。33而考察这些 BIT 会发现，其并不排斥投资仲裁，允许投资者与东道国通过
ICSID 等国际投资仲裁机制解决争端，34但均因国内的强烈反对而搁置。35阿根廷是卡尔沃
主义提出者卡洛斯·卡尔沃（Carlos Calvo）的故乡，然而，随着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发展，
其也是背离卡尔沃主义最积极的国家之一，截止目前，其已签订 61 个 BIT，是拉美国家中
签订 BIT 最多的，且其中有 57 个签订于 2001 年及以前。然而，作为被提起国际投资仲裁
最多的国家，其却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措施，36其中不乏其曾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宣布意欲
退出 ICSID 公约。更为激进的是委内瑞拉等国家：玻利维亚于 2007 年 11 月 3 日正式退出
了 ICSID 公约，37继而，厄瓜多尔 2010 年 1 月 7 日正式退出该公约，38委内瑞拉也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正式退出。39究其原因会发现，这三个国家在 ICSID 中心均面临多个由外国投
资者提起的基于 BIT 的争端，且涉及巨额赔偿。40
如果说加入 ICSID 公约、缔结国际投资协定等是启动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仲裁的前提
条件，那么反之，退出 ICSID 公约、终止国际投资协定等便是卡尔沃主义复活的体现，而
上述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等国家的实践即为明证。然而，类似实
践并不局限于拉美国家，换言之，卡尔沃主义的复苏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范围内反思的结果。
例如，南非于 2015 年 12 月 13 日通过了《投资保护法》，由于基于维护南非的规制权而制定，
该法大部分条款都偏离了传统的 BIT 模式，最为引入注目的便是其未规定 ISDS 条款。对于
双方之间的争端，
《投资保护法》第 13 条要求通过调解解决，并细致地规定了调解员选任等
事项。同时，其规定，在进行调解程序前，双方应适用当地救济。此外，该条还规定了国家
-国家仲裁程序，但应首先用尽东道国当地救济。41再如，澳大利亚于 2011 年 4 月 12 日发布
《贸易政策声明》，在该声明的“投资者-国家”章节，澳大利亚宣称其未来签定的国际投资
协定将排除 ISDS 条款。42实践中，澳大利亚也实施了此战略。2011 年 2 月 16 日，其与新
Brazil BIT Model（2015）, Art 23。
Brazil-India BIT（2020）, Art 18。
33
See Morosini, F., Making the Right to Regulate in Investment Law and Policy Work for Development:
Reflections from the South African and Brazilian Experiences 11, adopted on 30 Jul.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iisd.org/itn/2018/07/30/making-the-right-to-regulate-in-investment-law-and-policy-work-for-develop
ment-reflections-from-the-south-african-and-brazilian-experiences-fabio-morosini/, visited on 16 Aug. 2020.
34
例如 Brazil-Finland BIT（1995）
、brazil-Netherland BIT（1998）
。
35
参见陶立峰：
《金砖国家国际投资仲裁的差异立场及中国对策》，
《法学》2019 年第 1 期，第 135 页。
36
参见卡利娜：
《拉美国家应对 ICSID 的挑战及对策研究》，大连海事大学 2011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30 页。
37
See Ripinsky, S., Venezuela’s Withdrawal From ICSID: What it Does and Does Not Achieve, availabl
e at https://www.iisd.org/itn/2012/04/13/venezuelas-withdrawal-from-icsid-what-it-does-and-does-not-achieve/,
visited on 12 Jun. 2020.
38
See Ripinsky, S., Venezuela’s Withdrawal From ICSID: What it Does and Does Not Achieve, availabl
e at https://www.iisd.org/itn/2012/04/13/venezuelas-withdrawal-from-icsid-what-it-does-and-does-not-achieve/,
visited on 12 Jun. 2020.
39
See Ripinsky, S., Venezuela’s Withdrawal From ICSID: What it Does and Does Not Achieve, availabl
e at https://www.iisd.org/itn/2012/04/13/venezuelas-withdrawal-from-icsid-what-it-does-and-does-not-achieve/,
visited on 12 Jun. 2020.
40
See UNCTAD, UNCTAD Reform Package 2018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93, adopted o
n 24 Oct. 2018, available at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uploaded-files/document/UNCTAD_Reform_
Package_2018.pdf, visited on 12 Jun. 2020.
41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 Act, 2015, Art 13。
42
See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Gillard Government Trade Policy
Statement: Trading Our Way to More Jobs and Prosperity, Investor-State Dispute Resolution, available at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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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兰 签 订 《 澳 大 利 亚 - 新 西 兰 更 紧 密 关 系 协 定 议 定 书 》（ Protocol on Investment to the
Australia-New Zealand 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 Trade Agreement, ANZCERTA Investment
Protocol），该议定书就未包含 ISDS 条款；432012 年 5 月 22 日，其与马来西亚签订 FTA，
其中同样未包含 ISDS 条款。44
世界范围内的类似实践不胜枚举，虽然表现形式不一，但都是卡尔沃主义复苏的体现。
卡尔沃主义以强烈的态势在世界范围内辐射，印度 BIT 范本中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复归亦
是一种回应。
（二）国际投资仲裁的正当性危机
近年来的国际投资仲裁实践表明，ICSID 体制陷入了严重的正当性危机。而且，如果
说卡尔沃主义的复苏对于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复归仅有间接影响的话，那么国际投资仲裁的
正当性危机则构成该原则复归的直接原因。纵观实践发展，ICSID 体制出现了以下问题。
第一，合法性与透明度。在许多案件中，外国投资者利用 ISDS 机制挑战东道国在促进
社会公平、保护环境、保障公共健康等公共利益领域采取的措施。但此间的问题是，站在公
众的角度，临时任命的三名仲裁员是否具有充分的合法性来评估国家行为的有效性。当争端
涉及较敏感的公共政策时，该问题体现得尤为明显。另外，同样受到质疑的是国际投资仲裁
的透明度。尽管 ISDS 机制的透明度自 21 世纪以来有所改善，但只要争端双方同意，即便
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争端解决程序仍然可以完全保密。45第二，仲裁裁决的一致性和错
误裁决。已进入公共领域的仲裁裁决暴露出了不一致问题，不仅包括对相同或类似的条款规
定的不同解释，还包括评价涉及相同事实的案件的是非时出现的差异。解释的不一致导致条
款的含义和适用范围等的不确定性，以及之后适用该些条款时可预见性的缺失。46另一个重
要关切是裁决的错误。仲裁员裁决了大量的关键事项，但现行的 ICSID 体制并没有相应的
纠错机制，结果是即使裁决错误也无从纠正。第三，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争端方认为
仲裁员具有偏见或倾向性，原因在于，争端方倾向于任命同情其立场的仲裁员，同时，仲裁
员希望在今后的案件中重新得到任命，且其频繁地“更换帽子”，即在一些案件中担任仲裁
员，却在另一些案件中担任律师等。47第四，仲裁的高成本和时间跨度。ISDS 实践将仲裁
是一种成本低且迅速的争端解决方式这一传统观念置于公众的怀疑之中。平均而言，每一案
件中每一方承担的诉讼费，包括律师费（平均约占诉讼费的 82%）及仲裁费，均超过 800
万美元。48而对任何国家，尤其是较贫穷的国家，这对其公共财政都是极大的负担。即使东
道国胜诉，仲裁庭也大多避免投资者向其支付费用。同时，高成本也是投资者，特别是资源
有限的投资者所关注的问题。49时间上，一些案件需要历时几年才能作出裁决，带给争端双
方尤其是东道国沉重的负累。
http://pdf.aigroup.asn.au/trade/Gillard%20Trade%20Policy%20Statement.pdf, visited on 8 Aug. 2020.
ANZCERTA Investment Protocol, Art 25 中未规定 ISDS 条款。
44
Malaysia-Australia FTA, Art 20 中未规定 ISDS 条款。
45
See UNCTAD,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n Search of a Roadmap 3, adopted on 2
4 May. 2013, available at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publications/62/iia-issues-note-reform-of-investor
-state-dispute-settlement-in-search-of-a-roadmap, visited on 6 Jun. 2020.
46
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便是一例.
47
See Gaukrodger, D.,Gordon, K.,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A Scoping Paper for the Investment
Policy Community 44, adopted on 31 Dec 2012, available at https://www.oecd-ilibrary.org/finance-and-inv
estment/investor-state-dispute-settlement_5k46b1r85j6f-en, visited on 12 Jun. 2020.
48
See Gaukrodger, D.,Gordon, K.,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A Scoping Paper for the Investment
Policy Community 44, adopted on 31 Dec 2012, available at https://www.oecd-ilibrary.org/finance-and-inv
estment/investor-state-dispute-settlement_5k46b1r85j6f-en, visited on 12 Jun. 2020.
49
See UNCTAD,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n Search of a Roadmap 4, adopted on 2
4 May. 2013, available at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publications/62/iia-issues-note-reform-of-investor
-state-dispute-settlement-in-search-of-a-roadmap, visited on 6 Ju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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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ISDS 机制的目的是使国际投资争端非政治化，并为投资者建立一个独立、中立且
合格并能够公正审理案件的仲裁庭。其被视为一种通过迅速、廉价且灵活的程序作出最终及
可执行的裁决的机制，争端各方对此具有相当大的控制权。50然而，从上述可见，目前运行
中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并不能满足这些目的和要求，甚至与之背道而驰。出于对此的关切，
改革、限制甚至排除国际投资仲裁的做法在世界范围内愈来愈普遍，而重新采纳用尽当地救
济原则便是其中一种有力的措施。
（三）国际社会对东道国规制权的维护
规制权是一国国内法授予本国政府用以管理国家的权力。任何国家都会在本国宪法、
行政法或类似立法中给以明确规定，赋予本国政府管理国家的相应权力。51作为对一国主权
的表达，52在国际投资法领域，规制权作为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是东
道国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维护本国利益的基本权利，53且得到了习惯国际法的认可。54
国际投资协定有助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保护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财产利益不受东
道国政府的侵害。受该种目的的局限，投资协定中限制甚至忽略东道国的规制权实属正常。
然而，由于投资协定赋予外国投资者的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挑战了东道国的规制权，使后者正
常行使其规制权受到阻碍，尤其在国际投资仲裁体制的支持下，该种限制逐渐呈现出过度的
倾向，在实践中甚至出现了“规制寒颤”
（Regulatory Chill）的现象。55究其原因，第一，从
国际投资协定的角度，一是实体条款的模糊导致的扩大化解释，上文所述的公平公正待遇条
款、最惠国待遇条款等便是实例；二是程序性条款，主要是其中的 ISDS 条款对国际投资仲
裁体制的依赖。第二，从国际投资仲裁程序的角度，主要是上文所述的仲裁程序的透明度、
仲裁裁决的一致性以及仲裁员的选任等问题。正因此，国际社会重新呼吁并维护东道国的规
制权，例如，对于国际投资协定的条款设置，以 2018 年全球范围内缔结的 29 个投资协定为
例，主要出现了以下几种趋势。其一，规定一般例外条款（19 个）；其二，限制协定的适用
范围（27 个），例如，将特定类型的资产从投资的定义中排除；其三，限制或阐明东道国义
务范围，例如，删除或对公平公正待遇条款（29 个）、间接征收条款（23 个）进行更细致的
规定；其四，规定资产转移义务的例外和/或审慎措施的例外（29 个）；其五，删除保护伞条
款（28 个）
；56其六，删除或限制 ISDS 条款（23 个）；其七，改进 ISDS 条款（15 个）
。57
可见，国际投资体系下，东道国规制权正得到广泛的维护。除上述方式外，用尽当地救
济原则的复归无疑也是一种反应。印度 BIT 范本重新采纳该原则，将国际投资争端收归国
See UNCTAD,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n Search of a Roadmap 2, adopted on 2
4 May. 2013, available at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publications/62/iia-issues-note-reform-of-investor
-state-dispute-settlement-in-search-of-a-roadmap, visited on 6 Jun. 2020.
51
参见张庆麟：
《论国际投资协定中东道国规制权的实践及中国立场》，
《政法论丛》2017 年第 6 期，第 68
页。
52
参见蒋海波，张庆麟：
《晚近投资条约对规制权的表达：内涵、目的及原则》，
《国际商务研究》2019 年
第 4 期，第 37 页。
53
参见董静然：
《国际投资规则中的国家规制权研究》，
《河北法学》2018 年第 36 卷第 12 期，第 104 页。
54
参见张庆麟：
《论国际投资协定中东道国规制权的实践及中国立场》，
《政法论丛》2017 年第 6 期，第 68
页。
55
See UNCTAD, UNCTAD Reform Package 2018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23, adopted o
n 24 Oct. 2018, available at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uploaded-files/document/UNCTAD_Reform_
Package_2018.pdf, visited on 12 Jun. 2020.
56
See UNCTAD, Taking Stock of IIA Reform: Recent Developments 2, adopted on 27 Jun. 2019, availa
ble at https://www.iisd.org/itn/2019/06/27/taking-stock-of-iia-reform-recent-developments/, visited on 12 Ju
n. 2020.
57
See UNCTAD, Taking Stock of IIA Reform: Recent Developments Annex table 2, adopted on 27 Jun.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iisd.org/itn/2019/06/27/taking-stock-of-iia-reform-recent-developments/, visited
on 12 Ju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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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司法或行政程序管辖，从而极大程度上避免了外国投资者和国际投资仲裁的挑战。

三、我国缔结的 BIT 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规定现状
（一）部分 BIT 未规定用尽当地救济条款
自 1982 年 3 月 29 日与瑞士签订第一个 BIT 以来，我国目前已签订了 125 个 BIT，其
中 107 个现行有效，是世界上签订 BIT 数量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德国，更是发展中国家
中签订 BIT 数量最多的国家。考察其中可获取文本的 117 个 BIT 会发现，58对于 ISDS，各
BIT 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投资者可将任何争端诉诸东道国当地救济，如果是征收补偿款额争议，还可提
交专设国际仲裁。59这是出现次数最多的争端解决方式，共规定在 31 个 BIT 中，占全部 BIT
的约 27%，而且全部出现在 2000 年之前。以中国-新西兰 BIT（1988）为例，该 BIT 第 13
条（投资争议）规定，如争议在 6 个月内未能通过协商解决，当事任何一方可根据接受投资
缔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将争议提交该缔约一方有管辖权的法院。因第 6 条所述的征收补偿
款额引起的争议，在有关的国民或公司诉诸本条第 1 款的程序后 6 个月内仍未解决，可将争
议提交由双方组成的国际仲裁庭。60包含相同或类似规定的还有中国-斯里兰卡 BIT（1986）、
61
中国-摩尔多瓦 BIT（1992）62和中国-埃及 BIT（1994）63等。此方式最明显的特点是限制
了诉诸国际仲裁的争端范围，同时将国际仲裁限定在专设国际仲裁，体现了我国对国际投资
仲裁较为谨慎和保守的态度。
第二，对于任何争端，投资者均可诉诸东道国当地救济，或提交专设国际仲裁。其与
第一种方式的区别在于不限制提交专设国际仲裁的争端范围。例如，中国-伊朗 BIT（2000）
第 8 条（投资争议的解决）第 2 和 3 款规定：……未能按照本条第 1 款的规定解决……投资
者可选择下述一种或两种解决办法：（一）向投资所在缔约国的主管行政当局或机构申诉并
寻求救济；（二）向投资所在缔约国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有关补偿款额的争议和双
方同意提交仲裁的其他争议，可以提交国际仲裁庭。64可见，区别于第一种方式，在该方式
下，如果争端双方同意，补偿款额以外的其他争议亦可提交至专设仲裁庭，从而该方式允许
将任何争端诉诸专设仲裁庭。采取本争端解决方式的 BIT 并不多，只有 8 个。
第三，对于任何争端，投资者均有权诉诸东道国当地救济，如果是征收补偿款额争议，
还可提交 ICSID 等国际仲裁。其与第一种方式的区别是，允许将征收补偿款额争端诉诸
ICSID 等国际仲裁，而不再仅仅是专设仲裁庭。以中国-塞尔维亚 BIT（1995）为例，其第 9
条（投资者和缔约一方之间争议的解决）第 2 和 3 款规定：……争议在 6 个月内未能协商解
决，当事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接受投资的缔约一方有管辖权的法院……如涉及征收补偿
款额的争议……可应任何一方的要求，将争议提交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或专设仲裁庭。65
采纳该方式的的 BIT 较少，共有 6 个，但基本都出现在 ICSID 公约于 1993 年 2 月 6 日对我
结合条法司官网和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官网，其中仅 117 个 BIT 可获取中文和/或英文文本。下文中，
“全
部 BIT”等表达均指该 117 个可获取文本的 BIT.
59
事实上，我国目前所签订的几乎所有 BIT 的 ISDS 条款中，都要求争端双方首先通过谈判友好解决纠纷，
此处为表达的需要对其不赘述，下同.
60
China-New Zealand BIT（1988）, Art 13。
61
China-Sri Lanka BIT（1986）, Art 13（3）
。
62
China-Moldova BIT（1992）, Art 8（3）。
63
China-Egypt BIT（1994）, Art 9（3）
。
64
China-Iran BIT（2000）, Art 8（2）、 8（3）。
65
China-Serbia BIT（1995）, Ar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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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生效之后且 2000 年之前，其允许的提交 ICSID 仲裁的争端范围与我国加入 ICSID 公约时
所做的保留是一致的。66
第四，对于任何争端，投资者有权诉诸东道国当地救济，或提交 ICSID 等国际仲裁，
但条件是，将争议提交仲裁程序之前，东道国可要求投资者用尽当地救济。区别于上一方式，
该方式不再限定诉诸 ICSID 国际仲裁的争端范围，即事实上突破了我国加入 ICSID 公约时
所做的保留，但却规定了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以中国-塞浦路斯 BIT（2001）为例，其第 9
条第 2 和 3 款规定，如争议未能在 6 个月内通过协商解决，投资者可将争议提交缔约另一方
有管辖权的法院解决；任何法律争议如协商后未能在 6 个月内解决，应任何一方的请求争议
可提交给 ICSID 中心或专设仲裁庭，条件是在将争议提交仲裁程序之前，作为争议一方当
事人的缔约方可以要求投资者根据该缔约方国内的法律法规，用尽当地行政复议程序。67该
规定是此种方式下较为典型的规定，采纳该方式的 17 个 BIT 绝大多数作出了类似的规定，
其最为明显的特点是规定了用尽当地救济程序，但需要指出的是，第一，多数 BIT 的措辞
是东道国“可以要求”投资者用尽当地救济，换言之，在投资者提交仲裁的情况下，若东道
国未作此要求，其可直接诉诸仲裁；第二，当地救济一般仅限于当地行政救济程序，而不包
括当地司法救济。
第五，对于任何争端，投资者均有权诉诸东道国当地救济，或提交 ICSID 等国际仲裁。
此种方式共为 19 个 BIT 所采取，占全部 BIT 的约 17%。相比于第三种方式，差别在于其不
再限制投资者提交国际仲裁的争端范围；相比于第四种方式，其不再要求投资者用尽当地救
济，而是允许其直接诉诸国际仲裁。其又可具体地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直接赋予投资者该等
权利，以中国-芬兰 BIT（2004）为例，其第 9 条（投资者与缔约另一方争议解决）第 2 款
规定，如争议自书面提起之日三个月内未能解决，经投资者选择，该争议可提交：（一）作
出投资所在地缔约一方有管辖权的法院；（二）依据 1965 年 3 月 18 日在华盛顿签署的《解
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设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或（三）……
专设仲裁庭，除非争议当事双方另有其他一致同意。68第二种是对于征收补偿款额的争议，
直接赋予投资者该等权利，而对于其他争议，需经双方一致同意方可提交仲裁，以中国-立
陶宛 BIT（1993）为例，其第 8 条第 2 款规定，如争议在 6 个月内未能协商解决，缔约一方
投资者有权将争议提交：
（一）接受投资的缔约一方有管辖权的法院；
（二）有关补偿额的争
议或其他双方同意的争议可提交依照 ICSID 公约设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69该 19
个 BIT 中有 15 个缔结于 ICSID 公约对我国生效之后，体现了我国对国际投资仲裁日趋开放
和接受的趋势。
从以上可见，我国目前所签订的 BIT 对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规定了多种解
决方式，但涉及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仅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大多数 BIT 都未采纳该原则。
（二）用尽当地救济条款规定上的模糊与差异
如上所述，我国签订的 BIT 中有一部分规定了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但是，其规定却不
尽相同，各 BIT 对该原则的规定存在诸多差异，不仅如此，有些规定还十分模糊，导致在
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我国政府在交存 ICSID 公约批准书时声明，仅关于征收、国有化补偿款额的争议同意交付 ICSID 解决。
对于“行政复议程序”，应明确的是，其在各个 BIT 中并不均指我国《行政复议法》中的行政复议程序，
例如，根据中国-巴巴多斯 BIT（1998）第 1 条第 4 款，“当地行政复议程序”一词，系指缔约一方投资者
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据以获得当地行政救济的行政程序，从而区别于我国《行政复议法》中单纯的行政复
议程序。
68
China-Finland BIT（2004）, Art 9（2）
。
69
China-Lithuania BIT（1993）, Art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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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用尽”的规定不同，主要有三种情况。其一，从提起行政复议程序之日起经
4 个月便视为已经用尽。中国-韩国 BIT（2007）就是这样规定的，其第 9 条第 2 款第 3 项规
定：……如果（行政复议）程序在 4 个月内没有完成，它将被视为已经完成，投资者可以提
起国际仲裁。70其二，从提起行政复议程序之日起经过 3 个月便视为已经用尽。例如，中国
-瑞士 BIT（2009）的议定书中规定：……可以要求相关投资者在将争议提交第 11 条第 2 款
规定的仲裁程序之前用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当地行政复议程序。该复议程序
不超过 3 个月。71作此规定的还有中国-荷兰 BIT（2001）的议定书。72其三，只是规定“用
尽”，未作任何解释或限制。以中国-法国 BIT（2007）为例，其第 7 条（投资者与缔约一方
争议解决）第 2 款规定：……前提是争议所涉缔约一方可要求有关投资者在提交仲裁前，用
尽该缔约方法律和法规所规定的国内行政复议程序。73很明显，该款仅规定了“用尽”，并
未对其做出任何的解释或限制等，而这导致了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在适用上具有极大的不确定
性。一方面，由于未给当地救济附以期限，使得投资者非“终局”不能提交仲裁；另一方面，
对于到当地救济的“终局性”的判断，在实践中存在争议。我国规定了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
BIT 中，多数都是这样规定的，缺少可操作性，将为其适用带来障碍。
第二，对于要求用尽的当地救济的规定不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传统国际法上，用
尽当地救济指用尽东道国国内一切可以利用的救济，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而我国签订
的 BIT 中，即便规定了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也仅限于行政救济，并不包括司法救济。其次，
各 BIT 对该等行政救济的规定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以中国-缅甸 BIT（2001）为例，其第 9
条（缔约一方投资者与缔约另一方争议解决）第 3 款规定：……可以要求有关投资者用尽该
缔约方的法律和法规所规定的国内行政复议程序。74但是该 BIT 未对“行政复议程序”这一
概念作出解释。鉴于一国家与其他国家签订的 BIT 中对同一个概念的规定相互之间具有参
照和解释的作用，遂考察我国签订的其他 BIT 是否对“行政复议程序”一词有所解释。事
实上，在我国目前签订的 BIT 中，仅中国-加拿大 BIT（2012）和中国-巴巴多斯 BIT（1998）
有所涉及。前者仅要求投资者“使用”当地行政复议程序，其脚注 11 明确：本款75中“四
个月”的时限是基于在本协定生效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于 1999 年 4 月 29
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通过）的相关规定确定的。76可见，
该 BIT 中的“行政复议程序”指的便是我国《行政复议法》中规定的行政复议的相关程序。
然而，后者第 1 条（定义）第 4 款规定：“当地行政复议程序”一词，系指缔约一方投资者
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据以获得当地行政救济的行政程序。77可见，在该 BIT 下，“行政复议
程序”指当地的一切行政程序。至此，我国不同的 BIT 中对“行政复议程序”这一概念进
行了不同的解释。除此之外，中国-印度 BIT（2006）第 9 条第 4 款规定：……提交仲裁前
先行用尽国内复议程序（Review Procedure）。78此间的“复议程序”亦无任何解释，使得对
须用尽的当地救济的界定更加扑朔迷离。
上述的差异与模糊体现了我国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立场和态度上的不坚定。这样规定的
China-Korea BIT（2007）, Art 9（2）
。
The Protocol of China-Sweden BIT（2009）。
72
The Protocol of China-Netherland BIT（2001）。
73
China-French BIT（2007）, Art 7（2）
。
74
China-Burma BIT（2001）, Art 9（3）
。
75
“本款”指中国-加拿大 BIT（2012）中“第三部分第二十一条的附录（诉请提交仲裁的前提条件：对缔
约方的特定要求）
”的第 1 款，该款规定：如果诉请涉及中国的措施：在收到意向通知后，或在任何之前的
时间，中国应当要求投资者使用国内行政复议程序。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四个月后，如果投资者认为争端
仍旧存在，或者不存在可用的此种救济，则投资者可将其诉请提交仲裁。
76
China-Canada BIT（2012）, Footnote 11。
77
China-Barbados BIT（1998）, Art 1（4）
。
78
China-India BIT（2006）, Art 9（4）
。
7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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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一方面导致实践上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由于争端解决上的不积极，会对我国的
投资环境产生消极的影响。
（三）其他条款对用尽当地救济条款的影响
岔路口条款、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和最惠国待遇条款等均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用尽当地救
济的适用，使其被限制甚至架空。而这些条款同样体现在我国签订的 BIT 中，且着实对用
尽当地救济条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第一，我国签订的 BIT 含有大量的岔路口条款，在我国签订的所有 BIT 中，包含岔路
口条款的达到 86 个，占全部 BIT 的 74%。在规定用尽当地救济条款的 BIT 中，这一比例更
是达到 95%，其在规定上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以中国-塞浦路斯 BIT（2001）为例，其
第 9 条（投资者与缔约方之间的争议解决）第 2 款规定：……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可以将争议
提交缔约另一方有管辖权的法院解决。第 3 款规定：……应任何一方的请求争议可提交
给：……“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或……专设仲裁庭。条件是提交上述仲裁程序之前，
作为争议一方当事人的缔约方可以要求投资者……用尽当地行政复议程序。但是，如果投资
者已经诉诸了本条第 2 款规定的程序，则本款规定不适用。79第 3 款第 3 项是岔路口条款的
体现。按照该规定，如果投资者已经将争端诉诸东道国国内法院，那么便不能够再将争端提
交仲裁。由于在该规定中，用尽当地行政复议程序是争端提交仲裁的前置程序，上述岔路口
条款的效果是，尽管当地的司法救济得到适用，但是用尽当地行政复议程序的要求被规避。
第二种以中国-乌兹别克斯坦 BIT（2011）为例，其第 12 条（投资者与缔约一方争议解决）
第 4 款规定，若投资者已将争议提交缔约另一方有管辖权的法院或国际仲裁，……选择应是
终局的。80按照该规定，无论投资者首先诉诸东道国国内法院还是国际仲裁，其都不能够再
诉诸另一种解决途径。与第一种方式同理，其也会导致用尽当地行政复议程序被规避。退一
步讲，在上述两种规定方式下，至少东道国的一种当地救济，或司法救济或行政救济得到了
适用，但若 BIT 中将当地救济与国际仲裁提供给投资者供其选择，岔路口条款将会导致当
地救济全部被规避。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签订的 BIT 中有小部分规定了“禁止掉头”条款，
虽不似岔路口条款的规避效果那么明显，但是其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也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我国签订的 BIT 对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规定十分宽泛。我国签订的 BIT 中，有
114 个规定了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占全部 BIT 的 97%。以中国-马达加斯加 BIT（2005）为
例，其第 3 条第 1 款规定：缔约任何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内的投资和与投资有
关的活动应受到公正与公平的待遇和保护。81可见，其规定是非常简单的，仅以“公平和公
正的待遇和保护”作以规定。在实践中，极易为投资者和仲裁庭所利用。
第三、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规定亦为规避用尽当地救济条款提供了可能。我国签订的 BIT
全部规定了最惠国待遇条款。以中国-马达加斯加 BIT（2005）为例，其第 4 条（国民待遇
和最惠国待遇）规定：（一）依照其法律法规的规定，缔约一方应给予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
在其领土内的投资及与投资相关活动……不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如果此待
遇更为优惠。（二）但是，本条前款所述的最惠国待遇不包括缔约一方根据其参加或被吸收
加入的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或其它形式的地区经济组织的规定而给予第三国投
资者的优惠。（三）本条给予的待遇不包括缔约一方根据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或其他税务安排
给予第三国投资者的优惠。82该条第 1 款规定了最惠国待遇，第 2 和 3 款规定了最惠国待遇
79
80
81
82

China-Cyprus BIT（2001）, Art 9（2）、9（3）
。
China-Uzbekistan BIT（2011）, Art 12（4）
。
China-Madagascar BIT（2005）, Art 3（1）。
China-Madagascar BIT（2005）, A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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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用例外，然而明显的是，例外中并未包含争端解决程序，这为仲裁庭利用该条规避用尽
当地救济条款提供了可能。上述规定是我国签订的 BIT 中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典型规定，
绝大多数 BIT 均作出了类似甚至完全相同的规定。此外，更有甚者，中国-突尼斯 BIT（2004）
在第 3 条已作出与上述相类似的规定的情况下，83在第 11 条（其他规定）中规定：缔约一
方投资者就本协定下的所有事项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应享受最惠国待遇。84其中“所有事项”
的表述更是将用尽当地救济条款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四、我国未来制定 BIT 范本时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设置建议
BIT 范本是一国国际投资政策与立场的反映，宣示其 BIT 谈判的最高目标与最高期望。
若以 BIT 范本为基础进行 BIT 谈判，可加快谈判速度并降低谈判成本，范本还可为后来仲
裁庭解释相关 BIT 中的具体条款提供指引。不仅如此，一国签订的各 BIT 之间拥有共同的
基础，可提高该国与其各缔约伙伴之间投资规则的统一性，同时减少国际投资规则的碎片化，
甚至可促进特定领域习惯国际法的发展。86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应有改革旧有的国际经济
秩序，构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具体到国际投资领域，我国目前签订 BIT
的数量仅次于德国，位于世界第二位，BIT 中更是广泛地接受了 ICSID 国际仲裁机制，因此，
我国应积极地参与到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中来。因此，鉴于我国目前无对外公布的
BIT 范本，应着手制定之。而对于其中的 ISDS 条款，应坚持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并对其作
出完善可行的规定。
85

（一）我国应坚持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1. 全球治理追求的公平正义尚未实现
从全球的角度考察，当今世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COVID-19 疫情大流行
更是让这些问题再次凸显。例如，2020 年 3 月 18 日，西班牙颁布《关于处理 COVID-19 经
济社会影响的紧急特别措施的第 8/2020 号皇家法令》规定，在部分行业收购企业 10%以上
的股份时需经政府批准。紧接着，3 月 29 日，澳大利亚对外商投资审批制度进行临时调整：
所有《1975 年外国收购和接管法》管辖范围内的拟议对澳投资，不论其交易性质及金额，
自 2020 年 3 月 29 日起均须获得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审批且审批时限由 30 天延长
至 6 个月。87然而即便如此，全球化是对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最具有共识性的概括，它是一
个现实，而不是一个选择。88而且，面对全球化时代的问题、矛盾与危机，具有积极意义的
是全球治理。89
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
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以及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90对于全球
China-Tunis BIT（2004）, Art 3。
China-Tunis BIT（2004）, Art 11。
85
参见曾华群：
《论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的演进与中国的对策》，
《国际法研究》2016 年第 4 期，第 63 页。
86
See J. Hepburn, R. Kabra, India’s New Model Investment Treaty: Fit for Purpose?. 1（2）Indian L. Re
v. 83（2017）.
87
See UNCTAD, Investment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8, adopted on 20 Jun.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iisd.org/itn/2020/06/20/protecting-against-investor-state-claims-amidst-covid-19-a-call-t
o-action-for-governments-nathalie-bernasconi-osterwalder-sarah-brewin-nyaguthii-maina/, visited on 6 Jul. 202
0.
88
参见《当用正确钥匙解答国际秩序问题——抗击疫情离不开命运共同体意识》
，
《人民日报》2020 年 5 月
11 日，第 3 版。
89
参见赵骏：
《全球治理视野下的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
《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 10 期，第 79 页。
90
参见俞可平：
《全球治理引论》，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 年第 1 期，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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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主体，虽然国家之外的力量在全球治理的复杂体系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发展空间和参
与机会，91但是发挥着“元治理”的基础性作用的仍然是国家，其相互之间或与非国家行为
主体进行合作，在国内和国际两级治理领域，国家到全球多个治理层次参与全球治理。从此
意义上来说，全球治理是国家层面的治理和善治在国际层面的延伸。92其中，治理和善治的
关系是，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治理亦非万能，其内
在地存在着许多局限，简言之，其亦存在失效的可能。93而善治可克服治理失效。概括地说，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在于其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
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是两者间的最佳状态。94全球治理的价
值理念则是民主。全球治理以全球共同利益为动力，95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与世界各国人
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公平正义由此成为全球治理所追求的崇高目标。然而现实却是，在全球
治理中，公平正义还远未实现。96
2. 我国具有平衡经济关系、兼顾双边利益之需
考察我国所处的现实。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的经济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2001 年我国经济总量接近 11 万亿元人民币，2015 年这一数字达到 68 万亿
元人民币。2014 年我国对外投资出超额约 200 亿美元，对外投资第一次超过了外商直接投
资，成为净投资的元年。2015 年我国对外投资再次出超，对外直接投资额达 1456.7 亿美元，
比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多 100.7 亿美元。2016 年维持了这一趋势。2017 年，我国的外国直
接投资流入量为 1340 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为 1580 亿美元，对外投资出超额达到
240 亿美元。97基于该些事实，有人认为我国已进入资本净输出国阶段。98然而这样的论断为
时尚早，因为上述并不能反映我国资本输出的真实情况。
第一，我国的资本输出刚刚起步。可以看到，相当一部分投资的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出
现了一些不太规范的现象，如虚假投资、非理性投资以及不规范投资，甚至有极少数企业和
个人利用对外投资转移资产等，都使对外投资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受到质疑。99同时还需看到，
我国资本输出的结构还比较单一，尤其是实业投资、产业转移、资源运用等方面，尚未迈出
实质性步伐。更多情况下，对外投资都聚集于房地产、娱乐和体育等领域，且一般存在投资
价格失常、失控以及失真的现象。
第二，我国的对外投资存量与经济总量不匹配。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量已超过了美
国的一半，而对外投资存量，以 2015 年为例，美国、德国和英国对外投资存量分别为 59828、
18125 和 15381 亿美元，而我国仅为 10979 亿美元，与这些传统的资本净输出国相比存在着
一定差距，甚至不及美国的 1/5。虽然出现连续几年的净输出，也只是暂时的，2018 年，我
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为 1390 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为 1300 亿美元，流出量较流
入量少 90 亿美元。100
参见丁宏：
《全球化、全球治理与国际非政府组织》
，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 年第 6 期，第 103 页。
参见俞可平：
《全球治理引论》，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 年第 1 期，第 30 页。
93
参见俞可平：
《全球治理引论》，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 年第 1 期，第 23 页。
94
参见俞可平：
《全球治理引论》，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 年第 1 期，第 23 页。
95
参见蔡拓，王南林：
《全球治理：适应全球化的新的合作模式》，
《南开学报》2004 年第 2 期，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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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宇燕：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 9 期，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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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9-Special Economic Zones 3~4, adopted on 12 Jun. 2019,
available at https://unctad.org/en/pages/PublicationWebflyer.aspx?publicationid=2460, visited on 12 Jun.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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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我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人民日报》2015 年 2 月 26 日。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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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2017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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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近年来出现的资本净输出，与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的调整有一定关系。从改革开放
初期到前几年，我国的吸引外资政策比较粗放，来自低端制造、高污染项目以及高耗能项目
等的资金都是我国可以接受的，也是各地方政府所争夺的。因此，吸引外资的力度较大，实
际利用的外资规模也较大。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步伐的加快，特别是创新
要求的提高，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也有了新的要求和目标，对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没有明显
作用，甚至会给我国污染防治、环境保护以及能源消耗控制等带来负面影响的低端制造、高
污染项目以及高耗能项目等，已不再是我国吸引外资的目标，导致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也一
定程度上放缓，客观上也为资本净输出创造了条件，为资本从净输入转向净输出留下空间。
然而，一旦外资适应了我国的政策调整，资本净输出的情况也将改变。101
总之，所谓的资本净输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净输出，不是真正的净输出。以此为基
础认定我国已经进入资本净输出阶段，更是不合适的。102因此，在现阶段，只能说我国兼具
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的双重身份。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规避风险，与世界各国保持
平衡的经济关系，兼顾双边利益，仍是我国对外开放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并妥善解决的问题。
3. 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契合全球和我国的理念与现实需求
反观 ISDS。以往的国际投资争端表现出“政治性”特性，其源发于发展中国家，即东
道国的国家利益与发达国家投资者的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但却被上升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
国家间的国家利益之争。重心在于二者间的立法层面，即作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法律依据的
国际法应如何对外国投资保护作出规定。晚近，随着投资自由化的兴起，国际投资争端不再
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立法层面的争端，而演变成关于如何对既有的国际投资协定中
的相关条款如何进行解释的争端，矛盾方亦随之转变为外国投资者、国际仲裁庭与东道国。
国际仲裁庭之所以有机会成为矛盾方，是因为国际投资协定对其予以规定，并将国际投资领
域原属于东道国的国家权力转移给其以及外国投资者。但是，由于国际仲裁庭在解决纠纷过
程中是基于“商业仲裁”理论的，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公法关系被异化为平等双方的
商事关系，投资者被提升至准主权者的地位，从另一角度则是东道国被矮化至私人当事方的
地位。103不仅如此，国际仲裁庭倾斜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压缩东道国的管辖权并裁夺国际投
资协定缔约方共同造法的权力。因此，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再次拥有了用武之地，而且契合全
球和我国的理念与现实需要。
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符合全球治理的理念。首先，主体上，与国际仲裁大行其道不同，
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强调东道国国内司法和行政机构的参与。东道国当地救济与国际仲裁庭这
一非国家主体相互合作，共同完成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其次，“善治”本身就是国际投资
法发展中一个关键问题。具体到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公正地平衡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
利益正是实行“善治”之要义。国际投资仲裁庭偏袒投资者利益，要求用尽东道国当地救济
无疑将重新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最后，投资者与东道国间争端的公平解决恰是
公平正义的直接体现，与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相契合。总之，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与全球治理
这一理念相呼应，可为完善和推进全球治理提供新的角度。
此外，在外交保护等传统领域中，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适用体现的是对东道国国家主
权的维护。然而，在现行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与国际投资仲裁相合作，其体现的是投
资者与东道国间利益的平衡，即保护东道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了投资者的利益。BIT 是东道
参见谭浩俊：
《中国尚处于资本输出的初级阶段》，资料来源于 https://mp.weixin.qq.com/s/149bXVRG1Yv
6pDnucYIIgQ, 2020 年 8 月 3 日访问。
102
参见《中国进入资本净输出阶段？商务部：为时尚早》
，《中新社》2017 年 8 月 31 日。
103
参见徐崇利：
《公平与公正待遇：真义之解读》，
《法商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66 页。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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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外国投资者母国共同立法权的体现，在此双边层面，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亦不再局限于维
护东道国一方的利益，全球治理的体系下，其代表了区域性组织的统一争端解决权，为东道
国与投资者利益之平衡提供新维度。这同样切合我国所处的现实，且该种切合不仅体现在上
述的由于我国兼具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双重地位，需要平衡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上，
还体现在其他方面。例如，2013 年 10 月 3 日，在印度尼西亚国会，习近平主席发表题为《携
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由此，
“一带一路”的概念被人们所熟悉。104“一带一路”以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不仅致力于全方位推进务实合
作，还致力于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所有这些涉及全球治理的不同维度，构成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再如，经济学家吉
姆·奥尼尔于 2001 年首创“金砖”一词，短短十几年过去，
“金砖”就已从纯粹的概念构想
演进为多元的务实合作，并带来众多实在的成果。而金砖国家间的合作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
关键在于找准了合作之道。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矢志推进互帮互
助、互惠互利。综合上述，无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还是金砖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
合作、共赢等理念，而在这样的理念下，具体到国际投资乃至其中的争端解决领域，各主体
之间利益的平衡都是应有之意，而拥有了全新内涵的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便合乎这一理念，从
而理应得到适用。
（二）用尽当地救济条款相关术语的界定
1.“救济”应包含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
我国目前签订的 BIT 即使规定了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其中的当地救济也仅限于行政救
济，而不包括司法救济。我国未来制定 BIT 范本时，应将司法救济纳入其中。因为较之国
际仲裁，国内法院在一些事项上具有优势。第一，当地法院可为东道国遵守国际义务提供有
力工具。以 Loewen 案为例，在该案中，加拿大投资者在密西西比法院经历了不公正的审判，
导致面临巨额的惩罚性损害赔偿。该投资者未在当地上诉，而是直接将案件诉诸仲裁庭称美
国涉嫌拒绝司法。仲裁庭的阐述值得寻味：多么奇怪，当地的上诉程序未获得适用，一个国
家因为一名法官或一个级别较低的司法机构违反了国际法而面临国际责任。在本案中，投资
者所绕开的尚且仅是上诉程序，若投资者根本未寻求任何的当地司法救济，那么个中问题将
更加明显。第二，由于当地的司法系统有上诉程序，更可能为投资者提供公正的救济。如上
文所述，国际仲裁缺乏相应的上诉机制，使得在其裁决出现错误时，无论是事实认定上的还
是法律适用上的，都无法得到纠正，这是其作为仲裁天然的缺陷，而当地司法救济则不存在
该问题。而且，退一步讲，即便案件最终不可避免地提交至国际仲裁，当地法院对事实的认
定以及对国内法的适用都将给国际仲裁以帮助，因为后者在这些方面可能缺乏经验。第三，
与国际仲裁只审理基于条约的诉请不同，国内法院还可审理基于合同或国内法的诉请。此间
的优势在于，两类诉请在多方面都是相互关联的，有利于进行公正的裁决，而且可一定程度
上降低时间等成本。总之，东道国当地的司法救济具有一定的优势，基于此，我国未来制定
BIT 范本时应将其纳入其中。
2.为用尽当地救济附以 2 或 3 年的期限
对于当地救济在何时才算“用尽”，主要有两种规定，一种是不对其作任何限定，如上
文所述的中国-法国 BIT（2007）等；105另一种是规定经过一定时间当地救济便视为已经用
尽，如上文所述的中国-韩国 BIT（2007）和中国-瑞士 BIT（2009）的议定书所规定的，在
104
105

参见《这就是“一带一路”简史！
》，
《新华网》2019 年 4 月 26 日。
China-France BIT（2007）, Ar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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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行政复议程序之日起经 3 或 4 个月当地救济便视为已经用尽，106再如印度 2015 范本规
定的投资者应在知悉争议措施之日起 5 年内用尽当地救济等。107我国未来制定 BIT 范本时
应采取第二种规定，因为，如上文所述，在第一种规定方式下，使得投资者非当地救济已终
局不得将争端提交仲裁，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如果对方司法或行政效率较低，导致
当地救济久拖不决，也会损害我国投资者的利益。所以，应当采取第二种规定方式，即为用
尽当地救济附以期限，经过此期限，当地救济便视为已经用尽。然而，印度 2015 范本规定
的 5 年并不可取，因为国际仲裁处理案件的平均时间为 4 年，108这意味着，一个案件可能要
历时 9 年才能最终解决。阿根廷-西班牙 BIT（1991）规定的是 18 个月，但却被仲裁庭以上
文所述的徒劳例外以及不符合 BIT 的目的宗旨等规避适用。109事实上，根据世界银行报告，
我国法院解决一个案件平均用时为 452.8 天，约为 1.24 年。据此，加上在司法救济之前须经
历的行政救济所耗费的时间，我国将用尽当地救济的期限规定为 2 或 3 年比较合适。
（三）与其他条款关系的处理
1. 删除公平公正待遇条款
传统的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将独立条款的立法方式与公平公正待遇的抽象语义相结合，
为投资者和国际仲裁庭留下极大的解释和裁量空间，使得规避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适用成为
可能。国际社会试图通过设置“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的限制等立法技术厘清公平公正
待遇的内涵。如美国 2004 年 BIT 范本第 5 条，该条将公平公正待遇与与习惯国际法挂钩，
同时还联结了最低待遇标准以及充分的保护与安全等概念，110但是该种方式存在诸多问题，
例如，一个无法破解的难题是：何为“最低待遇标准”？其将永远是一个无法确定的概念，
因为其一直处于发展与变化之中。所以，几乎可以认为，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内涵是无法准
确界定的，而这势必为投资者及仲裁庭规避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提供可能。所以，我国未来在
制定 BIT 范本时，不妨借鉴印度 2015BIT 范本的处理，将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删除，以解决
上述问题。当然，删除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可能引起的一个担忧是，投资者的权益是否会因此
而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其实这样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因为毕竟 BIT 中还有国民待遇、最惠
国待遇等条款为投资者的权益保驾护航。
2. 限缩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
将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 ISDS 条款可规避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适用。为解决此问题，
国际社会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删除最惠国待遇条款，印度 2015BIT
范本便是一例。第二，规定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例外，将 ISDS 条款排除在其适用范围之
外，例如，智利-哥伦比亚 FTA（2006）关于第 9 条第 3 款的附件规定：双方同意，第 9 条
第 3 款……不适用于包括争端解决机制在内的程序问题。 111类似的规定还有加拿大-秘鲁
FTA（2008）关于第 804 条第 1 款的附件和日本-瑞士 ETA（2008）第 88 条等。112我国未来
制定 BIT 范本时，采取第二种方式更加合适。原因在于，在国际投资领域，外国投资者担
忧自身处于竞争劣势，从而寻求不会使自身遭受歧视的保证。而最惠国待遇条款正是为确保
具有不同国籍的外国投资者之间的竞争机会和条件平等而设置的，契合外国投资者的需求。
China-Korea BIT（2007）, Art 9；The Protocol of China-Sweden BIT（2009）。
India BIT Model（2015）, Art 15（2）
。
108
参见陶立峰：
《金砖国家国际投资仲裁的差异立场及中国对策》，
《法学》2019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144
页。
109
参见陈丹艳：
《附期限当地救济条款的解释新路径阐析》
，
《武大国际法评论》2017 年第 2 期，第 147 页。
110
USA BIT Model（2004）, Art 5。
111
Chile-Columbia FTA（2006）, Annex of Art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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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Peru FTA（2008）, Annex of Art 804（1）
；Japan-Sweden ETA（2008）, Ar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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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最惠国待遇是一项与 BIT 本身的目标和宗旨紧密联系的条款，如果删除，将极大
地削弱 BIT 范本的功能，甚至降低我国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鉴于此，采取第二种方式是
更加合适的，其妥善地解决了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被最惠国待遇条款规避这一问题，且未对
BIT 范本的功能产生负面影响。
3. 删除岔路口条款
岔路口条款赋予了投资者对争端解决方式的终局性选择权，但在实践中却形同虚设。因
为，如上文所述，仲裁庭为该条款的适用设置了严格的前提条件：只有提起的若干争端同时
满足“诉因一致、当事人一致、诉求一致”三项条件时，才被视为同一争端，从而适用岔路
口条款。这样严格的条件使得实践中鲜有案件能够满足，岔路口条款的适用也就十分孱弱。
此外，在考量我国未来制定的 BIT 范本是否应设置岔路口条款时，更需注意的是，在理论
上，岔路口条款赋予投资者选择权意味着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是可以被彻底规避的，投资者一
旦将争端诉诸国际仲裁便不能再求助于当地救济。所以，为保证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得到适用，
我国可不再规定岔路口条款，而将用尽当地救济规定为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的前提条件，非
该条件得到满足不得诉诸国际仲裁。

五、结语
印度 2015BIT 范本维护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态度与立场则是鲜明而强烈的，该范本采
纳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并对相关规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地位
十分稳固。2014 年以来，我国的资本输出量一度超过资本输入量，但是认定我国已进入资
本输出阶段为时尚早，更为准确的定位应是我国已兼具资本输出大国与资本输入大国的双重
身份。在此基础上，同时考察我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等，可以说，平衡与世界各
国的经济关系，兼顾双边利益，仍是我国必须高度重视并妥善解决的问题。放眼全球，全球
化仍在继续。全球治理理论强调国家与非国家主体进行合作，努力实现公正平等的最终目标。
反观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了全新的内涵：代表区域性组织的统一争
端解决权，兼顾东道国与投资者的利益。这样的内涵正与我国乃至全球化的需求相契合，故
而，我国未来制定 BIT 范本时，应坚持该原则，并妥善处理好与其他条款之间的关系，以
期助力我国的 ISDS 实践，从而为我国参与国际投资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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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ID 仲裁庭应对东道国腐败抗辩的困境及其解决
——以仲裁庭对涉腐投资主张无管辖权为切入点
银红武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南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湖南长沙 410081）

摘 要：近些年来，腐败问题已经在国际投资法的研究与实践中日益引起重视。ICSID仲裁
庭在一些涉及腐败的国际投资争端案中对东道国的腐败抗辩予以了审慎考虑并做出了相应
裁决，但部分裁决法理饱受诟病，特别是在仲裁庭判定自身对涉腐国际投资没有管辖权的裁
决推理上。ICSID仲裁庭应依法行使管辖权并对腐败行为进行本质剖析、甄别，在庭审过程
中坚持采纳衡平路径，对争端各方的责、权、利进行均衡考量。现实表明，有必要加强ICSID
仲裁程序与内国国际投资反腐败机制间的协作互动。
关键词：腐败抗辩；仲裁管辖权；衡平路径；协作互动

On the Difficulties of ICSID Tr ibunals’ Dealing with Host State’s Cor r uption Defense and
the Solutions——Taking Tr ibunals’ Denial of J ur isdiction as the Cut-Point
Yin Hongwu
(Law School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Belt and Road”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Abstr act: Corruption attract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study and
practice during the recent years. After taking prudent consideration of corruption defense invoked
by the host states in som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cases involved with corruption
problem, ICSID tribunals made the final awards accordingly. But some part of the arbitral
jurisprudence incurred strong criticism especially of the ICSID tribunals’ reasoning that arbitrators
have no jurisdiction over corrup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The ICSID tribunals are lawfully
supposed to exercise the jurisdiction and probe into the nature of corrupt activities. The tribunals
are strongly proposed to adopt the balancing approach in deciding the cases and weigh up fairly
the obligation, right and interest between the disputing parties. It is strongly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ICSID proceedings and domestic mechanism of
combating against the corruption activiti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Keywor ds: corruption defense; arbitral jurisdiction; balancing approach;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

对于国际投资活动而言，腐败日益成为一大挑战。部分原因在于，许多国际投资流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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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不尽完善且腐败行为发生概率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近些年的国际投资法研究与实践越来
越注重对腐败问题的关切。其中，部分 ICSID 仲裁裁决表明，绝不能姑息腐败对国际投资
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1]
无疑，腐败不可能仅靠内国层面得以有效控制。过去的二十年间，围绕腐败议题国际社
会诞生了大量的国际公约（其中最具影响的当属 2005 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通过签
署这些反腐败公约，各缔约国清楚认识到，虽然腐败在国际贸易与投资活动中普遍存在，但
无论从道义还是法律上讲，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对腐败所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的日益清醒认
识使得腐败问题已成为新近国际投资仲裁的焦点议题。在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纵深推进与
改革开放持续加码的当今，研究 ICSID 投资仲裁庭对涉腐国际投资的仲裁法理无论是对我
国政府的反腐败行动还是海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护均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与实践价值。

一、ICSID 仲裁庭对东道国提出的腐败抗辩的应对
（一）东道国提出的腐败抗辩
从目前来看，东道国在投资仲裁程序中所提出的腐败抗辩
1

已发展为前者在投资仲裁案中用以挫败外国投资者种种诉请的一项程序应对策略（即
便是案件涉及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或官员均卷入腐败的情形）。并且随着投资仲裁庭越
来越倾向于采纳东道国所主张的腐败抗辩，更多的国家相应地依赖其来作为普遍的应诉技
巧。在 SGS v. Pakistan 案2后所出现的一些东道国提起腐败抗辩的典型 ICSID 仲裁案件中—
—如 Fraport AG Frankfurt Airport Services Worldwide v.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案；
Inceysa Vallisoletana S.L. v. Republic of El Salvador 案 ； Metal-Tech Ltd. v. Republic of
Uzbekistan 案与 MOL v. Republic of Croatia 案等，鉴于东道国的腐败控诉得到了证实3，ICSID
仲裁庭均采纳了东道国针对腐败外国投资者所提起的腐败抗辩理由，认定仲裁庭对该投资争
端无管辖权，遂驳回投资申请方的诉请。
（二）仲裁庭对涉腐投资主张无管辖权的两大基础理由
1. 涉腐投资有违一般法律原则
在东道国境内所作出的外国投资必须符合被普遍认同为构成国际公共政策的特定基本
法律原则，譬如禁止从事腐败活动等。[2]在 ICSID 仲裁法理中，一个俨然相对牢固树立的观
念就是：考虑到腐败与国际公共政策背道而驰，因而在决定投资不法行为会否导致仲裁庭拒
绝行使管辖权方面，投资与国际公共政策的相符性就变得至关重要。在东道国的腐败抗辩成
功获支持的 ICSID 仲裁案中，仲裁庭认为通过腐败行为作出或获得的投资有悖于国际公共
政策，从而裁定自身缺乏处置投资者仲裁诉请的能力（原因在于自身无管辖权），同时亦将
涉嫌腐败的投资者排除于投资条约的保护范围之外。
其中，Inceysa v. El Salvador 案仲裁庭认为，鉴于西班牙-萨尔瓦多双边投资条约与 ICSID
公约均为国际条约，那么条约的解释理应考虑作为国际公法组成部分的一般法律原则，后者
根据 ICSID 公约第 42 条第 1 款也是可适用的。仲裁庭裁决，依照诸如诚信原则、任何人不
能从其违法行为中获益（Nemo auditur propriam turpitudinem allegans）、国际公共政策与不
当得利禁止等一般法律原则，Inceysa 公司均不能诉诸 ICSID 仲裁。4
在 World Duty Free v. Kenya 案中，仲裁庭裁决认为争端双方根据 ICSID 公约第 42 条第
1 款选择英国法作为解决争端的适用法，而英国法原则规定任何人不应通过其自身的犯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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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criminal behavior）获得利益（ex dolo malo non oritur actio）。5该案仲裁庭更进一步指
出，投资者的行贿“有悖于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国家的国际公共政策”，因而也与
跨国公共政策（transnational public policy）背道而驰。尽管跨国公共政策在范围上比国际公
共政策要窄，但仍具有普遍适用性。前者包括“自然法基本规则，普遍正义原则，国际强行
法（规范）以及‘文明国家’所认可的一般道德原则”。[3]
2. 涉腐投资有违国际投资协议中的“遵照东道国法律法规”条款
双边投资条约的“投资”定义条款通常规定，投资应“符合东道国法律”。这也就意味
着，根据东道国的内国法，任何非法作出的投资均被排除在“适格投资”范围之外。如此规
定背后的用意颇为明显：东道国并不情愿这些非法投资能从双边投资条约所授予的外国投资
保护优惠中获益，事实上依据内国法也不允许这么做。正因为在几乎所有的内国法律秩序中，
腐败均为非法行为，因而管辖权问题通常就构成了关涉腐败抗辩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主要为
ICSID 仲裁案）中的最有争议的事项。可以说，外国投资与东道国法律的相容性事关投资仲
裁庭的管辖权。[2]
在部分ICSID 投资争端仲裁案中，仲裁庭正是考虑到具体投资的作出并不符合相关投资
条约内的“遵照东道国法律”要求，从而认定投资为非法投资，不受投资条约的保护，故而
仲裁庭不能行使管辖权，投资者的仲裁诉请应予驳回。如在Inceysa v. El Salvador案中 ，仲
裁庭裁决，萨尔瓦多共和国在其与西班牙所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1995）中所表示受ICSID
管辖的同意不能扩展至通过欺诈手段而作出的投资，因而该投资违反了萨尔瓦多的法律，不
是适格的投资。仲裁庭遂裁定自身对仲裁案并无管辖权。6

二、ICSID 仲裁庭应对东道国腐败抗辩的困境
尽管 ICSID 仲裁庭在涉及腐败的国际投资争端案中对东道国（被诉方）的腐败抗辩予
以了审慎考虑并做出了相应裁决，但部分裁决法理饱受诟病，特别是在仲裁庭判定自身对涉
腐投资没有管辖权的裁决推理上。对此，学界发出部分质疑与反对之声7，个别学者甚至极
端地认为，在国际投资仲裁的长期实践中，仲裁庭在应对腐败抗辩时表现得“目光短浅”，
假若不说其“无知”的话。[4]
（一）ICSID 仲裁庭对涉腐投资拒绝行使管辖权有悖于程序正义
上文已提及，对于涉及腐败（或其它非法行为）的外国投资争端案，ICSID 仲裁庭拒绝
行使管辖权的推理过程大致为：鉴于投资活动中的腐败行为侵害了东道国的法律，这也就意
味着投资的进行并未遵守东道国法律，进而表明投资并非 ICSID 公约第 25 条或具体双边投
资条约项下所界定的受保护“投资”，由此亦可推论出在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间并未达成同
意投资仲裁的合意，最终的论断就是仲裁庭缺乏管辖权。
尽管在仲裁庭对自身管辖权进行审查时，无法回避对投资是否为适格投资以及仲裁合意
是否存在等问题进行初步判断——鉴于双边投资条约内通常纳入“符合东道国法律”条款。
但必须指出的是，仲裁庭仅根据外国投资活动牵涉到腐败行为，就断然确定投资为不受双边
投资条约所保护的“投资”，进而很快得出结论道：在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间并未达成同意
投资仲裁合意——整个推论过程显得过于简单、粗糙，不符合程序正义精神。事实上，关于
认定适格“投资”的标准，最初由 Fedax v. Venezuela 案的仲裁庭提出，然后得到了其他仲
裁庭的进一步阐释，特别是 Salini v. Morocco 仲裁庭所倡议的五个标准获得了广泛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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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1. 存续一段时期；2. 有经常性的利润与回报；3. 需承担一定的风险；4. 实质性的投入；
5. 对东道国的发展做出贡献。8不难发现，“符合东道国法律”并未成为适格“投资”的客
观判定要素。需提请注意的是，我国本世纪初以来所缔结的一些双边投资条约已经将“遵守
东道国法律与法规”的要求从“投资”的定义条款中予以删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德
国双边投资条约。虽然 1983 年中国-德国双边投资条约的“投资”定义条款还包含了这一要
求9，但当中德双方于 2003 年对投资条约予以修订后，新的双边投资条约对“投资”再也未
作此规定10。同类情况也发生于 2004 年中国-乌干达双边投资条约等。[5]
此外，ICSID 仲裁庭对于一些关键性的、本应属于案件事实审查范围内的问题（比如东
道国的内国法范围应如何予以界定，涉腐投资的违法性及其严重性，东道国是否在涉腐外国
投资的作出与经营过程中尽到了应尽的监管义务以及东道国应否在涉腐投资中承担与有责
任等），却在实体审查还未充分切实展开的初始阶段草草得到处理，这显然对作为仲裁申请
方的外国投资者的程序性权利（诸如出庭质证、举证与辩护等）保障不充分，有违程序正义。
（二）适用“遵照东道国法律法规”条款的不确定性问题
面对投资仲裁庭的“一贯性的”推论，扪心自问，这样的推理能获得普遍性支持吗？事
实上，在解释与适用投资条约中的“遵照东道国法律法规”条款时，存在三个不确定性问题。
第一个不确定性是投资者必须遵守哪些法律法规，以及怎样才能称得上为“遵照法律”？
难道每位投资者必须在投资前就每一项投资展开一次全面的“法律遵守”审查，以此来确保
投资“符合东道国的每一部内国法以及法律中的每一条款”？这有可能会使“遵照”条款成
为“投资仲裁中的阿喀琉斯之踵”，因为投资者对东道国法律的任何违反将导致“投资未‘遵
照’内国法作出”的结论，从而东道国的腐败抗辩就能顺利获得支持。无疑，如此解释只会
蕴藏极大的不确定性，而 ICSID 机制与双边投资条约有效保护外国投资的特定目的将会落
空。
第二个不确定在于，“遵照东道国法律法规”条款是否对投资者施加了一种持续义务，
要求对其具体投资的守法情况实行全程监管，抑或该条款仅适用于投资作出之前的阶段范
围？Fraport 案仲裁庭表明，“遵照东道国法律法规”条款仅适用于投资作出阶段，投资者
在投资作出后违反东道国法律的情形“可构成对相关双边投资条约实质性违反诉请的一种抗
辩，但是却不能剥夺仲裁庭位于双边投资条约法律权威下行使管辖权的权力”。实际上，关
于“遵照东道国法律法规”条款的投资适用阶段问题，各投资仲裁庭并未形成一致意见。
第三个不确定是，在裁定投资者违反适用法的责任时，是否存在一些能主张减轻责任的
裁量因素。Fraport 案仲裁庭假设，即便外国投资者违法了，但若符合以下的一种情况，则
其仍应获允提出赔偿请求。这些要素包括：由于东道国法律规定不清楚导致投资者的非故意
错误；对于非正确法律意见的信赖；或者“虽然对投资的盈利能力不会产生根本性影响，但
投资者本来应该以符合内国法的方式进行投资，从而不会对预期盈利能力造成任何损害”的
违法行为。况且，若东道国在明知投资者的行为与法律不符却故作不知地对投资予以了许可，
那么投资者可以主张“禁止反言”这一积极抗辩来阻碍东道国提出的腐败抗辩。11截至目前，
针对东道国所提出的“腐败”抗辩，没有任何投资仲裁庭表示认可投资者的“禁止反言”理
由 12或对上述减轻投资者责任的因素予以接纳，但投资者所主张的这些理由对于仲裁庭而
言，均应进行全面认真考虑的。
（三）仲裁庭对涉腐投资主张无管辖权的裁定导致争端方利益重大失衡
面对东道国所提出的外国投资者腐败抗辩，部分 ICSID 仲裁庭最终拒绝行使管辖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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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本国公众利益。裁决法理在于，国际公共政策的目的是保护公众免遭诸如腐败等不法行
为的损害。投资仲裁庭似乎原则性地认为，鉴于腐败行为有悖于国际公共政策，仲裁庭自然
不能：一是强制执行所涉合同；二是提供投资条约的保护——关键在于投资已为腐败行径所
“玷污”。[6]从而，ICSID 仲裁庭更愿通过作出不利裁决以示对那些参与腐败活动的外国投
资者予以惩诫。然而从另一侧面讲，裁决并未真正做到对公众的保护，因为它事实上起到了
助长东道国官员腐败行为的作用——根据裁决书内容，东道国即便违反了其投资保护的条约
义务，但鉴于仲裁庭拒绝行使管辖权，导致东道国的潜在法律责任无从追究。从而，东道国
涉腐官员们也就无需对他们自身的腐败行径有丝毫忧惧，因为即使同样从事了腐败行为，但
在 ICSID 现行裁决法理下他们可以做到毫发未损。
换句话说，ICSID 仲裁庭裁定对涉腐投资争端案件拒绝行使管辖权的话，只会对外国投
资者产生不利后果。跟东道国不一样，外国投资者需要通过国际投资仲裁程序来实现其权益
的保护。事实上，按照 ICSID 公约第 27 条13，投资者一旦选择国际仲裁庭解决其与东道国
的投资争端，那么就意味着寻求母国外交保护的后路已被切断，仲裁程序则几乎成为其获取
公正裁判的唯一途径。虽然投资者的腐败不当行为理应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但是投资者不
应一概成为投资仲裁程序中承担不当行为后果的唯一主体。
处于争端另一方的东道国则不然，它无需依赖仲裁方式，它通常会利用其公共权力来实
现其价值诉求，维护自身利益。事实上，在仲裁庭拒绝行使管辖权前，东道国就已经接纳了
外国投资者的投资。随着最终裁决的作出，往往就意味着东道国获得了不当得利：依照仲裁
庭的裁判思路，既然腐败行为损害了公共秩序，那么投资合同就应视为无效，从而触发东道
国返回投资的义务（实践中，东道国有可能已将投资者的资产实行征收了）。可如今基于仲
裁庭对管辖权的拒绝，投资者的这一请求变得无门可诉。从这一点上讲，仲裁庭的裁决推理
根本未对“不当得利”这一古老的民法原则予以认真考虑。[4]
由此看来，仲裁庭对涉腐国际投资争端案拒绝行使管辖权的做法本是出于真正保护公共
利益的目的，但从实际效果看来却让处于被诉地位的东道国（乃至东道国官员）获得了不正
当的优势地位，导致投资争端双方的权益严重失衡。

三、困境的解决路径
鉴于现行 ICSID 仲裁庭在应对东道国腐败抗辩问题上所身陷的裁决推理被指责过于简
单、相关条款适用不精确与造成投资争端双方权益严重失衡的三重困境，建议对目前的
ICSID 涉腐投资仲裁实践进行完善改进。解决路径有三方面：一是明确 ICSID 仲裁庭应依法
行使管辖权并对腐败行为进行本质剖析、甄别；二是确定 ICSID 仲裁庭须采纳利益均衡仲
裁方法；三是建议加强 ICSID 与内国反商业腐败机制间的协作互动。
（一）ICSID 仲裁庭依法行使管辖权并对腐败行为本质进行具体剖析
面对东道国的腐败抗辩，投资仲裁庭更为可取的态度不是推卸责任，而应是依法担负起
裁决案件是非曲直的准司法责任。当然，仲裁庭在行使管辖权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不可回
避的任务就是对具体腐败行为进行本质剖析、甄别。
1. 单边腐败抑或双边腐败行为
单边腐败行为只涉及一方的不当行为。在国际投资仲裁中通常意味着外国投资者的单方
欺诈行为。贿赂行为则通常表现为双边性，即一方的行贿行为与另一方的受贿行为均为违法
行为。按照这样的划分标准，Inceysa 案、Fraport 案与 Kardassopoulos 案属于同一类型的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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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案 件 （ 值 得 指 出 的 是 ， Inceysa 案 与 Fraport 案 受 审 查 的 是 投 资 者 的 单 边 行 为 ， 而
Kardassopoulos 案审查的焦点却变成了东道国的单边行为），唯有 World Duty Free 案牵涉
到的是共同违法行为。[4] 毋庸置疑，投资仲裁庭允许东道国就投资者的单边腐败行为主张
腐败抗辩。
2. 硬腐败抑或软腐败
腐败行为有“硬”、“软”之分。根据经合组织《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行贿外国公职人
员行为公约》第 1 条第 1 款，“硬腐败”指的是旨在获取不当受益而对公共官员给予或承诺
非正当利益的行为。行为既可直接实施，亦可通过中介完成。这是“一种通过对官员自身的
行政履职施加影响，从而获得不正当商业优势的违法故意行为”。“软腐败”又称“影响力
交易”（influence peddling），是“硬腐败”的弱化形式。“软腐败”指的是对声称可非正
当影响政府官员的人士给予或承诺不当好处的行为。从定义不难看出，与“硬腐败”相反，
“影响力交易”牵涉到中间人，后者事实上并不需要向经办官员行贿。可见，涉身“影响力
交易”的外国投资者实际上并不能对官员的具体履职行为产生直接作用。有鉴于此，尽管相
当多的 ICSID 仲裁庭在投资者涉嫌“硬腐败”的案件中支持了东道国的腐败抗辩，但无一
仲裁庭允许东道国将“影响力交易”作为援引抗辩的唯一理由，估计这一趋势仍将会延续下
去。14
3. 合同本身腐败抑或通过腐败获得合同
腐败既可表现为投资合同本身，亦可遁形于合同获得过程。两者都可被东道国成功援引
为腐败抗辩理由。在第一种腐败情形下，由于当事一方所提供的对价（如贿赂）本身就属违
法行为，合同因而不具有法律强制执行效力。有学者甚至将此类合同比作“雇凶杀人合同”。
[7]
违法合同当事方自然不能从其从事腐败行为中获益。然而，在实践中大部分 ICSID 仲裁庭
遭遇的还是第二种情形，即投资者获取合同过程涉嫌腐败。譬如海外公司为了取得公共经营
许可进行过欺诈或行贿，对此仲裁庭通常会采纳东道国援引的腐败抗辩，即便投资合同本身
不含违法内容。15
4. 腐败涉嫌轻微违法抑或严重违法
Inceysa v. El Salvador 案仲裁庭表示，若要免除东道国的赔偿责任，一项投资必须是“以
严重违反（significant contravention）适用法的方式作出的”，比如“在政府的招标程序中采
取恶劣的虚报或欺诈的办法。”16该案中，投资者通过自身欺诈行为（包括伪造各种文件；
提供虚假的财务报表等）来作出双边投资条约保护下的“投资”，那么投资者对其违法行为
应承担全部责任。
但是如在 Tokios Tokelės 案中，投资者所创设的公司虽然在名称上存在一些瑕疵，尚不
足以成为像投资者在 Inceysa v. El Salvador 案中所作出的严重欺诈行为。因此，仲裁庭在实
践中很有必要对投资者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进行区分，不能将涉及投资者违法的投资一概判
定为不受国际投资法保护的“不适格投资”，并进而拒绝行使管辖权。
（二）ICSID 仲裁庭的衡平路径
值得指出的是，在所有的涉腐国际投资争端案中，投资者与东道国关系的平衡性与相互
性表现得十分明显。无论是在涉及共同违法行为，还是只涉及单边违法行为的仲裁案中，衡
平路径有望对身份不对等的争端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的协调提供一种更灵活的解决办法。
1. 仲裁庭对东道国成功主张腐败抗辩进行条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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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衡平路径的具体适用上，有学者建议，投资仲裁庭可要求东道国在基于投资涉腐理由
成功提起仲裁管辖抗辩之前必须对涉嫌腐败的本国政府官员已经启动了公诉程序。[8]或者，
在援引腐败抗辩理由时，东道国应表明在其法律框架内已经贯彻了所要求的反腐败标准，或
者已经创设了强有力的遏制措施打击腐败犯罪行为（如已对牵涉腐败的政府高级官员提起了
诉讼等）。[9]
还有学者指出，投资仲裁庭必须开展一次完全有必要的衡平测试，并最终根据案件的具
体事实作出裁决。衡平机制应该（1）防止在对一方有利裁决的同时造成对另一方的不公平；
（2）促使政府官员忌惮从事腐败活动；以及（3）鼓励东道国出台并具体落实反腐败举措。
比如在 World Duty Free 案中，虽然“恢复原状”原则不能被援用来返还投资者已支付的 200
万美元贿赂，但投资合同被撤销后，合同双方应回复到合同缔结前各自原本的状态——也即
除开贿赂外，投资者所投入的合法投资应有权收回。如此处理的结果显得更为公平合理，毕
竟涉案公司不能仅因为从事了违法行为（有时甚至是不太严重的非法行为）就应被剥夺一切
投资付出。[10]还有一些学者呼吁仲裁庭采纳比较过错（comparative fault）规则，要求东道
国仅能在其无罪的范围内援引腐败抗辩。[11]
2. 东道国的腐败责任承担
如前所述，在对涉腐投资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时，应对具体案件中的受审查腐败行为进行
单方行为抑或双方行为的区分，从而划分东道国的腐败责任承担比例。如在 MOL v. Republic
of Croatia 案中，仲裁庭就认为应对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的不法行为进行均衡考量，不能对
东道国所提出的腐败抗辩予以绝对或无条件采纳。假若东道国（更多地表现为行使行政职责
的政府官员）在具体争端案中也参与了腐败活动，那么 ICSID 仲裁庭自然应对东道国的行
为方面一并予以处置，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对案件拒绝行使管辖权草率结案，使东道国规避了
本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即便在投资者的腐败行为已被证实的仲裁案中，若由同样涉嫌腐败
的东道国独享外国投资所带来的全部利益（如对外国投资征收后根本不进行补偿），这亦是
极不合理的。[1] Michael A. Losco 主张，东道国应根据归因于自身的过错比例对投资者的赔
偿请求进行相当比例的赔偿。一方面既要考虑投资者通过行贿全然追求经济利益至上所导致
的损害，另一方面也应同样看清往往是政府高官主动索贿从而诱导投资者涉腐的事实。[3]
譬如，投资者主动对外国低级别官员行贿的，只能寻求 25%的赔偿比例；但若是内国高级
官员存在经常性的索贿行为，那么该国则可满足投资者赔偿要求的 75%。[4]
事实上，对于那些对外资实行“逐项审批”制度的东道国而言，假设外国投资已取得了
东道国政府主管部门的准入许可，那么该项投资即可被视为是按照东道国的法律要求而做出
的，负责颁发许可的政府主管部门难辞其咎。
（三）构建 ICSID 与内国反腐机关间的协作互动机制
鉴于国际投资者的商业腐败行为是市场经济中常见且危害性较大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因
此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通过国内立法予以规制（单在 2004 年至 2009 年期间，国际范围内的反
腐败内国强制执行法从最初不多见的 5 部上升至 40 多部）。比如，美国通过制定《海外腐
败行为法》、《国际反贿赂与公平竞争法》、《禁止海外贿赂法》等法律法规，从而构建了
一个庞大、细密、全方位的反海外商业腐败行为的内国法律体系。
事实上，只有国际投资的内国反腐败执法机构与 ICSID 仲裁庭通力配合才能确保无论
是东道国还是海外投资者均不能从各自的腐败行为中获取利益。理由有二：其一，ICSID 仲
裁可能会对那些隐藏的腐败行为全然不知晓。ICSID 争端解决机制的设计并非寻求在外国投
资情境下对隐藏的腐败行为予以查获的目的（实践中，隐藏的腐败行为远比 World Duty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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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显见的”腐败情况更为普遍）。无疑，被内国反海外腐败行为法赋予调查与强制执行
职权的国家机关在打击商业腐败方面显得更为专业——特别是在搜集为先前 ICSID 仲裁庭
所未能查出的隐藏腐败行为的证据方面，关于这点 Siemens AG 案就是最好的例证17。同时，
该案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鉴于 ICSID 仲裁活动中上诉程序的缺位，完全有必要在 ICSID
仲裁庭与内国反腐专门国家机关间建立一种沟通协作机制。其二，为了避免内国的反腐执法
机关将对涉腐外国投资的打击一味沦为东道国对后者实施征收的借口与工具（却忽视对本国
涉案官员的查处），造成显失公平的后果，完全有必要力促内国的国际投资反腐败机制与
ICSID 仲裁程序间的互动与制衡。下文基于 ICSID 仲裁程序与内国的国际投资反腐败程序启
动的时间先后情况分别讨论两种机制间的互动协作策略。
1.

ICSID 仲裁先于涉腐国际投资的内国反腐败调查

正如 Siemens AG 案所表明的， ICSID 仲裁裁决是在对涉腐国际投资进行内国反腐败调
查之前就已作出，如果仲裁庭难以及时发现那些隐性的商业腐败证据，有可能会得出错误结
论。假若错误的裁决已经作出且得到执行，那么内国反腐机构就应要求涉腐国际投资者将裁
决所获赔偿金额“回吐”出来。
（1） 放弃获赔偿权或“回吐”赔款
随着 2008 年德国检察部门对 Siemens 公司反腐调查结果的尘埃落定，Siemens 公司主
动放弃 2.17 亿美元的 ICSID 仲裁裁决的赔偿款执行。无论如何，Siemens 公司对其获赔偿
权的放弃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毕竟，假若 ICSID 仲裁庭先前就掌握了外国投资者的所
有腐败事实的话，定会作出认可阿根廷所提出腐败抗辩的仲裁裁决。或者，假若德国检察部
门的调查从未开始过，那么 Siemens 公司就有可能通过利用本无权援引的双边投资条约内
的争端解决条款成功收获自身腐败行为所带来的“不义之财”。因此，为了确保一个最终的
正确结果，涉腐国际投资的内国反腐败执法机构（在美国为司法部与证券交易委员会）应要
求投资者放弃其对 ICSID 仲裁裁决的权利（或者“回吐”已获赔偿的款项），并将其作为
一个开展相关调查的条件。依照“恢复原状”法理，仲裁申请方对裁决书权益的放弃将使争
端各方回复到假设被诉东道国的腐败抗辩理由成功获得支持情形下本该享有的地位。18
有学者建议，假若作为被诉方的东道国已经支付了仲裁书的赔偿，那么投资者“回吐”
的款项可作此等用途使用：既可用于资助东道国政府的调查，亦可用作完善投资者公司内部
的记报账制度的经费，或者作为反腐基金的组成部分用于支持东道国的反腐行动。当然，最
理想的解决办法应是内国反腐败机构根据具体情况对这些因素进行一个最佳的综合运用。[3]
（2） 抵扣
假若 ICSID 仲裁庭已作出了对外国投资者不利的裁决，此后内国的反腐败执法机构又
启动了反商业腐败调查程序，那么内国反腐机构的最终罚金处罚能否用 ICSID 仲裁中投资
者所遭致的经济损失来抵扣呢？对此，有学者持赞成意见。此种观点认为，罚金抵扣的数额
可相当于在东道国提请腐败抗辩理由情形下投资者未能获得支持的 ICSID 诉请金额。该项
建议的可取之处在于一定程度上寻求减缓外国投资者的腐败成本，从而内国反腐败执法机构
和东道国腐败抗辩的共同作用不至于构成影响外国直接投资输入的障碍。[12]
2.

涉腐国际投资的内国反腐败调查先于 ICSID 仲裁

当内国反腐败执法机构对国际投资进行调查时发现，投资者曾使用腐败方法获取了投资
合同，那么这一腐败抗辩理由将会赋予东道国异乎寻常的征收投资者资产的动力。当然，东
道国也可能会试图与投资者重新商定投资合同，甚至强塞加重投资者义务的新条款，原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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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前者清醒地懂得，他们受到反腐抗辩理由的保护。
（1） 给外国投资者纠错的机会
当投资者被查出在投资过程中涉嫌腐败（譬如投资者的行贿行为导致合同可撤销或不可
履行）时，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给予投资者纠正其违反投资合同的机会：投资者就其腐
败行为所引发的全部实际损害需向东道国支付赔偿金。赔偿一旦支付完毕，东道国则应放弃
其向 ICSID 仲裁庭提起有关腐败抗辩的一切诉请。无疑，在现实中对投资腐败行为所引起
的实际损失进行估算是非常困难的。若碰到实际损害无法计算的场合，替代方法就是支付名
义赔偿金或向东道国境内的反腐败基金池捐资。
投资者纠错条款可以通过修改现行的双边投资条约来实现。但考虑到修改投资条约之不
易，投资者经与东道国协商后，或可将纠错条款写进投资合同。纠错条款最大的优势在于能
对东道国征收投资者资产的动力（特别是在内国的反腐调查结果为肯定时）实行遏制，从而
确保投资者仍可获得一个中立的平台来对其资产进行保护，亦可防范某些“无耻的”东道国
仍妄图从自身的错误行为中获益。[3]
（2）应 ICSID 要求透露有关内国反腐败执法行动的详情
事实上，遵照“恢复原状”原理与“不干净的手”原则，在启动内国反腐败执法程序前，
内国执法机关通常会与投资者达成一项关于后者同意不就已发生的任何征收行为提起针对
东道国的 ICSID 仲裁请求的协议。内国反腐败执法机构甚至可以通过威胁将向仲裁庭公开
投资者的违法犯罪证据（假若投资者启动 ICSID 仲裁程序）来强化投资者的这一弃权义务。
如此一来，结果就是：在内国反腐败调查结论做出后，东道国对外国投资实行征收的理由就
变得堂而皇之了。
此时，身处违法腐败“风口浪尖”的外国投资者可谓“命如浮萍”，故而求助于以 ICSID
为首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反倒成了他们的“救命之举”。但当出现涉腐国际投资的内国反腐
败调查先于 ICSID 仲裁程序这一情况时，ICSID 仲裁庭很可能遭遇的现实就是内国反腐败执
法部门拒绝向 ICSID 仲裁庭提供任何证据。无论如何，这一向外界不公开内国反腐执法详
情的方法有易于被东道国利用来进行征收投资者资产的嫌疑，并且可能会对内国反腐执法机
制的未来运作带来定位不清晰的后果，因而如何加强内国的国际投资反腐败机制与 ICSID
仲裁程序间的互动与制衡演变为一个国际投资仲裁理论界与实务界亟需解决的难题。
可喜的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颁布实
施，我国政府部门与诸如 ICSID 的国际组织在刑事案件调查、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
活动中相互提供协助的问题得到了立法解决19。具体而言，该法第二章“刑事司法协助请求
的提出、接收和处理”、第四章“调查取证”、第五章“安排证人作证或者协助调查”与第
八章“刑事诉讼结果通报”等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工作机制的一般规则明确了我国各相关部门
在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职责和任务，为我国反腐败执法机关与 ICSID 协作机制的构建提供了
国内法依据，树立了我国在国际协作反腐方面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3.

ICSID 仲裁与涉腐国际投资的内国反腐败调查同时进行

尽管 ICSID 仲裁庭拥有要求争端方提交有关证据与文件的法律职权，但与内国反腐执
法机构（比如美国司法部、证券交易委员会与美国联邦调查局等）的调查权限相比较，后者
更胜一筹——毕竟，投资者腐败行为的蛛丝马迹更易为其母国或东道国所察觉、掌握，作为
对涉腐投资进行一线审查的内国反腐执法机构无论在证据收集还是实地调查等方面均占明
显优势。这也成为 ICSID 仲裁庭在审理过程中等待对涉腐国际投资的内国反腐败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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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定的原因之一。
（1）ICSID 仲裁庭暂停审理
以美国为例，联邦调查局就能查找出有可能为仲裁庭所完全不了解的证据。因而，为了
能从被赋予反腐执法权限的内国反腐机构强大的调查职能中获益，ICSID 仲裁庭完全有必要
向美国司法部咨询是否可以在内国反腐调查结果未出来之前暂停仲裁程序的意见。诚然，为
了确保仲裁庭作出正确的仲裁裁决，在内国反腐败调查的结果未出来之前有必要鼓励投资者
申请暂停 ICSID 的仲裁审理。这样一方面可使内国反腐执法机构完成全面细致的调查工作
成为可能，而另一方面调查结果亦会对 ICSID 仲裁裁决的作出提供有益的信息支持。
但遗憾的是，在实践中，即便是对于投资者的腐败等不当行为的内国调查仍在进行之中，
ICSID 仲裁庭似乎也不情愿等到这些调查结果的出炉。如 Fraport 案的仲裁庭就对被诉东道
国所提请的要求在申请方所涉嫌的腐败行为的调查结果未出来前暂停案件审理的诉请予以
了拒绝。20 Fraport 仲裁案预示了，欲使仲裁庭答应被诉东道国所提请的暂停仲裁案审理的
诉请绝非易事。关于这点令人费解，因为若从仲裁效能上讲，仲裁庭应更倾向于对申请方所
提出的暂停案件审理的要求予以满足——毕竟，仲裁申请方可以最终决定是否撤回其仲裁申
请。况且，为了避免再步 Siemens AG 案仲裁庭的后尘，今后的 ICSID 仲裁庭理应更热衷于
收集足够充分的信息来确保自身作出正确的裁决。
（2）内国反腐败执法机构的反腐调查与 ICSID 仲裁庭审理的对接
一旦内国反腐调查结果落地，ICSID 仲裁程序即可继续进行。而根据对涉腐国际投资的
调查结果，内国反腐败执法机构可采取不同的举动来与 ICSID 仲裁庭进行对接。假若反腐
机构并未查找出投资者从事腐败活动的任何证据，那么内国机构应将实际情况告知投资仲裁
庭。相反，假若证据表明投资者涉嫌腐败，那么 ICSID 仲裁庭应俟内国反腐调查结果确定
后，基于自身的公正中立地位，采取均衡方法作出尽可能合理的裁决。
如此一来，仲裁庭非常乐意将内国反腐执法机构列为“私家侦探”，以此保障仲裁裁决
是基于准确且全面的事实基础而作出的。反过来说，内国反腐执法机关也应提供信息帮助，
理由在于，建立在准确信息基础上的 ICSID 裁决一方面将对诚实的投资者提供嘉奖，另一
方面将对从事腐败投资活动的投资者实施惩罚，内国反腐执法机关所肩负的国际责任“使
然”。

四、结论
面对外国投资者的 ICSID 仲裁诉请，东道国无疑会使出浑身解数来主张法律责任的免
除。其中，主张投资者的投资活动涉腐就成为东道国惯常使用的抗辩策略之一。是故，腐败
问题在 ICSID 投资仲裁中日益被引起重视，有时甚至发展成为案件审理的关键或争议焦点。
针对涉腐国际投资，部分 ICSID 仲裁庭在自身管辖权审查的初步阶段即裁定自身无管辖权。
仲裁庭的如此应对饱受争议：ICSID 仲裁庭对涉腐投资主张无管辖权有悖于程序正义；仲裁
庭在适用“遵照东道国法律法规”条款时存在不确定性问题；仲裁庭对涉腐投资主张无管辖
权决定易导致争端方利益重大失衡等。出于克服投资仲裁实践中的种种缺陷之目的，ICSID
仲裁庭应依法行使管辖权并对腐败行为进行本质剖析、甄别；在庭审过程中应采纳衡平路径，
对争端各方的责、权、利进行均衡考虑；有必要加强 ICSID 仲裁程序与内国国际投资反腐
败机制间的协作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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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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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庭最后裁决却认为案件无关于影响国际投资法的腐败事项。Wena Hotels Limited v. A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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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PA-ICSID Interaction”, Duke L.J., 2014(63): 1201-1241；Michaela Halpern: “Corruption as a
Complete Defense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or Part of a Balance”, Willamette J. Int’l L.& Dis.
Res. , 2016 (23): 297-312；Margareta Habazin: “Investor Corruption as a Defense Strategy of Host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Investors’ Corrupt Acts Give an Unfair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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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基础设施的政府违约风险与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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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点领域，然而我国企业在投
资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却频频遭遇政府违约。2010 年至 2020 年比较典型的中
国企业在投资海外基础设施建设进程中遭遇的政府违约事件，表明政府违约具有多发
性。由于企业忽视事前风险防范与事中风险管控、合同条款不够完备以及投保意识较
弱等问题的存在，导致我国企业投资海外基础设施过程中的潜在政府违约风险较大。
本文认为应当从国家与企业两个层面在项目全周期的各个阶段采取平行措施，完善政
府违约应对体系，以降低政府违约发生的概率，减少政府违约所产生的损失，维护我
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本文拟围绕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基础设施的政府违约风险防范问题，从以下三部分
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阐述政府违约风险概念和具体表现。在明确政府违约风险的定义与内涵
后，本文重点回顾 2010 年至 2020 年国际关注度较高的中国企业在投资海外基础设施
建设进程中遭遇的政府违约事件，基于对这些案件的分析，概括了目前海外基础设施
建设中政府违约的主要特点。
第二部分分析了中国企业在防范政府违约风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企
业对风险评估与风险防范重视不够、合同中对政府违约条款的规定不够细致全面、没
有充分利用海外投资保险机制等。此外，还存在企业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在国政府
沟通不够、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不到位以及我国对外投资保护法律欠缺完善导致企业利
益受损等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有效避免政府违约风险，维护企业自身利益。
第三部分从国家与企业两个视角提出了完善政府违约风险应对体系建议。从国家
角度，我国可以从在双边投资协定（BITs）中加入政府违约责任条款、完善海外投资
保险制度、推动 MIGA 的改革和使用、建立风险评估和风险预警机制等多个方面建立
海外基础设施投资保护体系，为企业防范与救济政府违约风险提供制度保障。从企业
视角，企业须完善项目开始前的政府违约风险防范工作与项目进行中的政府违约风险
管控工作，在政府违约风险发生后充分利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关键词：国际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违约风险；海外投资保险；国际投资争
端解决

前言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我国对外投资不断
扩大。2020 年 9 月 16 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9 年度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9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1369.1 亿美元，对外直接
1
投资流量位列全球第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位列全球第三。 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占有相当
大的比例。2020 年 2 月 28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张瑞萍，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星宇，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司法部 2018 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8SFB2052）中期成果。
1
参见商务部网站：《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aa/202009/202
00903001523.shtml，2020 年 9 月 17 日访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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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 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共计 11928 亿元，较去年增长
2
了 6.6%。 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点领域。
近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逐步加快，企业投资海外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投资
风险也逐渐多元化和复杂化，其中政府违约风险尤为突出，政府违约事件不断出现。2011
年缅甸总统吴登盛宣布在其任期内暂时搁置中缅密松水电项目、2014 年墨西哥政府撤销中
资企业中标的高铁项目、2015 年斯里兰卡政府叫停中资企业投资的港口城项目、2016 年哥
斯达黎加单方面终止与中资企业合建炼油厂项目、2018 年马来西亚叫停中资承建的东海岸
铁路项目等都是政府违约的典型事例。这些事件均表明，中国投资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并非
一帆风顺。为防范政府违约风险，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应同心协力，采取有力的风险防范
措施，保护企业投资安全。

一、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基础设施政府违约风险概观
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基础设施中的政府违约风险是指基础设施项目所在国政府违反与投
资者或项目公司订立的投资协议，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由此给合同相对方
带来损失的投资风险。政府违约风险是国际投资风险中政治风险的主要类型之一。3
关 于 政 府 违 约 的 定 义 ， 1985 年 世 界 银 行 通 过 的 《 多 边 投 资 担 保 机 构 公 约 》
（ Convention Establishing the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 简 称
《汉城公约》）第 11 条规定：“东道国政府不履行或违反与被保险人签订的合同，并且（1）
被保险人无法求助于司法或仲裁机关对其提出的有关诉讼作出裁决，或（2）该司法或仲裁
机关未能在担保合同规定的合理期限内作出裁决，或（3）虽有这样的裁决但未能执行。”
4
2015 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编撰的《信用保险词典》对政府违约进行了如下定义：“在
信用保险领域，政府违约是东道国政府违反或不履行与被保险人就投资项目签署的有关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和合同，且拒绝按照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书中裁定的赔偿金额对被保
险人进行赔偿的行为。”5参考上述定义，本文认为政府违约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政府违约主体为东道国政府，且当事双方法律地位存在不平等。虽然从理论上
来说，以政府为一方签定的协议也是缔约双方在协商的基础上订立的，但由于政府既是基
础设施项目发起人又是监督者的特殊身份，使其与投资者之间常常表现出不平等。
第二，政府违约风险中的“约”是指东道国政府和外国投资者签署的投资协议。投资
协议存在多种类型，比如特许协议、保证合同等。
第三，外国投资者无法使用东道国当地救济方式化解风险、解决纠纷。并非东道国政
府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投资协议的所有行为均构成政府违约行为，只有在外国投资者无法
通过东道国国内的司法程序得到有效救济，或者外国投资者虽然可以在东道国国内寻求司
法救济，但未能得到及时的裁决，或者虽然得到了及时的裁决，但是该裁决并没有得到有
效的执行，最终使投资项目无法顺利进行，并给外国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等情形发生时才
构成政府违约。
笔者梳理了近十年来中国企业在投资海外基础设施建设进程中遭遇的政府违约的典型
案件，列表如下。

2

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2020 年 3 月 8 日访问。
3
国际投资中的政治风险还包括征收或国有化风险、汇兑风险、战争与内乱风险、特殊政治风险等。
4
See Convention Establishing the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Chapter III, Article 11 (a) (i
ii).
5
参见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网站：
《海外投资保险简介》
，http://www.sinosure.com.cn/ywjs/xmxcp/hwtzbx/
hwtzbxjj/index.shtml，2020 年 8 月 20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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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0-2020 年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基础设施所遇到的典型政府违约事件
时间

事件名称

东道国

投资者

违约形式

2011 年

利比亚内乱殃中
国项目事件

利比亚

50 多个工程项目中
的 75 家中资企业

利比亚国内对立党派发生武装冲突，
法、英、美等国对利比亚政府军发动
空袭，中国在利比亚承包的近 50 个大
型工程项目被迫搁置

2011 年

中缅密松水电站
事件

缅甸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

缅甸政府以“人民意愿”为由，宣布
在其任期内暂时搁置密松水电项目

2014 年

墨西哥高铁毁约
事件

墨西哥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
公司牵头的国际联
合中标体

墨西哥国内党派斗争，由于反对党议
员质疑中标过程，在中方中 标 4 天
后，墨西哥政府宣布撤销中标结果，
并决定重启投标程序，因此向中方支
付 1600 万美元的违约金

2015 年

中斯港口城事件

斯里兰
卡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

斯里兰卡新政府寻求改变前政府所谓
的“亲中”倾向，要求对港口城项目
进行重新评估，并最终以“缺乏审批
手续”、“违反相关环保政策”为由叫
停了该项目

2015 年

希腊叫停港口私
有化事件

希腊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2016 年

委内瑞拉高铁项
目烂尾事件

委内瑞
拉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
公司

由于欧洲债务危机，希腊政府实行紧
缩措施，叫停了国内最大港口比雷埃
夫斯港口(Piraeus)的股权出售，该港口
是希腊计划进行私有化的港口之一。
按原定出售计划，中方将收购
Piraeus67%的股份，帮助恢复了该港口
的工作秩序
委内瑞拉经济崩溃，出现资金断链，
无法向中方支付合同款项

2016 年

中哥石油合建炼
油厂项目终止事
件

哥斯达
黎加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

哥斯达黎加政府因成本控制问题宣布
Soresco 中哥重建公司对 Moin 炼油厂
进行升级改造和扩建计划无法通过审
计

2017 年

北京城建诉也门
政府案

也门

北京城建集团

也门政府动用军队、武力强行征收北
京城建的资产，致使中方无法继续开
展工程建设

2018 年

马来西亚叫停东
海岸铁路项目事
件

马来西
亚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财政部发布声明称，该国财
政无法承担该项目成本

（资料来源于网络，经作者整理而成）

通过对上述政府违约案件的分析，笔者发现，中国企业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中遭遇的政
府违约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政府违约形式呈现多样化。从具体表现上说，政府违约行为多种多样，如未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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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约定向项目公司付款或提供财政补助达到一定期限或金额，或者违反合同约定转让基
础设施项目合同项下的义务等。如果从政府是否直接违反合同义务来说，可以将政府违约
划分为两大类：直接违约与间接违约。前者是指东道国政府直接违反双方签署的投资协议，
例如东道国政府直接宣布项目停工，或者通过直接征收或国有化的方式将外国投资者的动
产或不动产强行划为国家所有，是一种相对明显的政府违约形式。中缅密松水电站事件、
6
墨西哥高铁毁约事件、委内瑞拉高铁项目烂尾事件、北京城建诉也门政府案、 马来西亚叫
停东海岸铁路项目事件均属于典型的直接违约；而间接违约则较为隐蔽，东道国政府主要
通过制定或修改法律或政策，使法律规定或政策内容与原投资协议内容相抵，达到事实上
7
废止投资协议的效果。 中斯港口城事件、希腊叫停港口私有化事件、中哥石油合建炼油厂
项目终止事件即为间接违约的典型事例。间接违约的具体表现也不尽相同，比如蚕食式征
8
收（creeping expropriation）， 截至 2017 年 7 月，外国投资者诉称东道国行为构成蚕食
9
式征收的投资者-国家争端案件占总数的 75%。 无论政府违约风险是以何种形式表现，最终
结果都使投资项目无法顺利进行，甚至于完全失败。
第二，政府违约易与其他政治风险产生竞合。在 2011 年的利比亚事件中，利比亚国
内对立党派发生武装冲突，法、英、美等国对利比亚政府军发动空袭，中国在利比亚承包
的近 50 个大型工程项目被迫搁置，此次事件中的政府违约风险与“战争与内乱风险”产生
内容上的竞合。若东道国政府违反了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特许协定或者与投资母国之间的双
边投资协定将投资者的资产强行收归国有，那么很可能同时触发“征收或国有化风险”
，北
京城建诉也门政府案正是这种情况。由于政府违约风险易与其他政治风险发生竞合，许多
国家没有将其列为单独的风险类型，比如美国在其《对外援助法》第 238 条（b）款规定：
“国有化征收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外国政府违反、拒绝履行及损害其与投资者订立的合同，
10
使涉及到的投资项目实际上难以继续经营。”
第三，发展中国家依然为政府违约的高发地区。表 1 列举的政府违约事件均发生在发
展中国家，政治违约行为的产生主要受东道国国内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等因素
影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合作规模较大，而“一带一路”
沿线 66 个国家中有 48 个发展中国家，各国政治环境、经济状况、法律制度、社会环境差
异较大。加之覆盖区域是安全问题多发区，民族、宗教、领土纠纷、资源争夺、毒品、有
11
组织犯罪等问题引起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国家间信任度较低。 因此，
中国企业在已投资和未来即将投资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的政府违约风险依
然不容小觑。
当然，并非只有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政府违约的主体，随着一些发达国家不断强化外国
投资审查制度，对国有企业施加不正当的控制，发达国家政府违约风险的发生概率也可能
逐步上升。如 2018 年美国出台了新的外国投资审查法案，《2018 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
12
化法案》是十几年来美国首次对其外资安全审查制度进行立法上的变革； 2020 年德国内
阁通过了新的《对外经济法实施条例（AWV）》修正草案，进一步强化了欧盟以外的投资者
赴德的投资审查；澳大利亚先后颁布一系列外国投资审核改革措施，并发布《2020 外国投
资改革（保护澳大利亚国家利益）法案》。未来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跨国投资将面临更为
严格的审查，并遭遇发达国家的政府违约行为。
6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v. Republic of Yemen (ICSID Case No.ARB/14/30)
王斌：
《试论政府违约风险的法律控制》
，
《浙江社会科学》2007 年第 4 期，第 111-115 页。
8
UNCTAD 将蚕食式征收定义为“缓慢地逐渐侵蚀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权益，以至于消减其投资价值。尽管
投资财产的法定权利仍在投资者手中，但是投资者对财产的使用权已经因东道国的行为而受到削减，最终
逐渐征收产生了跟征收同样的效果。
”
9
张庆麟：
《论晚近南北国家在国际投资法重大议题上的不同进路》
，
《现代法学》2020 年第 3 期，第 126-1
37 页。
10
See U.S. Foreign Assistance Act of 1961, Sec.238(b).
11
王海运、赵常庆等：《“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背景、潜在挑战和未来走势》，《亚欧经济》2014 年第 4
期，第 9 页。
12
漆彤、汤梓奕：
《美国<2018 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介评》
，
《经贸法律评论》2019 年第 3 期，
第 79-90 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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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企业防范政府违约风险存在的问题
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工程量大、施工周期长、资金需求大、投资回报周期长等特点。在
短则 3-5 年，长则 5-10 年，甚至于有些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和经营期长达 20-30 年的
时间里，容易产生各种让投资者无法预料的风险。尽管我国企业已经注意到海外投资基
础设施建设具有一定的风险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加以防范，但仍然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
题：
1.

对风险评估与风险防范重视不够

目前已经发生的政府违约案件凸显了中国企业对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发生政府违约风
险缺少全面和细致的评估，有些项目甚至是在缺乏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全面评估与调
查的情况下便开始盲目投资。有些项目即使开展了一定的风险评估和调查，但可能流于形
式，缺少总体应对方案。基础设施项目开工建设之后，企业没有对投资风险的进行实时监
控，缺乏全面的风险预警与应对机制。
2.

合同中对政府违约条款的规定不够细致全面

由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较长，合同履行期间可能发生的风险很难预料，合同中对合
同相对方的政府义务规定往往不够全面和细致。又由于政府方是项目的发起人和规划者，
更清楚项目的具体功用，可能拥有为投资者所不知道的信息，因此，在合同谈判过程中，
中国企业常常不能很好地把握合同中应予防范的政府违约条款，包括项目延期、法律变化、
所有权转移、行政干预、违约责任、争议处理、项目终止等各项内容，从而导致政府肆意
违反合同约定而无法受到追究。
3.

未能充分利用海外投资保险机制

通过保险防范政府违约风险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为本国为其投资者的海外投资提供
的保险，二为国际组织保险。两种保险目前都没有得到中国企业的有效运用。海外投资保
险是海外投资者向投资母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投保并签订保险合同，一旦发生了保险合同
中承保的政治风险，被保险人因此而遭受损失时，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将予以赔偿。实践中
也把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称作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是投资者母国鼓励和保护本国海外投资的
第一项重要措施。通过特设的保险机构向遭受风险的投资者及时予以赔偿，可以及时化解
投资者的风险。承保机构在赔偿被保险人之后即取得了被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可直接向
投资东道国代为求偿。国际组织保险主要为多边担保机构 (MIGA) 承保的政府违约险。
我国企业没能通过保险机制化解政府违约风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我国企业对
政府违约风险的重视度与敏感度较低。根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发
布的数据，在 13 家央企的利比亚投资项目中，保险覆盖率仅为 5.68%，意味利比亚事件中
有超过 90%的中资企业没有对海外投资保险进行投保。目前海外投资保险的投保费用总体
上比较高也阻碍了企业投保，有能力购买海外投资保险的企业还比较有限。在利比亚案件
中，申请保险赔付的中国企业多数为中信保的客户，但在利比亚承建工程项目的众多中国
企业中，仅有 7 家向中信保投保，其中 6 家为国有企业，1 家是民营企业。
研究显示，中国企业主要向中信保进行投保，基本上没有向国际组织投保。究其原因，
一方面，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经营的历史较短，投资经
验不足，对 MIGA 这种专业承保海外投资政治风险机构的认识程度普遍偏低；另一方面，
MIGA 本身具有局限性，比如 MIGA 只承保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对承保的投资项目要求较
为严格、投保费用过高等，加之 MIGA 与我国国内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衔接不畅导致不少企
业难以真正利用好该机构达到预防政治违约风险的目的。现阶段，我国依旧采取的是单边
主义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承保机构只能以本国国内法作为对东道国政府行使代位求偿权
的法律依据，缺乏双边代位求偿条款予以支撑。如果承保机构的代位求偿权不能顺利行使，
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将会转变为保险机构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保险纠纷，
承保机构只能通过寻求外交保护或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代位求偿，此时的维权成本过高，并
且在东道国政府拒绝赔付的情况下政府违约行为所带来损失将暂由承保机构承担，无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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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机构的日常运营带来巨大压力。利比亚事件中虽然部分中国企业获得了保险赔付，但
纠纷与赔付压力却转移给了中信保，归根结底依旧损害了我国的经济利益。
除上述主要问题之外，中国企业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中防范政府违约不当还表现在企业
与东道国政府沟通不够、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不到位以及我国对外投资保护法律尚不完善等
问题上。

三、中国企业防范政府违约风险机制的完善
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基础设施不只是为自己的利益，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区域性合作
倡议的重要行为，对于促进区域的协同发展和国际经济发展都均有重要的意义。“基于大
型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巨大带动作用，中国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基础
设施项目投资，将为项目所在国及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有人甚至认为，当前中
13
国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重要意义堪比20世纪美国对全球海上通道的保护作用。”
因此，防范政府违约风险不只是企业的事情，也是国家的责任。只有两者共同努力，才能
保护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利益，实现投资的目的。

（一）国家层面
1.

在双边投资协定（BITs）中加入政府违约责任条款

BITs 能为两国间的投资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完备的 BITs 可有效保障我国对外投资企
业的权益。我国第一代 BITs 大多签订于上世纪 80、90 年代，没有政府违约风险的相关规
定或者规定十分笼统，对于许多政府违约的典型表现形式都没有做出约定，在政府违约风
险表现形式日益多样化的趋势下，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无法根据 BITs 得到保障。
我国应在重新签订新协议、升级旧协定的过程中完善 BITs 中有关政府违约的条款，例
如增加及细化政府违约风险的相关规定、对外国投资者的待遇、遭遇政治违约风险后的补
偿标准、提请投资母国外交保护的条件、确认承保机构的追偿权（下文“采取“混合主义”
的保险模式详细”部分将详细说明）
、改革双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等事项作出详细规定。随
着我国在国际投资中角色定位的转变，我国政府应充分发挥 BITs 在防范与救济政府违约风
险上的功能与效用，通过完善升级旧 BITs 与签订新 BITs 加大对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保护
力度。
2.

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能为我国企业防范与救济政府违约风险树立信心。海外投资
保险既可以在政府违约风险发生之后为企业提供损失补偿，也可以依托其丰富的风险投资
经验，为企业提供风险预警与风险应对服务。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
已形成一套以中信保为中心的海外投资保险机制，在实践过程中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
距离完备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还有一定距离。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完善，以减少政府违约风险给我国企业带来的损害。
第一，完善海外投资保险立法。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完善离不开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定，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律法规。有学者主张制定一部专门的《海外投
资保险法》
。笔者认为从长远来看是必要的，这样可以完善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制，使其
更好地发挥保护投资者的作用。
第二，海外投资保险机构采用“分离式”的机构设置模式。目前世界各国对海外投资
保险机构所采用的机构设置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美国 OPIC 和日本通产省为代表的
审批机构与经营机构“二合一”的模式，另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审批机构与经营机构
“分离式”的模式，审批由专门的政府部门负责，而具体的承保工作则交由保险公司。中

13

Parag Khanna, ”China's Infrastructure-driven Alliances” , Geo-economics Seven Challenges to Globalization,
World Economic Forum, Jan 2015, p.10,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_Geo－
economics_7_Challenges_Globalization_2015_report.pdf. visited on 5 Octo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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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保目前实行的是“二合一”模式，既享有对外政策的决策权和执行权，又要对机构进行
日常的公司制运营和管理。在“二合一”的模式下，不仅容易产生缺乏监督、权力寻租、
滋生腐败等问题，还会造成我国海外投资保险行业缺乏竞争、效率低下、保费过高等后果。
14
对此，我国可以借鉴德国“分离式”模式的发展经验，将海外投资保险中的审批权与经营
权分离。中信保在本质上是一家政策性保险公司，并非行政主体，不应当也不承担太多的
行政职能，审批和承保是两个不同的程序，审批是一种行政权力，而承保更多的是一种业
务操作，体现其专业性。因此建议将审批与承保分离，寻求中信保的商业化、市场化运营，
降低其政治风险。另外，可引入有限的竞争机制，比如从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太平保险
等信用良好的大型保险公司中选择两到三家附带从事海外投资保险的经营工作，以降低过
15
高的投保费用，提升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
第三，采取“混合主义”的保险模式。目前，海外投资保险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以
美国为代表的双边主义、以日本为代表的单边主义和以德国为代表的混合主义。正如上文
所述，单边主义下承保机构行使代位求偿权的难度较大，本文建议借鉴德国的“混合主义”
模式，以双边主义为主，单边主义为辅。将承保机构的代为求偿权、具体追偿流程以及追
偿失败的后果写入 BITs 中不仅能有效改善东道国投资环境、降低政治违约风险发生概率，
16
还会使承保机构更为顺利地行使代为求偿权。 从我国已签订的 BITs 的数量和质量出发，
采取纯粹的双边主义模式也不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综合考虑下，混合主义的保险模式最
17
适合我国国情。 如果东道国与我国签订有 BITs，那么中信保可以对其进行承保，如果没
有签订 BITs，则需要通过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承保该项目，这样可以同时兼顾海外投资保
险的全面性和灵活性，在保障我国投资者权益的同时也能最大程度地防范政府违约风险。
3.

推动MIGA的改革，鼓励企业参保

首先，MIGA 本身具有局限性，我国应积极参与 MIGA 改革，在降低投保费用、适当放
宽承保要求、合理扩大承保范围等具体问题上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其次，我国需要完善国内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使之更好地与《汉城公约》衔接，实
现 MIGA 与中信保的有机对接与功能互补。
再次，我国应帮助企业提高对 MIGA 的了解，鼓励企业设计国内外投资保险的组合投保
方案，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违约风险带来的损失；应与 MIGA 建立起有效的信息共享渠道，
可安排专门人员与企业进行对接，接受企业的线上、线下咨询，为企业投保 MIGA 提供专业
指导，协助企业综合运用国内国外双重保险机制为海外投资活动保驾护航。也可以对投保
MIGA 的企业提供部分补贴。
4.

建立风险评估和风险预警机制

我国应对政府违约风险的事前防范与事中预警引起高度重视，由于政府违约风险具有
极强的隐秘性和不确定性，企业难以依靠自身力量提前采取措施实行有效的风险预防和化
解，因此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一个完善的海外投资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来协助企业做好相
关准备，具体可以采取以下两项措施：
第一，设立海外投资风险评估的专门机构。如果政府违约风险发生前，如果我国能提
前作出判断，为本国对外投资提供专业的政府违约风险的评估报告和相关的预防此种风险
18
的指导，可以从根本上降低企业遇到政府违约风险的可能性。 例如穆迪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Inc）、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 Corp.）等国际评级机构
会根据海外投资情况，收集相关数据，对国家与企业的信用作出评级，定期发布海外投资
风险评估报告，为海外投资企业的政府违约风险防控提供技术支持。我国政府可以借鉴穆
14
15

16
17
18

张雅宁，郭金龙：
《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短板与应对》
，《银行家》2020 年第 7 期，第 101-103 页。
张晓君、魏彬彬：
《“一带一路”区域投资保险机制的评估与创新》
，
《学术探索》2017 年第 11 期，第
104-110 页。
同上注。
梁开银：
《中国海外投资立法论纲》
，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3 页。
韦慧化：
《国际投资中的海外政治风险及其防范措施》
，
《国际贸易问题》1992 年第 10 期，第 9-12 页。

7
1384

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基础设施的政府违约风险与防范

迪公司、标准普尔公司的运作机制设置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风险评估机构，对东道国投资
风险进行深入评估分析，基于详实的数据整理与先进的分析模型对东道国投资风险进行可
视化评估，定期发布投资风险评估报告，帮助投资者作出稳妥的投资决策。
第二，建立联动合作的海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我国专门的投资风险评估机构与驻外
使领馆有必要与企业建立起高效畅通的沟通渠道，将项目全周期的风险评估报告实时传达，
在政府违约风险萌芽期及时向企业传递风险预警信号，帮助企业在投资经营过程中进行有
效的防控风险以及在遭遇风险后制定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

（二）企业层面
企业应高度重视事前风险防范与事中风险管控，原因有两点：其一，海外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所涉金额巨大，一旦东道国政府存在主观违约意愿并采取客观违约行动，不管企业
在事后采取何种救济手段，都无法避免巨大的经济损失。中缅密松水电站事件中，媒体报
道称中电投前期已经投入 70 亿元人民币，项目停工后，投入资金的财务成本和人员维护费
每年达 3 亿元。同时，中电投还面临供应商、施工单位等有关合同方巨额违约索赔。因此，
企业应避免等到政府违约行为实际发生后再采取措施，此时已严重影响项目的正常进行，
事后救济的赔偿力度始终有限，无法与项目正常经营运行下的经济效益相提并论；其二，
根据表 2 可知，典型违约事件中的九个项目的政府违约风险均发生于项目前期和项目中期，
如果企业在项目开工前做好各项针对政府违约风险的准备工作，并提高项目进行中的风险
管控能力，将会有效遏制政府违约风险发生。
表 2：2010-2020 年典型政府违约事件中违约行为发生的时间点
利比亚
内乱殃
中国项
目事件

项
目
前
期

√

项
目
中
期

√

中缅密
松水电
站事件

墨西哥
高铁毁
约事件

中斯港
口城事
件

希腊叫
停港口
私有化
事件

委内瑞
拉高铁
项目烂
尾事件

√

√

中哥石
油合建
炼油厂
项目终
止事件

北京城
建诉也
门政府
案

马来西
亚叫停
东海岸
铁路项
目事件

√

√

√

√

√

√

项
目
尾
期
（资料来源于网络，经作者整理而成）

企业可以按照海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全周期（详见图1）针对主要的三个阶段（项目
开工前、项目进行中、政府违约风险发生后）采取不同的措施防范与应对政府违约风险。
图1：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全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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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善项目开工前的政府违约风险防范工作

第一，做好风险评估工作。在企业制定投资决策前，应依托相关风险研究报告，比如
商务部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中国信保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和《全球
投资风险分析报告》等，结合实地考察对东道国的政治制度、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水平、
文化意识形态、社会秩序和宗教争端等基本状况进行深入分析，详尽评估东道国的国家信
用和投资风险，以充分了解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与经营环境。企业还应主动与东道国政府建
立密切联系，就投资事宜进行深入协商，以增进了解、培植信任、促进理解与合作。更重
要的是，深入协商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东道国政府在投资协议中的核心考量和利益关
切，掌握政府相关部门在该项目投资中的角色和利益分配，深入挖掘可能影响投资协定签
订和项目具体落实的各项因素，从而为企业的投资决策、投资谈判、协议签订和风险管控
设计做好准备，最大程度地防范政府违约风险。
第二，制定完善的协议条款对政府违约形成约束。中国企业要避免投资海外基础设施
建设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最重要的是重视协议的签订，严密协议条款，对政府在项目实施和
运营各个环节上的权利与义务做出明确的约定，针对可能出现的政府违约设定防范条款和
法律救济条款，预防政府违约的发生，一旦出现政府违约可及时采取风险转移与救济措施。
平等原则与信守约定原则是国家进行国际交往的原则。当政府作为市场主体时，亦应
履行市场主体的义务，恪守协议约定。在协议中应包括项目期限、调整条款与重新协商条
款、法律变化、所有权转移、行政干预、违约责任、争议处理、项目终止等各项内容。其
中应特别重视稳定条款的规定。稳定条款是指东道国与海外投资者签订的，保证该投资协
19
议不因该国法律或政策改变而使投资者受到不利影响的投资条款。 尽管目前国际上对于稳
定条款的法律效力仍存在争议，但是企业运用稳定条款保障自身的投资权益，避免因东道
国政策或者法律的改变导致东道国政府违约的后果在实践中是行之有效的，多数仲裁庭也
认可了稳定条款的效力。虽然订立稳定条款不能从根本上制止东道国违约行为的发生，但
却是仲裁庭做出赔偿裁决的重要依据。企业应当注意的是，在订立稳定条款时，应当明确
20
该稳定条款针对的具体事项，以及稳定条款的效力期限等。
第三，设计多元化的投资结构。在投资决策确定后、投资合作关系建立前，我国企业
应基于实地考察，结合数据分析，设计多元化的投资结构。多元化的投资结构设计一定程
度上可以降低政府违约风险的发生概率，具体方式包括加大东道国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合
同参与的份额，或者利用其他合资方式联合投资等等。加大东道国政府的参与份额的方式
可以有效减少政府违约风险的发生，因为政府参与的越多，违约给政府带来的损失也越大，
只有在东道国政府遵守投资协议的前提下，双方利益才能实现最大化；另外，企业在海外
投资合作中可以尽可能争取国际金融机构的参与，一旦国际金融机构参与的投资项目发生
政府违约风险，纠纷将牵连多方利益，矛盾也会被推至更高层面，实践证明国际金融机构
参与的海外投资项目政府违约风险的发生概率普遍较低；企业还可以考虑与东道国国内或
者全球范围具有有影响力的公司组成合资公司联合投资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助于
提升在国际投资争端中的话语权。
第四，投保国内外的海外投资保险。在投资合作关系建立后，我国企业应考虑是否购
买购海外投资保险。投保海外投资保险是企业转移政府违约风险的有效手段。在政府违约
风险发生时，投保了海外投资保险的企业可以有效减少政府违约风险带来的经济损失。因
此，企业应当增强海外投资保险投保意识，有必要在企业内部组建高素质的风险防范团队，
对海外投资保险的相关信息进行全面了解，对中信保和 MIGA 等国内外的海外投资保险机
构的承保要求、投保流程、赔付条件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根据自身项目的特点制定相应的
投保方案。
2.

19
20

完善项目进行中的政府违约风险管控工作

余劲松主编：
《国际投资法》
，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18 页。
See Paul E. Comeaux, N. Stephan Kinsela, Prote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Legal
Aspects Of Political Risk, New York: Oceana Publications Inc., 1997, 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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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周期较长，除了事前的风险防范，我国企业也须重视项目进
行中的政府违约风险管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专门的风险防范团队实行风险跟踪。我国企业有必要在企业内部组建专业的投
资风险防范团队，该团队除了需要完成投资前的风险评估工作与海外投资保险的研究工作，
还需要在项目开展期间实行风险跟踪，对项目全周期的风险实行实时监测。建立完善的风
险防范团队已经是目前国际大型跨国企业的标配之一，但是我国许多投资企业对优秀风险
防范人才的培养意识不够，这需要引起企业足够重视。企业在招聘时可以有选择性地招聘
具备跨国投资工作经历的人才，同时可以尝试建立人才激励机制，从企业内部人员中进行
人才选拔和培养。
第二，加强与东道国政府部门的有效互动。在项目进行中与东道国政府等公共机构保
持密切沟通是降低政府违约风险发生概率的重要措施。我国企业应设置专门部门在项目开
展期间与东道国政府部门进行有建设性的沟通互动，积极共享信息，及时了解相关部门对
项目的利益关切和态度变化，关注东道国当局的政治动向并采取对应的公关策略，可以削
弱政策变更给项目带来的消极影响，避免产生误解，创造互惠互利的合作氛围。
第三，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基于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特殊性，我国企业有必要通过
参与社区活动、做负责任的商业运营等方式让投资项目获得东道国政府与当地民众的支持，
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合作目标。
3.

充分利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解决纠纷

即使企业做好投资决策确定前与项目全周期的风险防范与规避措施，也不意味着政府
违约风险将会彻底消失。虽然企业可以通过购买海外投资保险来获得政府违约风险的补偿，
但海外投资保险能覆盖的赔偿范围与政府违约所带来的全部损失依然有一定差异。因此，
我国企业应加强对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学习和利用，在与东道国签订的特许协议中细
化争端解决条款，在遭遇政府违约风险后充分利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最大程度地规
避和减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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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ment Default Risk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ing in
Overseas Infrastructure and its Prevention
ZHANG Ruiping CHEN Xingyu
School of Law,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s always been a key field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invest abroad. However, Chinese enterprises frequently encounter
government defaults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ing in oversea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From 2010 to 2020, typical Chinese enterprises encountered government defaults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ing in oversea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dicating that government
defaults are common. Due to the neglect of pre-event risk prevention and in-event risk
control, incomplete contract terms and weak insurance awareness, Chinese enterprises
are at greater risk of potential government default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ing in overseas
infrastructu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parallel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from the state
and enterprise levels in each stage of the whole project cycle to improve the government
default response system, in order to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government default,
reduce the loss caused by government default, and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government default risk preven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ment in overseas infrastructure, and discuss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expounds the concept and concrete performance of government
default risk. After clarifying the definition and connotation of government default risk,
this paper focuses on reviewing the government defaults encountered by Chinese
enterprises with high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ing in oversea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from 2010 to 2020.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se cas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government defaults in the current oversea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re summarized.
The second part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process of
preventing government default risk. Thi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lack of attention
paid by enterprises to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prevention, the lack of detailed and
comprehensive provisions on government breach clauses in contracts, and the failure to
make full use of overseas investment insurance mechanisms. In addition,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communic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the governments
of the countries where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located, inadequate
performa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lack of improvement in the
protection laws of China's foreign investment, which lead to damage to the interests of
enterprises. Only by solving these problems can we effectively avoid the risk of
government default and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enterprises.
The third p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ate and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
government default risk response system.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ountries, our
country can from i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ITs) to join the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of breach of contract terms and conditions, perfect the overseas
investment insurance system, promote the reform of MIGA and use, to set up the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and other aspects to establish overseas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protection system, prevention and relief for a government
default risks for the companies to provid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should improve the government default risk prevention work
before the project starts and the government default risk control work during the project,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after the
government default risk occur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government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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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性危机缓解：可持续发展目标下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
制的革新与中国的因应
王寰



（长沙理工大学法学系，湖南长沙 410000）

摘要：投资者基于国家间签订的投资协定被允许单方面对东道国提起仲裁。一案一庭的投资
仲裁庭可对国家行为作出裁判，通过裁决来制约国家行为，包括国家行使的管理权和维护公
共利益的治安权。近年来这一机制被诟病正当性缺失而引发信任危机。联合国贸法会第三工
作组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针对 ISDS 进行改革。将设立投资法庭、特设机制和常设多边机制、
仲裁员和审裁员的任命方法和操守、条约缔约方对条约解释的参与和管控机制、争端的预防
与缓解、费用管理与相关程序作为完善 ISDS 公共利益代表不足、仲裁员缺少独立性、裁决
不一致、费用高时间长等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有利于缓解 ISDS 的正当性危机、平衡投资争
端解决机制改革方案的“碎片化”及促进国际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对此，我国应当继续以开放
的心态积极参与联合国贸法会针对 ISDS 改革的工作，推动国际商事争端与解决组织成为面
向全球贸易投资促进体系的窗口，并探索中国特色的投资争议解决模式。
关键词：正当性危机；可持续发展；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以下简称 ISDS）即允
许私人投资者状告东道国，直接主张自己权利的机制，其核心是以仲裁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
间的争端，又被直接称为投资者-国家仲裁（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这有别于外交手段
或国内法院管辖等传统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重要的是 ISDS 旨在使投资争端“去政治化”，
从而有效去除此种争议升级为国家间冲突的风险。1作为一种增进对投资环境稳定性信任的
方式，ISDS 是在国际投资条约迅猛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但随着外商投资增长和投资仲裁
案件增多，近年来这一投资争端解决方式备受争议。根本而言是对 ISDS 整个民主问责和正
当性质疑，具体包括仲裁程序的公正、对公共利益关注不够、裁决不一致、投资仲裁程序冗
长花费巨大等问题。ISDS 虽是以主权国家的同意确保其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然而国际社
会和广泛的民众不再仅以这种同意作为该机制的正当性基础，从而引发 ISDS 当下所面临的
正当性危机。2
正当性一词源自法哲学，本身是抽象模糊的概念，如何作为标准来衡量实证法学上一个
合法成立的机制是否正当，应致力于更加清晰的标准。基于此，本文通过论证 ISDS 的问题
王寰（1984-）女，湖南长沙人，法学博士，长沙理工大学法学系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国际经济法、国际投资法
1 见贸法委文件 A/CN.9/917，第 9 和 10 段。另见国际争议解决中心报告，第 8-14 页。[EB/OL].http://ww
w.uncitral.org/pdf/english/commissionsessions/unc/unc-49/, 2017-09-29.
CIDS_Research_Paper_-_Can_the_Mauritius_Convention_serve_as_a_model.pdf, 2017-09-29.
2 见贸法委文件 A/CN.9/917，第 9 和 10 段。另见国际争议解决中心报告，第 8-14 页。[EB/OL].http://ww
w.uncitral.org/pdf/english/commissionsessions/unc/unc-49/, 2017-09-29.
CIDS_Research_Paper_-_Can_the_Mauritius_Convention_serve_as_a_model.pdf, 2017-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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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满足某些价值标准（如无法满足当事方的合理预期、无法维护公共利益等），从而导致
国际社会对该机制的质疑入手、分析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将产生怎样
的影响包括中国的立场及应对，形成文章的主要观点。

一、ISDS 正当性危机溯源
(一）国际法的正当性思考
边沁提出国家间国际法概念，实证主义国际法就成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法。3从法理
的角度，主权国家的同意与国家利益便构成了实证主义国际法合法性的基础。国际法的立法
与司法，国际法规则与国际机制运行背后深层次的规范基础就是主权国家的同意。具体到以
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机制，合法性被认定为国际机制既定因素。国际机制合法性的根源，基
于国家参与其中的设立、实施、修改和完善，并通过参与国家内国法律程序的确认和批准，
表示对国际机制原则、规则的认可，也一度被认可为正当的。
正当性一词首先出现在中世纪的文件中，它在法学范畴内，既意味着符合既定法律原
则和法律规则，也包括考察其对“价值”的实现。当正当性在法律领域讨论，应当理解为法律
制度或者某一法律体制如何塑造自身的权威地位以及被人们认可或者被遵从。4法的正当性
是对实在法的评价过程，表现为实在法是否符合某种更高的价值标准。5根据自然法学派的
观点，法的正当性一方面需要符合某种规范和客观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需要有公众主观意
愿的表达。这意味着国际法之所以有权威是它符合“善”的要求。6而好的国际法规则或制度
应为合法性（本文仅指合法律性）与正当性的有机结合，这还需从法律规范本身之外对其进
行判断、评价。7
现代国际法层面正当性追求的具体内容应包括基本人权、公共健康、环境保护等。与此
同时人们对国际法的正当性质疑正是反映在以上方面，具体体现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国际经
济法广泛又密切联系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利益，随着战后复苏，发展至上的经济中心主义存在
不够关注甚至忽视劳工权益、环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加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
的兴起及华盛顿共识的达成，这一情况越演越烈逐渐引起人们的不满。国际社会对国际经济
法及以其为基础的国际机制正当性的判断不局限于主权国家的同意，不再认为国家行为的合
法律性或者某一国际机制形成程序上的合法性是应然的正当性。当某一机制所依据的国际法
基础没有符合善的标准，该国际机制的运行被视为作用有限或无用低效时，正当性则作为矫
正力量强化合法性。8
（二）正当性缺失下 ISDS 的危机
ISDS 下国际投资争端当事人根据条约的规定进行仲裁，这一程序本身不存在不符合实

3 王彦志.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法的合法性[J].东方法学，2011.
4 刘杨.正当性与合法性概念辨析[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3）：13.
5 杨伟清.政治正当性、合法性与正义[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1）：46.
6 杨伟清.政治正当性、合法性与正义[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1）：46.
7 Rǜdiger Wolfrum 教授等主编的《国际法的正当性》一书中, 从国际组织的组成及运行、 安理会的决议、
国际法院的判决、跨国公司行为等方面对国际法的正当性进行深入探讨。 RǜdigerWolfrum,VolkerRöben.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Law[M]. Springe,2008. 其 他关 于 国际 法 的 正当 性 的论 著 还包 括 :M.Kumm.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Law: A Constitutionalist Frame work of Analysis[J]. EJIL, 2004(15):907-931;
J.L.Goldsmith& E.A.Posner.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Law[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A.Buchanan.
Justice Legitimacy,and Self-Determination: Moral Found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Law[M]. OxfordUniversityPress,
2004.
8 潘德勇.论国际法的正当性[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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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但 ISDS 程序的特性9势必造成一系列困境。
1.透明度缺失与公共利益关注不够
不同于早期发展中国家对外国投资者直接征收，如今东道国政府更多是出于满足公共政
策的需要而采取的各种社会管理措施，而外国投资者也是针对东道国正常立法、行政行为提
起投资仲裁。这在近年的 ISDS 仲裁程序中逐渐显现，外国投资者以医疗健康，经济和环境
等国内政策或相关法规损害投资利益为由起诉东道国政府。如 Philip Morris v .Australia 是关
于投资者诉卫生部门监管的典型例子，10 Philip Morris 公司起诉澳大利亚颁布烟草包装条
例，关于要求健康警告的内容。Philip Morris 声称这些规定增加了包装成本，从而降低了它
们的投资利润。此外，在 Philip Morris v. Uruguay 案中，11该公司起诉乌拉圭修改了关于香
烟包装上健康警告的立法，并禁止销售“轻型”品牌的规定。Philip Morris 声称这些限制损害
了公司的业务。在劳工待遇领域，外国投资者通过使用 ISDS 对东道国政府的规定施加压力。
例如 Veolia v .Egypt 案，12法国公司起诉埃及提高最低工资待遇。外国投资者通过 ISDS 仲
裁威胁东道国政府的环境部门。例如，在 Vattenfall v. Germany 案中，瑞典能源公司起诉德
国关于到 2020 年逐步淘汰所有核能的决定。13在 Mobil Investments v. Canada 一案中，该公
司起诉加拿大对其两个油田征收研发开支的要求。14
由此可看出，投资仲裁要求东道国遵守投资条约项下义务，实际上通过仲裁的形式审查
东道国行使监管权。从实际效果来看，ISDS 已超越了单纯的争议解决功能，具有行使公共
权力进行全球治理的功能。15
与普通国际商事仲裁相同的是，投资仲裁的仲裁员由当事方指定，在整个裁决程序中，
仲裁庭只专注于投资争端当事方的个案利益而往往忽略广泛的社会利益。在 Metalclad v.
Mexican 一案中，16墨西哥主张东道国在承担投资保护义务的同时应考虑环境问题。仲裁庭
裁定墨西哥针对已许可美国投资者使用的土地颁布旨在保护环境的生态法令的行为相当于
征收，这一对规范性征收的扩大解释令政府善意的管理措施步履维艰。17Azurix v. Argentina
案，由于 Azurix 公司运营期间发生了污染，阿根廷政府警告国民不要饮用 Azurix 公司提供
的水。Azurix 公司以阿根廷政府构成违反双边投资条约规定向 ICSID 提起仲裁。最后仲裁
庭认为虽然阿根廷政府旨在保护国民的公共卫生安全，但这一行为违反了“公平公正待遇”。
此外 Pope Talbot v. Canada 与 S D Myers v. Canada 两个案件也都是针对国家的行政行为指

9 ISDS 机制主要具有以下六项特性：首先，ISDS 通过允许外国投资者单独向政府提出索赔的方式，而政
府不能启动 ISDS 程序，从而创造了一种单方面的权利。第二，ISDS 是一种临时程序，仲裁员在该程序中
是根据具体个案的情况来决定投资者对东道国政府的索赔。第三，投资仲裁庭被指定的仲裁员不倾向适用
东道国政府的国内法，而是根据各自的解释适用条约法。第四，由于条约通常使用抽象笼统的术语，导致
仲裁员在适用条约法方面有很大的自由度。第五，就法律或事实错误对仲裁裁决提出质疑的程序有限。第
六，仲裁员可以强制东道国政府向投资者支付大笔赔偿金，或裁决东道国政府，强制他们可以或不能采取
什么行动。
10 Philip Morris Asia Ltd. v. Austl, UNCITRAL, PCA Case No. 2012-12, 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December17,2015.
11 Philip Morris Brands Sirl et al. v. Oriental Republic of Uruguay, ICSID Case No.ARB/10/7,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July 2,2013.
12 Veoiha Pmpretd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U.N. CONF. ON TRADE & DEV,2012.
13 Vattenfall AB and Others v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II), U.N. CONE. ON TRADE & DEv, 2012.
14 Mobil Invs. Can. Inc. et al. v. Can., ICSID Case No. ARB(AF)/07/4, Decision on Liability and on Principles of
Quantum, May 22,2012.
15 王少棠.正当性危机的解除？-欧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再议[J].法商研究，2018（2）：162.
16 Metalclad Corporation v.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ICSID Case No. ARB AF/97/1,August 30,2000
17 徐崇利.晚近国际投资争端实践之评判：全球治理理论的引入[J]. 法学家，2010（3）：150.See 5 ICSID
Reports,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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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东道国剥夺了企业原有的销售能力而构成间接征收，将东道国诉诸投资仲裁庭。 18鉴于
ISDS 使用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对称裁决模式来解决有关主权权力和私人行为者的公共补
偿问题，加之仲裁程序的非公开及仲裁员根据个案指定并支付酬金，而非有固定任期和薪水，
这些特点也为审查仲裁员是否因其他动机而产生偏见的假设创造了前提。批评者们以此预计
仲裁员会因为他们有兴趣被重新任命和扩大在投资仲裁行业的影响而有倾向性，相关研究也
证实了这一假设。19
不同问题分类的解决情况

问题

相关问
题的数量

问题解决
扩大

限制

(1)法人投资者

72

85%

15%

(2)自然人投资者

6

0%

100%

(3)投资的定义

119

70%

30%

(4)少数股东权益

75

92%

8%

(5)投资许可

27

67%

33%

(6)平行诉讼

162

84%

16%

(7)最惠国待遇

60

50%

50%

(8)国民待遇

60

35%

65%

(9)公平公正待遇（自主标准）

56

73%

27%

(10)公平公正待遇（内容）

137

83%

17%

18 林爱民.论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公共利益的保护[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9（11）：71.
19 为检验这一假设是否存在，约克大学 Osgoode Hall 法学院教授于 2010 年根据公开的数据对投资条约仲
裁中是否存在偏见着手研究。他们选择了 14 个问题进行编码，目的是涵盖允许投资者与国家之间仲裁的条
约之下有争议的管辖权和实质性问题的合理范围。 编码的具体问题包括第一阶段的 7 个管辖权问题和第二
阶段的 7 个实质性问题。研究对象是截至 2010 年 5 月 10 日已确定公布裁决的共有 261 起案件。在这些案
件中，有 174 个案件至少有一项裁决涉及已编码的管辖权或实质性问题。在 174 起案件中，有 21 起案件没
有公开裁决。在另外 8 个案件中，没有英文裁决。 另有 3 个案件与另一个案件合并，并在合并案件下编号。
这使得共 142 个案例可以编码研究。在这些已知案件中，至少在研究截止日期之前就管辖权或实质性问题
获得了一项裁决。这些案件的来源主要是双边投资条约（78％），其次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4％），ECT
（6％）和东盟投资促进和保护协议（东盟投资协定）（1％）。 最终的研究结果得出在现有的案件中，仲
裁 庭 倾 向 于 采 用 一 种 宽 泛 的 解 释 方 法 来 解 决 所 有 的 问 题 。 Gus Van Harten. Arbitrator Behaviour in
Asymmetrical Adjudication (Part Two): An Examination of Hypotheses of Bia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J].Osgoode Hall L. J, 2016(53):557-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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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全面保护与安全

51

57%

43%

(12)间接征收

120

72.5%

27.5%

(13)保护伞条款

32

91%

9%

(14)国家安全例外

24

75%

25%

总计

1001

73.5%

26.5%

图1
如上图数据所示，仲裁庭倾向采用一种宽泛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在以上这些具体的分类
问题中，宽泛性和限制性的决议之间的差异如果因为偶然因素，那么结果应该是趋向为 50%
的决议是宽泛性的，50%的是限制性的，而数据显然否定了偶然因素这样的立场。上图总结
了 14 个问题的相关决议情况，在以上所有问题上，宽泛性裁决比限制性决议的程度高出大
约三倍。在管辖权问题范围内有 76%的宽泛性解释)，而相关实质性问题有 71%的是宽泛性
解释，两者数据只略有不同。如图表所示，在 14 个问题中有 11 个问题反映出仲裁庭采取宽
泛做法的趋势。在最惠国待遇的问题上，仲裁庭的态度持平；关于国民待遇和自然人投资者
(尽管对最后一个问题的数据很少)，仲裁庭倾向于采取限制性做法。但是，综上可以说仲裁
员总体上喜欢宽泛的解决方法。这也就支持了批评者们的观点，即仲裁员将以有利于潜在求
偿人的方式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因此，在缺乏透明度、缺乏救济制度的情形下，被求偿者国家显然已经在 ISDS 中失利。
ISDS 对公共利益保护的局限性，其一，在于由外国投资者单方面启动的仲裁请求权更
注重自身的短期利益很难全面考虑母国、东道国的利益。其二，临时仲裁庭仲裁员缺乏固定
任期，可能会因为他们有兴趣被重新任命和扩大在投资仲裁行业的影响而有倾向性。此外其
职能也在于解决个案争议，不会考虑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其三，就投资仲裁本身而言，
借鉴商事仲裁的架构，偏向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但涉及到东道国行使立法、行政、及司法主
权，影响东道国国民的利益时，投资仲裁庭依旧以保障私人投资者的财产不受侵犯为偏向就
必然受到批评。
2.裁决缺乏应有的一致性
ISDS 之所以面临正当性危机，除对公共利益的忽视之外，裁决不一致问题也是国际社
会对 ISDS 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样是影响正当性的关键因素。一致性原则可定义为一个
裁判体系解决因不同裁决产生的不一致的能力，并确保法律以一种同意的和相对可预测的方
式来进行解释，让规则之下的人们可在其影响下规范自己的行为。20
投资仲裁庭是为解决特定投资协定的争端而创立的临时仲裁庭，由于仲裁庭本身的特设
性，加上 ISDS 缺乏必要的内部监督和上诉机制，因此裁决的一致性难以保证。
SGS v. Pakistan21案与 SGS v. Philippines22案都是由同一个瑞士投资者对巴基斯坦和菲律
20 全球行政法视野下投资仲裁机制的合法性研究[D].武汉大学，2015:35.转引自门洪华.论国际机制的合法
性[J].国际政治研究，2002（1）:103.
21 SGS Societe Generale de Surveillance SA v.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ICSID Case No.ARB/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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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分别向 ICSID 提起的两个不同的仲裁案件。这两个仲裁庭对不同双边投资协定中相似的
法律条款作出不同的解释，且后者公开反对前案的观点。
Emilio Agustin Maffezini v. The Kingdom of Spain 案23仲裁庭接受了阿根廷投资者的主
张将最惠国待遇原则用于程序中认为争端解决程序与双边投资条约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Maffezini 案的判决也在许多案件中得到了重申，24其中一些案件也同样
是适用了智利-西班牙双边条约。 25而在 Wintershall Aktiengesellschaft v. Argentine Republic
案中， 26法庭驳回了德国投资者的意见，拒绝将最惠国条款扩大到仲裁条款。 27在 ICS v.
Argentine Republic 一案中，28仲裁庭再次认为，阿根廷-英国双边投资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
不应该延伸到争端解决条款，从而阻止投资者依赖阿根廷与其他限制性较低的双边投资协定
中的仲裁条款。29这表明仲裁庭对在不同 BIT 中相同条款作出不同解释。
ISDS 程序中还存在相同事实和相似争议有不同认定标准并得出不同结论的情形。如
CME v. Czech Republic 案与 Lauder v. Czech Republic 案，CME v.Czech Republic 案30的仲裁
庭认定被申请人违反了公平公正待遇、完全保护与安全保障、禁止歧视待遇等并必须对申请
人 CME 作出赔偿，裁决支付 269,814,000 美元。但早在 CME v. Czech 案前六个月 Lauder v.
Czech Republic 一案31仲裁庭对其作出裁决，驳回了投资者的诉求，主张“行为上看不到任何
不公平与不公正待遇”。又如阿根廷系列案，基于紧急状态条款的不一致的裁定。当提出阿
根廷政府的危机情形抗辩时，仲裁庭做出了不一致的裁定和解释。CMS v.Argentina 案，32
Sempra v. Argentina 案，33和 Enron v. Argentina 案34的仲裁庭驳回了阿根廷的危机情形抗辩，
基于发现这不仅仅是解决危机，且是阿根廷政府的自身行为导致了这场危机。然而，其他的
仲裁庭，如在 LG&E v. Argentina and Continental Casualty v. Argentina 仲裁案中，仲裁庭支
持了阿根廷的立场，认为阿根廷的措施是必要的保护其国家核心利益的措施。
ISDS 的临时仲裁庭和分散的管辖权导致 ISDS 在裁决上存在极大不平衡，不同的仲裁
庭往往作出相互矛盾、彼此冲突的裁决。同时这一机制缺少上诉审查和内部问责制，这都将
August6, 2003.
22 SGS Societe Generale de Surveillance SA v. Islamic Republic of Philippines, ICSID Case No.ARB/02/6,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January29, 2004.
23 Emilio Agustin Maffezini v. The Kingdom of Spain, ICSID Case No. ARB/97/7, Award, November13, 2000.
24 Siemens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8,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ugust3, 2004; Gas
Natural SDG S.A.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10, Decision on Preliminary Questions on
Jurisdiction,June17, 2005; Hochtief AG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7/31,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October24, 2011.
25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做法可以以双边投资条约中所包含的最惠国条款的广泛范围来解释，但仲裁庭对其
他双边投资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也给予了宽泛的解释。例如，在 Siemens v.Argentine Republic，同上，仲裁
庭认为，阿根廷-德国双边投资条约所载的最惠国条款范围足以涵盖争端解决条款，即使双边投资条约本身
仅限于投资处理。与 Maffezini v. Spain 案（如文中所述）一样，这一解释为德国投资者提供了阿根廷-智利
双边投资条约中更广泛的争端解决条款。HochtiefAG v.Argentine Republic 的仲裁庭也同样得出了类似结论。
26 Wintershall Aktiengesellschaft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4/14, Award, December8, 2008.
27 即以阿根廷-德国双边投资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而适用阿根廷-智利双边争端解决条款，从而有权绕过
需要在投资仲裁前 18 个月交由地方法院管辖的规定。
28 ICS Inspection and Control Services Limited (United Kingdom) v. Argentine Republic, PCA Case No.
2010-9,Award on Jurisdiction, February10, 2012.
29 该裁决与 Hochtief AG（见前注 3）和 HochtiefAG v.Argentine Republic 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发布的 ICSID
案例 ARB / 07/17 号裁决中的反对意见一致，拒绝了多数决定对最惠国条款的广义解释。
30 CME Czech Republic B.V. v. Czech Republic,Partial Award; CME Czech Republic B.V. v. Czech
Republic,Final Award.
31 Ronald S. Lauder v. Czech Republic, Final Award.
32 CMS Gas Transmission Co.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ARB/01/8,Award,May 12, 2005.
33 Sempra Energy Int’l v.Argentine Republic,ICSID Case No.ARB/02/16,Award, Sept28.2007.
34 Enron Creditors Recovery Corp. And Ponderosa Asset,L.P.v.Argentine Republic,ICSID Case
No.ARB/01/3,Award,May2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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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当事方的合理预期。仲裁裁决的不一致，实际上是投资条约的双边化及投资争端的程序
设计已不完全符合发展需求而共同导致。35
人们对正当性的理解从其来源的正式合法性转向更加丰富的对合法性的理解，成为投资
条约制度正当合法性的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36正如 Kumm 所指出的那样，“合法性
这种简单的概念已经逐渐被一个相当富有的想法所取代”，因此，为了合法，“一个机构需要
的不仅仅是合法的血统”。37这种认知伴随着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庭的发展以及他们越来越
多地行使私人和公共职能而变化。例如，一个国际法院可能不能仅仅依靠同意作为其合法性
的基础，因为它的决定被认为会影响到其他各方，而不仅仅是那些正式同意其存在的当事各
方。38在这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对法院或法庭的最初授权给予更广泛的关注，以支持来源的
合法性。39因此，法院或仲裁庭判决或裁决的作出需要考虑得更全面以确保其合法性。例如，
早期对投资仲裁的讨论仅限于国家和投资者这两个利益相关者，结果是完全否认透明度的价
值，一味保护私人投资的利益。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投资仲裁必须符合更广泛的公共利
益。投资仲裁正在从私人形式的争端解决转向更公开透明的形式。正如 Stern 教授所说，“这
一制度传统上是以私人合法性为基础，由当事方同意而产生，现在似乎在寻求公共合法性，
认为这种合法性需要从公民社会的某种程度上的认可而获得。”40因此，人权、经济福利、
公共健康、环境保护等应该不断成为国际机制更深层次的合法性，即正当性基础。ISDS 当
下所面临的正当性危机实际是其在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方面无法符合更广泛的价值标准，而导
致国际社会对这一机制的信任危机。41

二、可持续发展目标下 ISDS 的革新
2017 年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简称联合国贸法会)第三工作组根据贸法会 第五十届大会
赋予的任务授权，着手关于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的改革工作并收集各国的意见材
料。42在审议所有改革方案时，工作组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
作为改革的指导原则。表示促进和吸引投资应当是实现更广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个重
要步骤。43提交改革方案的各国均表达针对 ISDS 改革的下述考虑：投资政策应为投资人和
投资提供法律确定性以及有效和平等的保护；利用有效的争端预防和解决机制；争端解决程
序应当公平、公开和透明等。这也是对 2014《世界投资报告》中对 ISDS 诟病的的密切回应。
44

35 王寰.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中的调解：现状、价值及制度构建[J].江西社会科学，2019.
36 M. Kumm.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Law: A Constitutionalist Framework of Analysis[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4: 907, 920.
37 M. Kumm.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Law: A Constitutionalist Framework of Analysis[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4:920.
38 A. von Bogdandy& I. Venzke, In Whose Name? A Public Law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5.
39 A. von Bogdandy& I. Venzke, In Whose Name? A Public Law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
40 B. Stern. Civil Society's Voice in the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putes[J]. ICSID Review 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 , 2007:22, 280, 347.
41 王彦志.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法的合法性[J].东方法学，2011（6）99-103.陈安.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M].上
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65.
42 联合国贸发会 A/CN.9/WG.III/WP.166/Add.1 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投资争端解决)制度的可能改革
秘书处的说明-增编。
43 联合国贸发会 A/CN.9/WG.III/WP.166 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投资争端解决)制度的可能改革。
44 2014《世界投资报告》所描述“尽管几乎所有国家都是一个或数个投资协定的当事方，但是几乎绝大多
数政府对此都感到不满，不满于越来越多地遭到投资仲裁，不满于 ISDS 减少了东道国政府政策和管制空
间，及不满于该机制阻碍对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特别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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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SDS 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意为“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这表示
当代人的发展不能让后代面临环境、健康无可挽回的损害。随着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增多，
这一环境法上的概念也包括人权、社会、经济发展等更丰富的内容。自 1997 年联合国大会
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会议45直至 2015 年“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大会宣言”46都
表明近几十年的贸易和投资条约引发了人们对全球性和区域性经济协定可能产生影响的担
忧，47并开始强调贸易和投资条约的制定应该在更广泛的国际政策论争中及注重可持续发展
的背景下进行。48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世界投资报告》( 2012）中提出“可持续发展的
投资政策框架”，指出新一代的投资政策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吸引外国投资的核心内容，并旨
在系统性地整合可持续发展。49
“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框架”包括三个大方面，首先是可持续发展投资决策的核心原
则，由此引申的各国投资政策指南及国际投资协定要素。可持续发展投资决策包含 11 项核
心原则，指导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的选择。核心原则将可持续发展促进投资确定为投资政策
的首要目标。其次核心原则要求投资政策制定保持连贯性。核心原则第 3-5 项主要对公共治
理中利益相关者的纳入包括程序可预测性，有效性、透明性的要求、对投资政策的动态评估
及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第 6-10 项涵盖了投资监管，投资保护与待遇，投资促进与
便利等投资政策。第 11 项指明加强国际合作以引对投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该框架其
基本内涵是寻求社会和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依据可持续发展投资决策的核心原
则细化国家投资战略与国内政策，在原则和各国投资政策指南的基础上对国际投资协定做出
政策选择，这既是国家投资政策在国际纬度的延伸，同时也是加强国际合作核心原则的要求。
“可持续发展”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原则，也与各国的投资政策、国际
投资条约及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有着密切联系。50
因此，对 ISDS 正当性危机的改革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改革原则，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国际
投资活动的共赢目标，是更广泛地促进平衡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可以对各
国的经济发展规划产生进一步的规范性后果，包括目前各国正在谈判中的新一轮贸易和投资
协定。这一方面可以缓解 ISDS 当下正面临的正当性危机，另一方面是符合国际社会对新一
代国际投资政策的期待。
（二）可持续发展目标下 ISDS 的改革建议

45 Programme for the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Agenda 21: Report of the Special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to Review and Apprai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genda 21, June.23-28 1997 UNm Doc A/RES/S-19/2,
New York.
46 Transforming our World: 7he 2030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 Doc A/RES/70/1, Sept.23, 2015.
47 Marie-Claire Cordonier Segg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 Lorand Bartels
& Federico Ortino, eds,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nd the WTO Legal System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313-40.
48 Transforming our World: 7he 2030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 Doc A/RES/70/1, Sept.23, 2015.
49 钱嘉宁.国际投资法中的旅行要求研究[D].山东大学，2019.
50 国际投资国际层面的延伸，另外还要兼顾投资者的利益。怎样平衡投资者、东道国、母国的权利与义务，
使投资纳入到可持续发展体系中是国际投资协定面临的挑战。IPFSD 汇总了国际投资协定中可用的可持续
发展投资政策，主要有: 保留政府的政策空间，同时限制政府对投资的责任，如国家采取环保措施等公共
政策而影响到投资不构成间接征收，从而减少国家征收的补偿责任等; 建立投资者社会责任制度( 如遵守劳
工标准等) ，设立投资有效性评审机制，推动投资者母国的鼓励及监管措施; 对欠发达国家采取特别措施，
降低其责任标准，为其保留充分发展的政策空间。根据上述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政策，《可持续发展投资政
策框架》在总结当前国际投资协定主要内容的基础上，逐条款设计了可持续发展政策选择的建议。该具体
政策选择的建议设计分为三部分: A 部分是投资设立后对投资的保护、监管等政策。B 部分是投资设立前
东道国对投资管理的政策。C 部分是对于最不发达国家等特殊类型国家的特殊差别待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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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年的讨论，工作组在最近基本完成外界对投资争端解决制度诟病和关切事项的确
定，51包括投资争端法庭仲裁裁定缺乏一致性、连贯性、可预测性和正确性；投资争端中的
仲裁员和裁定人缺乏或看似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投资争端程序的费用和延续时间等。工作
组对问题的确定形成来将如何制定相关改革方案的基础。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基础上联合国贸
法会提出 ISDS 可能的改革建议包括：
1.设立投资法庭、特设机制和常设多边机制
（1）设立多边咨询中心。建议仿效世贸组织法律咨询中心的模式建立咨询中心。咨询
中心的任务是在争端出现前提供投资法方面的法律咨询，并在争端发生时担任法律顾问。
（2）
建立事先审查仲裁裁决的程序，这类似于国际商会国际仲裁法院所采用的程序。投资仲裁中
使用的大多数规则都没有规定在裁决成为最终裁决之前可对裁决进行复审的质量控制程序。
这一程序将允许争端各方在裁决成为最终裁决之前就裁决的所有方面向仲裁庭提出书面意
见。（3）考虑设立独立的上诉机制。上诉机制将成为更高一级的司法机关，其任务是确保
双边投资条约条款解释的一致性，并纠正裁决中可能对公共资金产生重大影响的错误。（4）
建立投资法院。建立常设初审和上诉投资法院。将投资争议的解决更加司法化，也有利于针
对投资争端解决涉及不同关切事项的系统性处理。
2.仲裁员和审裁员的任命方法和操守
(1) 投资争端法庭成员的甄选、任命和回避；（2）仲裁员行为守则。这主要针对投资
仲裁庭成员独立性和公正性有关的问题。行为守则内容更是将(提及独立性和公正性、 正直、
勤勉和高效、保密性、专业能力、一般披露义务、其他可能的要求)、未能履行行为守则规
定的义务的后果，以及落实这一改革方案的手段。
3.条约缔约方对条约解释的参与和管控机制
（1）加强条约缔约方对其文书的管控通过在其条约中列入关于联合、单边或多边解释
性声明的条款，就某些术语和标准的含义向仲裁庭提供更多指导，或对基本投资条约义务采
取具有约束力的解释，以及设立条约解释联合委员会。(2) 加强国家当局的参与对投资条约
条款的不合理的不一致解释。
4.争端的预防和缓解
(1) 加强仲裁以外的争端解决机制(监察员、调解)将非诉讼争端解决机制描述为减少程
序延续时间和费用并防止争端升级为法律纠纷的一种手段。或制定非诉讼争端解决规则，可
包括一个将审裁程序和非审裁程序结合起来的程序框架，形成混合或混合模式争端解决。在
达成文书后，考虑《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的适用。此外，投资争端
解决中心 ICSID 目前也在拟订调解规则。(2) 用尽当地补救方法(3) 处理无意义索赔的程序，
包括简易驳回程序(4) 多重程序、反射性损失和被告国反诉。
5.费用管理及相关程序
(1) 快速程序，建立快速程序的初步建议，以便减少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延续时间和费
用，并更有效地处理某些类别的索赔。包括加强对较小索赔和不复杂案件适用相关规则、程
序和做法， 以及制定规则，以简化程序和加快其某些方面。值得关注的是 ICSID 当前改革
进程和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工作组当前关于快速仲裁的工作都在着手制定快速程序，旨在更好
地降低争端解决的时间。(2) 关于费用分配和费用担保的原则/准则，考虑有助于精简投资争
51 联合国贸发会 A/CN.9/WG.III/W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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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解决 程序的机制，包括拟订关于费用分配和费用担保的原则或准则。
6.改革方案的实施路径
考虑以《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约仲裁透明度毛里求斯公约》和经合组织《实施税收协
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为模式，同时实施改革方案。此种选择
是为将改革方案更灵活地适用于现有投资条约。

图2
以上改革方案有利于法律确定性一致性，有利于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有利
于有效的争端预防和解决；有利于争端解决程序公平和透明，是对各国关切问题的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以上方案切实满足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的核心原则，是对包括公共治理中利益相
关者的纳入；程序可预测性，有效性、透明性的要求；对投资政策的动态评估及平衡投资者
与东道国的利益的有效回应。对促进和吸引投资及实现更广泛可持续发展目标起到重要作
用。

三、ISDS 改革的影响
联合国贸法会主导下的改革一直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目前工作组确定的改革方案在很
大程度上依旧是对现有 ISDS 制度上的完善而非废止。但可以预见，ISDS 改革不仅近对机
制本身对国际投资法制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一）缓解 ISDS 的正当性危机
1.投资者-国家争端中的利益格局
投资争端中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是国家与外国投资人。投资者-国家争端中 的“国家”由
政府官员和多层机构组成，其负责制定各种公共决策、尽量平衡 内部与外国公司需求。对
于外商投资，国家更多的是期望吸收外资保持发展并时刻保持主权地位。因此，国家一方面
希望通过外资带来新的资源、提供就业岗位、提高本地工业水平、增强比较优势，提供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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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的渠道及提高国民收入及财政收入。然而另一方面国家又担心外国投资者会驱赶当
地企业、干预其政治影响力、破坏环境或者提供低劣的服务。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缺乏国
际竞争力的情况下，在这些方面存在更深的担忧。由于外国投资者往往不会提高该国的资本
存量，反而可能导致资金外流，甚至还有可能被迫因与投资者的争端而产生高昂的诉讼费用。
作为投资者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利益最大化，他们寻求机会扩张在外国市场的投资、提高比
较优势、取得新资源。当然，这种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势寻求也要付出一定成本。投资者在外
国政府司法管辖的领土上投资并付诸全套管理，他们担心被征收或者其他因政府主导最终将
阻碍他们商事活动的措施或行政立法规定。因此国家的主要利益有政治利益，也有经济利益，
投资者们主要关注经济利益，毫无疑问他们之间存在双方利益趋于一致的地方，但相应地，
有很多不同地方。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蓬勃发展，这些国际非
政府组织代表的是全球公共利益，追求的是更广泛的人权、民主、健康、环境保护等事关民
生和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利益。所以，由跨国公司代表的私人利益、由东道国代表的国家利益、
及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的公共利益成为了新的利益分配格局。
2.平衡私人与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多元化机制
随着新的利益分配格局的形成，再评估现有机制时，我们关注到伴随着仲裁昂贵的费用
和冗长的时间、仲裁裁决不一致、以及对公共利益关注不够这几个方面，得出结论人们开始
对投资仲裁程序失去兴趣是一个应然结果。针对一系列问题，目前确定的几个方面的改革方
案。首先是针对现存裁决不一致的问题引入上诉机制和多边咨询中心，为促进协调性和一致
性而增强案件决定的可预测性。其次是仲裁员和审裁员的任命方法和操守。投资争端法庭成
员的甄选、任命和回避及行为守则有利于缓解投资争端裁定人缺乏或看似缺乏独立性，公正
性从而保障了公共利益，也有利于裁决的一致性。三是争端的预防和缓解，尤其强调了加强
仲裁以外的争端解决机制（监察员、调解）的适用。本质上投资仲裁机制是纯粹基于权利建
立的考虑将基于利益为基础的调解程序纳入 ISDS 机制，利益相关者可通过自主参与的途
径且在较短的时间较少花费的情况下达成可预见性的结果，这将是对仲裁裁决不一致问题和
投资仲裁程序成本过高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在现有 ISDS 中引入以上改革措施将可以有
效地缓解正当性问题，恢复国际社会对 ISDS 的信心。
（二）平衡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方案的“碎片化”
虽然正当性危机之下 ISDS 机制，改革已成共识，然而各国对 ISDS 应对之策却并不一
致。作为改革先行者的欧盟、率先提出投资法院的理念，并在加拿大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
（CETA）确定了建立双边上诉机制以及调解的适用，并将调解专门制定一个附件予以细则
规定。《美加墨协定》也对投资保护和投资争端解决作出大幅调整。双边性机制的成立，虽
有利于实践操作的灵活性，但势必造成更严重的碎片化风险。
以贸法会工作组统一地推行 ISDS 的程序化改革，不论是设立常设多边机制还是复审
上诉机制亦或是调解程序的适用等，以《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约仲裁透明度毛里求斯公约》
（《透明度公约》）或者《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
为模式。通过多边公约，以引入共同国际规则和标准，从而协调统一双边条约网络。这种做
法将解除各国的负担，不需要在上千个双边投资条约中进行复杂的修改程序。以《透明度公
约》为模式的改革做法可以直接适用于现有的投资条约。此外，这也有利于多边项目的启动，
增大改革成功的机会。以灵活的方式促进多边层面的统一改革。综上，改革路径应当是不否
认现行 ISDS 的价值，逐步予以完善，有效平衡国际投资法制的碎片化。
（三）促进国际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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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际经济交往而言，一套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为经贸实体规则有效实施的后盾，
它最终决定法律的适用与条约的解释。因此，一套完善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是为更
好地保障投资规则的适用。 在国际投资法领域，国际投资条约的实体规则旨在对国际投资
的促进与保障。作为适用国际投资规则的 ISDS，是将投资条约的实体规则 从义务规则转
化为制度规则的重要载体。因此，稳定、有序、可预测的 ISDS 才可以真正促进外国投资
自由流动，也是投资自由化发展赖以存在的基础。据 UNCTAD 投资报告显示，2013 年，
国际直接投资量达到 1.45 万亿元美元，2014 年国际直接投资量达到 1.6 万亿元，2015 年
达到 1.8 万亿元，2016 年达到 1.75 万 亿元。52这是由于本世纪国际社会的多层次合作，
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断成熟，为国际投资带来保障和信心，从而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发
展。 然而对现有机制近年来出现的裁决不一致、程序冗长费用高的问题，在当事方质疑该
机制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将会遏制投资的发展，针对性地提出改革，也旨在更好地促进和
保障国际投资。反观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的核心原则对公共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纳入包
括程序可预测性，有效性、透明性的要求、对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及加强国际合作
以应对投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挑战都囊括其中。该框架其基本内涵是寻求社会和经济的协调
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
因此， 根据以上方案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框架下逐步推进 ISDS 改革，完善该机制
的作用，旨在增加投资规范的可预见性，维护投资领域的稳定、有序性。高效完善的投资争
端解决机制对条约权利义务的维护，更好地保护了跨国投资关系，从而促进国际投资的可持
续发展 。

四、中国的因应
目前贸法会工作组虽然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改革 ISDS 的指导原则并确定了改革的主要方
面，但可以看出即便是同一项可能的改革方案内依旧包括着各国提出的不同类型的具体措
施，例如在法庭、特设机制和常设多边机制这一项内就包括多边咨询中心、投资法庭和常设
上诉机制几项个不同措施，此外美国作为投资大国并未提交改革建议，这很大程度上还是体
现出国际投资法制严重的“双边化”。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欧盟积极倡导的国际多边投资法院。
欧盟与加拿大达成的《欧盟-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最终文本中，明确纳入常设国际投资法
庭和上诉机制，尽管目前这是双边性的，但双方表示将在国际层面大力推行这一措施。此后，
在欧盟与越南签订的包含投资章节的 《欧越贸易协定》中也包含了同样的条款。美国虽尚
未向联合国贸法会提交改革意见，但根据美国 2009 年加入 TPP 的谈判，可从 TPP 的条款
看出美国 对 ISDS 的态度。TPP 的修订条款肯定了政府的监管权、消除仲裁庭挑选、对仲
裁员有更严格的选择、强调增加透明度，并对国际条约提供更严格的解释。2018 年签署的
USMCA 也体现出美国最可能的方案是在效率及透明度等方面完善现行 ISDS。对 ISDS 还
有一种激进的态度，这最典型的反对者是南美一些国家如阿根廷。此外，已经有三个国家正
式退出了 ICSID 公约。53与此同时，加拿大在 CETA 中接受了欧盟的投资法庭，与欧盟共
同积极推动多边投资法院，但在 USMCA 中却退出了投资仲裁机制。不难看出，这都对 ISDS
的统一化改革产生影响，也将影响中国之后经贸投资协定的签订。鉴于此，我们可以从以下
三方面回应。
52 从 2017 年开始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开始逐渐下降。2017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下降 23％，2018
年较 2017 年减少 13%，2019 年 FDI 为 1.54 万亿美元，2020 年由于疫情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
流量将在 2019 年的基础上下降近 40%，这将使全球 FDI 自 2005 年以来首次低于 1 万亿美元。
53 玻利维亚于 2007 年 5 月 2 日正式书面通知退出 ICSID 公约。厄瓜多尔于 2009 年 7 月 6 日正
式书面通知退出 ICSID 公约。委内瑞拉于 2012 年 1 月 24 日正式书面通知退出 ICSID 公约。同时，
尼加拉瓜也表示可能退出 ICSID 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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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宏观策略上继续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联合国贸法会针对 ISDS 改革的工作。
中国作为双边投资协定签订的大国，目前已积极参与贸法会工作组关于讨论投资者与国家间
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及潜在的改革方案，中国递交的意见表明，可以在现行的 ISDS 下进行
改革，部分制度性问题难以通过成员国彼此间的双边投资协定予以解决的，可以通过完善投
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的多边规则和机制建设予以解决。改革方案应在东道国的合法监管权
与保护投资者权益之间作出平衡，最终旨在增强争端当事方对 ISDS 机制的信心。 由此可
见我国主要是对现行 ISDS 机制的完善，但也体现出对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
方案持开放态度。因此，以包容的心态与其他国家探讨改革方案，例如欧盟提出的投资法庭，
从而为推动中欧双边投资条约的谈判打下基础。
第二，从组织构建上推动国际商事争端与解决组织成为面向全球贸易投资促进体系的窗
口。我国现提交贸法会的建议包括:(1) 常设上诉机制；(2) 当事方指定仲裁员的权利；(3) 与
仲裁员有关的规则；(4) 替代性争端解决措施；(5) 仲裁前磋商程序； (6) 第三方资助的透
明度纪律。从意见书中可以看出我国应对现行条约中处理裁定不一致和不正确问题的机制缺
乏的建议是设立上诉机制。在投资争端法庭成员的甄选、任命和回避及行为守则的方案上，
中国提出了当事方指定仲裁员的权利与仲裁员有关的规则，同时大力提倡替代性争端解决措
施。
立足“一带一路”由中国贸促会推动筹建的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在该组织设计
国际经贸争议解决规则时以积极开拓的思路考量和接纳国内外专家的建议，关注国际社会最
新的投资争议解决的方案，包括多边咨询机构的设立，国家当局更密切的参与，如何设立国
内的牵头机构，监察员与调解的适用。从而促进国际投资的法治化进程。
第三，从微观举措上探索中国特色的投资争议解决模式。我国提交的意见书中包括替代
性争端解决措施与仲裁前磋商程序，强调“以和为贵”的理念。实际上，我国一直在提倡替代
性纠纷解决机制，也就是运用调解等方式来减少对对抗性争议解决方式的依赖。2017 年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中就明确支持自贸试验区的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2018 年《关于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也强调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效化解“一带一路”商贸投资争端。具体在我国设立的投资者-国家
仲裁规则中参考 WTO 争端解决机制将磋商列为投资仲裁的前置程序，并积极鼓励调解或将
调解作为诉诸于仲裁的先决条件。

五、结语
国际经济交往的良好运行，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是重要的因素。在国际投资领域，投资
争端解决机制是保障和促进投资发展的基础。随着投资争端的增多，以保护私人投资为目的
的双边投资协定及 ISDS 条款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ISDS 透明度的仲裁规则修订和相关公
约的出台，体现出 ISDS 可持续发展的导向，这也为其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揭开了新篇章。
联合国贸法会第三工作组明确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针对 ISDS 进行改革。这有利于缓解 ISDS
的正当性危机、平衡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方案的“碎片化”及促进国际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对此，我国应当继续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 ISDS 改革工作，推动国际商事争端与解决组织
成为面向全球贸易投资促进体系的窗口，并探索中国特色的投资争议解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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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投资仲裁上诉机制构建的中国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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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应对投资仲裁机制当前面临的正当性危机，国际社会从二十世纪末便开始对投
资仲裁上诉机制的构建进行探索。中国目前是资本输入和资本输出的双料大国、对外投资在
结构上具有高风险性、国内治理水平相对较高但是相关的法律队伍的发达程度不够。结合现
阶段的国际投资利益格局，中国未来应积极参与投资仲裁机制的改革和上诉机制的构建。与
此同时，中国未来应支持构建对投资保护和东道国监管权、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予以平衡的
投资仲裁上诉机制、且应加强投资仲裁法律队伍的培养。此外，中国未来可以在“一带一路”
沿线区域构建投资仲裁上诉机制，从而推进区域多边投资规则的构建并在国际经贸规则方面
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关键词：投资仲裁；“一带一路”；上诉机制

一、投资仲裁上诉机制提出的背景和实践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国际投资也日渐活跃，随之而来的便是国际投资争端
的逐年递增。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因其具有国家这一特殊主体的参与，从而成为
众多国际投资争端中最难处理和最具有争议的一类。截至 2020 年 1 月 8 日，全球共有 983
个投资者—东道国纠纷案件。1为了解决众多的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ISDS 机制
被国际社会所广泛应用。国际投资仲裁虽有效地解决了许多投资争端，但是其自身所存在的
各种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例如，仲裁员的独立性与公正性存疑、仲裁裁决缺乏一致性和可
预见性、仲裁裁决缺乏有效的纠错机制。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产
生过积极效用的投资仲裁机制目前正经历着‘成长的痛苦’。”2
现行投资仲裁机制面临的正当性危机使得对其改革势在必行，为了解决投资仲裁面临的
正当性危机，各个主权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提出了诸多解决办法，而构建投资仲裁上诉机制
便是其中的一种。从 1984 年的克劳克纳公司等诉喀麦隆案3开始，国际社会便出现了构建投
资仲裁上诉机制的声音。在该案中，当事人首次启动了仲裁裁决撤销程序，专门的特别撤销
委员会虽然一致决定撤销该案的仲裁裁决，但是其依据的是《华盛顿公约》第 52 条第 1 款
规定的仲裁庭适用法律不当和陈述理由不当，而对该案中存在的严重公正性缺失却置若罔
闻。这在当时引起了各界的巨大反响，国际社会对 ISDS 机制是否真正兼顾了公平和效率展
开了激烈的讨论。当时，便有人提出建立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来弥补 ISDS 机制所存在的
缺陷，但是该建议并没有引起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讨论和关注。4自那以后，诸如 OECD、
ICSID、美国以及欧盟等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纷纷对构建投资仲裁上诉机制进行了探索和实
践。
沈超，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018 级国际法学专业研究生；肖海霞，华东政法大学 2018 级国际法学专业研
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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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曾 在 1995 年 5 月 至 1998 年 4 月 期 间 进 行 了 对 多 边 投 资 协 定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MAI)的商定。在这过程中，MAI 的草案中提出可以通过上诉机制
来对国际投资仲裁裁决进行审查。1998 年 2 月，法国代表在谈判过程中提出应当将上诉机
制包含在 ISDS 机制当中，其给出的理由是一个完善的上诉机制可以使仲裁员对相同或者相
似条款作出统一的解释，以减少仲裁裁决不一致的发生。当时，资本输出国家和资本输入国
家之间的界限比较明显，且两者之间的利益矛盾也无法调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眼中，MAI
草案对于投资者的利益保护过多，而对东道国的利益保护较少，因此各方考虑到仲裁裁决的
效率问题、仲裁一裁终局的性质以及仲裁成本等问题，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5
2002 年，美国国会出台了《贸易促进授权法案》，该法案要求对当时的 ISDS 机制进行
完善，同时借鉴了 WTO 的上诉机制，把建立投资仲裁上诉机制作为一个改革的目标。在该
改革目标明确后，美国便在 2003 年 5 月和 2003 年 6 月分别与新加坡和智利签订的自由贸易
协定中规定了考虑建立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问题。例如，在美国和智利的自由贸易协定附件
10-H 中规定：
“缔约国在本协定生效之日后三年内需要考虑是否建立一个双边的上诉机构或
类似的上诉机制，从而对根据第 10.25 条在上诉机构或者是类似的上诉机制建立后开始的仲
裁裁决进行审查。”6美国在其 2004 年 BIT 范本第 28 条第 10 项和附件 D 中规定了其与新加
坡和智利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相类似的投资仲裁上诉机制条款，其目的是希望通过与更多
国家签订 BITs，来使其他国家接受建立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主张。在美国最新的 2012 年
BIT 范本中，相似的投资仲裁上诉机制条款仍然被保留了下来。美国寻求构建投资仲裁上诉
机制的想法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加拿大、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开始在其对
外签订的 BITs 中纳入构建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想法。
在发现 ISDS 机制存在一系列问题之后，ICSID 秘书处于 2004 年 10 月 22 日公布的《ICSID
仲裁框架之可能改进》讨论稿中宣布其将建立一个可选择的、具有普遍性的投资仲裁上诉机
制。该上诉机制将对仲裁裁决进行实体和程序的双重审查，以此来保证仲裁裁决的相对一致
性。该讨论稿的最后一部分探讨了构建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利弊并在其附件中设计了较为具
体的规则，涵盖了适用范围、上诉机构、上诉对象、上诉理由、救济途径和费用等问题。不
幸的是，这个讨论稿一经宣布，就遭受到了很多学者和国家的反对。于是在 2005 年 5 月，
ICSID 秘书处在新一轮的修改建议稿中指出构建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时机还不够成熟，一些
政策和技术方面的问题还不能被有效地解决，便将构建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计划予以无限期
地搁置。
欧盟在 2015 年与美国进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提出，应该设立一个包含初审法院和上诉法
院的投资法庭系统（Investment Court System, ICS），并在 TTIP 的投资章节草案中对 ICS 机
构如何设置、怎样运行以及具体的程序规则进行了详细地设计。该想法很快被付诸于欧盟的
其他条约实践中，在 2016 年 1 月公布的《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
（European Union-Vietnam
Free Trade Agreement, EVFTA）中，ICS 便被纳入其中。大约一个月后，欧盟又以法律检视
为 由 与 加 拿 大 更 新 了 双 方 在 2014 年 签 订 的 《 加 拿 大 — 欧 盟 全 面 经 济 和 贸 易 协 定 》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CETA），更新后的 CETA 文本中也纳入了
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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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现阶段的国际投资利益格局分析
针对一些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对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应该细致分析其
现阶段的国际投资利益格局以便决定未来对投资仲裁上诉机制构建应采取何种态度。中国目
前是资本输入和资本输出的双料大国、对外投资在结构上具有高风险性、国内治理水平相对
较高但是相关的法律队伍的发达程度不够。

（一）资本输入和资本输出的双料大国
从资本流动的角度看，中国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属于资本输入大国。在我国正式提
出把“走出去”战略作为国家战略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不断地上升。根据联合国贸
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发布的《2015
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显示，2014 年流入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达到了 1290 亿美元并
超过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资本输入国，当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达到了 1160 亿美元
并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输出国。7根据对 UNCTAD 近几年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中的数据
进行整理（如表 1 所示）并分析可得，中国的资本输出量和资本输入量在 2014 年至 2015
年期间基本持平。中国的资本输入量在 2014 年之后处于一个稳中有升的态势，中国的资本
输出量则在经历了几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在 2016 年达到了 1830 亿美元这个最高峰值，而随后
便进入了一个调整期。目前，根据 UNCTAD 发布的《2019 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显示，
中国在 2018 年的资本输入量为 1390 亿美元，资本输出量为 1300 亿美元，这说明中国吸引
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数量仍然处于一个高位运行的态势。8由此可见，我国
不仅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资本输出大国，同时亦是备受外国投资者青睐的资本输入大国。
表 1 中国资本输入和资本输出的年度流量（2012-2018 年）
单位：十亿美元
年份

资本输入

资本输出

2012

121

88

2013

124

101

2014

129

116

2015

136

128

2016

134

183

2017

134

158

2018

139

130

（二）对外投资在结构上具有高风险性
中国的对外投资在结构上具有一定的高风险性。中国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海
外投资会因当地的法治程度较低且政局不稳定而面临较大的投资风险，而以美国和欧盟为首
的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近年来采取的对外资进入境内的国家安全审查愈发趋于严格也将
导致中国的对外投资面临相当大的投资风险。再加之中国投资者对投资产业的独特选择，使
得其受到东道国的关注可能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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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目的地的选择上，亚洲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目的地，其次则是拉丁美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8 年度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的数据显示，2018 年末中国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投资存量
占比分别为 64.4%、20.5%和 2.3%，其总和远远高于欧洲（5.7%）和北美洲（4.9%）的投资
存量总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八成以上都分布在发展中经济体，2018 年末中国在发
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存量占比为 86.2%，远远超过中国同年在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存量（12.3%）
。
9

而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内法治程度不高，国内的政治局势也不太稳定，因此中

国投资者选择这些地方作为投资目的地会面临比较大的法律和政治风险。另一方面，中国投
资者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所面临的国家安全审查风险也在逐渐上升。近年来，美国和澳
大利亚等国家纷纷表现出对投资保护主义的倾向性并不断加强对外国资本进入其境内予以
限制的国家安全审查。美国还曾与欧盟和日本在纽约发布联合声明以寻求对中国国有企业进
行境外投资的规制。10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投资者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的准入门槛，
使得中国投资者对外投资所面临的投资风险有所增加。
在投资产业的选择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有其独特之处。根据《2018 年度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的数据显示，2018 年末，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制造业和采矿业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行业比重为 11%、
9.8%、9.2%和 8.8%。
11

上述行业往往涉及到能源、信息等主权国家比较敏感的产业，会受到东道国的特别关注，

因此也更容易产生国际投资争端。例如，在黑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等诉蒙古案12中,
中国的投资者和蒙古国便是因为采矿许可证的吊销而产生了国际投资争端。

（三）国内治理水平相对较高但法律队伍的发达程度不够
首先，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比较稳定，虽然我国的国内经济正在向深层次转型且国际经
贸环境也日益复杂，但是只要我国保持住相对稳定的经济形势，外国投资者还是愿意在我国
进行投资，我国也仍然会是吸引外资的重要投资目的地。其次，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
间的沟通互动较为顺畅。地方政府可以在授权范围内针对外资出台涉及土地出让、税收问题、
劳工问题的优惠政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对立法权限进行适当地分配并通过请示批示
等机制使得治理外资走上了更为法治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因此有必要继续推行并不断完善中
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互动机制以满足我国深层次改革的需要。最后，从我国与巴巴
多斯签订首个将 ISDS 机制适用于任何投资争端的 BIT 以来，我国虽然已经签订了数量庞大
的 BITs，但是最终采用 ISDS 机制来解决的国际投资争端并不多。这是因为我国通过协商、
调解和国内诉讼仲裁等多方途径有效地解决了大部分的国际投资争端。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在国际投资仲裁方面的法律队伍的发达程度远远不如欧美等发达国
家。涉及中国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数量较少且中国应对国际投资仲裁案件的起步时间也较
晚，这导致我国在国际投资仲裁方面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法律人才较为紧缺。而在投资仲裁
案件中，获得提名或者是任命的具有中国国籍的仲裁员较少，且被委托的具有中国国籍的代
理律师也寥寥无几。根据一位学者的统计，2018 年在 ICSID 仲裁或调解案件中担任仲裁员
或调解员的人员中，法国占据了 27 位，英国和美国则各占 20 位，瑞士占据了 14 位，比利
时占据了 13 位，而中国则只有 3 位。13在国际投资仲裁法律服务市场中，中国律师一直饱
受冷落，在涉华的 ISDS 案件中，中国律师未曾被委托为投资争端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中
国在国际投资仲裁方面的法律队伍的发达程度远远不够，这与中国是资本输入和资本输出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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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大国的国际地位不甚匹配。因此，以中国籍的仲裁员和律师为代表的中国法律队伍仍有较
大的发展和提升的空间。

三、投资仲裁上诉机制构建的中国因应
从中国公布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其对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构建是持积极态度的。结合现阶
段的国际投资利益格局，中国未来应该积极参与投资仲裁机制的改革和上诉机制的构建、支
持构建更具平衡功能的投资仲裁上诉机制、加强投资仲裁法律队伍的培养。且中国未来可以
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构建投资仲裁上诉机制，从而提升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方面的
话语权。

（一）现阶段中国对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立场
在中国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中，其实已经有双边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制定了与潜在
上诉机制进行对接的条款。中国与德国在 2003 年重新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第九条第四款规
定：专设仲裁庭作出的任何裁决都应是终局的，具有约束力。依据上述公约的程序所作出的
裁决应是具有约束力的且只受公约规定的上诉或补救措施的影响。14该条款表明中国可以接
受《华盛顿公约》下上诉措施的约束。中国和澳大利亚于 2015 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对
上诉机制的谈判进行了规定，该自由贸易协定的第九章第二十三条规定：自本协定生效之日
起 3 年内，双方应启动谈判，以期建立上诉审查机制，审查在此上诉审查机制建立后依据本
章第二十二条所作出的仲裁裁决，此上诉审查机制将审理有关法律问题的上诉。15
2019 年 7 月，中国向 UNCITRAL 第三工作组提交了其关于“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
制度可能的改革”的意见书。在该意见书中，中国明确表示为解决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
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其支持对常设上诉机制改革方案进行研究。16中国在该意见书中进一
步指出若在国际条约下构建常设上诉机制并对有关的程序、机构以及人员予以明确后，可以
推进投资仲裁的法治化进程。
不管是中国和德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还是中国和澳大利亚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抑
或是中国向 UNCITRAL 第三工作组提交的意见书，在这些文件的字里行间中可以发现中国
对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构建是持积极态度的。

（二）中国对投资仲裁上诉机制构建应采取的措施
鉴于中国现阶段的国际投资利益格局，中国应该支持对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构建。随着
美国签署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当前的国际经贸形势变得日益复杂。国际上时
常有要求对 ISDS 进行改革的呼声，因此中国应该抓住此次契机，积极为 ISDS 的改革及其
上诉机制的构建发声，以此来抗衡美国并获得国际投资规则治理方面的话语权。中国应该支
持更具平衡功能的 ISDS 上诉机制，以兼顾国际投资中的投资保护原则和东道国对外国投资
监管权原则，并采取适当的程序设计来平衡投资仲裁中的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与此同时，
支持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构建需要解决我国在投资仲裁领域专业法律服务人员发展程度不
足的问题，因此加强投资仲裁法律队伍的培养亦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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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积极参与投资仲裁机制的改革和上诉机制的构建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经贸形势较为复杂，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刚刚有所缓和，美国总
统特朗普便在 2020 年 1 月 29 日于白宫签署了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达成的《美国—墨
西哥—加拿大协定》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17以替代之前的《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对国际经贸规则进行修改以达到其意图对中国进行经贸打击的目
的。美国试图将 USMCA 这一具有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作为未来其与其他国家进行双边贸易
谈判的模板文本，这对中国和美国进行投资谈判非常不利。因为 USMCA 中要求某一缔约
国有向其他缔约国告知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目标以及必要的协定
文本的义务。USMCA 还进一步规定如果某一缔约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那么其他缔约国经过提前 6 个月通知后拥有退出 USMCA 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墨西哥
和加拿大中只要有一个国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则其他两方拥有终止
USMCA 的权利。而判断一国是否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是依据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内法
并且通过其国内程序予以认定的，这种极具任意性的判断方式容易在实践中被上述三个国家
滥用以实现对其他国家进行经贸打击的目的。美国在实践中就常常认为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
家，例如美国商务部在 2017 年 10 月对从中国进口的铝箔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便从 6 个角度予
以分析并以此认定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随后便发布了《中国非市场经济报告》。18因此
上述规定被看做是美国在 USMCA 规则设计中为中国所“量身定做”的，这将严重阻碍中
国未来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署。
而 USMCA 中的 ISDS 机制对墨西哥和美国一方的投资者有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并为
此设计了仲裁前置程序。19USMCA 的附件 14-D 中对于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发生的国际投资
争端规定投资者在启动 ISDS 机制前必须先寻求东道国当地法院或者行政法庭解决，在得到
国内程序决定后或者经过 30 个月仍未解决的情况下，投资者方能启动 USMCA 中的 ISDS
机制。美国上述对 ISDS 机制的规则设计是其意图构建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投资仲裁规则的
表现。面对美国积极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 ISDS 机制的情况下，中国不能对 ISDS 机制改革
采取观望的态度，而应该主动出击，从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主动制定者。若美国
以 USMCA 为范本与其他国家的投资谈判达成一致，将会形成一个以美国为首的经贸规则
封锁圈，那时中国将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因此中国应该抓住 ISDS 机制改革的机会，积
极参与符合中国利益的 ISDS 规则的设计中去。
ISDS 机制改革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事实上，对 ISDS 机制改革所采取的不同路径其实
意味着对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度领导权之争。20中国不能因为美国对 ISDS 机制的适用采取很
多限制而放弃对 ISDS 机制改革和上诉机制构建的研究。中国应当从我国现阶段国际投资利
益格局出发，选择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改革路径。
有关国家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UNCITRAL）第三工作组会议上提出应构建投资仲裁上诉机制，而投资仲裁上诉机制
的构建对我国目前的国际投资格局而言总体是有利的。一方面，从中国作为资本输出大国的
角度出发，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构建于中国而言是非常有利的。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
量不断增加，我国投资者将可能面临与东道国产生更多国际投资争端的境地。我国在亚非拉
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数额较大且有相当一部分资本流入其他国家较为敏感的产业，这也
为我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国际投资争端的产生埋下了伏笔。目前 ISDS 机制存在的种种问
题更让我国投资者在与东道国发生国际投资争端后能否得到公正的投资仲裁裁决打上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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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大的问号。而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构建能够保证一个更具公正性和相对一致性的仲裁裁
决，从而可以有效保护我国日益增长的对外投资并公正地解决我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可能
产生的国际投资争端。另一方面，从中国作为资本输入大国的角度出发，投资仲裁上诉机制
的构建并不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中国虽然在实践中已经受到了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仲裁挑战，
但是中国都较好地解决了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国际投资争端。从以往中国被诉的案件来看，
地方政府的不规范行为是外国投资者提起国际投资仲裁的主要原因，而有关国家安全和改革
开放等我国重大的政策和举措并没有受到外国投资者的挑战。21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虽然签
署了上百个投资协定，但是实际涉及中国的投资仲裁案件并不多，这从侧面反应了中国各级
政府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关系维系较好。因此只要中国保持目前平稳发展的势头，外国投资
者对中国提起的投资仲裁案件数量仍然会是一个较低水平。而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构建并不
会导致中国被诉的案件数量增加，且能够在有限的涉及中国的投资仲裁案件中提高我国对投
资仲裁案件结果的可预测性并确保我国可以得到一个公平的投资仲裁裁决。
因此，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对 ISDS 的改革和上诉机制的规则设计中去，并主动对 ISDS
及其上诉机制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和讨论。22在当前的国际投资环境下，中国可以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等受 USMCA 影响较小的区域着力，积极推进 ISDS 的改革和上诉机制的构建。
中国对 ISDS 的改革和上诉机制的构建采取更加开放和主动的姿态将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
投资规则治理方面的话语权，并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地进一步发展。23
2. 支持构建更具平衡功能的投资仲裁上诉机制
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构建是在投资保护原则和东道国对外国投资监管权原则之间取得
了一个平衡。上述两个原则的平衡对国际投资规则的改革极为重要，其既反应了发展中国家
对 ISDS 机制改革的关切，同时也满足了发达国家在 ISDS 机制下的需求。在 ISDS 机制的选
择上，我国若对国家对外国投资的监管权要求过多，则极有可能使中国投资者在亚非拉等发
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面临更大的风险；而我国若对投资者的保护强调过多，则可能会失去
对外国投资者的有效监管权。投资仲裁上诉机制对投资者的利益保护较为充分，因为其保留
了投资者单方启动 ISDS 机制的制度设计，同时又采用类司法的制度设计对临时仲裁中缺失
的公法性予以弥补，从而会形成一个平衡东道国和投资者双方利益的机制并使得投资仲裁裁
决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大大增加。所以从现实情况来看，投资仲裁上诉机制具有的平衡性对
中国而言是最为有利的。
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构建需要使国际投资仲裁在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方面达到一个适
当的平衡状态。一般而言，程序的复杂程度越高，可能产生的问题就会越多，进而会愈发影
响程序的效率价值。24传统的 ISDS 机制下的“一裁终局”模式虽然具有过分追求投资仲裁
的效率价值而忽视了公平价值这个固有的缺陷，但是投资仲裁的效率价值在投资仲裁上诉机
制设计过程中应该予以重点关注。一个不公平的投资仲裁裁决即使效率再高也显得毫无意
义，而迟来的正义也非正义。投资仲裁上诉机制虽然可以有效地提高投资仲裁裁决的一致性
和可预见性以此来增加其公平价值，但是还需要通过适当的程序设计来避免投资仲裁上诉机
制带来新的程序负担。首先，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上诉事由中对事实认定错误的审查应该仅
限于存在明显且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这样就可以避免上诉庭成员花费大量时间在对投资仲
裁案件没有太大影响的事实问题上。其次，投资仲裁上诉机制也可以控制上诉程序的时限以
此来达到在追求公平价值的同时不丢失效率价值的目的。可以在上诉程序中限缩双方当事人
选定上诉庭成员的时间，同时也可以对投资争端双方提交陈述和上诉庭作出最终上诉裁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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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予以控制。最后，投资仲裁上诉机制对在上诉程序中进行不当拖延的当事方进行一定程
度的惩戒也能提升上诉程序的效率，例如让拖延程序运行一方当事人分担另一方当事人的上
诉费用和因程序拖延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3. 加强投资仲裁法律队伍的培养
我国国内的仲裁机构从 2016 年逐渐开始出台有关国际投资仲裁的仲裁规则并提供受理
投资仲裁案件的相关服务。2016 年深圳国际仲裁院发布了《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该
仲裁规则明确载明深圳国际仲裁院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可以受理一国政府和他国投资者之
间的投资争议仲裁案件。25深圳国际仲裁院首开先河，成为了我国内地第一家宣布可以受理
国际投资仲裁案件的仲裁机构。2017 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发布了《中国国际经
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这是我国国内仲裁机构出台的首部专门关于投
资仲裁的仲裁规则。26北仲于 2019 年 7 月 4 日召开的第七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讨论并通
过的投资仲裁规则则是我国国内仲裁机构第一次在投资仲裁机构内部设置投资仲裁上诉机
制并对其具体规则进行了规定。
如前所述，相较于其他欧美发达国家，我国在投资仲裁法律队伍上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
位。一方面因为涉及中国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数量较少且中国应对国际投资仲裁案件的起步
时间也较晚，另一方面因为语言能力和法律传统等因素的影响，这导致我国在国际投资仲裁
方面的专业法律人才国际认同度不高、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不容易获得国际投资争端当事
方的提名和任命。
随着我国国内仲裁机构逐渐开始受理 ISDS 案件，对投资仲裁领域的法律服务人员的需
求肯定有所增加。再加之我国投资仲裁领域法律队伍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
位，因此我国投资仲裁领域法律队伍发展程度不足的问题急需解决。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构
建也将需要更高水平的法律人才，例如投资仲裁上诉机制中的仲裁员的资质应该比初裁仲裁
庭中仲裁员的资质更高，这种差异化的规定才能让上诉仲裁庭作出的裁决更加让人信服。所
以，我国应该加大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人才培养的力度，这可以为我国对投资仲裁上诉机制
的构建储备更多的专业法律服务人员。我国可以鼓励在该领域的法律服务人员至知名的国际
仲裁机构进行进修并积极参与国际投资仲裁案件的处理，从而积累更多的实践经验以提高自
身的专业水准。

（三）在“一带一路”区域应用投资仲裁上诉机制
面对美国在北美区域构建符合其自身投资利益的 USMCA，中国则可以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这一受 USMCA 影响较小的区域着力，积极推进 ISDS 的改革和上诉机制的构建，
以此来推进区域多边投资规则的构建并在国际经贸规则方面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上对外国投资的保护力度不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行投资除了会面临常规的商业风险外，投资者还会面临重大的信用风险。根据我国商务部发
布的《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显示，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用状况堪忧，有多
达 42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用评级低于投资级别或不在评级范围内。27“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且横跨不同的法系，国内发展程度和法律制度存在较大的差异。而
国际投资协定中所包含的征收征用、国有化、汇兑限制等投资风险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中多有存在。28“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法治程度不高且法治透明度较低，再加之其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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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外资立法以及相应的执法和司法层面未能对外国投资者给与足够的保护，使得其与外国
投资者发生国际投资争端的概率也大大增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 ISDS 机制所持的态度较为保守。“一带一路”沿线某些国家
与中国的 BITs 中并没有纳入 ISDS 机制，例如土库曼斯坦和中国的 BIT、泰国和中国的 BIT
之间都没有对 ISDS 机制作出规定。而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签订的 BITs 中
对 ISDS 机制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较大的限制，其规定与征收补偿数额有关的国际投资争端方
可提交 ISDS 机制解决，其中一部分 BITs 规定除了前述与征收补偿数额有关的国际投资争
端外，经缔约双方同意的其他国际投资争端也可以提交 ISDS 机制解决。“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对 ISDS 机制所持的态度较为保守一方面是因为当前的国际投资仲裁更多地由发达国家
的投资者向发展中东道国提起，29“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担心扩大 ISDS 机制的适用范围将
使得本国面临应接不暇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另一方面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看到了目前 ISDS 机制存在的公法性缺失，其希望通过限制 ISDS 机制的适用范围来获
得更多的东道国规制权。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推行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构建不仅符合自身的利益诉求，
同时也能兼顾沿线其他国家的利益。根据我国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我国企业在“一带一
路”沿线的 62 个国家新签了高达 6944 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新签合同数额高达 1548.9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23.1%。30中国作为“一带一路” 倡议的发起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投资增长迅速，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上对外国投资保护力度不够，我国投
资者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会面临较大的风险。再加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希望获得更多的东
道国规制权，因而其与中国签订的 BITs 中对 ISDS 机制的适用范围多有所限制。出于对我
国投资者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进行有效保护并同时兼顾沿线国家的东道国规制权
的考虑，我国可以在“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坚持 ISDS 机制并适时纳入上诉机制。
ISDS 机制在投资保护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构建将以类司
法化的机制改革为当前的 ISDS 机制带来更多公法性的元素，从而有效缓解现阶段 ISDS 机
制暴露出的仲裁裁决不一致等问题并增加仲裁裁决的可预测性。投资仲裁上诉机制在投资者
利益和东道国利益之间的平衡会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愿意将更多未来的国际投资争端提
交投资仲裁解决。因此将投资仲裁上诉机制应用在“一带一路”区域是一个双赢的选择，而
中国作为一个经贸大国，应该在 ISDS 机制改革中有所作为，以投资仲裁上诉机制来推进“一
带一路”区域多边投资规则的构建，从而破除欧美发达国家对经贸规则制定的“垄断权”并
增加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方面的话语权。

四、结语
随着国际投资争端地不断增加，现有的 ISDS 机制在处理国际投资争端的实践中暴露出
越来越多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仲裁员的独立性与公正性存疑、仲裁裁决缺乏一致性和可预
见性以及仲裁裁决缺乏有效的纠错机制。部分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从二十世纪末便开始对投
资仲裁上诉机制的构建进行探索。OECD、ICSID、美国和欧盟等纷纷提出了其对构建投资
仲裁上诉机制的设想。
中国目前是资本输入和资本输出的双料大国、对外投资在结构上具有高风险性、国内治
理水平相对较高但是相关的法律队伍的发达程度不够。从中国公布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其对投
资仲裁上诉机制的构建是持积极态度的。结合现阶段的国际投资利益格局，中国未来应该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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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参与投资仲裁机制的改革和上诉机制的构建，以此来抗衡美国并获得国际投资规则治理方
面的话语权。中国应该支持更具平衡功能的投资仲裁上诉机制，以兼顾国际投资中的投资保
护原则和东道国对外国投资监管权原则，并采取适当的程序设计来平衡投资仲裁中的公平价
值和效率价值。与此同时，支持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构建需要解决我国在投资仲裁领域专业
法律服务人员发展程度不足的问题，因此加强投资仲裁法律队伍的培养亦是非常重要的。
“一
带一路”倡议是一项跨世纪的大工程，
“一带一路”要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
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必须要有法治的保障，而 ISDS 机制是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31中
国未来可以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构建投资仲裁上诉机制，以此来推进区域多边投资规则
的构建并在国际经贸规则方面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1 UNCTAD,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Navigator, at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vestment-disp
ute-settlement, accessed January 8, 2020.
2 Susan D. Franck, Development and Outcomes of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Harvard International L
aw Journal, Vol.,50, 2009.
3 Klöckner Industrie-Anlagen GmbH and others v. United Republic of Cameroon and Société Camerou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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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DS 上诉机制构建研究
王艺颖

近年来，国际投资仲裁案件持续增加，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争端暴露出投资者-东道国
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以下简称 ISDS）的诸多弊端，例如仲裁
裁决不一致、有利于投资者的价值取向、缺乏监督机制纠正错误裁决等，ISDS 改革也成为
人们日益关注的话题。其中，关于 ISDS 上诉机制的学术探讨和条约实践更是引人瞩目。早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 OECD）便做出了 ISDS 上诉机制的第一次尝试，但囿于理论、技术、
政策等现实障碍未能实现。随后，美国、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以下简称 ICSID）、欧盟纷纷尝试建立 ISDS 上诉机制，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以下简
称 UNCITRAL）第三工作组的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ISDS 上诉机制的构建探讨一触即发。

一、ISDS 上诉机制的起源与发展
（一）ISDS 上诉机制的萌芽期：20 世纪 90 年代
1995 年至 1998 年期间，OECD 为促进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组织进行了一次《多
边投资协定》（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以下简称 MAI）谈判，其初步框
架包括投资保护、投资自由化和争端解决三个部分。其中，争端解决中所提及的“是否在
MAI 中建立上诉机制”被学界普遍认为是 ISDS 上诉机制的初次尝试。根据 OECD 官方收
录的会议文件可知，在 2 月 16 日至 17 日的会议上，一代表团提议在 MAI 框架下建立适用
于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国与东道国争端的上诉机制，允许在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况下提起上
诉，尤其是在涉及解释 MAI 义务方面，确保仲裁裁决的一致性和合法性，实行投资仲裁对
实体和程序正义的价值目标追求1。但考虑到一裁终局的仲裁理论和高效率低成本的仲裁特
性，上诉机制的构想未能具体落实2。可见，在仲裁价值目标与仲裁理论和仲裁特性的初次
较量中，坚持仲裁理论和仲裁特性的支持者占据优势。笔者认为，这与当时投资仲裁在 20
世纪 90 年代影响较小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以 ICSID 受理的投资仲裁案件数量为例，自
ICSID 成立至 2000 年期间，其共受理 38 起投资仲裁案件3，2010 年累计受理 154 起案件，
2019 年累计受理 306 起案件4。投资仲裁案件虽然在近年来呈持续递增的态势，但在 20 世
纪 90 年代却寥寥无几。缺少实践的投资仲裁未曾暴露出机制本身的固有缺陷，同时作为商
事仲裁的衍生方式，仲裁的特点与优势深入人心，打破一裁终局理论的上诉机制自然无法受
到青睐。
（二）ISDS 上诉机制的发展期：2000-2010 年

1

Se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Selected Issues on Dispute Settlement,

DAFFE/MAI(98)12, Page 5.
2

同上。

3

Se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2000 Annual Report, Page 6.

4

Se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2019 Annual Report, Pag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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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随着投资仲裁案例在实践中的增加，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和组织对 ISDS 上诉
机制进行了又一次的尝试，力求构建关于投资争端的双边或多边上诉机制。美国先于 2002
年通过了《贸易授权法案》和《双边投资条约范本》，两部法律文件均对上诉机制持积极态
度。后于 2012 年通过《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其在认可上诉机制的同时提出了相关程序透
明度的要求5。随后，美国在其双边投资协议中均纳入了有关上诉机制的规定，例如 2003
年《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议》、2004 年《美国-乌拉圭双边投资协议》等6。
与此同时，受美国积极推动上诉机制构建的影响，ICSID 秘书处于 2004 年发布了一份
有关改进仲裁法律框架的讨论文件（Possible Improvements of the Framework for ICSID
Arbitration）7。该文件提出了构建上诉机制的设想，并宣布考虑建立《上诉便利制度》
（Appeal
Facility），使贸易协定中的投资条款的解释保持一致。文件发布之后，大多数成员国普遍
认为将上诉机制引入投资仲裁的最好方式是建立统一的上诉机制，而非通过在每个投资条约
项下建立不同的上诉机制。然而考虑到文件中提出的棘手的技术和政策问题，例如上诉机制
的性质、适用范围、与其他机制的兼容性等，大多数成员国认为在现阶段尝试建立一个为多
数成员国可接受的上诉机制为时过早，因此秘书处将持续关注相关动向，并在合适的时机进
一步深入讨论此类问题8。
纵观 ISDS 上诉机制的发展期，美国无疑是构建上诉机制的积极推动者。投资仲裁案件
数量的增加使美国意识到，相关投资条约赋予外国投资者的诉权可能危及美国国家主权，干
涉美国政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行为9。可以看出，东道国主权和公共利益是美国推进 ISDS
上诉机制的主要原因，而相关技术和政策问题则是阻碍上诉机制设立的关键所在。
（三）ISDS 上诉机制的形成期：2011 年至今
此前，所有创设 ISDS 上诉机制的构想都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上诉机制囿于诸多技术和
政策问题一再被搁置。然而，欧盟近年的条约实践又再一次掀起了创设 ISDS 上诉机制的浪
潮。首先是欧盟与加拿大于 2005 年启动谈判、并于 2017 年生效的《欧盟-加拿大综合经济
与贸易协定》（EU-Canad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以下简称
CETA）10，有关上诉机制的条文规定体现在 CETA 第 8 章 F 节的第 8.28 条和第 8.29 条。
其中，第 8.28 条规定了上诉法庭的职能、成员组成、审理时间、审查范围等程序性事项11，
第 8.29 条则进一步提出了对设立多边上诉机制的美好展望12，并要求 CETA 联合委员会在

5
6
7

See 2012 U.S.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参见衣淑玲：《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探析》，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 年第 6 期，第 111 页。
Se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Possible Improvements of the Framewor

k for ICSID Arbitration，available at https://icsid.worldbank.org/news-and-events/news-releases/possible-impr
ovements-framework-icsid-arbitration, visited on August 18, 2020.
8

Se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Suggested Changes to the ICSID Rules

and Regulations, available at https://icsid.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Suggested%20Changes%20to%20th
e%20ICSID%20Rules%20and%20Regulations.pdf, visited on August 18, 2020.
9
10

樊静、衣淑玲：《国际投资仲裁监督机制改革问题研究》，载《河北法学》2015 年第 2 期，第 120 页。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trade/policy/countries-and-regions/countries/ca

nada/, visited on August 18, 2020.
11
See EU-Canad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Chapter8: Investment, Section F, Artic
le 8.28.
12
See EU-Canad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Chapter8: Investment, Section F, Artic
le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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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对多边上诉机制与 CETA 项下争端解决机制作出适当的过渡性安排13。其次是欧盟和越
南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签署的《欧盟与越南自由贸易协定》（EU-Vietnam 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简称 EVFTA）和《欧盟与越南投资保护协定》（EU-Vietnam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 以 下 简 称 EVIPA ） Free Trade Agreement ） 14 。 在 欧 盟 委 员 会
（European Commission）公布的 EVIPA 文本中，第 3.39 条规定了上诉法庭的相关事项，
包括上诉法庭的性质、成员组成及任期、决策方式等15，同时 EVIPA 附件 13 规定了上诉法
庭的工作程序16，第 3.39 条要求上诉法庭自行制定的工作程序应与附件 13 保持一致17。值
得说明的是，欧盟一直是 ISDS 机制的积极革新派。其意图废除原有的投资仲裁模式，通过
建立投资法院制度构造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新规则。该投资法院制度包括初审法庭和上诉法
庭18。CETA 与 EVIPA 同样沿袭了这一改革思路，同时，欧盟也在 UNCITRAL 的 ISDS 改革
中积极参与讨论上诉机制的构建模式。
谈及 UNCITRAL，其第三工作组目前正在组织推动 ISDS 改革，并就上诉机制的相关问
题征求各国意见，欧盟及其成员国、摩洛哥、厄瓜多尔、中国、俄罗斯联邦、智利、以色列
和日本等过均表示支持建立上诉机制。根据工作组发布的改革方案，独立的复审或上诉机制
和设立配有专职法官的初审和上诉投资法院已纳入考量19。其中，欧盟及其成员国提议建立
两级审裁的常设初审和上诉投资法院20，这与欧盟在 CETA 和 EVIPA 的实践保持一致；摩洛
哥提议建立事先审查裁决以及常设上诉机制，同时强调该机制应被视为更高一级的司法机关
21
；厄瓜多尔提议建立常设复审和上诉机制22；中国提议设立基于国际条约的上诉机制23；俄
罗斯联邦建立一个特设上诉机制，该机制将在与现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制度相同的原则基础
上运作24；智利、以色列和日本政府提议建立特定条约的上诉复审机制25。可以看出，越来
13

同上。

14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trade/policy/countries-and-regions/countries/vi

etnam/, visited on August 18, 2020.
15
See EU-Vietnam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Chapter 3: Dispute Settlement, Article 3.39.
16
See EU-Vietnam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Annex13 Working Procedures for the Appeal Tribun
al.
17
See EU-Vietnam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Chapter 3: Dispute Settlement, Article 3.39.
18
王彦志：《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多元模式与中国选择》，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4 期，第 77 页。
19
Se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 State Disput
e Settlement (ISDS) , A/CN.9/WG.III/WP.166 - Reform options, Page 6-7.
20
Se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 State Disput
e Settlement (ISDS)- Submissio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A/CN.9/WG.III/WP.15
9/Add.1, Page 4.
21

Se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 State Disput

e Settlement (ISDS)- Sub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Morocco, A/CN.9/WG.III/WP.161, Page 5.
22

Se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 State Disput

e Settlement (ISDS) - Sub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Ecuador, A/CN.9/WG.III/WP.175, Page 3.
23

Se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 State Disput

e Settlement (ISDS) - Sub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CN.9/WG.III/WP.177, Page 4.
24

Se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 State Disput

e Settlement (ISDS) - Sub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CN.9/WG.III/WP.18
8，Page 3.
25

Se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 State Disput

e Settlement (ISDS) - Sub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the Governments of Chile, Israel and Japan,
A/CN.9/WG.III/WP.163, Pag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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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国家加入到设立上诉机制的讨论之中，其中不乏美国、中国、欧盟、UNCTRAL 等具
有一定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和组织。与此同时，CETA 和 EVIPA 也为设立上诉机制提供了实
践参考。UNCTRAL 第三工作组的工作正在进行中，ISDS 上诉机制的设立似乎迎来了深入
探讨的良好时机。

二、ISDS 上诉机制构建的必要性
追溯 ISDS 上诉机制的起源与发展，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是否设立上诉机制”一事上存
在较大争议。支持者认为上诉机制可以加强仲裁裁决的一致性，缓解投资仲裁的“正当性危
机”。反对者认为上诉机制的设立不是必须的，一裁终局理论和上诉机制带来的实际负担不
容忽视。可见，ISDS 上诉机制的正当性论证是探讨如何设计上诉机制的制度、如何解决上
诉机制带来的附随问题等其他话题的先决条件。
（一）投资仲裁存在合法性危机
投资仲裁的合法性危机源于其固有缺陷。首先，投资仲裁衍生自国际商事仲裁，其运行
机制缺少公法性质。众所周知，国际商事仲裁解决的是私人主体之间基于合同和仲裁协议所
发生的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投资仲裁解决的则是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基于双边
或多边投资协定所发生的投资争端。鉴于东道国作为争端主体的特殊性和传统争端解决方式
在解决投资争端时的疲软性，ISDS 这一特殊机制得以产生，但具有公法性质的投资争端显
然与涉及私人权益的国际商事仲裁存在冲突26。片面强调国际商事仲裁的自有属性、忽视投
资仲裁固有的公法性质，将东道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等主权行为随意置于私法裁判
之下显然是不合理的。
其次，晚近的投资仲裁实践表明，仲裁庭在裁决的过程中往往倾向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忽视了东道国的主权和公共利益。例如 Vattenfall 诉德国案，在日本海啸引发的福岛核电站
事故之后，德国政府出于环境保护目的，对在其境内的核电站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一举措
直接影响了 Vattenfall 的利益所得。事后，该公司依据《能源宪章条约》向 ICSID 提起仲裁，
要求德国赔偿 47 亿欧元。在本案中，政府基于公共利益所采取的行政管理措施却成为投资
者提起仲裁的理由，造成了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主权的紧张关系27。更有甚者，阿根廷在面
临金融危机时所采取的管理措施被投资者频繁提起索赔案，而仲裁庭却大多认为阿根廷政府
的行为不构成免责，支持投资者的索赔请求，判决阿根廷承担巨额赔偿款28。因此，有学者
希望通过上诉机制的设立，引导投资仲裁对东道国主权的重视，维持投资者私人利益与东道
国公共利益的有效平衡29。
最后，不同仲裁庭就相同或相似的条约义务作出的解释不同，仲裁裁决存在不一致现象。
如果说 ISDS 公法性的缺失是造成投资仲裁合法性危机的前提，仲裁裁决不一致则是加剧这
一危机的重要催化剂。广为熟知的案例如“劳德诉捷克案”和“CME”诉捷克案，劳德和
其投资公司 CME 与捷克的当地公司 CET21 合作经营电视台，CET21 提供许可证，劳德及
其投资公司提供融资、节目制作和专利技术。但因捷克的立法行为，劳德及其投资公司的投
资性质受到了影响。劳德根据美国与捷克的投资协定向伦敦仲裁庭提起仲裁，CME 根据荷
兰与捷克的投资协定向斯德哥尔摩仲裁庭提起仲裁。两个仲裁庭对实质上相同的争端对于有

26
27
28
29

王彦志：《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法律化：成就与挑战》，载《当代法学》2011 年第 3 期，第 17 页。
余劲松：《国际投资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42-343 页。
同上。
刘笋：《建立国际投资仲裁的上诉机制问题析评》，载《现代法学》2009 年第 5 期，第 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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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征收、公平公正待等条约的解释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30。类似的案例还有“SGS 诉巴基
斯坦案”和“SGS 诉菲律宾案”，两个案子均涉及双边投资协定对“保护伞条款”的解释，
但受理“SGS 诉巴基斯坦案”的仲裁庭对该条款作了限制性解释，而受理“SGS 诉菲律宾
案”的仲裁庭对该条款作出了扩大性解释，解释的不同直接导致了裁判结果的不同31。虽然
有观点主张裁决不一致的案件为少数，无需设立上诉机制，但不可否认的是，少数裁决不一
致的情况对 ISDS 同样造成了消极影响32。缺少统一标准的条款解释和自相矛盾的仲裁裁决
不仅不利于投资者的保护，同时违背投资条约缔约国的意志，加剧了投资仲裁的合法性危机。
（二）监督机制无法解决现有问题
目前，不同类型的投资仲裁体制下用以纠正仲裁裁决错误的机制各不相同，如 ICSID
下的撤销机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简称
NAFTA）下的法律解释机制、国内司法审查下的撤销或不予执行等33，但上述机制均无法有
效解决 ISDS 的现有问题。首先，在 ICSID 体制下，《关于解决国家与其他国家国民之间投
资争端公约》（以下简称《华盛顿公约》）第 52 条仅规定了五种申请撤销的理由34，审查
范围极为有限，仅限于裁决过程中的程序性事项，且采取了穷尽式的列举方式，这使得可能
存在严重的事实错误或者法律适用错误的裁决无法得到及时的撤销和纠正。此外，ICSID 撤
销机制的成功率极低。根据中心 2018 年度报告显示，1971 年至 2000 年的撤销率为 13％，
2001 年至 2010 年十年间的撤销率为 8％，而自 2011 年 1 月之后的撤销率降至只有 3％35。
以 2011 年到 2019 年为例，提出申请撤销裁决的案子共有 158 件，但程序已终止的仅有 53
件，所占比例为 33％。其中，只有 5 件全部撤销或是部分撤销，所占比例为 3％，18 起案
子由双方当事人申请终止撤销程序，所占比例为 11％，30 起案子做出了拒绝撤销申请的裁
决，所占比例为 18％36。从近年的实际使用结果来看，撤销程序难以发挥其矫正作用，且由
于撤销程序的利用门槛低，在实践中不乏存在滥用撤销程序的情况，这也就造成了近年来的
高撤销率、低裁决率的现象。
其次，在 NAFTA 下，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代表组成自由贸易委员会，在争端解
决机构对 NAFTA 的条约义务解释出现偏差时，可出具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解释性文件，防止
条约解释不一致和仲裁裁决不一致的现象。对于自由贸易委员会作出的解释，争端解决机构
没有拒绝的权力。但在实践中，自由贸易委员会能够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当事人难以依赖
自由贸易委员会纠正错误的仲裁裁决，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自由贸易会的效率过低，缔
约国很难就同一问题达成共识；其二，自由贸易委员会是否具有权力出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解释文件有待商榷；其三，NAFTA 对于仲裁庭不采纳解释文件的情形缺乏规定37。
最后，对于错误的仲裁裁决，当事人还可通过申请国内法院的司法审查申请撤销或不予
执行。但在实践中，这种方法同样存在诸多缺陷，无法替代上诉机制的功能，原因如下：其
一，虽然《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为各国拒绝承认及执
行提供了统一标准，但该标准多为程序性事项，对存在法律解释错误或事实错误的仲裁裁决
余劲松：《国际投资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47-348 页。
余劲松：《国际投资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21-222 页。
32
肖军：《建立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可行性研究——从中美双边投资条约谈判说起》，载《法商研究》
2015 年第 2 期，第 168 页。
33
丁颖、李岩：《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探讨》，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2018 年第 1 期，第
218 页。
34
参见《华盛顿公约》第 52 条。
30
31

35
36
37

Se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2018 Annual Report, Page 36.
同上。
参见刘笋：《建立国际投资仲裁的上诉机制问题析评》，载《现代法学》2009 年第 5 期，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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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实质性帮助；其二，各国在拒绝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时往往带有本国的司法习惯，
无法形成拒绝及承认的统一标准，例如俄罗斯联邦设立了繁琐且复杂的承认与执行程序，且
在实践中，俄罗斯仲裁法院往往通过扩大解释《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则来拒绝承认及执行外
国仲裁裁决38。
（三）ISDS 上诉机制具有潜在优势
首先，ISDS 上诉机制能够弥补投资仲裁所缺失的的公法性质，平衡私人利益与公共利
益。值得注意的是，强调上诉机制能够弥补投资仲裁所缺失的公法性质并不意味着忽视了投
资仲裁的私法性质。投资争端同时兼有私法和公法性质，私法性质则注重当事人合意和合同
的约定，公法性质则注重在投资法制下规范国家行为，关注仲裁裁决效力对公共利益和国际
社会的影响。投资仲裁实践表明，仲裁庭往往倾向于保护私人投资者利益，缺乏关注公共利
益的意识。上诉机制的设立则可改善这一现象。一方面，当仲裁庭出现通过解释投资条款扩
大管辖权或是对涉及东道国公共利益的事项作出明显有利于投资者的裁决时，上诉机制可及
时的予以纠正；另一方面，上诉机制可形成先例裁决，引导仲裁庭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合理
分辨被诉国家行为的具体性质。
其次，ISDS 上诉机制能够规范条约解释，加强仲裁裁决的一致性、连贯性与合法性。
在投资仲裁合法性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间接征收”、“公平与公正待遇”等不同甚至相
互冲突的条约解释和仲裁裁决不一致现象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上诉机制的直接功能应当是
保证裁决的一致性，通过提供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来增强裁判结果的可预见性和权威性。此
外，裁决一致性也是统一多边投资法制的基础和必然结果，上诉机制在加强裁决一致性的同
时也能够促进统一多边投资法制的进一步融合，进而改善国际投资法的碎片问题39。
（四）一裁终局理论并非无法突破
一裁终局是保证商事仲裁机制得以高效运作的重要特性，如上文所述，投资仲裁衍生自
国际商事仲裁，其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地融入一裁终局理论。如今，该理论也成为部
分学者反对建立 ISDS 上诉机制的原因之一。此外，通常作为胜诉方的投资者同样有理由支
持一裁终局理论40。但一裁终局理论并非绝对不可突破的。首先，投资仲裁有别于商事仲裁，
其固有的公法性质不容忽视，私人投资者的利益不可随意凌驾于东道国的主权和公共利益之
上，因无法有效纠正错误的仲裁裁决而使东道国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不符情理和法理。其次，
虽然一裁终局保证了国际商事仲裁的高效运转，但上诉机制的存在并不代表将效率这一价值
目标弃之不顾，效率依旧是上诉机制设立和运行的重要衡量因素。现有的上诉机制的条约实
践往往也会规范上诉审理期限，例如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以下简称 TTIP）中规定，上诉审程序原则上不得超过 180 日，
特殊情况下最长可延长至 270 日，但应书面告知当事方延期的理由以及预计发布决定所需
要的时间41。最后，虽然效率是投资仲裁应当坚持的价值目标，但追求效率应当建立在实体
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前提之上。倘若不顾投资仲裁的运行缺陷和实际需求，僵化地坚持一裁终

参见冯彦翔：《俄罗斯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研究》，外交学院国际法系 2013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29 页。
参见丁晓雨：《ISDS 上诉机制的构建问题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2018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68 页。
40
参见刘瑛：《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海外研究综述》，载《国外社会科学》2018 年第 6 期，第 20
页。
41
参见肖军：《欧盟 TTIP 建议中的常设投资法院制度评析》，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16 年第 2 期，第
458 页。
3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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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理论，可能会使投资仲裁陷入更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42。

三、ISDS 上诉机制构建的模式选择
继 ICSID 集中讨论多边上诉机构的建构模式后，UNCITRAL 第三工作组在征求各国关
于建立上诉机制的建议后，提出了两种建立上诉机制的主要备选方案。其一，建立供条约缔
约方、争端当事方或机构适用的示范上诉机制，包括条约具体规定的上诉机制、专案上诉机
制和机构上诉机制。具体而言，条约缔约方可考虑将示范上诉机制纳入其相应的双边或多边
投资协定中，上诉机制在具体的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中体现为程式化措辞。或是争端当事方
参考示范上诉机制，针对个案组建上诉专家小组来审理上诉事项。亦或是建立一个可供机构
适用的上诉机制，对此，2004 年 ICSID 秘书处发布的讨论文件中曾建议在其框架内设立上
诉机制，同时由于《华盛顿公约》第 53 条禁止了上诉纠正仲裁裁决的模式，ICSID 选择按
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41 条的规定在同意建立上诉机制的国家之间推进实施。总的来
说，示范上诉机制虽然考虑了缔约国、争端当事方和机构对建立上诉机制的意愿，实施程序
可在接受者中达到灵活统一，但这种分散运作的方式很难保证仲裁裁决的一致性和可预测
性，实现上诉机制的直接功能和价值。
其二，建立常设多边上诉机构。这涉及两种方案，一种是建立独立的上诉机构，该方案
作为投资仲裁的补充制度，不改变现有的投资争端解决模式。另一种是建立多边投资法院系
统，包括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该方案是欧盟自始至终所倡导的“常设投资法院+上诉机构”
模式，是原有投资争端解决模式的颠覆性改革，目前在 CETA、EVIPA 中已有实践。相较于
示范上诉机制，常设多边上诉机构需要审慎考虑结构和经费、成员组成、管辖权、执行等问
题，具有更高的技术和政策难度，但同时也更具有稳定性，对仲裁裁决一致性目标可以发挥
更大的作用。
目前，智利、以色列和日本倾向于建立条约具体规定的上诉机制，欧盟、摩洛哥、厄瓜
多尔、俄罗斯、中国等国倾向于建立常设多边上诉机构，其中，欧盟主张上诉机制应作为多
边投资法院的二级机构，其他国家则主张上诉机制应作为独立的上诉机构。对此，笔者认为，
考虑到投资仲裁现状，示范上诉机制可作为一种过渡形式予以考虑，但 ISDS 上诉机制改革
的最终目标应当是建立常设多边上诉机构，通过独立稳定的机构、程序和人员设置，约束裁
判人员的行为，增强投资争端解决的法律预期，实现仲裁裁决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

四、ISDS 上诉机制构建的具体问题
（一）上诉的性质和范围
上诉机构的性质和上诉理由是建立上诉机制的核心问题。如上文所述，ISDS 上诉机制
改革的最终目标应当是建立常设多边上诉机构，其关键词有二，一为常设性，二为多边性。
常设的上诉机构可为投资争端的解决带来更多的稳定性和独立性。考虑到仲裁机制运行的市
场规律，投资争端的启动通常是由投资者依照投资协定的规定提起仲裁，仲裁员受争端当事
方选任组成仲裁庭审理投资争端，而有利于投资者的仲裁裁决又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投资者
提起仲裁的信心，如此一来，仲裁员便可从中获利，其经济利益与案件数量逐渐构成联系43。
42

参见肖军：《建立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可行性研究——从中美双边投资条约谈判说起》，载《法商
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171-172 页。
43
参见肖军：《建立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可行性研究——从中美双边投资条约谈判说起》，载《法商
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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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常设的上诉机构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隐性的交易规则。即便仲裁庭在审理案件时存在
不公正行为，东道国通过上诉也可对仲裁裁决进行及时的纠正，避免仲裁员的利益与投资者
胜诉存在直接关联。此外，常设上诉机构所带来的稳定性与独立性还应体现在上诉机构成员
的稳定与独立，个案组件的上诉机构只会造成无意义的重复程序，对仲裁裁决的一致性并无
实质性的作用。多边的上诉机构则是基于仲裁裁决一致性这一价值目标的理想选择，对于推
进统一投资法制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利益需求和投资政策各不
相同，单纯依靠双边上诉机构虽然可以相对容易地达成协议，但从长远来看，分散的双边上
诉机构并不能够有效促进仲裁裁决的一致性。故而，上诉机构的构建应当以多边上诉机构为
最终目标。
而上诉机制的审理范围应当包括法律审查和有限制的事实审查44。首先，上诉机制的直
接功能和价值目标是为条约解释提供相对统一的标准，实现仲裁裁决的一致性。当仲裁对投
资协定的具体条款作出错误解释时，上诉机制应当允许争端当事方就仲裁庭的法律适用错误
提起上诉，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 WTO）上诉机构的审
查范围便限于法律问题45。因此，ISDS 上诉机制的审理范围包括法律审查并无太大争议。
其次，虽然就法律问题提起上诉可以使上诉程序相对简化、便捷，对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的
双重审查会有影响仲裁效率之嫌，但在投资仲裁的实践中，法律和事实问题很难进行明确的
区分，部分法律问题的认定需要建立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之上，全盘否定事实审查将不利于上
诉机构作出公正合法的裁决。在 EVIPA 中，争端方可援引的上诉理由便包括法律适用错误、
明显的事实错误和《华盛顿公约》第 52 条规定的程序错误46。因此，上诉机制的审理范围
除法律审查外，还应考虑部分事实审查，但该事实审查必须严格界定，合理尊重仲裁庭对事
实部分的认定结论。
（二）上诉机构的权限
上诉机构的权限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其一，上诉机构是否有权确认、修改、推翻原
有裁决的权利，并就一件事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终局裁定；其二，上诉机构是否有权在事
实不清或程序错误的情况下发回原仲裁庭重审；其三，上诉机构在审理上诉案件时是否有权
暂时中止原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
首先，关于上诉机构是否有权确认、推翻、修改原有裁决的权利，对比 WTO、CETA、
EVIPA 等关于上诉机构权限的规定47，上诉机构应当具有确认、修改、推翻原有裁定的权利，
这一点并无较大争议。具体而言，当原仲裁裁决并无任何法律适用错误或事实认定错误的情
况时，仲裁程序公开透明，仲裁结果公正合理，上诉机构应当确认原有裁定的法律效力；当
原仲裁裁决存在法律适用错误或事实认定错误的情况时，上诉机构应当根据错误程度修改或
推翻原有仲裁裁决；当原仲裁裁决存在事实不清或是程序错误的情况时，上诉机构应当重新
审理该投资争端并做出具有终局效力的仲裁裁决，对于为何不发回原仲裁庭重审，下文将会
作出进一步说明。
其次，关于上诉机构是否有权在事实不清或程序错误的情况下发回原仲裁重审，如上文
所述，笔者认为应当由上诉机构重新审理投资争端并做出具有终局效力的仲裁裁决。假设上
参见丁晓雨：《ISDS 上诉机制的构建问题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2018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125 页。
44

45

See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Article 17 (6).
参见魏艳茹：《越南-欧盟自贸区投资上诉机制研究》，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3 期，第 103 页。
46

47

See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Article 17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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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机构有权发回原仲裁庭重审，需要考虑如下几个问题：重审的成本费用由谁承担？发回重
审的案子是否可以再次提起上诉？考虑到投资仲裁的提起需要争端当事方达成合意，那么对
于上诉机构有权发回重审，是否同样需要征得争端当事方的合意？显然，发回重审不仅在很
大程度上违背了投资协定的缔约意图，也给争端当事方造成了额外的时间和成本负担。此外，
如果上诉机制的审理范围包括法律审和有限制的事实审，同时考虑到发回重审的前提一定是
建立在事实不清或事实审查出现严重错误的基础之上，那么发回重审权意欲达到的制度功
能，可以通过上诉机制有限制的事实审查权实现48。
最后，关于上诉机构在审理上诉案件时是否有权暂时中止原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考虑
到上诉机构可能会修改、推翻原仲裁裁决，为避免同时具有法律效力的上诉裁决和原仲裁裁
决相互冲突，投资争端在进入上诉程序后，原仲裁裁决应暂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这同样
存在一定的隐患，即争端当事方为避免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通过上诉程序恶意拖延。对此，
在探讨并制定上诉程序时应当将隐患问题充分考虑。例如，争端当事方提起上诉程序需要通
过初步审查，只有通过初步审查正式进入上诉程序才可暂停终止原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此
外，上诉规则也应对上诉时间作出一定的限制，尽可能的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需求。
（三）上诉机构或小组的组成
关于上诉机构或小组的组成，需要考虑的是上诉机构或小组成员的甄选和任命方式49。
在投资仲裁的实践中，仲裁庭成员的组成通常是由当事人自行决定的。这种指定仲裁员的方
式和仲裁员背后所涉及的利益关系引起了人们对仲裁员独立性与公正性的质疑。个人连续或
者同时担任仲裁员、法律顾问、专家证人或者书记员的情况频频发生，这被称作“旋转门”
问题。2017 年的一份关于“旋转门”问题的大数据研究就揭示了这一问题。该研究分析了
1039 件投资仲裁案件和 3910 名仲裁员，这些仲裁员中的部分人先后在不同的案件中担任
不同的角色，尤其是在接案数量最多的 25 名仲裁员中，每人在至少 24 起、至多 88 起案件
中先后扮演不同的角色，且大多数人都来自西方国家50。唯一的一名来自东方的仲裁员也在
美国居住了近 30 年，有着美国院校教育及就业的经验。而这 25 名仲裁员的多数人大多是
由有影响力和声望的负责人命名的51。由此可见，如果投资争端的解决中存在利益冲突，仲
裁员的独立性与公正性必然会受到背后权力的影响，其所做出的裁决必然会损害其中一方当
事人的合法正当的利益，也会受到人们对仲裁裁决正当性和公正性的怀疑。因此，为消除投
资仲裁合法性危机，上诉机构或小组成员的甄选和任命方式首先应当保证透明度和公开性。
其次，上诉机构或小组成员的甄选和任命方式与上诉机制的形成方式密切相关，具体可
包括当事人指定、使用预先确定的名单或名册、常设机制三种方式52。考虑到 ISDS 上诉机
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应当是建立常设多边上诉机构，一个稳定的常设多边上诉机构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保证仲裁员的独立性与公正性。对此，可针对性地参考 CETA 和 EVIPA 在法庭组成
方面的规定。例如，CETA 对法庭成员采取任期制和聘任制，并对法庭成员的专业知识和独
立性提出了明确要求53。同时在成员组成方面，CETA 规定任命 15 位法庭成员，其中欧盟
参见丁晓雨：《ISDS 上诉机制的构建问题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2018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141 页。
48

49

Se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 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 Appellate and multilateral court mechanisms, A/CN.9/WG.III/WP.185, Page 7.
50
转引余劲松：《国际投资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50 页。
51
同上。
52

Se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 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ISDS Tribunal Members, A/CN.9/WG.III/WP.169, Page 4.
53
See EU-Canad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Chapter8: Investment, Section F, Article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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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5 位，加拿大代表 5 位，第三国国民 5 位54。因此，在甄选和任命上诉机构成员时，应
充分考虑成员的数目以及是否其是否具有地域代表性。同时，所选成员应当是在国际公法、
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争端解决等方面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专家。此外，上诉机构的
成员还应受到道德规范和强制性行为守则的约束，同时以回避制度规避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
益冲突55。对于具体案件的审理，上诉机构成员可采取轮班制，避免基于政治考虑或外部影
响而将争端案件分配给任一成员，进而对仲裁裁决的一致性作出实质性贡献。
（四）上诉裁决的执行
上诉裁决的执行问题需要考虑上诉裁决与《纽约公约》和《华盛顿公约》的协调。首先
是上诉裁决与《纽约公约》的协调，可以说，上诉裁决能否根据《纽约公约》在他国获得承
认及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上诉机构能否顺利运行。根据 UNCITRAL 关于上诉机制和多
边法院机制的说明，如果上诉机制是基于对仲裁裁决的二次审查而形成的，其实质并未仲裁
的固有性质，且在实践中已有机构仲裁就仲裁裁决的内部上诉复审做出了明文规定，例如新
西兰仲裁员和调解员协会的《仲裁上诉规则》、美国仲裁协会的《任择性仲裁上诉规则》等
56
。而如果该上诉机制是受条约条款管辖，则需要考虑《纽约公约》对“仲裁裁决”的规定。
根据《纽约公约》第 1 条第 2 款可知，“仲裁裁决”既包括专案选派的仲裁员作出的裁决，
也包括争端当事方请求常设仲裁机关作出的仲裁裁决57。此外，UNCITRAL 秘书处发布的关
于《纽约公约》的指南表明，各法院在判断一项裁决是否属于《纽约公约》意义上的“仲裁
裁决”时通常遵循三个标准：第一，由仲裁员作出；第二，以终局方式解决或部分解决争议；
第三，裁决具有约束力58。据此，原仲裁裁决因不具有终局效力自然不属于《纽约公约》意
义上的“仲裁裁决”，而上诉裁决在满足上诉三个条件时得以依据《纽约公约》发挥应有的
法律效力。
其次是上诉裁决与《华盛顿公约》的协调。考虑到 ICSID 作出的仲裁裁决只有在 5 类
程序错误的情况下可以申请撤销，同时根据《华盛顿公约》第 53 条的规定，ICSID 作出的
仲裁裁决禁止通过上诉进行补救59。因此，上诉裁决与《华盛顿公约》协调的实质是处理上
诉机制与撤销机制的内在关系。可以明确的是，在上诉机制可以进行法律审查和有限制的事
实审查的前提下，撤销机制可受理的案件范围远小于上诉机制的受案范围。且如上文所述，
实践中撤销机制存在高撤销率、低裁决率的现象，难以发挥其应有的矫正作用。因此，在同
意建立上诉机制的国家之间，可以选择用上诉机制替代撤销机制。鉴于《华盛顿公约》难以
修订，对于 ICSID 作出的仲裁裁决经上诉形成的仲裁裁决可能需要通过《维也纳条约法公
约》第 41 条的规定在同意建立上诉机制的国家之间推进实施。

五、ISDS 上诉机制构建的中国立场
中美贸易战后，中国面临的投资和贸易形势较为严峻，美国意图将《美墨加协定》（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以下简称 USMCA）作为高标准的“21 世纪新
贸易规则”，用作未来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的模板，通过形成国际贸易新壁垒将中国排除在
54

同上。
参见唐海涛、邓瑞平：《欧盟模式 ISDS 上诉机制：革新与兼容性论析》，载《湖北社会科学》2019 年
第 9 期，第 156 页。
56
Se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 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 Appellate and multilateral court mechanisms, A/CN.9/WG.III/WP.185, Page 8.
57
See the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Article 1.
58
See UNCITRAL Secretariat Guide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New York, 1958).
59
参见《华盛顿公约》第 53 条。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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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60。然而，美国与欧盟关于 TTIP 的谈判于 2013 年启动，并于 2016 年底因未达成一致而
结束谈判，欧盟理事会 2019 年 4 月 14 日的决定指出，TTIP 的谈判指示已过时，不再适用
61
。虽然 TTIP 谈判的失败延缓了美国重塑投资贸易规则圈的进程，但美国对中国的限制不
曾停止。对此，中国应当以积极审慎的态度直面难题，不应因美国采取的举措放弃对 ISDS
改革的主导权。
根据中国向 UNCITRAL 第三工作组提交的关于 ISDS 改革的意见书可知，中国肯定了
ISDS 机制在促进跨国投资和国际投资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认为 ISDS 是一个总体上值得
维护的机制。同时考虑到 ISDS 现有的缺陷和弊端，例如仲裁裁决缺乏合适的纠错机制、仲
裁裁决缺乏稳定性与可预期性、仲裁员的专业性与独立性受到质疑等，中国认为部分制度性
问题难以通过成员国彼此间的双边投资协定予以解决，而是需要通过完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
端解决的多边规则和机制建设予以解决62。中国对完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可能
方案持开放态度，其中就包括支持建立基于国际条约的常设上诉机制。目前，中国在其投资
条约谈判中已有实践。例如，2005 年生效的《中德双边投资协定》第 9 条第 4 款便体现了
中德对于上诉机制的开放态度63。又如 2015 年发布的《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第 9 章第 23
条明确表达了中澳双方谈判并建立上诉机制的意愿64。
因此，中国应当密切关注 UNCITRAL 第三工作组的工作议程，积极推进 ISDS 上诉机
制改革，力求在国际投资规则的重塑过程中掌握话语权。此外，中国还应当牢牢把握住“一
带一路”倡议的良好机遇。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沿线国家中，已知摩洛哥、智利、以色
列、厄瓜多尔、俄罗斯向 UNCITRAL 第三工作组提交了意见书，明确表明支持建立上诉机
制。考虑到中国对外签订的投资协定大多年代久远，“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的投资法治建
设水平参差不齐，中国可率先与上诉机制的支持国家进行谈判，推进投资协定的更新换代，
同时在时机成熟之时，建立“一带一路”倡议下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构，总结经验教训，
为全球 ISDS 上诉机制改革贡献中国力量。
综上所述，ISDS 上诉机制的改革是对晚近国际投资仲裁的反思与弥补，其设立将对促
进仲裁裁决一致性、保护东道国主权和公共利益、推进国际投资法治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回顾 ISDS 上诉机制的发展史，其讨论的争议点主要集中在上诉机制是否应当建立、如何建
立等方面展开。其中，投资仲裁存在合法性危机、监督机制无法解决现有问题、ISDS 上诉
机制具有潜在优势、
一裁终局理论并非无法突破为 ISDS 上诉机制的建立提供了正当性论证。
此外，结合 UNCITRAL 第三工作组的工作报告，上诉机制的构建与选择、上诉机制设立的
具体问题探讨则为 ISDS 上诉机制提供了可行性路径。ISDS 上诉机制的建立得到了越来越
多国家的支持与肯定。对此，中国应当密切关注 UNCITRAL 第三工作组的工作议程，抓住
“一带一路”倡议的良好机遇，积极推进 ISDS 上诉机制改革，力求在国际投资规则的重塑
过程中掌握话语权，为全球 ISDS 上诉机制改革贡献中国力量。

参见丁晓雨：《ISDS 上诉机制的构建问题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2018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145 页。
60

61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trade/policy/countries-and-regions/countries/unite

d-states/ , visited on August 18, 2020.
62
Se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 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 Sub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CN.9/WG.III/WP.177, Page 4.
63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第 9 条。
64
参见《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第 9 章第 2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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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仲裁中合法与非法征收之区分及其补偿
李尊然
（中原工学院法学院，河南郑州 450006）
任何人不得以自己之不法行为改善其地位。
——法谚
内容提要：自从第一件被认定为非法征收的案件——霍茹夫工厂案以来，非法征收问题一
直蛰伏多年。近一时期国际投资仲裁庭和国际法庭认定的非法征收案件数量猛增，揭示征
收合法性问题已经明显苏醒。全面梳理自古代特别是近代以来有关征收合法性问题的国际
法实践表明，王（皇）权和国家利益至上背景下的征收绝对合法理念和做法已经让位于近
代社会重视公民财产权和对国家征收权和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均衡保护。对合法与非法
征收进行区分，并对后者适用高于条约标准的习惯国际法补偿标准，已经成为国际投资司
法与仲裁实践中较为一致的做法。我国国际投资的发展趋势和国际投资协定的缔约实践与
此也是基本一致的。有关合法与非法征收的认定要件和及其补偿水平的具体差异的国际投
资判例法框架也基本形成。这些实践发展了国际法关于国家不法行为的认定与补偿规则，
进一步指出了公权与私权的合理界限。我国国内法和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要么缺乏类似规
定，要么无助于实现公权私权的平衡，应予以修改或补充。
关键词：征收；合法；非法；区分；补偿
2014 年 7 月 18 日，位于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PCA）在尤科斯诉俄罗斯一案中，
一致判决俄罗斯补偿尤科斯 500 多亿美元，理由是俄罗斯采取税收、冻结并强迫出售资产
以及骚扰等一系列措施，摧毁当时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尤科斯，并最终由国有石油公司
1

接管该公司的行为属于非法征收。该赔偿额创国际投资争端案件历史记录。紧接着，在 2015
年 9 月 16 日，
“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解决国际中心”
（ICSID）又在 Quiborax 诉玻
利维亚一案中认定玻利维亚终止曾合法授予被告的开采许可等行为构成非法征收，据此仲
裁庭要求玻利维亚赔偿请求人 4860 万美元。这些被密集认定为非法征收从而课以高额补
2

偿的案件引起了国际学界的极大关注。 也显示了对非法征收及其补偿进行研究的必要性。
而纵观当代各类国际公约，在非法征收及其补偿问题上都付之阙如。3唯有只有尚未生效的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ILC）《国家责任草案条款》中规定了国家对其国际不法行为所导致
的损害应给予充分赔偿。4但该草案由于争议过大，至今尚未生效。

1

Yukos Universal Limited (Yukos) v. Russia, PCA Case No. AA 227, Final Award of 18 July 2014.

2

见 ICSID Review-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 在其 2015 年第一期刊登的关于尤科斯诉俄罗斯案的专题

系列文章。30 (2) ICSID Rev-FILJ 283-390(2015).
3

即使被认为对于外国投资具有较高保护水平的《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PP）也没有对此问

题进行规定。见 TPP 最终协议文本。
4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LC), 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art.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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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拟从国家征收权与私人财产权之间的冲突、平衡与界分的视角对国际上合
法与非法征收的历史进行简要回顾与评述，对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关征收合法性及其补偿
的“准判例法”进行梳理，5归纳出认定非法征收的一般要件和确定其补偿水平的一般规则。

一、合法与非法征收的历史变迁
经初步统计，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实践中，近十年被认定为非法征收的案件共有五起，
其中四起为 ICSID 案件，一起由 PCA 审理； 6上世纪八十年代共三起，其中伊美求偿庭两
起，欧洲人权法院一起；7 而第一起被通过判决或裁决正式认定为非法征收的案件则远在
1928 年，即常设国际法院（PCIJ）审理的著名的霍茹夫工厂案。8
在更长的历史维度中，一国征收位于本国的外国人财产的合法性及其补偿问题可以追
溯到一两千年之前。西方文献较早的记录如《日耳曼王朝国王文书》中的亨利四世于 1081
年分别授予卢卡（Lucca）和比萨（Pisa）的特许权都未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偿。9在同一时期，
征服英格兰的威廉国王以叛乱为由或者以其它公共或私人目的（比如为了修建城堡或狩猎
场）对许多英国人土地和其他财产进行征收也未给予财产所有者任何补偿。10与此相类似或
更甚的是，我国古代王朝基本上奉行“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11和“六合之内，皇
帝之土”的观念。12即使春秋战国以降，土地制度有所变化，但基本是王（皇）权分配的结
果，不是真正的私有制，鲜有对本国人和外国人私有财产的征收及补偿制度出现，因此可
以推定不存在征收的合法与非法之分。可以说，古代东西方对外国人私有财产的征收至少
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王（皇）权至上，征收绝对“合法”，无需补偿。这种观念虽然已
经过时，但对晚近国际法仍有着重要的影响。
5

关于国际投资案例的先例作用或性质，已有大量文献论述。多数认为投资案例对于澄清相关法律问题具有

实际上的先例作用，如 Alain Pellet, The Case Law of the ICJ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28 (2) ICSID Rev-FILJ
223 (2013); Lucy Reed, The De Facto Precedent Regime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 Case for Proactive Case
Management, 25 ICSID Rev-FILJ 95(2010); Gilbert Guillaume, The Use of Precedent by International Judges
and Arbitrators, 2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5 (2011). 在几乎所有案件中，国际法庭或仲裁庭
都广泛援引先前的判例，其理由可能很简单，比如有的认为这样做是因为争端各方这样做了，See Marvin
Feldman v. Mexico, ICSID Case No. ARB AF/99/1, Award of 16 December 2002；在裁决撤销程序中，有仲裁
庭认为不充分援引先例，会构成推理不足，成为裁决被撤销的理由，See Soufraki v. United Arab Emirates,
ICSID Case No ARB/02/7, Decision on Annulment of 5 July 2007，para. 128.
6
ADC Affiliate Ltd. (ADC) v. Hungary, ICSID Case No. ARB/02/1, Final Award of 2 October 2006; Si
emens A. G.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2/8, Final Award of 6 February 2007; Compañía de
Aguas del Aconquija S.A. & Vivendi Universal (Vivendi)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97/3, Awa
rd of 20 August 2007, para. 7.5.2; Yukos Universal Limited (Yukos) v. Russia, PCA Case No. AA 227,
Final Award of 18 July 2014. para. 1584; Quiborax S.A. and Non Metallic Minerals S.A.(Quiborax)
v. Bolivia, ICSID Case No. ARB/06/2, Award of 16 September 2015, para. 326;
7
Sedco, Inc. (Sedco) v. Iran Marine Industrial Company, National Iranian Oil Company, and Iran, Iran-US Claims
Tribunal ITL Award No. 59-129-3 (March 27, 1986), 10 Iran-U.S. CTR 180, pp.186-187; Tippetts, Abbett,
McCarthy, Stratton and TAMS-AFFA Consulting Engineers of Iran, et al. (TAMS-AFFA) v. Iran, Award No.
141-7-2 (29 June 1984), 6 Iran-U.S. C.T.R. 22; Papamichalopoulos and Others v. Greec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ward of 31 October 1995, para. 36, Series A no. 330-B.
8
Factory at Chorzów (Germany v. Poland), 1928 P.C.I.J. (ser. A) No. 17, Indemnity Order of 13 September 1928.
9
Heinrich Appelt et al,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Diplomata Regum et Imperatorum Germaniae, vol. 6(1),
nos. 334, 336.
10
Robin Fleming, Domesday Book and the Law: Society and Legal Custom in Early Medieval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index para. 526 (castles); Tomas Anold (ed.), Henry of Huntington, Historia
Anglorum: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from AC 55 to AD 1154, p. 404 (VI. 39, hunting grounds).
11
金启华译注：《诗经全译》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15 页。
12
司马迁著：《史记》
，北京：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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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应当主要考察近代的国际实践，特别是司法与仲裁实践。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之前，国际投资规则主要体现在各国之间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FCN）中。这种友好
条约已经摒弃了古代的征收绝对合法的理念，对于征收做出了应予补偿等限制性规定。13在
司法实践中，如上所述，霍茹夫工厂案首次正式提出应区分合法与非法征收并适用不同的
补偿标准，在其后近六十年的时间内，国际法庭或仲裁庭一直没有适用这一规则。这种情
况可能跟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特别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刚
摆脱殖民的国家或者战后初期的发展中国家，基于外资在历史上对东道国的掠夺以及政治
独立后经济独立的要求，主张征收外资是其主权权力，即其合法性不容置疑，甚至主张对
于被征收的外国投资不予补偿或最多给予低于市场价值的“适当补偿”。
再后，虽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三起案件被认定了非法征收，但随后又沉寂了二十
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认为与晚近时期（大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
国际投资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有关。晚近初期，以亚洲四小龙和拉美国家借助
外国投资实现经济腾飞为榜样，许多发展中国家竞相出台吸引外资的政策，外国直接投资
受到广泛追捧，造成国际上对外资保护的加强，体现在其对外国投资的政策上，就是东道
国极少会对外国投资予以大规模的国有化或者进行非法征收，而伊朗 1979 年革命导致的对
外资的大规模征收恰好是个例外。而解决因此而起的投资争端的伊－美求偿庭此时出现的
一两个非法征收案件具有其历史和地域特殊性。与此同时，资本输出国强调对投资的保护，
在其投资协定中订入的征收条款规定了合法征收
．．．．应当满足的条件，包括为了公共利益之目

的，非歧视、正当法律程序以及给予投资者公平补偿，却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国际投
资协定谈判难以就非法征收
．．．．及其补偿标准达成一致，因此并未直接、明确地对此予以规定。
14

而国际条约和国际协定中缺乏非法征收及其补偿条款也必然阻碍仲裁庭在晚近时期具体
案件中作出非法征收的认定。因此，我们可以将上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初的约八十
年的时间称为非法征收的“蛰伏期”，其中后二十年可以称为“蛰伏期后期”
。

在“蛰伏期”之后，从 2006 年 10 月 2 日的 ADC 诉阿根廷案仲裁庭再次适用这一规
则以来的近十年内，出现了较为密集的被判非法征收的案例。这可能表明关于非法征收的
国际投资法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苏醒期”。非法征收的这种“苏醒”可能与全球国际
投资分布更加均衡的形势、15晚近以来国际投资法的日益成熟而且更加注重对东道国公共利
益和外国投资者私人利益保护的平衡有关。另外还可能直接源自在晚近后期世界各国出现
的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公共健康等公共利益的趋势，这种趋势对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产生了
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这种趋势阻却了仲裁庭将东道国的此类措施认定为非法征收。如在 2001 年的
Santa Elena 公司诉哥斯达黎加直接征收案中，仲裁庭还在强调合法征收行为不能免除其补
偿义务，认为征收性的环境措施无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多么有利和值得赞美，但与其他征

如下文引用的 1955 年美国－伊朗《友好条约》。两国在 1856 年已经签署《友好与贸易条约》。另如 1946
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
14
如印度 BIT 范本第 5 条第 1 款；美国 2012 年 BIT 范本第 6 条第 1 款。
15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从新世纪初以来一直保持历史最高水平，而且占比逐步提高；而
流入发达国家的 FDI 呈下降趋势，二者之间的平衡程度提高。See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5,
p.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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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措施相比并无两样，国家支付补偿的义务丝毫不变。16但自从 2005 年的 Methanex 诉美
国案之后，明确出现了一种“不可补偿”的“管制性征收”。其标准表述是：“为了公共目
的、依照正当程序而采取的对外国投资者或投资产生影响的非歧视性管制，不被认为是征
收性的和可补偿的，除非实施管制的政府有不采取此种措施的具体承诺。” 17到了 2006 年
的 Saluka 诉捷克案，仲裁庭更是连“具体承诺”这一例外也给舍弃了。18著名国际投资法学
者索那拉嘉在其 2010 年的著作中得出的结论是，现代国家的征收行为属于附加条件的“显
见（prima facie）合法”行为，即只要是为了公共目的并且不具歧视性，征收行为即为合法。
到了 2012 年，美国双边投资协定（BIT）范本更是直接规定：
“除非在极少数情况下，当

19

事一方为了保护合法的公共目标（如公共健康、安全和环境）而采取的非歧视性的管制行
为，不构成间接征收。” 20亦即不是非法征收。这种公共利益的“反弹”造成对认定非法征
收的“阻却效应”或公共利益的“反弹”可能是导致即使是在“苏醒期”中，非法征收案
件数量仍然不多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这种趋势使得一些国家以环保和公共健康为幌子对外资实施剥夺，促使仲
裁庭作出非法征收的认定。如“苏醒期”中的两个非法征收案例 Vivendi 诉阿根廷案和
Quiborax 诉玻利维亚案（案情详见下文论述）。
从以上征收法的历史演进可以看出，国际法上对非法征收的态度已经走过不承认和不
补偿或少补偿阶段，到了承认非法征收和给予充分补偿阶段。
我国当代有关征收的法律和投资协定有一定的特殊性。我国社会主义土地法律制度肇
始于抗战结束后的相关土改政策与法规，如 1946 年 5 月 4 日发布的《关于反奸清算与土
地问题的指示》
（即《五四指示》）、1947 年颁布的土地法大纲以及建国后 1950 年土地改革
法等都规定对地主的土地和富农多余的土地以致祠堂、庙宇、寺院、教会、学校和团体在
农村的土地及其他公地，一律不予赔偿或补偿。21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之后有所改变。到
2004 年我国正式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承诺“保护私有财产”，并且征收时“应当给予补
偿”。但这一规定和目前我国的土地管理法规中的补偿标准至少存在如下三个问题，一是对
私有财产与公共财产规定不同的保护原则。对共有财产采取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护
要求（第十二条），而对私有财产仅仅是“不受侵犯”
（第十三条），这体现到补偿原则上显
然会有所不同。二是没有合法与非法征收之分；三是补偿的标准过低。如我国现行的土地
征收补偿标准是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
Compania de Desarrollo de Santa Elena v. Cost Rica, ICSID Case No. ARB/96/1, Award of 17 February 2000.
这一观点还为 Tecmed 诉墨西哥案仲裁庭所引用。Tecnicas Medioambientales Tecmed S.A. (“Tecmed”) v.
Mexico, ICSID Case No. ARB(AF)/00/2, Award of 29 May 2003.
17
Methanex Corporation v USA, UNCITRAL, Final Award of 17 August 2005, Part IV, Chapter D, para.7.
18
Saluka v. Czech, UNCITRAL, PCA, Partial Award of 17 March 2006, paras. 256-263.
19
M. Sornarajah, The International Law on Foreign Investment, 3r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64.
20
美国 2012 年 BIT 范本，附件 B，第四条（b）项。
21
1950 年《土地改革法》第二、三、四条，另参见刘婧娟：
《中国农村土地征收法律问题》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2-33 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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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 3
年平均年产值的 6 至 10 倍；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是该耕地被征用前 3 年平均年产值的
4 至 6 倍；每公顷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 3 年平均年产值的 15
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 3 年平均年产值的 30 倍。22在
我国征用补偿实践中，农村集体及农民所得到的农地征用价格大概为出让价格的 1/10，而
农地出让价格又大概是农地市场价格的 1/5。23土地被征收的农民获得的补偿仅占土地最终
流向市场价格的十几分之一甚至只有百分之一，显然远远达不到“市场价值”的水平，也
破坏了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平衡。其原因，也只能从我国传统的重社会轻个体，重国家轻个
人，重公权轻私权的观念难以扭转上去寻迹。
与国内立法有所不同的是，我国签署的国际投资协定在对外国投资征收方面的态度上
已经有较大转变。中国在 1998 年之前签订的 BIT 都规定有一个标准条款，即不允许仲裁庭
审查征收的合法性，只允许审查征收补偿数额问题。其实质就是否定征收行为的不法性。24
但此后，我国对于征收的合法性也已经开始持开放的态度，在新签订的 BIT 中取消了这一
限制。25同时，这些投资协定中规定的补偿标准也渐趋一致和明确，即市场价值标准，如“公
平市价”、“真实价值”、“价值”等。
对于我国 BIT 缔约实践中的这一历史性转折，显然需要从我国的利用外资和海外投资
的情况来分析。多年来，我国实际上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稳居世界各国前列，2014 年全
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达到 1290 亿美元，列世界第一位；而 1997 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
报告中已经提出了“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的经济发展战略。26自此以来，我国海外投资也同步快速发展，2014 年外国
直接投资流出达 1160 亿美元，据世界第三的位置。27一进一出基本达到均衡。另外，我国
在海外的投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将更多地进入“一带一路”沿线法治不太完善的国
家，受到东道国政府非法征收的风险也高于发达国家。实际上，已经发生多起在此类国家
的投资项目被无端叫停，可能构成非法征收的情况，如我国在斯里兰卡、缅甸、乌干达、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47 条。
徐凤真等：《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创新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2-63，145 页；万朝林：《失
地农民权益流失与保障》，《农业经济导刊》2004 年第 5 期，第 64 页。
24
不过，似乎也可以认为我国当时的态度还包含着不区分征收是否合法，外国投资者都应当得到同样的补
偿。
22
23

25

这种态度变化的转折点是 1998 年 7 月 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巴多斯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

投资协定》
，其中第四条中不再有上述限制征收合法性不可诉的内容。
26

27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4 页。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5, pp.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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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等国的大型投资项目。28但由于我国与相关国家要么没有签署 BIT，要么 BIT 中没
有非法征收条款，因此无法诉诸法律解决争端。由此可见，保护外国投资和我国在境外的
海外投资已经成了同等重要的事情，坚守对东道国非法征收行为的避讳已显得非常短视和
过时，不再符合我国国家利益。可见，我国订立 BIT 的实践与国际上的合法与非法征收的
发展趋势开始时稍有滞后，后来基本契合。

二、国际法庭仲裁庭区分合法与非法征收的现状
在区分合法与非法征收方面，国际法庭或仲裁庭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现对这两种做
法和理由分别进行分析。
（一）不予区分合法与非法征收的做法与理由
仲裁庭对相关被诉措施不进行征收合法性审查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原告或申请人未提出恢复原状或裁决日之后财产升值部分的诉求

菲利普斯石油公司诉伊朗一案跟其他多数伊美求偿庭案件一样，涉及到伊朗革命期间
伊朗政府终止申请人菲利普斯石油公司与被申请人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IOC）之间的波斯
湾近海石油开采合同的行为。申请人并未提出恢复原状的请求，29也没有提出裁决日之后财
产升值部分的诉求。仲裁庭认为，正是申请人未提出诉求的这两种情形才需要区分合法与
非法征收，因此本案无需审查征收的合法性问题。
〔30〕实际上在这一时期的案件中，裁决
日之后被征收资产升值的情况极其罕见。〔31〕
2. 原告或申请人未提出以习惯国际法补偿标准取代条约标准
许多案件以类似的理由拒绝进行征收合法性审查。如 Metalclad 诉墨西哥案涉及申请人
Metalclad 公司获得墨西哥联邦政府的经营许可后投资废物填埋项目。但该项目开工后，墨
西哥当地政府拒绝颁发建筑许可，迫使该项目停止。仲裁庭虽然认定被申请人在未支付补
偿的情况下间接征收了 Metalclad 公司的投资，违反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第
1110 条。但是，申请人没有请求以习惯国际法补偿标准替代该条第 2 款规定的标准，因此
仲裁庭没有讨论征收的合法与非法性质。又如中东水泥储运公司诉埃及案。该案涉及申请
人在获得水泥进口、储存和运输许可之后的正常经营期间，被申请人埃及政府颁布法令禁
止大多数水泥进口，同时制止申请人将其设备再行出口。在仲裁当中，也是由于申请人没
有试图用新的标准替换 BIT 中的标准，即“（在 BIT 规定的合法征收条件下）相当于涉案措
28

见黄河：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政治风险：基于案例与对策的分析》，
《国际展望》2014 年 03 期，第 68-87

页；任清：
《为何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说停就停——为防范海外投资政治风险支招》，
《国际工程与
劳务》2015 年第 04 期，第 73-76 页。
29

霍茹夫工厂案法庭认为对非法征收的首要补偿方式是恢复原状，即“赔偿必须......恢复到未实施(致害)行

为时的状况”。Factory at Chorzów (Germany v. Poland), Judgment of 13 September 1928, (1928) PCIJ, Ser A,
No.17, para.125. 但实际上，恢复原状在绝大多数国际投资案件中都是不可能的。
30

Phillips Petroleum Company Iran v. Iran, Iran-U.S. C.T. AWARD of June 29, 1989, NO. 425-39-2, para. 110

31

ADC v. Hungary, ICSID Case No. ARB/02/1, Final Award of 2 October 2006, para.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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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出台或者为公众知晓之前一刻受影响投资的市场价值”，32因而仲裁庭只是得出被申请人
的措施构成一种未给予申请人以充分、即时和有效补偿的“相当于征收的措施”的结论，
因而无需按照 BIT 的规定来审查构成非法征收的公共目的、非歧视以及正当程序要件。33
3. 原告或申请人未提出非法征收之诉或者有关征收的诉求被驳回
还有不少案件以申请人未提出非法征收之诉这一根本理由否定了征收合法性审查。如
亚洲农产品公司诉斯里兰卡案。该案涉及被申请人斯里兰卡政府军在针对反政府组织的军
事活动中摧毁了申请人的生产中心。申请人并未提出有关征收的请求。虽然仲裁庭基于双
方的同意，对此适用了不同于两国 BIT 规定的补偿标准，却没有论证它是否非法征收。34又
如 S.D. Myers 诉加拿大案涉及申请人美国 S.D. Myers 公司在加拿大投资设立了子公司，
欲从加拿大进口聚乙烯联苯废物到美国进行处理，加拿大政府却以废物生产安全与环保为
由分别签署临时和最终法令，禁止出口该种废物。申请人认为加拿大的禁令相当于对其财
产的征收，但仲裁庭并未支持这一观点。35
总之，仲裁庭并不否定应当区分合法与非法征收，只是认为自己没有机会论述征收合
法与否的区分，这特别表现在蛰伏期的有关案件中。很有意思的是，上述三种理由基本类
似，都是因为原告或申请人未提出有关诉求的原因。实际上，在这一时期的案件中，裁决
日之后被征收资产升值的情况极其罕见。36
（二）区分合法与非法征收的做法与理由
或仲裁庭关于区分合法与非法征收的理由都关乎补偿，即合法征收与非法征收应适用
不同的补偿标准。具体的理由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下列两种。
1. 合法征收适用“公平补偿”标准，非法征收应适用“完全补偿”标准
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现代国际投资争端案件是 1928 年的霍茹夫工厂案。该案涉及一战
后西里西亚地区划归波兰后波兰政府根据其新颁布的《清算法》没收该地区的霍茹夫硝酸
厂的行为。法院指出：
“波兰政府被本院认定为与《德国－波兰关于上西里西亚地区的日内
瓦公约》相抵触的行为不是征收，而是对财产、权利和利益的一种没收。这些权利不能仅
仅通过补偿加以征收——要使该行为合法，仅支付公正平补偿是不够的。”法院随即又写道：
“只有当波兰政府有权征收，而且其不法行为仅限于未向两公司支付被征收（企业）的公
平价格的情况下，才允许将补偿限制在企业被剥夺时的价值和支付日之前的利息。”37法院
进一步确认，对于非法征收，必须给予恢复原状的救济，即赔偿必须尽可能消除非法行为
造成的一切后果，重建如果违反行为不发生就完全可能存在的形势。在物质上的恢复原状
Middle East Cement Shipping and Handling Co. S.A. v. Egypt, ICSID Award No. ARB/99/6, April 12, 2002,
para. 149.
33
上引中东水泥案，第 104、179 段.
34
Asian Agricultural Products Ltd. (AAPL) v. Sri Lanka, ICSID Case No. ARB/87/3, Award of June 27, 1990,
para. 88
35
S.D. Myers, Inc. v. Canada, UNCITRAL, Partial Award of November 13, 2000, para. 308.
36
ADC v. Hungary, ICSID Case No. ARB/02/1, Final Award of 2 October 2006, para. 496.
37
Factory at Chorzów (Germany v. Poland), Judgment of 13 September 1928, (1928) PCIJ, Ser A, No.17, paras.
123, 12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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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时，则应支付相当于恢复原状所需要的款额。38
欧洲人权法院在 1995 年的帕帕米恰罗波罗斯等人诉希腊一案中的观点也与上述结论
相一致。该案涉及原告位于马拉松附近的一些地块被海军强行占用建造海军要塞。法院认
为这是一种非法剥夺，并明确认为：
“……这种剥夺的非法性不可避免地影响被告国家应给
予赔偿的标准，因为合法征收的金钱意义绝不可等同于非法征收。”39
2006 年的 ADC 诉匈牙利案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该案被申请人匈牙利政府通过招
投标程序授予申请人 ADC 公司改造、修建并经营机场的两个航站楼，但在申请人成功经营
三年之后，匈牙利政府运输部长签发命令，取消了申请人的经营权和航站楼经理的管理合
同，并将机场的经营移交给一家国有公司。申请人根据匈牙利－塞浦路斯 BIT 向 ICSID 提
起征收请求。审理该案的 ICSID 仲裁庭认为，从条约解释的角度来看，目前各 BIT 普遍规
定的“四要件”的字面意思，只有满足征收条款规定合法征收前三个行为要件的，才适用
“公平市价”补偿标准。40亦即合法征收适用公平市价标准。
另外，ADC 诉匈牙利案仲裁庭在驳斥匈牙利提出的投资条约规定的“公平补偿”标准
是特别法应当予以适用的主张时，指出该原则只有在条约明确规定了非法征收补偿标准的
情况下才能适用，而匈牙利－塞浦路斯 BIT 并未就非法征收的补偿作出规定，即不含有相
关特别法规则。41实际上，当代 BIT 都没有规定非法征收的补偿标准，因此必须区分合法或
非法征收，才能分别适用不同的补偿标准。
2. 投资条约的目的要求对于非法征收给予较高数额的补偿
这是 ADC 诉匈牙利案申请人提出的一个观点。其理由有二：（1）BIT 的目的倾向于
在非法征收案件中给予较高数额的损害补偿。具体来说，BIT 的目的是为来自一缔约国的
投资者在另一缔约国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同一补偿标准，东道
国便失去了合法行事的动机，因为相对于合法征收来说，非法征收不会带来更加不利的金
钱后果，尤其是在征收之后投资的价值升高的情况下；（2）从各 BIT 普遍规定的最惠国待
遇条款来看，将补偿限制在匈牙利－塞浦路斯 BIT 第 4 条第 2 款规定的（合法征收补偿）
标准之内，违反 BIT 第 3 条第 2 款的最惠国待遇，即提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低于给予任
何第三国投资的充分的安全与保护”，因为与匈牙利未签订 BIT 的第三国的投资享受的标准
是习惯国际法标准。42第一个理由比较有道理，但目的解释本身因其任意性，在适用时应当
非常谨慎；第二个理由中“充分的保护与安全”标准仍比较笼统，协定未做详细界定，难
上引霍茹夫工厂案，第 125 段。
Papamichalopoulos and Others v. Greece, 31 October 1995, para. 36, Series A, no. 330-B.
40
ADC v. Hungary, ICSID Case No. ARB/02/1, Final Award of 2 October 2006, para. 481.
41
上引 ADC 诉匈牙利案，第 483 段。
38
39

42

Quoted from Pierre Bienvenu and Martin J. Valasec, Compensation for Unlawful Expropriation, and Other
Recent Manifestations of the Principle of Full Repar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n Albert Jan Den Berg
(ed), 50 Years of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ICCA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onference, ICCA Congress Series,
2009 Dublin，Vol. 14,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9, p.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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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涵盖具体的补偿数额。因此，该观点并未得到更多仲裁庭的认可。
（三）合法与非法征收的区分要件
关于区分合法与非法征收的标准，仲裁庭一般都遵从涉案 BIT 的规定，采用“四要件
说”，即征收必须具有公共目的性、非歧视性、正当法律程序性，而且征收国已按照公平市
价即时、有效地支付补偿，否则即为非法。43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以及大量的国际投资
仲裁庭和国际法庭都认为这一标准已经成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44不过，仲裁庭在对每一
个要件进行认定从而确定每一个单独的要件对于最终认定征收非法的贡献时，仍表现出了
不同的态度。
1. 公共目的
仲裁庭总体上对于公共目的的审查比较谨慎。许多案件并不进行此类审查；即使要审
查，也通常首先声明尊重东道国的对外资管理权。45如西门子诉阿根廷案仲裁庭认为阿根廷
《2000 年紧急状态法》具有明显的公共目的性，但是具体实施这一法律的第 669/01 号法
令的公共利益目的是有疑问的。该案涉及申请人经公开投标获得一项在阿根廷提供移民管
制、个人身份和选举信息的合同，但项目在完成设计阶段工作之后，未获得阿根廷政府的
经营授权，阿根廷随后以申请人履约有缺陷以及国内经济形势考虑为由，以第 669/01 法令
终止了所有新身份证的生产、印制和分发，而且禁止申请人通过改善程序对该项目进行修
复。仲裁庭最后指出，不管是否具有公共利益目的，
“无正当理由”不支付补偿本身也会导
致征收的不合法。46同样，Quiborax 诉玻利维亚案涉及 2004 年 6 月时任玻利维亚总统卡洛
斯·梅萨因国内政治和社会原因颁布了一项法令撤消了智利公司 Quiborax 经正常招投标获
得的非金属矿藏开采许可。仲裁庭认为“即使征收是为了公共利益，但这些做法从实体上
和程序上违反了玻利维亚法律”，因此“只能得出征收为非法的结论”。这类语气表明仲裁
庭不愿意否定或者不愿审查东道国征收法令的公共目的性，进而规避这种审查。
不过，许多国际法庭或仲裁庭同时认为，国家的管理主权也不是没有边界的，应当受
到所签订的条约的限制。47并据此确立了认定某项措施具有公共目的的若干具体要求。
第一，相关法案对公共利益的阐释必须非常具体、真实和明确。这一要求首先由 ADC
诉匈牙利案仲裁庭提出。该仲裁庭认为，匈牙利关于取消其授予申请人的经营合同的法案、
命令和行为是为了使匈牙利的“运输战略”和法律法规与欧盟法相协调的辩解以及提出该
法案的动议中所用的“国家战略利益”一语都太笼统，没有令人信服的事实和法律推理，
43

如 Vivendi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97/3, Award of 20 August 2007, para. 7.5.21; Amoco v Iran,
Iran-U.S. Claims Tribunal, Award of 14 July 1987; ADC v Hungary, ICSID Case No. ARB/03/10, Award of 2
October 2006, para.476.
44
UNCTAD (2000): Series on IIAs, Taking of Property, ITE/IIT/15, pp. 12-13.
45

ADC v. Hungary, ICSID Case No. ARB/02/1, Final Award of 2 October 2006, para. 423; Quiborax v. Bolivia,
ICSID Case No. ARB/06/2, Award of 16 September 2015, para. 89.
46
Siemens A. G.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2/8, Final Award of 6 February 2007, para. 273.
47

ADC v. Hungary, ICSID Case No. ARB/02/1, Final Award of 2 October 2006, para. 423; Quiborax v. Bolivia,
ICSID Case No. ARB/06/2, Award of 16 September 2015, para.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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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存在“真实的”（genuine）公共利益，不能满足 BIT 中对征收的公共利益要求。48
第二，没收外国投资，由国有公司免费获得相关资产，不等于本国公共利益。这一规
则虽然由尤科斯诉俄罗斯案提出，但很有普遍意义。因为许多案件都涉及东道国的这种将
外国公司没收归于本国企业的做法。尤科斯诉俄罗斯案涉及被告俄罗斯政府针对当时俄罗
斯境内最大的石油公司尤科斯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刑事指控；对
尤科斯及其雇员、其他相关人员和相关实体的骚扰；强迫尤科斯出售核心的石油生产资产；
收取增值税；罚款；资产冻结以及针对尤科斯进行税收重新评估等。原告认为这些措施导
致其破产、出售剩余资产并最终被注销，从而违反了《欧洲能源宪章条约》（ECT）第 12
条的规定，构成非法征收。常设仲裁法院否定俄罗斯行为的公共利益性质的理由很简单。
它认为，俄罗斯摧毁其境内最大的石油公司尤科斯，难言是为了公共利益，其实质是为了
俄罗斯最大的国有石油公司 Rosneft 的利益，因为后者实际上免费获得了前者的资产，这决
不是为了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和人民的利益。49
2. 非歧视
在认定非歧视要件时，首先需要解决一个比较对象问题。在这方面，相关判例确认不
仅可以在不同的外国投资者之间进行比较，还可以在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同类经营者之
间，甚至是与外国投资被征收之后的东道国承继者之间进行比较，以及在外国投资者和其
他被控有同类违法行为的国内投资者之间就是否受到同样的处罚进行比较。如在 ADC 诉匈
牙利案中，仲裁庭便在申请人与匈牙利政府指定的其他机场经营者就其受到的不同待遇进
行比较，否定了匈牙利辩称申请人是机场运营中的唯一外国当事方因而不能提起非歧视诉
求的说法。50Quiborax 诉玻利维亚案仲裁庭在论述非歧视要件时，拿其他具有相同被控环境
违法情节的矿业公司如 Copla 公司进行了对比，后者受到的处罚仅仅是被撤销环境许可证，
而本案申请人却成了唯一受到取消特许协议处罚的公司，因此玻利维亚的行为构成歧视待
遇。51
其次，同公共目的要件一样，仲裁庭在认定歧视时也存在规避的做法。如在西门子诉
阿根廷案中，申请人指出，任何其他公司都没有受到像西门子公司一样的终止合同的对待。
申请人还特别举出两家阿根廷本国公司的例子，他们与政府之间的护照合同没有受到紧急
法案的影响。因此，阿根廷的这种行为构成歧视待遇。阿根廷抗辩认为，国民身份证合同
的唯一性和身份证的强制性质为这种区别待遇提供了正当理由。仲裁庭考虑到这一点，认
为虽然这些措施表面上具有歧视性，但申请人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完全做实。而且考虑到 BIT
其他条款的保护，仲裁庭最终采取了规避的态度，不再对非歧视性进行裁决。52再如 Vivendi
诉阿根廷案，该案涉及阿根廷对于已经授予申请人的供水特许合同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被
指控为非法征收。被申请人抗辩的理由之一是这项覆盖当地人口的饮用水工程牵涉环境和
公共健康等公共利益，因此不应对其正常管理行为承担责任。但仲裁庭对双方关于歧视要
件的争议不置可否，最终认为无论阿根廷的措施是否为了公共利益和是否具有歧视性，都
48

ADC v. Hungary, ICSID Case No. ARB/02/1, Final Award of 2 October 2006, paras., 429-432.

49

Yukos v. Russia, PCA Case No. AA 227, Final Award of 18 July 2014, paras. 1580-1581.

50

ADC v. Hungary, ICSID Case No. ARB/02/1, Final Award of 2 October 2006, paras. 398, 441-443.

51

Quiborax v. Bolivia, ICSID Case No. ARB/06/2, Award of 16 September 2015, paras. 247, 254.

52

Siemens A. G.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2/8, Final Award of 6 February 2007, paras. 164, 311,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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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不予补偿导致征收非法这一结论。53尤科斯诉俄罗斯案仲裁庭则是在作出涉诉措施不
符合公共利益之后，认为尤科斯资产被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 Rosneft 侵吞所受到的待遇与其
他的俄罗斯石油公司在低税收地区获得的投资优势相比，可能极具歧视性，但由于双方的
争论很不确定，因此无需对此进行裁决。54
另外，一些案件如西门子诉阿根廷案还表明歧视既包括法律上的歧视，也包括事实上
的歧视。其理由是本案是根据阿根廷《2000 年紧急状态法》唯一被征收的外国投资，是一
种表面上“符合法律”的事实上的征收（申请人在此提出了这一主张，仲裁庭则予以默认）；
而歧视认定的决定性和必须要件不是歧视的意图，而是歧视的效果，原因是歧视的意图无
法完全证实。55
3. 正当法律程序
关于国际投资法中正当法律程序，有仲裁庭进行了界定，认为它要求一种实际的和实
质性的法律程序，提供某些基本的程序性机制，如事先通知、公平审理等，从而使得外国
投资者拥有合理的机会来主张其权利并得到审理。56因此，在认定是否正当法律程序时，国
际法庭或仲裁庭一般都比较务实，认为无论立法上或者理论上的法律程序多么完美，但如
果实际上东道国没有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对征收进行审查的渠道，便会作出否定的裁决。如
ADC 诉匈牙利案仲裁庭以被申请人在作出法案的修改和命令之前都未告之申请人；没有为
申请人提供审查征收的方法；本案不属于合同纠纷因此被申请人关于申请人仍然拥有解决
纠纷的合同权利的说法不成立等原因，认为匈牙利关于“以正当法律程序行事”的说法听
起来很空洞。57亦即不符合正当程序要件。
同时，对于一些比较明显的程序违法行为，国际法庭或仲裁庭则直接认定其违反正当
法律程序。如尤科斯高管人员被囚禁在偏远地区；在法庭上被关在笼中等较为严厉的待遇；
以及法律程序的进度都被拿来作为依据直接认定不符合正当法律程序。58Quiborax 诉玻利维
亚案则以被申请人为撤销特许协议而进行的海关审计通知仅提前一天作出（申请人否认收
到该通知）以及而且申请人难以获得相关资料等事实为由认为玻利维亚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正当法律程序；59Vivendi 诉阿根廷案仲裁庭在裁决的“结论”部分虽然没有明确指出阿根
廷的行为违反正当法律程序，但其措施使得申请人“别无选择，只有废除特许协议”。而且
申请人所指出的未收到图库曼省水业管理局签发的所有决议这一事实，60也表明此案存在违
反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
另外，与非歧视要件相同的是，当仲裁庭已经认定公共目的要件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

53

Vivendi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97/3, Award of 20 August 2007, paras. 6.5.14, 7.5.21.

54

Yukos v. Russia, PCA Case No. AA 227, Final Award of 18 July 2014, para. 1582

55

Siemens A. G.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2/8, Final Award of 6 February 2007, paras. 316, 321

56

Quiborax v. Bolivia, ICSID Case No. ARB/06/2, Award of 16 September 2015, para. 221.

57

ADC v. Hungary, ICSID Case No. ARB/02/1, Final Award of 2 October 2006, para. 435.

58

Yukos v. Russia, PCA Case No. AA 227, Final Award of 18 July 2014, para. 1

59

Quiborax v. Bolivia, ICSID Case No. ARB/06/2, Award of 16 September 2015, paras. 223-225.

60

Vivendi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97/3, Award of 20 August 2007, para. 5.2.1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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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便不再讨论正当法律程序要件。如西门子诉阿根廷案。61
4. 补偿
补偿与否或者充足与否是认定征收合法性的起点和归宿点。因此，补偿要件在认定征
收合法性要件当中至关重要，受到国际法庭和仲裁庭的格外重视。国际法庭或仲裁庭的各
种观点主要有：
（1）不予补偿导致征收非法，但补偿数额无需达到完全补偿便可使征收合法。这一观
点的第一部分内容争议最少。首先提出这一点的仍然时霍茹夫工厂案。常设国际法院在该
案的实体判决中指出，波兰政府不支付补偿这一行为本身便可使征收成为非法。62自此案以
来，几乎所有的非法征收案件裁决都毫无例外地支持这一认定。如 ADC 诉匈牙利案中，东
道国阿根廷并未给予申请人任何补偿，更谈不上条约规定的“公正补偿”。因此仲裁庭认为
不必对此进行任何讨论，况且此案的其他三个要件都得到满足。63Vivendi 诉阿根廷案仲裁
庭认定，由于申请人投资的经济用途和对投资的享有被彻底剥夺，其提供服务应得的收益
被有效排除，因此变得毫无用处。阿根廷图库曼省政府在未支付补偿的情况下间接征收了
申请人的投资，属于一种“不法”征收；64尤科斯诉俄罗斯案仲裁庭在认定征收非法时认为，
最 为 确定 的 要 件 就 是俄 罗 斯 未 给 予投 资 者 任 何 补偿 ， 因 此 俄 其行 为 构 成 非 法征 收 ；
66
Quiborax 诉玻利维亚案仲裁庭措辞同样直白，它指出，毫无争议的是，未支付补偿，无法
满足该要件。67
其实，在“蛰伏期后期”
（晚近早期）的一些案件中，不予补偿即导致征收非法的裁决
已经出现。如赛德科诉伊朗案中，伊美求偿庭也已经根据东道国未予补偿外国投资者这一
事实来判定其为“单独的（separate）非法征收”
，而没有对公共目的、非歧视以及正当法律
程序进行审查。68伊美求偿庭于 1984 年 6 月 29 日作出裁决的 TAMS-AFFA 诉伊朗案也是
因为被求偿人（即被申请人）剥夺请求人的财产而未给予补偿，因而被暗示为非法征收。69
欧洲人权法院虽然一直倾向于认为不予补偿导致征收非法，但认为要使征收合法，补偿数
额并非必须反映“公平市价”或“完全”价值。比如在帕帕米恰罗波罗斯等人诉希腊案中，
法院认为：“希腊政府违反公约的行为，除非是未支付补偿，否则不构成征收……。”

70

（2）无正当理由不予补偿导致征收非法。西门子诉阿根廷案仲裁庭则对这一标准增加
61

Siemens A. G.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2/8, Final Award of 6 February 2007, para. 273.

62

Factory at Chorzów (Germany v. Poland), 1928 P.C.I.J. (ser. A) No. 17, Indemnity Order of 13 September 1928,
para. 123.
63
ADC v. Hungary, ICSID Case No. ARB/02/1, Final Award of 2 October 2006, para. 444.
64

Vivendi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97/3, Award of 20 August 2007, para. 7.5.32-33.

66

Yukos v. Russia, PCA Case No. AA 227, Final Award of 18 July 2014, para. 1584.

67

Quiborax v. Bolivia, ICSID Case No. ARB/06/2, Award of 16 September 2015, para. 255.

68

Sedco v. Iran, Iran-U.S. Claims Tribunal ITL Award No. 59-129-3, 10 Iran-U.S. CTR 180, pp.186-187; Sedco v.
Iran, Iran-US Claims Tribunal Award No. 419-128/129-2 (March 30, 1989), pp. 34-35.
69
TAMS-AFFA v. Iran, Iran-US Claims Tribunal Award No. 141-7-2 (29 June 1984), 6 Iran-U.S. C.T.R. 225.
70

Papamichalopoulos and Others v. Greece, 31 October 1995, para. 36, Series A no. 33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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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限制条件，即“无正当理由”不支付补偿。该案仲裁庭认为，不管是否具有公共利
益目的，“无正当理由”不支付补偿本身也会导致征收的不合法。 71显然，此案在欧洲人权
法院诉希腊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非法征收的认定标准，即“无正当理由不支付补偿”。
不过，仲裁庭对于何为“正当理由”并未展开论述，而且其后的几个案件仲裁庭也未引述
这一规则，如 Vivendi 诉阿根廷案、尤科斯诉俄罗斯案以及 Quiborax 诉玻利维亚案。因此，
这一规则仍有待更多的判例来验证和详细界定。
（3）关于补偿充分性的争议不导致征收本身非法。值得注意的是，有仲裁庭坚持认为
东道国和外国投资者关于补偿充分性的争议不会导致征收本身非法，尤其是当征收国接受
国际仲裁庭对征收数额进行裁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72
（4）未支付补偿但征收国承诺补偿义务不导致征收非法。一些伊美求偿庭甚至认为即
使未支付补偿，只要征收国承认这一补偿义务，征收仍为合法。73
观点（3）和（4）相似，似乎都可以作为观点（2）中所谓的“正当理由”之一。在实
践中尚未出现在东道国承诺支付补偿的情况下，仲裁庭仅以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对补偿数
额有争议作为判定征收非法的理由的情况。观点（3）和（4）还印证了观点（1）的第二部
分内容，即补偿数额无需达到完全补偿便可使征收合法。

三、征收合法性对补偿的影响之分析
关于征收合法与否对补偿的影响，同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传统主义观点，
认为无论征收合法与否都应当适用条约规定的补偿标准，即“同一标准”原则；二是现代
主义观点，认为对于非法征收应当适用较高的补偿标准，即“区分标准”原则。
（一）传统主义观点之批评
国际仲裁实践中在征收的合法性对补偿的影响方面的观点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轨迹。在
霍茹夫工厂案之后大约 80 年的蛰伏期内，仲裁庭一直坚持适用同一标准，即不区分征收是
否合法而适用同一补偿标准，这种观点被称为“传统主义”或“同一标准原则”。74典型案
例如下。
Metalclad 诉墨西哥案涉及墨西哥间接征收了申请人的垃圾填埋设施而未给予任何补偿，

71

Siemens A. G.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2/8, Final Award of 6 February 2007, para. 273.

72

如 Sedco v. Iran, Iran-US Claims Tribunal ITL Award, Separate Opinion Brower, 10 Iran-U.S. Claims Tribunal
Reports 189, 204(1986).
73
如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AIG) v. Iran, 4 Iran-US Claims Tribunal Reports (1983) 96, 105; lan
Corporation v. Iran, 8 Iran-U.S. Claims Tribunal Reports (1985) 373, 378; Southern Pacific Properties (Middle
East) and Southern Pacific Properties Ltd. v. Egypt, Award of 20 May 1992, 3 ICSID Reports (1995) 189, para.
158; Compailiadel Desarollode Santa Elena v. Costa Rica, ICSID Case No. 96/11, Award of 17 February 2000,
para. 68.
74
Tuomas Kuokkanen,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Expropri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11 Finnish Y.B. Int'l L. 325,
354-35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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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属于一种非法的征收。但仲裁庭仍然按照条约规定的合法征收补偿标准，即公平市价
作出了补偿裁决。75
同样，中东水泥储运公司诉埃及案仲裁庭认定被诉措施的性质是一种未给予申请人以
充分、即时和有效的补偿的“相当于征收的措施”
。但仲裁庭仍然适用条约规定的补偿标准，
即“（在 BIT 规定的合法征收条件下）相当于被诉措施发生或者为公众知晓之前一刻受影响
投资的市场价值”。76但这种违反 BIT 中规定的合法征收要件的“相当于征收的措施”很明
显也是一种非法征收。
另外，菲利普斯石油公司诉伊朗案求偿庭指出，霍茹夫案件的判决并不支持合法征收
需要的补偿低于征收日财产价值的主张。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不是非法征收是否应当适用
较高的补偿标准的问题，而是合法征收是否适用较低标准问题。为此，求偿庭援引 1955 年
美国－伊朗《友好条约》第 4 条第 2 款的规定，认为这一规定确定了一个与合法征收或非
法征收无关的单一补偿标准，即“相当于被征收财产在征收时或征收前的全部价值”标准。
77

结合上文关于不区分合法与非法征收的做法与理由，可以发现，传统主义观点要么没
有列举理由，要么回避区别补偿标准问题，更多的是举出原告或申请人未提出请求等技术
性理由。总之该观点没有实质性的理由支持。
（二）现代主义观点之合理性
不同于传统主义，现代主义的观点在补偿标准上对合法与非法征收区别对待，因此也
称为“区别标准原则”。其主要观点是对于合法征收适用具体条约规定的补偿标准，如资产
被征收前一刻的“公平市价”标准，而对于非法征收则应抛开条约标准，适用习惯国际法
标准，即霍茹夫案工厂案首次阐述，后来由《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 31 条规定的“恢复原
状”救济原则，或在恢复原状不可能时，支付相当于恢复原状所需要的“完全补偿”。国际
司法与仲裁实践中确立的一些具体规则或观点如下。
1. 非法征收不适用条约标准，应当适用习惯国际法补偿标准
在所有被认定为非法征收的案件中，国际法庭或仲裁庭都对此作出了极为一致的认定。
如在 ADC 诉匈牙利案最终裁决中，仲裁庭便摒弃匈牙利－塞浦路斯 BIT 第 4 条第 2 款规
定的“被征收投资在征收时刻的市场价值”标准，适用了霍茹夫工厂案中关于非法征收的
补偿标准，按照（1）裁决日项目公司估值中申请人所占份额；
（2）从征收日到裁决日之间
的未分配红利和管理费用判给申请人约 7600 万美元的补偿，认为如此方可使申请人恢复

75

Metalclad v. Mexico, ICSID Case No. ARB(AF)/97/1, Award of Aug. 30, 2000, paras. 113-122

76

Middle East Cement Shipping and Handling Co. S.A. v. Egypt, ICSID Award No. ARB/99/6, April 12, 2002,
paras. 104, 149, 178.
77
Phillips Petroleum Company Iran v. Iran, Iran-U.S. C.T. Award of June 29, 1989, No. 425-39-2, paras. 10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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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假如征收未发生的地位。78
在欧洲人权法院（ECHR）审理的帕帕米恰罗波罗斯等人诉希腊一案中，法院参照霍茹
夫工厂案的判决，得出结论认为本案作为非法征收，其补偿不能仅限于被征收财产征收之
日的价值，而应按照“当前已经升值的土地价值”来支付补偿。79这实际上也是遵循了霍茹
夫工厂案确立的习惯国际法征收补偿标准。
在西门子诉阿根廷案中，在确定补偿数额时，仲裁庭以与 ADC 诉匈牙利案裁决同样的
理由排除了条约规定的补偿标准，转而适用霍茹夫工厂案确立的习惯国际法标准。唯一不
同的是该案仲裁庭强调了“经济上可评估的全部损失”。据此，加上征收之后资产的升值部
分，仲裁庭最终判定阿根廷支付西门子约 2.18 亿美元的补偿。80
在 Vivendi 诉阿根廷案中的损害补偿问题上，仲裁庭首先以同样理由排除适用条约规定
的征收日“实际价值”标准，同时强调霍茹夫案确立的适用于非法征收的习惯国际法标准
“已被许多国际仲裁庭以及常设国际法院的继受者国际法院确认和适用……。”81Quiborax
诉玻利维亚案仲裁庭也认为 BIT 并未确定非法征收的补偿标准，因此本案作为非法征收案
件，应当适用常设国际法院在霍茹夫工厂案中确立的习惯国际法标准，求偿人有权获得经
济上可评估的全部损失，包括利润损失。82
尤科斯诉俄罗斯案则从理论上进一步厘清了非法征收补偿标准的依据，即投资者必须
享受在征收日之后资产因不可预料事件所导致的升值利益，因为他们享有依据“恢复原状
权”带来的“获得补偿权”。83
其实早在“苏醒期”之前，伊美求偿庭在若干案件中也以非法征收为由，抛开美国－
伊朗《友好条约》规定的补偿标准，转而适用习惯国际法标准，给予包括利润损失在内的
较高数额的补偿。如在赛德科诉伊朗案的第二份中期裁决中，同一求偿庭多数意见认为，
完全征收标准在“二战”以前已经朝着适当补偿演变，但仅限于适用大规模国有化的情况。
鉴此，求偿庭多数意见认为，本案中根据一般立法实施的征收不是大规模国有化，而是单
独的不合法征收，因而应当适用“完全补偿标准”。84TAMS-AFFA 诉伊朗案求偿庭多数意
见则将被求偿人的剥夺行为定性为“影响财产权的其他措施”，暗指为非法征收，并援引霍
茹夫工厂案的判决给予被求偿人以“充分补偿”。〔85〕 另外一些案件如 LIAMCO、Aminoil
以及 Amoco 分别诉伊朗案的仲裁庭都认为非法征收应给予求偿人以利润损失的补偿，以达
到完全补偿的水平。86

78

ADC v. Hungary, ICSID Case No. ARB/02/1, Final Award of 2 October 2006, paras. 496, 514, 517.

79

Papamichalopoulos and Others v. Greece, 31 October 1995, para. 39, Series A no. 330-B.

80

Siemens A. G.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2/8, Final Award of 6 February 2007, paras. 352, 403.

81

Vivendi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97/3, Award of 20 August 2007, para. 8.2.5.

82

Quiborax v. Bolivia, ICSID Case No. ARB/06/2, Award of 16 September 2015, paras. 326-328.

83

Yukos v. Russia, PCA Case No. AA 227, Final Award of 18 July 2014, para. 1767.

84

Sedco v. Iran, ITL No. 59-129-3, 10 Iran-U.S. CTR 180, pp.186-187; Sedco v. Iran, Award No. 419-128/129-2
(March 30, 1989), pp. 34-35.
85
TAMS-AFFA v. Iran, Iran-U.S. C.T.R., Award No. 141-7-2 (29 June 1984), 6 Iran-U.S. C.T.R. 22, p.225.
86

Libyan American Oil Company (LIAMCO) v. Iran, ILR vol. 53, p. 141, at pp. 202–203(1977); Government of

1445

亚洲农产品公司诉斯里兰卡案仲裁庭则是基于争议双方的合意适用了不同于两国间
BIT 规定的补偿标准。本案中，斯里兰卡政府对财产的损坏不符合英国－斯里兰卡双边投
资协定明确规定的作战行动或紧急情势，双方对此一致同意补偿的计算应当充分反映这种
破坏行为所造成的投资损失的全部价值以及由此造成的损失。87遗憾的是，虽然双方同意适
用习惯国际法补偿标准，但仲裁庭未正式作出非法征收的认定。
2. 合法征收可能要求低于公平市价的补偿
这一观点主要来自于欧洲人权法院。在 1986 年的詹姆斯等人诉英国案中，法院指出，
要使征收合法，不一定必须提供 “公平市价”或者“完全”价值的补偿。特别是在诸如为
了取得更大的社会正义而实施的经济改革或措施所追求的合法的公共利益目标，可能要求
低于公平市价的补偿。88显然，在这一点上，欧洲人权法院扩大解释了霍茹夫案的规则。这
在欧洲人权法院体系属于有拘束力的判例法规则，只是并未直接为后来的其他法庭或仲裁
庭所援用。
3. 非法征收依具体案情可能允许高于合法征收的补偿水平
这一观点由 Vivendi 诉阿根廷案仲裁庭非常明确地提出。该仲裁庭认为，“（非法征收
所适用的习惯国际法补偿）标准依具体案情允许支付高于第 5 条第 2 款规定的合法
．．征收的
补偿水平”（着重号为裁决原文所加）。其理由是霍茹夫案确立的适用于非法征收的习惯国
际法标准“已被许多国际仲裁庭以及常设国际法院的继受者国际法院确认和适用”。89这种
观点是不言而喻的，仲裁庭只是进一步阐明了习惯国际法补偿标准。
4． 征收日与裁决日之间受损投资估值最高金额
这是尤科斯诉俄罗斯案原告提出一个更加新颖和具体的观点，即“投资者应当获得征
收日与裁决日之间所遭受损害估值当中最高数额的补偿”，或者说“投资者有权在征收日和
裁决日之间选择一个估值”。其理由是，当被征收资产在仲裁过程中升值的情况下，这一升
值一定是为了投资者而不是俄罗斯的利益而自然增长的。原告选择 2007 年 11 月 21 日尤科
斯注销日作为估值日期，其理由是在征收起因于国家一系列经过周密协调而进行的干预的
情况下，征收日相当于政府的干预措施已经达到了对投资者财产进行不可逆的剥夺的日期，
而注销尤科斯的法律实体资格的日期则构成了“一个无法恢复的点”。90
仲裁法院同意原告的主张，但另外给出了不同的理由。仲裁法院从《国家责任条款草
案》第 36 条（
“在无法恢复原状情况下给予金钱补偿”）入手，认为根据本条规定，在非法
征收情况下损害赔偿的计算原则应当具有双重要求。首先是投资者必须享受在征收日之后
资产因不可预料事件所导致的升值利益，因为他们享有依据“恢复原状权”带来的“获得
Kuwait v. American Independent Oil Company (Aminoil) v. Iran, ILR, vol. 66, p. 519, at p. 600, para. 138 (1982);
Amoco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v. The Government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ran-US Claims
Tribunal Case No. 56, Award No. 310-56-3 (July 14, 1987), para. 192.
87
AAPL v. Sri Lanka, ICSID Case No. ARB/87/3, Award of June 27, 1990, para. 88.
88

James and Others v. United Kingdom, 21 February 1986, para. 54, Series A no. 98.

89

Vivendi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97/3, Award of 20 August 2007, para. 8.2.5.

90

Yukos v. Russia, PCA Case No. AA 227, Final Award of 18 July 2014, paras. 1695-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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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权”。如果资产升值，也导致“恢复原状权”的价值上升，相应地，在不可能恢复原状
时，“获得补偿权”的价值上升。仲裁法院经过对比，最终选择了尤科斯达到最高估值的
2014 年 6 月 30 日，即裁决日前不到一个月。最终裁决约 500.2 亿美元的损害补偿。91
5. 投资者不承担征收日和裁决日之期不可预料事件所导致的被征收资产贬值的风险
许多案件的裁决都支持这一主张。92尤科斯诉俄罗斯案仲裁庭对此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论
证。该案仲裁庭认为，如果资产在被征收之后升值贬值并存，投资者仍然有权得到价值差
额，原因是在没有征收的情况下，投资者本来可以在早些时候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资产。93
上述规则 3、4 和 5 都是霍茹夫案确立的习惯国际法补偿标准之当然之意，仲裁庭的论
述只是进一步具体阐明和加强了习惯国际法补偿标准，并提出了具有操作性的补偿规则。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区分合法与非法征收并给予不同的救济，是国际社会从古代公权或皇（王）
权至上向现代注重公权与私权平衡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国际法规制不法行为发展的必然结
果。从具体的国际投资法实践可以看出，首先，关于是否应当区分合法与非法征收这一问
题的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因为无论是“蛰伏期”还是“苏醒期”内的案件，国际法庭
或仲裁庭都没有驳回原告或申请人有关对合法和非法征收进行区分的请求。即使在许多案
件中未进行此类区分，其主要原因也只不过是原告或申请人未提出相关请求。而未提出此
类请求背后的原因既有经济的原因，即未出现投资在征收日之后升值的情况，也有政治的
原因，如在伊朗革命及其带来的意识形态的差异巨大的背景下，伊美则求偿庭和申请人则
在投资仲裁中选择较为温和的处理方法（提出诉求和作出裁决），以免加剧这种冲突；除此
之外的原因还有各国为了发展经济，吸引外资而不断强化的对外国投资保护的趋势。
关于区分合法与非法征收的标准或要件，国际投资法判例规则总体上趋于一致，即包
括公共利益、非歧视、正当法律程序和公平补偿四个要件。只要有一个得不到满足，征收
即为非法。对于公共利益和正当法律程序这两个比较难以把握的要件，要求存在真实的公
共利益和具体可行的救济程序；对于非歧视的判断，则要求存在真正的可比性，包括而不
限于在同类型企业之间、内外资企业之间、被征收企业与征收后的指定经营者之间以及因
同样违法行为而遭受处罚的企业之间的比较；补偿要件方面主要确立了下述两种情况下可
以拿来认定征收非法或合法：（1）东道国在未阐明其主张的情况下，完全拒绝支付补偿，
可以被认定为恶意，从而导致征收非法。
（2）东道国根据有证据支持的财产估值支付补偿，
即使补偿数额低于投资者的请求，在其他要件具备的情况下，仍会导致征收合法。
其次，合法与非法征收是否要求不同的补偿这一问题，在苏醒期出现大量的非法征收
之诉并获得不同于合法征收的补偿这一事实也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其原因除了本文导论中

91

上引尤科斯诉俄罗斯案，第 1826-1827 段。

92

ADC v. Hungary, ICSID Case No. ARB/02/1, Final Award of 2 October 2006, Exh. pp. 496-497, C-980;
Siemens A. G.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2/8, Final Award of 6 February 2007, p. 352, C-983; Amoco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v. Iran, Award N. 310-56-3(14 July 1987), 15 Iran-U.S. C.T.R. 189, at pp.
300-301.
93
Yukos v. Russia, PCA Case No. AA 227, Final Award of 18 July 2014, paras. 1768-1769.

1447

分析的全球国际投资发展的均衡和国际投资法的不断成熟，需要对投资者和东道国给予均
衡的保护之外，从各国政府依法行政的角度来说，对任何类型的征收不加区分地适用条约
规定的同一标准的做法太过武断，必然导致东道国失去合法行政的动机，并对投资者带来
保护或补偿上的不公平，阻却国际投资的正常流动，无法实现 BIT 的目的。反过来，国际
法庭或仲裁庭适用同一标准原则的理由主要是不存在征收日之后的资产升值以及原告或申
请人没有提出高于条约规定的补偿标准的这部分请求。因此它是特殊时期特殊情况的产物，
不具有普遍性。
至于合法与非法征收之间具体的补偿水平差异，已经出现的比较确定的判例规则主要
包括对于非法征收，不应当适用条约规定的合法征收补偿标准，而应当适用习惯国际法上
的“完全补偿”标准；而国家为了取得更大的社会正义而实施的经济改革或措施，即合法
征收可能要求低于“完全补偿”标准；非法征收要求支付高于合法征收的补偿水平，这主
要是资产在征收日与裁决日之间的升值和其他费用；对于非法征收，应当按照征收日和裁
决日之间资产的最高价值予以赔偿，而且投资者不承担资产在这一期间的贬值风险。
即使如此，目前仍然存在一些灰色地带和新难题无法确定，比如区分合法与非法征收
界限的补偿要件问题，虽然“未阐明理由而不予补偿”被认定为非法征收和“其他要件得
到满足但依照有证据支持的资产估值支付的补偿数额即使低于投资者要求”不可被认定为
非法征收这两个极端情况已经非常明确，但从已有的投资争端可以看出，大多数案件将落
入这两种情况之间。因此认定其是否符合合法征收的补偿要件将更为复杂和困难，只能留
待国际法庭或仲裁庭根据个案情况予以裁断，需要进一步研究；另外，区分合法与非法征
收和确定应支付补偿还有一个有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的难点，就是东道国以国际法上的紧
急状态进行抗辩，并要求降低补偿数额，也牵涉到征收行为的合法性及其补偿问题，如新
世纪以来发生的一些针对阿根廷等国的案件已经提到这一问题，但在绝大多数案件中，东
道国以“紧急状态”为由请求免除其条约义务的请求都没有得到支持。〔94〕
我国尽管在晚近后期新签署的 BIT 已经摒弃了拒绝对征收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做法，同
时，在国内法中承认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但是这仅仅走出了第一步，在保护的水平与补偿
标准方面仍不明确。建议在征收与补偿条款中增加下述规定：
“缔约一方对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的投资不得采取国有化、征收或效果等
同于国有化或征收的措施，除非符合所有下列条件：（一）为了真实的公共利益；（二）依
照可为投资者带来实际救济的国内正当法律程序；（三）非歧视性的；（四）依照有合理证
据支持确定的资产估值给予补偿。”
“不能满足前款规定的征收条件的措施，为非法征收。对于非法征收，应依习惯国际
法给予恢复原状的救济，或在不可恢复原状时不低于资产在征收日的价值和征收日至裁决
日期间的增值之和的补偿。”
同时，应修订宪法，订入平等保护公共与私人财产的条款；允许法院对国家征收私人
和集体财产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明确对于合法征收应当按“市场价值”标准给予补偿，
而对于非法征收则作出与上述建议条款类似的规定。

94

如 EDF International S.A., SAUR International S.A. and Leon Participaciones Argentinas S.A.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3/23, Award of 11 June 2012, paras. 1169-1181; CMS Gas Transmission Co.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1/8, Award of 12 May 2005, paras. 315-331; Funnekotter v. Zimbabwe, ICSID Case No.
ARB/05/6, Award of 15 April 2009, paras. 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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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awful and Unlawful Expr opr iations and their
Compensation in Inter national Investment Ar bitr ation
Li Zunran
（Professor of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w School）

Abstr act: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al and judicial practice, since the first case of unlawful
expropriation, the Chorzów Factory case, the issue of unlawful expropriation has been dormant
for decades. While the quantity of unlawful expropriation cases awarded by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and courts is rapidly increasing, the issue has been obviously awakened.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practice relating to the lawfulness of expropriation
beginning from the ancient time especially the recent time shows that the notion of absoluteness
of expropriation has been replaced by the new one emphasizing on the individual property rights
and maintaining a balance between the eminent domain and foreign investor’s right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lawful and unlawful expropriation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 higher
standard of compensation for the latter have become a rather consistent practice amo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al and juridical cases, with which China’s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ts practice in sign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A general framework of case law on the factors of determining the lawfulness of
expropriation and on the difference of compensation between lawful and unlawful expropriations
has been established. This is a kind of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regulating wrongful
acts of states, and provide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current Sino-US and Sino-EU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negotiations. Relevant provisions should therefore be added to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China’s domestic law and it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either lacks the relevant articles or hinders the balance between public power and private rights,
should be revised or supplemented accordingly.
Key Wor ds: expropriation; lawful; unlawful; distinction;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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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投资协定 ISDS 条款中的用尽当地救济原
则
赵永鹏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作为一项古老的国际习惯法原则，"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贯穿了国际投资协定的整个发
展历程，被广大资本输入国视为维护国家外资规制权的重要工具。随着发展中国家引资需求的
上升，用尽当地救济逐渐被资本输入国放弃，但是在近年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中该原则又有''
回归”趋势。在中国对中亚国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应采取何种
态度，成为完善中国与中亚国家 BITs 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前，中亚国家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主要有宽松和收紧两种态度。对于哈、吉、土、塔等持宽松态度的国家，中国应积极主张放弃
用尽当地司法和行政救济的要求，保障中国投资者将争议直接提交国际仲裁的权利。对于持收
紧态度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应尽可能地保证现行中乌 BIT 的有效实施，同时也要做好修订
中乌 BIT 的准备，保障在乌中国投资者的程序性利益。
关键词：中亚五国；用尽当地救济；ISDS 条款；BIT

引言
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的中亚五国，依据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 中国企业
走进中亚开展投资活动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频繁的投资活动往往与较高的投资风险相伴而行。
当由东道国政府行为引发的非商业性质风险发生后，由于缺乏对东道国国内法律制度以及当地
救济程序的信任，投资者通常选择依据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以下称 BITs）
中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以下称 ISDS 机制）条
款，启动针对东道国政府的投资仲裁程序，以寻求事后救济。然而，对于东道国而言，尽可能
地将争端的管辖权控制在本国范围内对其更为有利，因此，一些国家常常利用用尽当地救济这
一古老的习惯国际法原则，在投资者启动国际仲裁程序之前，要求其首先向国内法院提起诉讼，
以增加投资者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阻碍投资仲裁的顺利进行。[1]
为了使投资者通过国际仲裁方式解决投资争端的意愿能够顺利实现，处于资本输出国地位
的缔约方应当在与投资东道国友好协商的前提下，在 ISDS 条款中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作出更
加有利于维护本国投资者程序利益的约定。然而，中国目前有效的 BITs 大多签署于 20 世纪
末，条文陈旧、含义模糊，很难顺应当下的投资趋势，极易造成管辖权争议较大，投资保护不
力等问题。[2]中国与中亚五国的 BIT 同样存在上述问题，为了更好地维护中国投资者在中亚国
家的投资利益，修订或重签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双边投资协定成为当务之急。本文从完善中国与
中亚五国双边投资协定中 ISDS 条款的必要性入手，对国际投资协定中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发
展历史进行梳理，在明确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实践中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态度的基础上，针对中
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现行有效的 ISDS 条款的不足，提出完善建议。

一、完善 BITs 中 ISDS 条款的必要性
中亚国家历来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中国投资者与中亚国家之间
也尚未发生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但是，完善中国与中亚国家国际投资体制，保护中国投资者的
投资利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原因在于，中亚国家的投资环境并不乐观，中国投资者权益保护
的需求不断上升。同时，中亚国家区域一体化合作的碎片化特点，也使完善中国与中亚之间的
赵永鹏（1994—）,男，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联系方式：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 777 号，邮编 200
433, 18721051607, zyp94072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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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s 成为保护中国海外投资者利益的必然选择。

（一）中国在中亚五国的投资保护需求不断提升
第一，中国对中亚国家投资规模持续扩大。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以及中国
企业“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快，中国对中亚的直接投资也不断增多。根据 2019 年中国商务
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2018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将 2013 年“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之后至 2018 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的投资额统计如下：1
2013-2018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统计表（单位：百万美元）
国家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哈萨克斯坦

695

754

509

543

756

734

吉尔吉斯斯坦

88

98

107

123

129

139

塔吉克斯坦

59

72

90

116

161

194

土库曼斯坦

25

44

13

24

34

31

乌兹别克斯坦

19

39

88

105

94

368

从表中数值可以看出，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对中亚五国投资的整体趋势不
断上升，特别是近 2-3 年中亚国家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
2018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流量前 10 的国家之中，哈萨克斯坦排名第六位，成为中
亚吸收中国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2
第二，中亚国家投资环境并不乐观。随着中国对中亚国家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者遭遇非
商业风险的可能性也随之提升。历史上的塔吉克内战、吉尔吉斯郁金香革命，乌兹别克斯坦克
安集延武装骚乱等事件均表明中亚政局并不稳定。 [3]当地群众对外国投资也较为排斥。 2020
年，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根据法治、政府规模、监管效率、开放市场等指标对
各国的经济自由度进行排名，将土库曼斯坦评为"被压制类国家”,在 180 个 国家中排名第 170
位，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被列为"中度自由国家”分列第 39、81 位，乌兹别克斯坦、塔
吉克斯坦被评为"较为自由国家”分列第 114、155 位。3同时，国内外权威信用评级机构多次
将中亚国家的信用风险评为最高级别。国际社会对中亚国家经济、投资环境的负面评价也反映
出，该地区的投资环境的确不如人意。
尽管中国与中亚国家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但中国企业在中亚地区的投资却并非
一帆风顺。2018 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在中亚地区的天然气项目就遭遇过因土、哈、 乌三
国怠于修理，导致管道输气量下降，中国企业遭受巨额损失的事件。最近一个案例发生在 2020
年 2 月份，吉国当局在累积接受中国 270 亿人民币的投资后，以本国群众反对为由，单方面
取消了中国企业在吉国东部兴建价值 2.75 亿美元的物流中心项目。
虽然吉国表示愿意拿出 64.5
4
万美元作为企业遭受损失的补偿。 但中国企业很可能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提起国际投资仲裁
程序以解决争议。
在中国企业对中亚国家投资存量和流量处于高位，中国在中亚投资面临较大风险的情况
下，中国政府及投资者对于中国海外资本的安全保障有着更加迫切的需求。在与中亚国家就彼
1

为数据浏览方便，文中展示的数据均为公报中每一数据的前三位。参见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
局《2018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网， 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tisi/ti
gb, 访问时间 2020 年 8 月 12 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 2019》，商务部官方网站， http://images.mofcom.gov.cn/fec
/202005/20200507111104426.pdf, 访问时间 2020 年 8 月 25 日。
3
See, The Heritage Foudtion, the Heritage Foundation's global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for 2020, p.l.
4
Radio Free Europe Radioliberty, Kyrgyz Government Cancels $275 Million Chinese Project Amid Protests https://w
ww.rferl.org/a/kyrgyz-government-cancels-275-million-chinese-project-amid protestsZ30451825.html, last visited on
1 August 1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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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更新与完善进行磋商谈判时，应当在程序机制方面为中国投资者争取
更为有利的政策空间。

（二）中亚区域一体化合作呈现碎片化趋势
自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就积极尝试利用共同的经济文化背景与其他国家建立复杂的区域
安排。但是，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干涉以及中亚国家自身利益难以协调等原因，中亚区域一体
化的碎片化特点十分明显。自上世纪 60 年代至今，中亚地区国家共参与区域一体化安排 12
个，涉及独联体、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多个多边合作组织。5但是在这些区域一体
化安排中，有些参与国家众多，有些只是宣誓性质的，有些合作已被终止，一体化目标始终没
能实现。特别是在这 12 个区域一体化安排中完整包括中亚五国的只有三个，分别是 1993 年
独联体框架下的《投资活动领域合作协定》、1985 年经济合作组织的《投资、 保护和促进协
定》以及 1969 年伊斯兰会议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投资章》在这三个区域安排中，有的并不
包含投资争端解决条款，有的未被批准生效，有的参与国家众多，使得中国无法通过参与一个
多边投资合作平台的方式达到一次性与中亚五国建立统一的 ISDS 机制的 目的。即使是在中国
倡导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将投资促进和保护列为合作重点的情况 下，也没有签署专门的投
资保护条约，中亚五国仍然主要通过双边投资协定来协调与中国的投资关系。因此，要想为中
国投资者提供有效的保护，签署符合国际主流观点以及双方利益的 BIT 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的
必然选择。

二、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的适用
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是指受损害的外国人只有利用了东道国国内一 切
可能的救济程序和手段，仍得不到满意的结果时，其本国才能行使外交保护权，或者提起国际
程序。［4］因此，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要求外国私人在寻求国际救济前需要首先适用东道国国内
救济程序，是对东道国属地管辖权优先地位的强调。自 18 世纪后期，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在国
际投资协定中存续至今，在漫长的国际投资协定缔约史中，用尽当地救济也经历过多次变迁，
并且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的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在二战之前，国际条约并未重点关注对外国直接投资利益的保护，这一时期的双边经贸
协定都与建立和规范贸易关系有关，但是这时期的双边协定已经有了关于保护一国国民在另一
方领土内的财产的规定。 [6] 《友好通商航海条约》(Friendship Commerce Navigation Treaty，即
FCN 条约)是美国率先在 18 世纪开始缔结的，以与缔约对方国家建立贸易关系为目的的双边
条约。这一时期保护投资的准则主要来源于国际习惯法，FCN 条约中没有解决外国投资者与
东道国投资争议的规定，外国投资者只能在用尽东道国当地救济的前提下，请求母国代表自己
与东道国进行国家之间的外交交涉。尽管在二战之后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二十余年间，关贸
总协定成为国际贸易政策谈判的主要舞台，双边贸易条约的重要性开始减弱，但这一时期用尽
当地救济的地位并未被削弱，仍然是投资者申请母国外交保护的前提条件。
关于 FCN 条约中用尽当地救济条款适用规则的典型案例是 1989 年国际法院审理的''西
西里电子公司案”国际法院对未明确规定要求或者放弃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 FCN 条约是否构
成对该原则默示放弃的问题进行了解释。国际法院在判决书中表示，"国际法院不能接受一项
重要的习惯国际法原则在没有被任何文字表明放弃的情况下，可以被默示地放弃。”6国际法
院坚持了传统国际法的立场，即国际条约中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放弃必须是明示的，默示放
弃用尽当地救济不发生明示放弃的法律效果。
国际法院的观点也得到了国际法委员会的支持，尽管后来大部分双边投资协定都对用尽当
地救济规则的适用性保持沉默，但是国际法委员会仍未受影响，在涉及到国家责任的问题时，

See, MavludaSattorova,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n Central Asia the Making, Implementation and Change of I
nvestment Rules from a Regionalist Perspectiv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 2015, Iss 16, p.1100-1101.
6
See Elettronica Siculal S.P.A. (ELSI)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Italy), International Court 562, 1989, p.3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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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仍支持“用尽”规则的一贯主张。7因此，在传统国际法上投资条约中用尽当地
救济规则的阙如，并不构成对这一规则的默示放弃。[6]

(二)早期双边投资协定中的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二战后到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新独立国家去殖民化运动的展开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集
团的出现，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获得联合国的多数席位，推动国际社会确
立了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认可各国对外资实行征收、国有化或者转让所有权的权利。在征
收与国有化赔偿方面，也确立了有利于投资东道国利益的规则。8同时，强调东道国国内管辖
权的卡尔沃主义得到拉美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宪法、制定法、条约以及特许协议的普遍采
用，从而从理论变为现实。[7]此时，作为投资者母国的发达国家将外交保护作为维护国际投资
手段的方法遭遇困境，加上依靠武力收债保护本国投资者的方式早已被禁止，发达国家在国际
投资体制中的优势地位被不断削弱。因此，英国、法国等国家纷纷效仿德国， 通过制定双边投
资协定的方式来应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资实行无偿征收的威胁。在争端解决方面，此时的 BITs
除规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条款外，还增加了 FCN 条约不具备的 ISDS 条款，投资者
获得了申请国际程序解决争端的权利。
为了协调投资者寻求母国外交保护与东道国强调用尽当地救济解决争端的冲突，1965 年
《华盛顿公约》建立了较为中立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公约》第 26 条规定，“除非另有规
定，双方同意根据本公约交付仲裁,应该视为同意排除任何其他补救方法而交付上述仲裁。 缔
约国可以要求用尽当地各种行政或者司法救济方法，作为其同意根据本公约交付仲裁的 一个条
件。”第 26 条的规定改变了传统国际法上用尽当地救济的放弃必须明示的原则，确立了''要
求需明示”的规则，即只要缔约国在 BITs 中约定根据《华盛顿公约》将争端提交给 "国际投
资争端解决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以下称 ICSID)仲裁，
并且没有明确要求在提交仲裁前必须用尽东道国当地的司法或行政救济程序的，就被视为默示
地放弃了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投资者就可以绕过东道国国内程序的''门槛”，直接提起国际
投资仲裁。虽然这项规定受到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批评， 但是仍然在《公约》中被确定下来。
虽然《华盛顿公约》确立了有利于投资者的 ISDS 机制，但是此时的 BITs 对"要求需要
明示”这一规定的接受程度较低，例如德国、法国在早期 BIT 实践9中，仍然只规定国家之间
因投资协定产生争议的解决条款，对涉及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议，一般还是交由东道国进
行处理。作为资本输入国地位的拉美国家在早期的 BITs 实践中，即使对国际仲裁管辖权予以
承认和接受，
但是仍然在 ISDS 条款中强调用尽当地救济作为投资者提交国际仲裁的前提条件。
10

（三）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双边投资协定中的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由于发展中国家外资流入的减少，可以替代外资的资本来源的丧失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
理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加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广大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外国投资是促进
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来源，因此不断放宽对外国资本的限制以吸引外国投资。从 80 年代后期
开始，随着国家主权观念的弱化，BIT 的签订数量开始增加，强调用尽当地救济的“卡尔沃主
义”遭遇“搁浅”，ISDS 条款中的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总体上呈现出“松动”的趋势， 为投资
者直接将投资争议提交国际仲裁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的 ISDS 条款具体包含以下两类模
式：
第一类，附期限先行利用东道国当地救济。此种缔约模式虽然坚持东道国救济在程序上
的优先地位，但是不再强调当地救济必须''用尽”，而是要求在一定期限内，投资者应先行利
用当地救济解决争端，如期限届满仍未作出裁决或者虽然有裁决作出但争端仍然存在, 当事方
石静遐：《用尽当地救济规则与国际投资争议的解决》，《国际经济法论丛》第 2 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
版，第 323 页。
8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 2 条第 2 款 C 项规定应当由采取征收等措施的国家给予适当的赔偿， 而非
必须给予赔偿，同时与赔偿有关的争议应当在实行国有化的国家法院依据其国内法加以解决。
9
See Germany - Sierra Leone BIT (1965), article 11 ； France - Malta BIT (1976), article 9.
10
殷敏：《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在区域贸易协定中的适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6 年第 1 期， 第 51
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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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以再行选择国际仲裁程序。从 1975 年英国与埃及缔结的第一个 BIT 开始，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英国的绝大多数 BITs 均采用了这种模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接受了英国的 BIT
模板。11根据对所附期限内东道国所作裁决的不同对待，可分以下两种模式：
模式一：如果在所附期限内东道国国内救济程序作出了最终裁决，则视为争端已经解决，
投资者不得再申请国际仲裁程序。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国内救济实际上成为解决国际投资争
端的唯一途径。例如，1997 年乌兹别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之间的 BIT 就有类似规定。12
模式二：无论在所附期限内东道国国内救济程序做出何种裁决，只要争端仍然存在， 投
资者依然可以提起国际投资仲裁程序。例如，西班牙与阿根廷 1991 年 BIT 第 10 条第 3 款
a 项规定，“在本条第 2 款规定的司法程序（笔者注：指东道国国内救济程序）开始 18 个
月后仍未就该争议作出决定，或已作出决定但双方之间的争端仍未解决时，应争端任何一方的
请求可提交国际仲裁程序。”尽管在 1997 年 Maffezini V.Spain 案13中，西班牙试图将本条解
释为，如果国内法院已经作出裁决，就不能认为争端仍然存在，只有在国内法院拒绝司法的情
况下，才能提交国际仲裁，但是 ICSID 中心并未支持西班牙的主张。
第二类，在 BIT 中放弃当地救济优先的要求。这种缔约模式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对 ICSID
中心仲裁等国际仲裁方式的全面接受，当地救济不再是投资者提交国际争端解决程序的前提。
在一部分 BIT 中，当地救济措施与国际仲裁并列规定，成为争端当事方可以自由选择的手段，
并且在“岔路口条款”的约束下择一终局。同时，在这些 BIT 中还有一部分规定了更加宽泛
的内容，投资者在选择东道国法院等当地救济措施后，只要国内救济程序尚未作出生效裁决，
投资者就可以通过撤诉的方式再行选择国际仲裁。例如，《中国一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投资
章中的 ISDS 条款就规定，"如果争端已被提交国内管辖法院，只有在最终裁决做出前，投资
者从国内法院撤诉，该争端才可被提交国际争端解决。”14另外一部分 BIT 则将东道国当地救
济程序完全排除出 ISDS 条款，当协商不成时，投资者根据 ISDS 条款的规定得以直接提起国
际仲裁程序。15彻底放弃东道国救济的 BITs 主要有 以下两种规定模式：
一是明示放弃：指在 ISDS 条款中明确规定缔约双方放弃在提交国际仲裁之前寻求或者
用尽当地救济措施的要求，投资者可以不经东道国救济程序直接提起国际仲裁。前文提到的将
东道国当地救济措施与国际仲裁程序并列由投资者自由选择的模式也能够产生明示放弃的效
果。
二是默示放弃：根据前述《华盛顿公约》第 26 条的“要求当地救济应当明示”的规定，
如果争议双方同意将争议提交 ICSID 仲裁，同时并未明确要求首先用尽当地救济，则表示双
方同意将仲裁作为排他性的解决方式。在约定 ICSID 仲裁的 BITs 中，缔约双方通常采用“沉
默”的方式以达到放弃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效果。
放弃当地救济的 BIT,为投资者绕过东道国行政和司法救济程序提供了便利，体现了东道
国为了吸引外资作出的努力，也符合投资者母国保护本国投资者程序利益的追求。关于用尽当
地救济的默示放弃是否有效的问题，仲裁实践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传统国际法关于"放
弃必须明示”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根据国际投资仲裁的判例，ICSID 仲裁庭以《华盛顿公约》
英国与布隆迪之间的 BIT 规定，如果发生该争议，且争议双方未能在 3 个月内通过寻求当地救济或其他 方
式达成协议，如果受影响的国家或者投资者书面同意将争议提交《公约》规定的调解或仲裁中心解决， 则任
何一方均可提起诉讼。See, The 1990 UK-Burundi BIT Article 8.
12
乌兹别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之间的 BIT 规定，争议发生后投资者与东道国应首先进行磋商谈判，如果争 议
仍未解决，则投资者有权选择向 ICSID 中心提请仲裁解决，或者依据相关仲裁规则组成专设仲裁庭进行 临时
仲裁。但是，投资者进行选择的前提是一方已经提交当地法院解决，并且法院在 1 年内未作出最终裁 决。也
就是说，如果法院在 1 年期限内作出终局裁决，投资者就不得再通过国际仲裁程序寻求救济。See, The 1993
Turkmenistan - Uzbekistan BIT, Article7.
13
王海浪：《ICSID 体制内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三大挑战及对策》，《国际经济法学刊》2006 年第 3 期，第
243 页。
14
参见《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第 153 条第 3 款。
15
例如，2002 年塔吉克斯坦与荷兰的 BIT 规定：每一缔约方在此一致同意，将该缔约方与另一缔约方的 国民
之间发生的有关该国民在前一缔约方领土内的投资的法律争端提交 ICSID 中心以和解解决，或根据 1965 年 3
月 18 日在华盛顿签署的《解决国家与其他国家国民之间的投资争端公约》进行仲裁。See, The 2002
Netherlands-Tajikistan BIT, Article9.
11

1454

第 26 条为根据，在几起仲裁案件16中始终认为，除非明确要求，否则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不
能隐含在 BIT 之中。同时，非 ICSID 仲裁庭（主要是 UNCITRAL 专设仲裁庭）即使在没有
适用《华盛顿公约》及其第 26 条规定的情况下，也建立了"除非明确要求，可以默示放弃”
的理解。17

（四）晚近双边投资协定中的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尽管 2000 年之前提交到 ICISD 中心的案件数量相对较少，但在 2001 年阿根廷金融危
机之后，情况迅速改变，仅针对阿根廷的案件就达到了 44 件。［8］由于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
ICSID 中官司缠身，他们开始意识到以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放弃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方式来 吸
引外资，并未给本国带来预期的好处，反而将本国拖进''私人”起诉国家的深渊。由于无法忍
受数额巨大的败诉裁决，继玻利维亚率先退出《华盛顿公约》之后，厄瓜多尔、委内瑞拉、阿
根廷纷纷审查并终止本国已经签订的 BITs，并且修改国内立法不再接受国际仲裁的管辖权，
并且彻底地退出了《华盛顿公约》。拉美国家对国际投资仲裁的排斥被认为是“卡尔沃主义”
复活的表现，并且有向长期支持国际投资仲裁反对当地救济的发达国家扩散的趋势。
由于国际社会对投资仲裁过分偏向投资者、透明度不高、裁决缺乏一致性、仲裁员不公、
巨额赔偿限制东道国对外资的合理规制权等缺陷的质疑以及发达国家开始在国际投资关系中
兼具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的双重身份，一些传统的发达国家也产生了放弃或者改革国际投资仲
裁制度的想法。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在国际投资领域出现了“回归”，具体表现为在一些新
的双边投资协定中放弃选择国际投资仲裁机制，转向更为依赖东道国司法体系，实现当地救济
的局部乃至全面“回归”。［9］
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收紧投资者与国家投资争端的管辖权。印度在遭受国际投
资仲裁案件的失败后，在 2015 年 BIT 范本中，虽然没有直接排除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程序，
但是将用尽东道国当地救济规则纳入争端解决条款中，作为投资者提交国际仲裁之前的强制程
序。18目前，在印度的双边投资协定实践中，基本上坚持了本国 2015 年 BIT 范本的立场。例
如，印度与吉尔吉斯斯坦签订的 2019 年 BIT 第 15 条''提出仲裁请求的先决条件”就明确规
定，"有争议的投资者必须首先向被告方的国内法院或行政机关提出索赔，以寻求与要求违反
本条约的相同措施或类似事实有关的国内补救措施。”19除印度之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土
耳其等国家都在 BITs 中重新引入了强制性要求当地救济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乌兹别克斯
坦在 2020 年的国内立法中也收紧了本国对投资争端解决的管辖权，具体内容将在后文详述。

三、中国与中亚五国 BITs 实践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态度
随着资本输出国及投资者对东道国国内救济信任程度的不断降低，投资者将争端提交国
际仲裁程序的愿望日益强烈，大批处于资本输入国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对用尽当
地救济原则或进行变通规定，或直接放弃当地救济程序对投资争端的管辖权。这样的规定对中
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保护是有利的，但是，当前国际社会对国际投资仲裁的质疑使得用尽当地
救济有“回归”的趋势，虽然尚未形成主流，却仍然值得给予足够重视。未来修订中国与中亚
国家 BITs 的过程中，应当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作何种选择，也需要明确缔约双方在 BITs 实
践中对该原则的态度和做法。

（一）中国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态度
中国对 ISDS 条款中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关注始于 1997 年之后。当时，中国外资政策
开始发生转变，鼓励企业对外投资，BITs 对中国投资者保护力度不足的问题也开始凸显。 为
See, Generation Ukraine, Inc. v. Ukraine, ICSID Case No. ARB/00/9, Award, para. 13.5 (Sept. 16, 2003).Retrieved
from https://www.italaw.com/sites/default/files/case-documents/ita0358.pdf, last visited on August 16, 2020. Saipem
S.p.A. v.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Bangladesh, ICSID Case No. ARB/05/07,Award, para. 175 (June 30, 2009),
https://www.italaw.com/sites/default/files/case-documents/ita0734.pdf. last visited on August 16, 2020.
17
See Martin Dietrich Brauch, USD Best Practices Series: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7, p.17.
18
See Model Text for the Indi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Articlel5.1.
19
See The 2019 India - Kyrgyzstan BIT, Article 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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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加大对中国海外投资者的保护力度，1998 年，中国改变了原来只接受 ICISD 中心对征收补
偿额争议享有管辖权的态度，转而全面同意 ICSID 中心管辖中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任何投
资争议。20为了防止扩大接受 ICSID 仲裁管辖权带来的负面影响，1997 年，国务院确定在"用
尽国内行政复议程序”的前提下，允许投资者将所有与东道国有关的投资纠纷提交国际仲裁。
［10]
此后，中国新签订的 BITs 对用尽当地救济的基本态度是：国内司法审判与国际投资仲裁二
者由投资者自由选择，在“岔路口”条款的约束下择一终局，东道国的行政救济程序仍然作为
提交国际仲裁的前提条件。21
中国关于用尽当地救济的缔约方式呈现以下特点：首先，关于用尽当地救济的放弃， 中
国将东道国司法救济途径与国际仲裁并列，起到了明示放弃东道国司法救济优先的效果, 避免
了“默示放弃”是否有效的不确定性。其次，中国在 BITs 中明确要求用尽东道国行政救济程
序，也符合《华盛顿公约》和国际投资仲裁庭的观点，能够起到一定的"安全阀”作用。此外，
中国放弃东道国司法救济的要求既有防止中国法院的终局判决被国际程序审查, 维护中国司法
审判严肃性的考虑，也为投资者提起国际仲裁提供了可能，体现了中国对投资者利益的维护。

（二）中亚五国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态度
自独立后，中亚国家就开始了经济自由化计划，为了避免无法可依的局面，各国纷纷进
行外资立法，为外国投资提供较为宽松的投资环境和优惠的投资政策，并且积极与外国开展
BITs 谈判。当前，中亚五国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主要有“宽松”和“收紧”两种态度。 持宽
松态度的国家是哈、吉、土、塔四国，持收紧态度的国家是乌兹别克斯坦。
根据国内外资立法与本国 BITs 实践的特点，还可以将持宽松态度的国家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国内法以及 BITs 实践观点一致，即当争端发生后，无法通过协商解决的，投资者有
权在国内救济程序和国际仲裁中进行选择。作出这样规定的国家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对于哈萨克斯坦而言，根据 2003 年生效，2014 年修订的《哈萨克斯坦投资法》规定，"如果
投资者无法根据谈判解决纠纷，那么争议的解决应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国际 条约和法律，
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法院以及各方在协议中规定的国际仲裁进行。”22考察哈国近年缔结的 BITs
中的 ISDS 条款，与国内立法的观点基本一致。23
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在国内法中的规定方式略有不同，但是所产生的效果没有 实
质区别。吉国在其国家立法中明确表示了对 ICSID 仲裁的同意。［11]同时，根据吉国 2016 年
12 月修订的《吉尔吉斯斯坦投资法》第 18 条规定，"投资争端应由吉尔吉斯共和国法院解决，
如果争端当事方之一选择向 ICSID 申请仲裁，或者根据 UNCITRAL 规则组成专设仲裁庭解决
争议，那么吉尔吉斯共和国将放弃在提交国际仲裁前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近年来， 吉国对
外签订的 BITs 都与本国立法一致，在规定 ICSID 仲裁和 UNCITRAL 专设仲裁的情况下，放
弃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投资者可以在国内法院和国际仲裁中自由选择。同时，吉国与奥地利
的 BIT 还通过明示的方式放弃了对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要求。24
第二类，国内法并未规定投资者与国家之间投资争议的解决办法，而 BITs 实践采取较
为宽松的规定，允许投资者直接提起国际仲裁。这类国家主要包括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
国。土库曼斯坦 1992 年《投资活动法》第 22 条“投资保护”仅规定本国与外国国家之间因
投资义务的履行发生争议应由条约规定的法庭审理。而 22 条第 3 款则笼统地指出，“投资
活动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应在适当的法院进行审查。”25这样的规定，可能是土库曼斯坦对
投资者与国家之间争议保留国内管辖权的委婉表达，但是土库曼斯坦 BITs 的缔约实践却体现
出与国内立法不同的态度。从 1989 年缔结第一份 BIT 开始，该国缔结的所有 BITs 中只有
乔慧娟，《试析中国签订 BIT 中的东道国与投资者争端解决条款》，《商业时代》2015 年第 5 期，第 54
页。
21
关于中国国内行政复议程序前置的要求，还可具体分为缔约双方或者中国单方要求用尽、一定期限内先 行
利用行政救济以及对特定争端不要求用尽当地救济等多种形式，此处关于用尽行政救济的要求是中国在 BITs
实践中采用的较为普遍的一种做法。
22
See Kazakhstan Law on Investments (2016), Article 9.
23
See The 2018 Kazakhstan-Singapore BIT, Article 11; The 2018 Kazakhstan-United Arab Emirates BIT, Article 10.
24
See The 2016 Austria - Kyrgyzstan BIT, Articlel4-15.
25
See Turkmenistan Law on Investment Activities (1992), Article 2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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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和土耳其之间的 BIT 有用尽当地救济的规定，并且在该国最近十年的
BITs 实践中，关于用尽当地救济的规定仍然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用尽当地救济边缘化时期
的缔约模式基本相同，即不要求提交国际仲裁之前必须先行利用或者用尽当地救济措施。
塔吉克斯坦 2016 年《投资法》第 28 条26仅规定投资者之间投资争议的解决办法，并不
涉及投资者与塔国国家之间的投资争议解决问题。但在 BITs 缔约实践中，塔国与前述土库曼
斯坦相同，也不要求用尽或者先行利用东道国的国内救济措施。同时，与哈、吉、土三国相比，
塔国 BITs 除 1995 年与韩国和 1996 年与土耳其签订的两份 BIT 之外，在 1989 年至 2004
年 15 年间，几乎没有任何一份 BIT 为投资者申请国际仲裁程序设置当地救济前置的障碍，
在同意投资者提交 ICSID 仲裁以及 UCNCITRAL 专设仲裁的前提下，直接默示地放弃了东道
国的当地救济要求。只是在 2004 年后签订的几份 BIT 中，出现了东道国国内法院的规定，但
也属于投资者可选择的争端解决方式并非提交国际仲裁的前置程序。可以说，塔国 BITs 实践
对于当地救济的态度是中亚五国最为宽松开放的，为投资者创造了一个不受东道国救济程序束
缚的法治环境。
与前述四国不同，2020 年初，乌兹别克斯坦通过国内立法收紧投资争议管辖权，将东道
国司法救济作为投资者提交国际仲裁的前提条件，并且已经根据国内法开始了 BITs 的缔约实
践。2019 年底，乌兹别克斯坦《投资与投资活动法》获得通过，并于 2020 年 1 月 27 日 生
效。该法涵盖了本国和外国投资者在所有阶段与投资和投资活动有关的基本原则。27新投资法
的最大变化体现在对原来施行 20 余年的《外国投资人权利保障和保护措施法》第 10 条争端
解决机制条款的修改。不同于原来投资者有权在国内法院和国际仲裁中进行选择的规定，《投
资和投资活动法》
在第 63 条中将乌兹别克斯坦国内有管辖权的法院作为提交国际仲裁的前提，
只有当协商、调解以及法院审理均无法解决争端时，投资者才有可能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在
BITs 实践中，乌兹别克斯坦早期与其他四国规定基本一致，并不强制要求当地救济的用尽或
者优先适用，投资者对于争端解决途径的选择享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是在 2019 年与韩国的
BIT 中就已经有了在 180 天内首先寻求东道国司法程序的规定。28乌兹别克斯坦的做法不仅是
当前国际仲裁领域当地救济''回归”趋势的体现，也反映了该国作为中亚 地区引资大国所面临
的日益增多的投资争端的压力，同时，也使中亚地区传统的较为宽松的争端解决机制发生了改
变。
中亚国家在 BITs 中对用尽当地救济所采取的立场，与该地区国家的历史背景有关。在独
立初期，中亚国家的精英阶层对西方的治理模式非常向往，渴望学习和接受"全球方式”。 他
们与国际投资法和国际投资机构的首次接触以及随后的互动，都是在后苏联时代西方主导的治
理改革框架内进行的。[12]因此，在西方因素的影响以及本国吸收外资需要的推动之下, 中亚国
家接受西方专家提供的国际经济和技术援助方案，制定了近似于“国际标准和全球最佳做法”
的国内立法和双边投资协定。我们现在看到的中亚国家在国内法以及 BITs 实践中对用尽当地
救济的宽松态度都带有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西方主导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的影子。
但是，在 21 世纪初第一波投资争端发生之后，中亚国家对西方模式的投资保护体制产生
了怀疑。2006 年，乌兹别克斯坦就开始通过宪法法院强调本国经济法院对投资争端的管 辖权，
并且指出是否接受 ICSID 仲裁管辖权，应在每个个案中获得书面的同意。112」虽然乌兹 别克
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在国内立法中加强本国对外资的规制权，但 是由于
本国在 BIT 谈判中话语权较弱，以及长期的''规则接受者”的地位，使得本国对外签 订的 BITs
中仍然维持着之前较为宽松的规定。而此次乌兹别克斯坦在国内法和 BITs 实践中的重大转变，
足以反映出其利用国内司法救济以收紧东道国管辖权的政策取向，值得引起 投资者及资本输出
国的注意。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投资法》，“一带一路”法治地图网站， http://qhsk.sz.gov.cn/qhbr/law/detail/320?k=,访
问时间 2020 年 8 月 19 日。
27
GRATA International, The Law "On Investmentsand Investment Activities" has come into force inUzbekistan, Retr
ieved from https://www.lexology.com/libr•口 ry/detail.aspx372e53d5-7a4f-45bf-9eb7- 8b56dcc8f365# last visited on
August 19, 2020.
28
See The 2019 Korea-Uzbekistan BIT, Articl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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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与中亚五国现行 ISDS 条款中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规
定与不足
中亚国家独立后不久，就开始了与中国的 BIT 谈判，其中，哈、吉、乌、土四国于 1992
年与中国达成协定，次年塔吉克斯坦与中国达成协定。经过近 30 年的时间，无论国际经贸形
势发生何种变化，除 2011 年中乌 BIT 进行了重新修订以外，中国与中亚其他四国 BIT 几乎
没有进行任何修订。由于 BIT 中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与具体的争端解决途径是密不可分的，因
此，本文将在中国与中亚国家 BITs 中争端解决途径规定的基础上，论述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
不同规定。

（一）现行 ISDS 条款中关于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规定
由于土库曼斯坦与中国的 BIT 并未就 ISDS 机制达成实质性协定，因此，
在另外 4 份 BIT
中，对用尽当地救济的规定主要可分为新旧两种模式：
第一，"旧模式”主要是指上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与哈、吉、塔三国 BIT 中采用的模
式。在这三份 BIT 中，关于投资争端的解决方式仅规定缔约一方与另一方投资者之间关于征
收补偿数额的争议可提交仲裁庭。29这里的仲裁庭是争议发生后，由双方协商，逐案组成的临
时仲裁庭。BIT 还规定，如果双方就仲裁员选择发生争议，任何一方均可提请斯德哥尔摩商会
仲裁院主席作出任命。此外，仲裁庭也可参照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规则制定临时仲裁的程序
规则。至于是否要求先行利用或者用尽当地救济，协定中并未提及。
第二，"新模式”主要是指 2011 年中乌 BIT 中的规定。中乌 BIT 与其他 4 份 BIT 关
于 ISDS 条款规定最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争端解决方式的多样性、开放性，以及对用尽当地救
济原则的取舍进行明确规定等方面。在争端解决途径方面，中乌 BIT 为投资者提供了协商调
解、国内司法审判、ICSID 仲裁、依据 UNCITRAL 规则的专设仲裁以及其他仲裁机构仲裁五
种选择，投资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于己有利的争端解决方式。同时，BIT 允许国际投资争
端在其他仲裁机构解决的规定，也是对传统 BIT 实践的更新。在对待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态
度方面，中乌 BIT 明示放弃了国内司法救济优先的权利，将国内法院与国际仲裁并列规定，
将国内法院与国际仲裁并列规定，为中国投资者免于在乌国内法院进行诉讼序提供了可能。但
是，中乌 BIT 并未一并放弃国内行政救济程序优先的规则，而是通过明示要求的方式，对用
尽东道国国内行政复议程序进行了规定。
中乌 BIT 明示放弃国内司法救济、明确要求首先用尽行政救济的规定，兼顾了传统国际
法和《华盛顿公约》实践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不同观点，避免了因规定不清导致的用尽当 地
救济规则适用的难题。因此，无论传统国际法和国际仲裁实践对默示放弃东道国当地救济的效
力如何认定，在 BIT 中对用尽当地救济适用与否进行明示规定，都有利于投资争端的顺利解
决。

（二）现行规定的不足
由于当前尚未发生中国投资者根据 BIT 将其与中亚国家的投资争议提交国际仲裁的案例，
因此，中国与哈、吉、土、塔四国 BIT 中的缺陷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但是随着中国
企业在吉投资受损事件的发生，中国与中亚国家 BITs 对投资者程序性利益保护不足的弊端将
会进一步显露。另外，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立法和 BITs 实践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态度转向保
守，可能为中乌现行 BIT 的适用带来不确定因素。具体而言，中国与中亚国 BIT 中的 ISDS
条款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之处：
第一，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规定不够明确，并不必然产生默示放弃的效果。除新修订
的中乌 BIT 之外，其他四份 BIT 在简单约定临时仲裁的情况下，均未表明对用尽当地救济原
则的确切态度。东道国是否要求先行利用或者用尽当地救济程序，投资者很难从 ISDS 条款中
找到答案。根据前文的论述，传统国际法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仍然坚持''放弃必须明示” 的观
参见《中国一哈萨克斯坦双边投资协定》第 9 条、《中国一吉尔吉斯斯坦双边投资协定》第 8 条、《中国 一
塔吉克斯坦双边投资协定》第 9 条。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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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尽管《华盛顿公约》将其改为''要求需明示”，但也以缔约双方在 BIT 中接受 ICSID 管辖
权为前提。即便后来“要求需要明示”的观点被一些非 ICSID 仲裁庭采纳，但是只有根据
UNCITRAL 规则成立的专设仲裁庭在仲裁案例中明确支持这一观点。默示放弃用尽当地救济规
则是否有效主要在于仲裁庭的个案判断。
然而，中国与哈、吉、土、塔四国 BIT 中既未同意将争端提交 ICSID 仲裁，也未约定
依据 UNCITRAL 规则成立专设仲裁庭，而只同意在双方协商一致前提下自行组成专设仲裁庭
进行临时仲裁，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及其仲裁规则仅在争端方组建仲裁庭、确立程序规则遇
到困难时才起到辅助作用。因此，很难得出中国与前述四国 BIT 中已经默示地放弃了用尽当
地救济原则的结论。一旦中国投资者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发生投资争端，中亚国家很有可能抓住
传统国际法"放弃需要明示”的观点，主张对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沉默并不意味着东道国放弃
对当地救济优先适用的要求，从而将争端管辖权控制在本国之内。即便 BIT 中的临时仲裁庭
能够成立，并且按照"要求需要明示”的观点驳回东道国关于当地救济优先的主张, 虽然满足了
投资者提交国际仲裁解决纠纷的愿望，但是经历一番周折，程序上的拖延以及仲裁费用的浪费
已经无法避免，这对双方而言都是不利的。
第二，乌兹别克斯坦收紧投资争端的国内管辖权，使中乌现行双边投资协定中 ISDS 条
款的适用遭遇变数。乌国以往的 BIT 实践很少有当地救济优先的要求，投资者可以比较自由
地在东道国法院或国际仲裁中进行选择。部分与发达国家的 BITs 甚至仅仅规定国际仲裁而非
东道国法院作为最终解决方式。30具体到中乌 BIT 中的 ISDS 条款，该条款同样没有赋予东道
国要求国内司法程序优先的权利，投资者只要用尽行政复议程序后，就可以在国内法院和国际
仲裁程序中自由选择。但是，当乌国要求国内法院优先的《投资和投资活动法》（以下简称：
乌国新《投资法》）生效后，中乌 BIT 就有可能与乌国国内法规定发生冲突。
根据乌国新《投资法》第 23 条关于抵触的规定，"如果本法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其他法规
或者与国际条约规定相抵触的，则以最有利于投资者的规定为准。”31第 32 条的规定表明乌
国在对待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冲突的问题上，并未规定国际法优先，而是以有利于投资者为标准。
仅从第 32 条字面意思来看，“有利于投资者的规定为准”，似乎是乌国提高投资保护标准的
体现，但是与实体条款（如税收优惠）相比，争端解决条款中“有利于投资者规定” 的判断标
准就变得难以确定。特别是在国内法院与国际仲裁之间进行比较时，国内程序在费用上可能比
国际程序更为经济，投资者很难客观地证明国际仲裁比国内法院对投资者更为有利。因此，在
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有利于投资者”的判断标准十分模糊，投资者能否利用第 32 条的
规定基于中乌 BIT 的保护当然豁免乌国新《投资法》规定的诉讼前置程序， 有待乌国政府的
进一步释明。

五、中国与中亚国家 ISDS 条款中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完善建
议
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至今，受"最佳国际标准”影响的中亚国家在国内法以及 BITs 实践
中基本上放弃了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要求。但是随着国际投资仲裁面临困境，当地救济在国
际投资协定中出现"回归”的迹象，乌兹别克斯坦率先将用尽国内司法救济作为投资者提交国
际仲裁的前提条件，对待国际仲裁的态度趋向保守。在修订与中亚国家的 BITs 时， 中国应在
充分考虑双方立场和国际投资法治主流观点的情况下，更新 ISDS 条款中的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提高中国海外投资者程序利益的保护标准。

（一）明示放弃用尽当地救济，保证国际仲裁顺利进行
在中国与哈、吉、土、塔四国的 BIT 谈判中，引入国际仲裁完善 ISDS 条款中的争端解
决途径是中国和前述四国的应然选择。但是，缔约双方是否为投资者寻求国际仲裁设定当地救
30

田文静：《乌兹别克斯坦外商投资即将"三法合一"》，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v/detail.aspx?g=615a67b2-55d8-457b-8108-95a8607ef012, 访问时间 2020 年 8 月
21 日。
31
See Law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Investment and Investment Activities, Article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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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前提条件，现行 ISDS 条款中的规定无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为了防止争端解决过程中东
道国利用现行条约中的漏洞为投资者寻求国际仲裁设置程序性障碍，有必要在 BITs 更新谈判
中对用尽当地救济规则进行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在更新谈判中，中国应当在坚持放弃国内司
法救济优先要求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明示放弃用尽国内行政复议程序的要求，从而在与前述
四国的 ISDS 条款中彻底放弃当地救济优先的规则。将东道国行政救济与国内司法救济同等对
待，在 ISDS 条款中与国际仲裁程序并列规定，允许投资者在当地救济程序与国际仲裁程序中
自由选择。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吸引外资的现状来看，缔结高标准的 BITs 是保护中国
海外投资的必然要求。早在本世纪初，中国权威学者曾对 1998 年之后中国在 BIT 实践中的
放权行为进行了批评，32认为处于资本输入国地位的中国不应贸然放弃用尽当地救济这一“安
全阀”，而是要静观形势发展，稳妥地"与时俱进”，待日后中国对外投资额相当于所吸收的
外资时，再缔结高保护标准的 BIT。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
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中国又一新的经济增长点。
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始终保持在国际前列，中国已经从单纯的资本输入国转变为兼具资
本输入国与输出国身份的双向投资大国。保护中国海外投资者利益成为中国参与国际投资法治
建设的重要价值取向，况且中国在 BITs 实践中放弃用尽国内司法救济的要求已经经过了一段
时间的试验，并未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实质影响。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放弃用尽国内行政
救济程序的要求，与中国的友好邻国签订高保护标准的投资协定，可谓正当其时。
其次，从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投资关系来看，彻底放弃用尽当地救济优先的原则，对
中国而言利大于弊。以往对是否应彻底放弃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困惑在于，维护中国作为东道
国的经济主权、避免陷入被诉至国际仲裁的困境与保护中国投资者程序利益、防止其在东道国
救济程序中遭遇不公待遇的二元价值目标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简言之，即是防止中国频繁被
诉与保护投资者利益之间难以抉择。中国与哈、吉、土、塔四国的 BITs 谈判也将面临这个问
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当从分析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投资关系入手。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投资
关系中，中国一直较为稳定地扮演者资本输出国的角色。例如，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国家中与
中国投资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 2018 年度哈萨克斯坦投资环境声明，
中国是哈国的第四大外资来源国，而中国并非哈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33在投资数据方面，
2018 年哈国对中国投资存量为 2 亿 7 千万美元，34仅占中国对哈投资存量的 3.6%，如果中
国为了规避 3.6%被诉至国际仲裁的风险而继续坚持严格的用尽行政复议要求，无疑是为占
96.4%的海外中国投资者设置了障碍。因此，将用尽当地行政救济规则应用在中国主要作为资
本输出国的 BIT 中，不仅很难起到防范中国直接被诉至国际仲裁的效果，反而很可能成为中
国投资者寻求国际仲裁救济、维护自身权益的障碍。特别是当缔约方属于法治水平有待提高的
发展中国家时，投资争议在国内程序中获得公正、高效、便利解决 的可能性更小，因此，中国
在与上述四国重新修订的 BITs 中彻底放弃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将对中国投资者赴中亚国家投
资兴业起到推动作用。
最后，从前述四国对放弃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可接受程度来看，彻底放弃用尽当地救济
不会遭到中亚四国的强烈反对。通过前文对四国在国内法以及 BITs 实践中对用尽当地救济的
宽松态度可以预测如果中国提出彻底放弃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建议，其他四国提出反对意见的
可能性很小。同时，东道国自愿将本国与投资者之间投资争议的管辖权让渡给国际仲裁程序，
也是该国行使主权的表现，不存在干涉他国经济主权的问题。
虽然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在 ISDS 机制中有''回归”趋势，但是仍未形成主流观点，并且中
国不断提升的外资保护需求，急需高保护标准的 ISDS 条款提供支持。可以说，中国仍是现行
国际投资仲裁体制的受益者，中国应当成为 ISDS 体制的倡导者和改良者。对于要求或 者放弃
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问题，应当根据我国与缔约对方之间的投资关系进行“逐案分析”，以彼
陈安：《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四大"安全阀"不宜贸然拆除一美加型 BITs 谈判范本关键性,争端解决"条款
剖析》，《国际经济法学刊》2006 年第 1 期，第 20 页。
33
See 2018 Investment Climate Statements: Kazakhst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tate.gov/reports/2018-investme
nt-climate-statements/kazakhstan/, last visited on August 23, 2020.
34
See National Statistical Committee of the Kyrgyz Republic, Exit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by countries, Retrieve
d from http://www.stat.kg/en/statistics/download/dynamic/1109/, last visited on August 23, 202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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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间的实际投资关系作为判断本国缔约目标的主要依据。特别是在与中国重要的投资目的国
以及国际社会公认的投资风险较高的国家缔结 BITs 时，更应放开手脚，在明示放弃国内司法
救济的同时，一并放弃对用尽行政复议程序的要求，为投资者提供程序上的便利。

（二）争取中乌 BIT 继续适用，应对国内司法救济" 回归”
虽然乌兹别克斯坦并非是中国在中亚五国中投资存量最高的国家，但却是近年来增速最快、
增幅最大的国家。乌国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态度的最新变化，使中乌 BIT 中 ISDS 条款 的适
用趋向复杂，将对中国投资者赴乌投资产生重要影响，应当引起中国政府与投资者的足够重视。
首先，根据中乌 BIT 第 18 条关于协定有效期的规定，如果在 2020 年 8 月 31 日之
前，任一条约当事方没有书面通知对方终止该协定，则协定还将自动延续 10 年，即使任意一
方终止了投资协定，BIT 中的实体条款仍可对终止日期之前的投资继续适用 10 年。因此，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乌 2011 年 BIT 中的 ISDS 条款，仍然是解决中国投资者与乌国投
资争端的主要依据。因此，如何利用乌国新《投资法》中"当本国立法与国际条约相冲突时，以
有利于投资者的规定为准”的条款，使得中国投资者可以当然豁免乌国新《投资法》国内诉讼
前置的规定，继续基于中乌 BIT 的保护，绕过乌国国内诉讼程序，在穷尽东道国行政复议程
序的前提下，提交国际仲裁寻求争端的最终解决，成为值得我国理论和实务界予以关注的问题。
虽然 ISDS 体制中"有利于投资者的规定”尚无明确的判断标准，但是，通过对比中乌 BIT
与乌国新《投资法》的规定可以发现，《投资法》强制投资者用尽国内司法救济的规定限制了
中乌 BIT 中投资者对国内法院和国际仲裁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使得投资者根据中乌 BIT 直接
寻求国际救济的权利无法实现。因此，从投资者选择权保护以及促进投资自由化的角度分析，
中乌 BIT 与乌国新《投资法》相比，前者的规定对投资者而言更为有利。因此, 投资者应把握
机会，从争端解决方式的选择权角度积极抗辩，争取中乌现行 BIT 的继续适用，防止因乌国
司法救济的缺陷而再次造成对自身利益的损害。
其次，虽然短时间内中乌 BIT 终止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也不排除投资争端发生后乌国主
动要求修订中乌 BIT，在 ISDS 条款中纳入用尽当地司法救济规定的可能性。为此，中国政府
也需做好谈判准备，在互利共赢、友好协商的基础上，构建符合双方利益的 ISDS 条款。 如果
决定接受乌国的规定，中国可以通过为东道国当地救济的实施附加合理期限，或者规定特定类
型的投资争议例外的方式，将乌国司法救济前置的影响降至最低。中国政府可以根据形势的发
展，制定具体的谈判方案。

结语
一项争端解决途经多元、结构层次合理、赋予投资者选择权的 ISDS 条款不仅能够有效
地解决投资争端，而且能够激发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实现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的“共赢”。
虽然，中国与中亚五国均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但是条款老旧、内容政治化、规定原则化等问
题，使得上述 BITs 流于形式，难以起到保护中国投资者利益的实质作用。因此，重新签订或
修改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成为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交流的当务之急。
对于 ISDS 条款中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问题，我们应当认识到，上世纪 80 年代延续至
今的放弃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做法，对于处于资本输出国地位的国家而言是有益的。在中国与
中亚国家的投资关系中，作为资本输出国的中国更应坚持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价值目标，积极推
动高水平 ISDS 条款的签订。具体而言，面对哈、吉、土、塔等持宽松态度的国家，中国可争
取将东道国国内救济途径与国际仲裁并列，取得明示放弃当地司法和行政救济优先的法律效果，
为我国投资者直接提起国际仲裁解决争议提供便利。对于持收紧态度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也
应在尽可能地保证现行中乌 BIT 有效实施的前提下，做好修订中乌 BIT 的准备，保障在乌中
国投资者的程序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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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 inciple of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in the ISDS Clauses of the Bilater al
Investment Agr ee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Five Centr al Asian Countr ies
ZHAO Yong-peng
(Law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Abstr acts: As an ancient international customary law principle, the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Principle runs through the entir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being
used as a tool to maintain_the power of regulation on foreign investment by capital-importing countries.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s for investment from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Principle has been gradually abandoned by capital-importing countries. However, in the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concluded in recent years, there is a returning trend of this princip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Chinese outbound investment i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what kind of attitude should be adopted to deal with the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Principle has become a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resolved to improve BIT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t present,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two attitudes of relaxation and tightening
on whether to require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Principle. For countries with a relaxation attitude
such as Kazakhstan, Kyrgyzstan, Turkey, and Tajikistan, China should actively advocate for
abandoning the requirement of exhausting local judicial and administrative remedies, and protect the
rights of Chinese investors to directly submit disputes to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s for Uzbekistan,
which adopts the tightening attitude, China should ensu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ent
China-Uzbekistan BIT as much as possible. At the same time, it must be prepared to revise the
China-Uzbekistan BIT to protect the procedural interests of Chinese investors in Uzbekistan.
Keywor ds: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ISDS Clause,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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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条约可仲裁事项条款的“风险二重性”与管控对策
欧继伟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上海

201620）

摘 要：中国现存有效的双边投资条约和 FTA 投资章分别规定了“有限同意”、
“全面同意”
和“全面同意”+“例外”式可仲裁事项条款，这些存在于条约中的可仲裁条款因为各自粗
疏或不够精细的内在特征或模糊激进构成“原生风险”
。
“有限同意”式可仲裁事项条款潜在
的“原生风险”引发投资仲裁实践中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并存，极大解释分歧形成仲裁偏差，
从而构成“次生风险”动摇法律稳定性；
“全面同意”式可仲裁事项条款产生的“次生风险”
本质是在不同程度上挑战东道国规制权；
“全面同意”+“例外”式可仲裁事项条款潜在“风
险二重性”已构成；以上条款的“风险二重性”给中国投资条约和中国所涉仲裁实践提出极
大挑战从而要求中国政府投资协定改革热潮下结合中国国情寻求改变，这样的改变必须基于
对国际最新投资缔约实践以及成功修订的相关经验慎重考量。在应对可仲裁事项条款所带来
的“风险二重性”上有三种管控措施，上策是全面修订可仲裁事项条款，其对象是“有限同
意”、“全面同意”、“全面同意”+“例外”式可仲裁事项条款，该修订以精细平衡主义范式
条款为目标以求根本上消除“原生风险”；中策是保留现存有效条款基础上与各缔约国成立
联合解释委员会出具联合解释，其对象主要是“有限同意”式可仲裁事项条款，将该条款进
行扩大解释以管控“次生风险”应对中国投资者向外投资趋势并为他们保驾护航；下策是全
面放开或者全面禁止可仲裁事项范围，效仿印度巴西采用的争端预防程序进行内部消化。针
对三种对策，在不考虑成本长期情况下可采用上策，在考虑成本的短期情况下可采用中策，
在考虑中国兼具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双重角色下不应采用下策，但下策可考虑在解决重
大投资争端时作为一种政治解决方式内部消化。
关键词：可仲裁事项条款；风险二重性；东道国规制权；有限同意；全面同意

一、引言
截止至 2020 年 10 月，根据 UNCTAD 以及 ICSID 官方的数据显示，以中国投资者为申
请人案件已增至 7 起，选择《ICSID 规则》和《ICSID 附加便利规则》在解决投资争端国际
中心（以下简称“ICSID”）来解决争端案件有 5 起，其中 1 起在 2020 年登记， 1 而通过
《UNCITRAL 规则》在国际常设仲裁院（以下简称“PCA”）或者其他地方进行仲裁案件有
2 起，2但其中 1 起案子已撤回起诉；3以中国政府为被申请人的案件已经增加至 5 起，其中

欧继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 2019 级国际法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投资法。
1
Fengzhen Min v. Korea, ICSID Case No. ARB/20/26; Sanum Investments v. Laos (II)，ICSID Case No.
ADHOC/17/1；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v. Yemen，ICSID Case No. ARB/14/30；Ping An v. Belgium，
ICSID Case No. ARB/12/29；Tza Yap Shum v. Peru，ICSID Case No. ARB/07/6.
2
China Heilongjiang Corp and others v. Mongolia，PCA Case No. 2010-20；Jetion and T-Hertz v. Greec
e.
3
据 IA Reporter 报道，两家中国投资者 Jetion Solar Co. Ltd and Wuxi T-Hertz Co. Ltd 于 2019 年 12 月
撤回了在 2019 年 5 月向希腊政府发出的仲裁通知。https://www.iareporter.com/iar-search/?desktop-submit=%
E6%8F%90%E4%BA%A4&iarsearch=Jetion+Solar+Co.+Ltd+and+Wuxi+THertz+Co.+Ltd&iar_dt=5&cdfrom=
&cdto=，2020 年 10 月 4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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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起在 2020 年进行登记。4以上所涉 12 起案件可仲裁事项条约依据是嵌入“有限同意”条
款第一代双边投资条约和嵌入“全面同意”条款第二代双边投资条约（以下简称“BITs”）。
广泛存在于中国对外签订的 119 个现存有效 BITs 两类条款所带来“风险二重性”是，
“有限
同意”条款本身的模糊性所隐含的“原生风险”引发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解释分歧的“次生
风险”，给法律稳定性带来极大挑战，使中国投资者和中国政府无法准确预见条约产生的法
律后果，“全面同意”条款本身开放性所带来的“原生风险”无限扩大对投资者保护而使中
国政府处于频频被诉至被申请人席位国际投资仲裁“再生风险”中。虽然 2012 年起对外签
订嵌入“全面同意”+“例外”条款能够较为全面平衡投资者和东道国利益，且还未引发相
关国际投资仲裁，但条款内容不够精细，存在潜在“风险二重性”。随着中国的对外投资开
始与利用外资规模相当，中国越来越兼具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的双重角色，因此有必要
对中国现存双边投资条约可仲裁事项条款内容进行梳理并对仲裁庭关于可仲裁事项条款的
解释进行研究以 “窥一斑而知全豹”
，并借鉴最新投资条约缔约实践与解释时间为中国投资
条约可仲裁事项范围条款提供修订对策。

二、可仲裁事项条款隐含的原生风险内在特征：粗疏与非精
细化
目前中国对外签订现存有效的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投资章都涵盖了可仲裁事
项条款，但因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在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有关可仲裁事项范围条款也
就存在着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一）“有限同意”式5可仲裁事项条款：约文措辞粗疏且保守
“有限同意”式可仲裁事项条款是指对有限的若干种争端类型概括同意国际投资仲裁庭
的管辖权，缔结含有此种类型仲裁管辖事项范围条款的投资条约时间主要集中在 1982 年
-1998 年 。 此 条 款 具 体 到 中 国 对 外 缔 结 的 第 一 代 BITs 中 ， 就 是 将 “ 涉 及 、 有 关
（Involving/Relating to）征收补偿额（或“涉及征收补偿款额”、“涉及国有化和征收补偿款额”）
的争议提交国际仲裁”。此种“有限同意”条文措辞仍旧存在于现行有效的第一代 BITs 当中，
它是以争端解决条款中“同意”管辖范围来限制仲裁庭管辖事项范围。据统计，与欧洲国家
签订的 BITs 中保留此条文措辞的有 20 个、亚洲国家有 31 个、美洲国家有 7 个、非洲国家
有 13 个以及大洋洲国家有 3 个，总共 74 个国家。6这样措辞粗疏的条款自缔结以来依旧现
存有效，其保守性质至今仍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中国政府被诉，然而其“原生风险”在条约文
本利益考量上并不利于保护海外投资者。

Goh Chin Soon v. China, ICSID Case No. ARB/20/34; Macro Trading Co.,Ltd. v.China ICSID Case N
o. ARB/20/22; Hela Schwarz v. China, ICSID Case No. ARB/17/19; Ansung Housing v. China, ICSID C
ase No. ARB/14/25; Ekran v. China, ICSID Case No. ARB/11/15.
5
此处所指的“有限同意”并不仅仅是接受 ICSID“中心”管辖，而是包括所有的国际仲裁庭的管辖；而
且此处所称“有限同意”式可仲裁事项条款是指“有限同意”的内容，而非“有限同意”的方式。关于此
种“有限同意”是专指接受 ICSID “中心”的管辖，参见王海浪：《“落后”还是“超前”——论中国对 I
CSID 管辖权的同意》
，《国际经济法学刊》2006 年第 13 卷第 1 期。
6
参见 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Nocategory/201111/20111107819474.shtml，2020 年 10 月 04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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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面同意”式7可仲裁事项条款：约文措辞粗疏而激进
“全面同意”式可仲裁事项条款是指对所有的争端类型概括同意国际投资仲裁庭管辖权，
即将所有与投资有关的争议提交国际仲裁，且不对有关争端附加任何重大例外。具体到中国
对外缔结的第二代 BITs 当中，就是允许将“与投资有关的任何争议”提交国际仲裁，这是
自由主义范式激进理念体现。自 1998 年中国与美洲国家巴巴多斯签订嵌入此种“全面同意”
式条款的双边投资条约开始，到 2012 年之前，中国对外缔结双边投资突破了以往保守主义
范式 BITs 的规定，进入自由主义范式时代。此后中国通过签订、修订或重新签订的方式将
此类型条款嵌入双边投资条约中的欧洲国家有 13 个，亚洲国家 9 个，美洲国家 7 个，非洲
国家 13 个，大洋洲 1 个，共 43 个。8除了双边投资条约以外，中国对外签订的自由贸易协
定投资章（以下简称“FTA 投资章”
）里也嵌入“全面同意”式条款，如与智利、秘鲁、巴
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哥斯达黎加、新加坡等 5 国签订的 FTA。9这样过于粗疏却激进条款
将东道国完全暴露在国际投资仲裁面前而不附加任何保护屏障，对东道国规制权产生极大诉
累“原生风险”。
（三）“全面同意”+“例外”式可仲裁事项条款：约文不够精细但较平衡
“全面同意”+“例外”式可仲裁事项条款是指原则上概括同意所有与投资有关的任何
争议提交国际仲裁，但例外规定与投资所涉的若干种特殊事项明确排除投资仲裁管辖，同时
还规定重大安全例外条款限制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2012 年起，以中国与加拿大、日韩签
订 BITs，中国与澳大利亚、韩国签订 FTA 投资章为代表，此类型投资条约采用“全面同意”
+“例外”式的可仲裁事项条款，标志着中国同发达国家间投资条约开始采用平衡范式主义。
该类型条约的条款规定较为精细，与仲裁管辖事项范围有关的内容分散于金融措施和审慎措
施等其他章节中，而不再仅仅规定于争端解决条款当中。这样较为平衡条款有利于平衡我国
现阶段东道国规制权和海外投资者利益保护，但随着国际投资缔约实践的演进，有关劳工、
环境、人权等一系列问题并没有被考虑在条约文本内，使得“原生风险”无法最大程度得到
规制。毫无疑问第三代 BITs 并没有成为引领国际投资仲裁缔约话语权的风向标，仅仅只是
对原有优秀国际缔约实践总结。

三、可仲裁事项条款引发仲裁实践偏差的“次生风险”：东道
国规制权被频频挑战
“有限同意”式可仲裁事项条款引发了国际投资仲裁庭对其管辖事项范围界定的分歧，
这种仲裁分歧主要体现在“扩张性解释”和“限缩性解释”的解释方法，从侧面反映出仲裁
庭对投资者利益保护和东道国规制权的利益考量，但这样的仲裁实践分歧所带来“次生风险”
直接增加法律不确定性，其实质是东道国规制权被仲裁庭频频挑战；而“全面同意”式可仲
裁事项条款则赋予仲裁庭将所有争端纳入仲裁管辖事项范围内并且不对仲裁庭管辖权限做
任何限制，这将使东道国在仲裁开始之初就失去管辖范围抗辩机会，也使仲裁庭在裁定侧重
此处所指的“全面同意”并不仅仅是接受 ICSID“中心”管辖，而是包括所有的国际仲裁庭的管辖；而
且此处所称“全面同意”式可仲裁事项条款是指“有限同意”的内容，而非“全面同意”的方式。关于此
种“全面同意”是专指接受 ICSID “中心”的管辖，请参见王海浪：
《“落后”还是“超前”——论中国对
ICSID 管辖权的同意》
，《国际经济法学刊》2006 年第 13 卷第 1 期。
8
参见 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Nocategory/201111/20111107819474.shtml，2020 年 10 月 04 日访问。
9
参见 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Nocategory/201111/20111107819474.shtml，2020 年 10 月 04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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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利益保护考量上于法有据，相应地使东道国规制权遭到一定程度削弱，从而使到投资
者可以肆意提起投资仲裁将东道国置于频频被提起仲裁的“次生风险”之中；“全面同意”
+“例外”式可仲裁条款还未引发相关国际投资仲裁，但它是条约文本中投资者和东道国利
益相对平衡风向标，考虑到近年投资条约的变革在与投资仲裁的演进，还需对“全面同意”
+“例外”式可仲裁条款进行全面“风险二重性”评估，以期降低法律不确定性风险和滥诉
风险，在条约文本上最大可能实现投资者和东道国利益平衡。
（一）“有限同意”式可仲裁事项条款下仲裁实践分歧：扩张解释和限缩解释并存滋生
东道国规制权被频频挑战“次生风险”
1. 对“有限同意”式可仲裁事项条款扩张性解释：投资者身上“护身符”
“有限同意”式可仲裁事项条款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国际投资仲裁庭重点关注对象，
“谢业深诉秘鲁案”、
“世能诉老挝案”和“北京城建诉也门案”仲裁庭都对该条款采取了扩
张性解释方法。然而该解释方法却引起东道国强烈不满从而频频对管辖权裁决结果提出挑战，
引起投资仲裁界对该问题的探讨，尤其在“谢业深诉秘鲁案”和“世能诉老挝案”体现得尤
为明显，而“北京城建诉也门案”依旧遵循前两个案子解释思路，使得争议不断。
在“谢业深诉秘鲁案”中，仲裁庭认为“涉及征收补偿款的争议”（“a dispute involving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for expropriation” ） 的 可 仲 裁 事 项 条 款 字 面 用 语 是 “ 涉 及 ”
（“involucra”）,善意解释该措辞应该解释为“包括”对补偿款额的确定而非限制在补偿款
额这个要素内，因为“limited to”与“exclusively”同该条款所用的“involving”的措辞有着
根本不同的含义。10之后秘鲁政府以仲裁庭“明显超出权限”为由提起撤销程序，其援引理
由是“仲裁庭在其管辖范围内犯下某些类型的严重错误，如果事实确凿的话，可以作为废止
的依据。”11而这个严重错误包括但不限于仲裁庭在明确其管辖事项范围时错误解读了第 8
（3）条的“岔路口条款”、错误解释了“中老 BIT”目的与宗旨是加强保护投资者以及没有
应用 VCLT 第 32 条关于补充证据的解释规则等等，12尤其是忽视“中老 BIT”中国谈判代
表范江虹先生证词。13但特设委员会不认同秘鲁政府观点，它认为仲裁庭在解释第 8 条以及
在认定“involving”含义是模糊的问题上“没有明显超出权限”，因为特设委员会认为第 8
（3）条并没有包括征收法律性质问题，但同样没有将所涉争端排他地限制在补偿数额上。14
而且仲裁庭是严格按照 VCLT 所规定的解释过程来进行的，仲裁庭查看了“involving”的普
通含义、考虑了第 8（3）条的上下文以及查看了辅助渊源，15这个过程并没有明显超出权限，
所以驳回秘鲁政府撤销请求。由此可以看出撤销特设委员会认同了仲裁庭对条款解释权限，
判断标准是只要是仲裁庭依据 VCLT 习惯国际法进行解释就没有超出权限行为，至于解释
的结果在所不问。“涉及征收补偿款的争议”作为可仲裁事项条款在该案中的解释思路为后
面相似条款所涉案子仲裁庭对该问题进行扩张性解释提供了参考依据，由此形成了条约缔约
See Tza Yap Shum v. Peru，ICSID Case No. ARB/07/6，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nd Competence, pa
ra.151.
11
W. Michael Reisman, Opinion on Annulment on the Grounds of Excès de Pouvoir and Failure to Stat
es Reasons of the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27 June 2012)
12
See Tza Yap Shum v. Peru，ICSID Case No. ARB/07/6，Decision on Annulment, para.86、87、88、9
0.
13
“我记得我们给[秘鲁谈判者]一个清晰直接的例子，我们在许多谈判中都使用了这个例子：如果我们的
法院裁定已经征收了您的投资并判定赔偿 6 美元，但您认为债务为 10 美元，关于这个赔偿数额的争议，您
可以未经我们同意而将争端提交仲裁，这个例子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国际仲裁的外部界限。
” Tza Y
ap Shum v. Peru，ICSID Case No. ARB/07/6，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nd Competence, para.167. (quoti
ng Mr. Fan’s Statement, para. 28).
14
See Tza Yap Shum v. Peru，ICSID Case No. ARB/07/6，Decision on Annulment, para.98.
15
See Tza Yap Shum v. Peru，ICSID Case No. ARB/07/6，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nd Competence, pa
ra.167., para.146-17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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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条款含义解释与仲裁庭对条款含义解释的矛盾，直接增加了条约条款作为法律不稳定风
险。
在“世能诉老挝案”中，仲裁庭深受“谢业深诉秘鲁案”仲裁庭解释影响，它认为“涉
及征收补偿款的争议”
（“a dispute involving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for expropriation”）的
可仲裁事项条款字面给人第一印象是限缩仲裁庭管辖事项范围在“征收应得赔偿款”，但是
仲裁庭还认为其他解释也是可能的，因为“involving”措辞比“limited to”有更广泛的含义，
如果缔约国有意愿将仲裁庭管辖权排他地限制在赔偿额争议上则会采用后者措辞。仲裁庭还
进一步解释，
“to involve”意思是“to wrap”和“to include”,这些措辞是包括性而非排他性
的含义。采用广泛解释不仅与其他条款保持一致，也与“谢业深诉秘鲁案”仲裁庭对相似条
款解释一致。16然后仲裁庭认为解释可仲裁事项条款还要考虑其上下文，将第 8 条与第 4（1）
条一起考虑就会发生条款之间解释上重叠，因为投资者一旦诉诸国内法院来决定征收是否发
生，那他就会被排除在提交仲裁有关赔偿款争议，所以根据 4（1）条“征收条款”，诉诸国
内法院征收问题做出判决时也一并包含对赔偿问题判决。17最后仲裁庭认为在解释过程中必
须适用“使条约有效原则”
（
“the principle of effet utile”）,它要求仲裁庭在解释国际规则时“是
为了使条款含义与措辞字面意义及上下文其他部分充分有效地一致，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将原因和含义归结到上下文的每一个部分。”18并且该原则是条约解释首要规则，这已为
一系列投资仲裁裁决所确认。19因此仲裁庭认为条约前言作为条约目的可能有助于解决其解
释中的疑问，但不能使条约条款无效。20
之后该案经过新加坡高等法院判决审查，新加坡高等法院推翻了仲裁庭关于可仲裁事项
管辖权裁决，裁定仲裁庭对征收仲裁请求没有管辖权而其可仲裁事项范围仅限于征收产生的
赔偿额争端。高等法院对双方都援引的“谢业深诉秘鲁案”的裁决观点进行逐点回应，首先
它认为“involving”也能被限缩解释为“暗示、包含或使之必要”（“imply, entail or make
necessary”）
；“征收赔偿额争议”是与第 8（1）条“任何争端”相对的，并进一步解释说，
如果条约赋予仲裁庭管辖征收行为认定，那么条约就在第 8（3）条用“与投资有关的争端”
（“in relation to”）才能与第 8（1）相一致，但显然条约并不这样规定。21其次仲裁庭认为
“谢业深诉秘鲁案”仲裁庭推理是有问题的，限缩仲裁庭的管辖事项范围在“征收补偿款”
并不必然意味争端无法提交仲裁，因为第 8（3）条产生仲裁选择并不会被限制争端为“征
收补偿款”而被取消，这种取消只能是投资者已将争端按照第 8（2）条提交给法院。22最后
仲裁庭认为从中国第一代 BITs 和第二代 BITs 措辞也能看出中国与老挝缔结 BIT 时就仅仅
同意将可仲裁事项限定在“征收补偿额争端”。23
该案继续上诉到新加坡上诉法院，上诉法院推翻了高等法院对可仲裁事项管辖范围的判
决，支持了仲裁庭对仲裁管辖事项范围的管辖权裁决。首先上诉法院认为“involving”确实
See Sanum Investments v. Laos (II)，ICSID Case No. ADHOC/17/1，Award on Jurisdiction, para.329.
See Sanum Investments v. Laos (II)，ICSID Case No. ADHOC/17/1，Award on Jurisdiction，para. 332.
18
Gardiner, Treaty Interpretation (200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49.
19
See Eureko B.V. v. Republic of Poland, Partial Award (Ad hoc, 19 August 2005), para. 248; see also
e.g., Noble Ventures v. Romania, ICSID Case No. ARB/01/11, Award of October 12, 2005, para. 50; or
Pan American Energy LLC and BP Argentina Exploration Co.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3/1
3, Decision on Preliminary Objections of July 27, 2006, para. 132; Cemex Caracas Investments B.V. and
Cemex Caracas II Investments B.V. v.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ICSID Case No. ARB/08/15,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of December 30, 2010, para. 104-114; Tidewater Inc. and others v. The Bolivari
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ICSID Case No. ARB/10/5,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of February 8, 2013, para.
134.
20
Sanum Investments v. Laos (II)，ICSID Case No. ADHOC/17/1，Award on Jurisdiction, paras.337-340.
21
See Judgment of Singapore High Court，[2015] SGHC 15，para.121.
22
See Judgment of Singapore High Court，[2015] SGHC 15，paras. 122-124.
23
See Judgment of Singapore High Court，[2015] SGHC 15，para. 126.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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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限缩解释也可以扩张解释，因此仅仅对“involve”可能的字典定义吹毛求疵并不利于解
释第 8（3）条。其次根据第 8（3）条上下文，上诉法院认为高等法院的结论存在诸多问题，
上诉法院认为高等法院并没有考虑到东道国首先在国内法院就赔偿问题提起诉讼后投资者
是否还能对此问题提起仲裁等后续问题，而且在东道国为避免间接征收赔偿额问题被提起仲
裁而选择不将争端提交国内法院，24倒逼投资者首先将征收行为问题提交国内法院，但这阻
断投资者将赔偿问题再提起仲裁，如果不采取扩张解释则投资者无论如何都无法提起仲裁从
而使仲裁条款归于无效；同时上诉法院针对老挝政府所援引案例进行批判，认为所援引采用
限缩解释的案例中条约措辞是“涉及征收法律性质争端”
（“disputes concerning the legality of
expropriation”）、“征收合法性”（“legitimacy of the expropriation”）和“基于赔偿额争端”
（“disputes with regard to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这种明确区分并规定在条约条款当
中的措辞是本案所没有的，所以考虑本案适用条约所规定的措辞后采用扩张解释方法并无不
妥。25最后上诉法院认可高等法院看法，即“不能仅仅看到前言保护投资者，也要看到尊重
东道国主权原则”。但不否认条约前言中保护扩张性解释与保护投资的宗旨是一致就已足够，
所以上诉法院认为高等法院判决错误从而认定仲裁庭有对征收行为管辖权。26该案一波三折，
经过两级法院审查结果可以看出仲裁庭所采取的扩张性解释方法依旧受“谢业深诉秘鲁案”
影响，两级法院都依据 VCLT 第 31 条进行解释，但结果却截然不用。高等法院判决虽然被
撤销但其论证的逻辑思路更符合“中老 BIT”缔约代表的认可，仲裁庭解释路径与条约条款
本身含义冲突将使该“涉及征收补偿额争端”可仲裁事项条款继续存在争议，增加法律不确
定性。
在“北京城建诉也门案”中，条约措辞“any dispute relating to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与“a dispute involving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for expropriation”略有不同。仲裁庭肯定
新加坡上诉法院论证思路，认为“通常含义”解释不足以决定采用扩张性还是限缩性解释，
而是更多要考虑上下文、目的与宗旨。再次仲裁庭认可“谢业深诉秘鲁案”仲裁庭与新加坡
上诉法庭对上下文的解释，即采取限缩性解释将导致投资者实际上无法诉诸仲裁，因此
“relating to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for expropriation”根据上下文解释必须被解读为包括
有关征收是否已经发生的争端在内。此外仲裁庭根据条约目的和宗旨进行解释时承认必须采
取“平衡”方法，但 BIT 总的目的还是激励外国投资流动，而采取限缩解释将达不到这样
的目的。27可以看出该案仲裁庭是通过阐述限缩性解释无法达到条约所要求的各种要求所暴
露出的缺点来反证扩张解释的“正确”，但这样的“正确”并没有经过扩张解释的正面论证。
最后仲裁庭对东道国所援引的案例进行逐一解释，认为本案既存在“岔路口条款”，也存在
“使条约有效原则”，只有采取扩张性解释才适当，因此驳回被申请人属物管辖权（rationae
materiae）异议。28
从以上三个案子仲裁庭论证思路及相关判决和撤销决定来看，可仲裁事项条款虽然在措
辞略有不同，但仲裁实践已经逐渐摒弃仅仅依据措辞通常含义就进行扩张性或者限缩性解释
思路，而是更多考虑上下文，尤其是它所处约文环境是否存在“岔路口条款”，是否违反“使
条约有效原则”等等，然后根据前言内容推定条约目的和宗旨，并强调虽然注重“平衡”投
资者保护和东道国规制权，但把削弱投资者保护作为条约违反充分非必要条件，也就是不要

See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Appeals of Singapore，[2016]
See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Appeals of Singapore，[2016]
26
See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Appeals of Singapore，[2016]
27
See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v. Yemen，ICSID Case No.
a. 90-92.
28
See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v. Yemen，ICSID Case No.
as. 99-10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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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CA 57，paras.132-133.
SGCA 57，paras. 135-146.
SGCA 57，paras. 148-151.
ARB/14/30，Decision on Jurisdiction，par
ARB/14/30，Decision on Jurisdiction，par

求削弱程度。关于“辅助方法”
，仲裁庭认为它权威性等级不够，只能在参考范围。而这也
反映了国际投资仲裁庭对于“涉及征收补偿额争端”条款的一贯解释思路。这样的条款原本
是缔约国意图保护东道国的巨盾，但却戏剧性地经过仲裁庭解释，成为插向东道国心脏一把
利剑。考虑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投资者向发展中国家“走出去”的趋势，这样的条
款却戏剧性地成为中国投资者的“护身符”。不过投资仲裁实践对条款解释与条约文本缔约
方意图不一致终究是中国投资者进行海外投资受挫时的“定时炸弹”，这样的矛盾注定中国
政府不及时对可仲裁事项条款进行修订，则中国投资者和中国政府命运是掌控在国际投资仲
裁庭手中。而这颗“定时炸弹”首先在“黑龙江公司诉蒙古国案”中率先爆炸，这样的法律
不稳定性预警中国修订可仲裁条款必要性和紧迫性。
2. 对“有限同意”式可仲裁事项条款限缩性解释：投资者身上“定时炸弹”
不同于以上三个案子仲裁庭裁决思路，“黑龙江公司诉蒙古国案”采取了截然相反限缩
性解释，从而回归缔约国对于可仲裁事项条款含义的缔约含义，但是也从侧面给“一带一路”
倡议路上投资者背上一个标签为“法律不确定”的“定时炸弹”。
在“黑龙江公司诉蒙古国案”中，仲裁庭将可仲裁事项条款视为“属物管辖权”
（
“rationae
materiae”）条款，对于“涉及征收补偿款争端”
（
“a dispute involving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for expropriation”）的论证，首先仲裁庭上下文将“提交仲裁”和“提交国内法院”的争端
范围进行判断，它认为在第 8（1）条提到“任何争端”（
“any dispute”）都需要“冷静期”，
接着第 8（2）条提到“该争端”
（“the dispute”
）提交国内法院，即法院管辖事项范围是“任
何争端”；然而第 8（3）条授予给仲裁庭可仲裁事项范围较窄，仅是“a dispute involving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for expropriation”，29换句话说法院和仲裁庭对“涉及征收补偿款争
端”都没有排他管辖权，而是给予投资者选择权利，而这种选择一旦做出则具终局性。其次
仲裁庭认同新加坡上诉法院关于仅仅解释“involving”并无助于解释条约观点，并认为其只
是中性词，30需要继续根据上下文进行解释，因此仲裁庭将第 4 条与第 8（3）条一起考虑，
仲裁庭认为征收赔偿支付（The payment of compensation for expropriation）是第 4（1）条施
加的首要义务，第 8（3）条中“涉及征收补偿额争端”指的是赔偿是否合适就是第 4（1）
条“是否等同被正式宣布征收时投资价值”，从而总结出只有争端确实无异议地限制在被正
式宣布征收产生的赔偿额上才能诉诸仲裁，而此时已有被正式宣布征收这个前提条件则不会
违反“使条约有效原则”，更没有“岔路口条款”剥夺投资者提起仲裁的情况。31最后仲裁
庭认为其前言并未表明缔约国有意授予仲裁庭对征收问题行使广泛管辖权，而且仲裁庭认为
将仲裁庭可仲裁事项范围限制在“涉及征收补偿额”层面，这种安排应该不足为奇，因为两
国当时具有类似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没有任何理由质疑另一条约缔约方的司法制度，因此没
有理由主张国际仲裁以解决投资争端，32所以裁定仲裁庭无管辖权。之后黑龙江等公司向美
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但被驳回。
可以看出，该案仲裁庭采用了虽认同了通常含义解释不可取须结合上下文进行解释的思
路，但在对上下文进行解释时论证思路发生了极大改变，仲裁庭可以管辖的可仲裁事项范围
是已经被正式宣告征收的赔偿支付不适当问题，这是在解释第 8（3）条时结合了第 4（1）
条的含义，预设了征收行为依然发生的，当所给予的赔偿问题却无法等同正式宣布征收时投
资价值，此时该事项才是仲裁庭可仲裁事项。仲裁庭做出与前三个案例相反裁决无疑将“定
时炸弹”引爆，使到海外投资者对于未来投资争端提交仲裁更加谨慎，法律不确定性风险陡
29
30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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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二）“全面同意”式可仲裁事项条款下仲裁实践：东道国频频成为被申请人增加诉累
“次生风险”
1. 2014 年“韩国安城房地产公司诉中国案”
：中国政府首次胜诉
该案同“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诉比利时案”一样，该案并没有进入案件的实体审理阶段，
而是根据 ICSID 仲裁规则第 41（5）条关于初步异议的加速处理程序就认定韩国公司超过“仲
裁时效”从而驳回其仲裁请求并结束了案件的审理，使到对投资者极为有利的“全面同意”
式仲裁管辖事项范围条款毫无“用武之地”。利用“属时管辖权”作为实体审理的前置程序
限制仲裁庭对“与投资有关的任何争议”进行实体审理，目的是为了防止投资者滥诉而使东
道国陷于不可预知的被诉的不安定状态，这是构成对投资者同意仲裁的限制，33这是东道国
在让渡司法管辖权之后所采取的“无奈之举”，却为东道国减低败诉风险。
2. 2017 年立案的“德国海乐西亚泽公司诉中国案”：中国政府再次成为被申请人
该案还在审理阶段，不过从“2003 年中德 BIT”争端解决条款看出，允许“就投资产
生的任何争议”提交国际仲裁是东道国对司法管辖权的完全让渡，而“属时管辖权”在争端
解决条款中也没有任何规定，基于此可以预见“2003 年中德 BIT”的简洁性不仅使东道国
陷于不可预知的被诉的不安定状态，而且这样的“简洁性”还使仲裁庭越过“属时管辖权”
而径直进入“属物管辖权”实体审理阶段，大大提高东道国败诉风险。
自 1998 年中国将对外签订的投资条约由原来“有限同意”条款变更为“全面同意”条
款之后，中国“走出去”政策作为一项重大举措推动了中国投资的海外投资热潮。这些投资
条约条款在当时起到为中国投资者海外投资保驾护航的目的，但在今天却显得不合时宜。在
中国越来越兼具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双重角色时，镶嵌“全面同意”条款的中国投资条
约在扩大投资可仲裁事项范围上并未设定重大例外限制，唯一有所规定的就是在附加议定书
中对投资和投资待遇条款做出一项限制性声明。毫无疑问，这样的条款设计极大地让渡了中
国司法管辖权，将国家规制权行为交由国际投资仲裁庭定性并裁判，极大限制东道国经济主
权，约束东道国管控经济危机能力，削弱东道国规制权。从目前仲裁实践来看，中国政府在
近几年被诉两起案件值得警醒。
（三）“全面同意”+“例外”式可仲裁事项条款下仲裁实践：尚未引发仲裁“次生风
险”
此种模式的缔约实践尚未引发相关仲裁实践，但可以预见缔约方的投资者若要提起投资
仲裁，在管辖权阶段必定要经过仲裁庭对“同意”范围的法律测试，有效防止滥诉产生；而
且东道国政府规制权在投资条约精细化安排下有了更广阔的自由权，这也是目前投资条约对
国际社会呼吁增强东道国规制权的一个回应，更加强调投资者利益保护和东道国规制权平衡。
而且该模式可以有效避免“有限同意”和“全面同意”两种极端模式所引发无法全面保护海
外投资者和东道国政府成为“被申请人”角色的二元分化势头，使兼具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
入国角色的中国得以在未来投资发展中形成良性平衡。此种具体“例外”是将其争端解决机
制中的实质内容辐射到整部条约实体内容当中，典型的缔约实践是“2015 年中韩 FTA”投
资章，其对条约适用范围、拒绝授予利益的客体、金融和税收举措的相对独立性、重大安全
例外条款的内容及相关标准、提起国际投资仲裁的实质条件、仲裁裁决的内容、征收的内容
33

参见陶立峰：
《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07-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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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具体认定标准等进行了细化，以条约规定直接限制仲裁庭管辖事项范围的同时，还通过压
缩仲裁庭自由裁量权的方式间接限制仲裁庭管辖事项范围，在投资者利益保护和东道国规制
权上达到了较好的平衡效果。
但不可否认，在仲裁实践尚未出现之时，该模式下的条约内容还有待完善，其对其他条
约下仲裁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没有做出相关回应，例如知识产权问题、劳工标准问题、利用
欺诈、贿赂或隐瞒等手段从事的投资行为认定标准和效果。这将使得仲裁庭对这些未规定事
项享有极大自由裁量权。

四、中国对可仲裁事项条款“二重性风险”的管控对策
（一）上策：向精细的平衡主义范式条款规范推进根本消除“原生风险”
对于“有限同意”式可仲裁事项条款，即便中国投资者在仲裁实践中屡屡因为“征收补
偿款的争端”条款扩张性解释而获益，但考虑到投资仲裁裁决没有判例法下“遵循先例”
（“stare decisis”
）法定要求并受前面仲裁裁决约束，34而仅仅是具有说服力作用，35加之“黑
龙江公司诉蒙古国案”仲裁庭采用了与前面三个不同仲裁庭和上诉法院论证思路，增加该条
款解释的不稳定性，因此中国政府应该着手对此条款进行根本修订，以配合“一带一路”倡
议实施。“全面同意”式可仲裁事项条款在四年内两次被援引，使中国政府在未来面临诉累
风险，避免重蹈“阿根廷式的悲剧”36。所以中国政府应当按照 2012 以后中国与加拿大、
日韩签订 BITs，中国与澳大利亚、韩国签订 FTA 投资章为代表的缔约范本进行平衡主义范
式条款推进，并参照发达国家或新近经济体最新缔约实践来对“有限同意”、
“全面同意”条
款进行根本修订。
1. 检视中国与发达国家、新近经济体投资缔约文本与条款体例安排
以“全面同意”条款规定在争端解决部分并附加“例外”条件于实体规则部分。中国最
新缔约实践以“中澳 FTA 投资章”为代表，该投资章将可仲裁事项限定在依法进行的涵盖
投资相关争端，从根本上否定了“涉及征收补偿款争端”条款存在，这是中国兼具资本输出
国和资本输入国后在国际投资领域的改革的第一步，而且将东道国采取非歧视的和出于公共
健康、安全、环境、公共道德或公共秩序等合法公共利益目标的措施作为“例外”明确直接
排除在争端解决部分的仲裁管辖范围之外。37然后在实体规则部分规定“一般例外”，与争
端解决条款中排除仲裁管辖事项范围的健康等公共目的相重合，从而造成仲裁庭完全排除和
部分排除可仲裁事项范围上的重叠，引起体系混乱；而且该“一般例外措施”并没有规定“自
判断标准”，从而给仲裁庭对“一般例外”措施仍有较大自由裁量权。在投资章中并未规定
与投资相关的审慎措施和其他金融争端的是否适用投资争端解决，而是在附件二“金融服务”
第六条将所有审慎措施和其他金融争端适用区别于投资争端解决的其他争端解决方式，这是
“中澳 FTA”体例设计上一刀切，如果出现涉及投资的金融争端，则在争端解决方式的选
择上模糊不清。
发达国家与新近经济体最新缔约实践也是大致按照这样的体系规定，但内容略有不同。
（1）TPP 与 CPTPP 将可仲裁事项范围限定在 A)实体投资章实体条款下义务、B)投资授权、
See KT Asia Investment Group B.V. v. Kazakhstan，ICSID Case No. ARB/09/8, para. 83.
See Krista Nadakavukaren Schef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Published b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13, p. 362.
36
截止到目前，阿根廷作为被申请人在 ICSID 所登记的案件多达 56 起，See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
Pages/cases/AdvancedSearch.aspx, 2020 年 10 月 5 日访问。
37
参见中澳 FTA 投资章第 11、12 条。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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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投资协议，并且投资者在东道国违反上述内容是投资者要遭受到损失或者损害，然后
在实体规则部分间接排除仲裁庭对东道国采用其认为合适措施管制投资活动，使其与环境保
护、健康和其他规制目标相一致，因为这里的“自判断标准”已经将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全
部剥夺了；39然后在“其他章节联系”一条中将东道国采取或者维持视为涵盖投资的已发行
债券或财务担保的措施纳入仲裁庭可仲裁事项范围内，而非全盘将金融服务排除投资仲裁庭
管辖（2）在 TTIP 中，投资争端解决范围仅限于东道国违反投资保护条款，并且东道国行
为使投资者遭受损失或损害，40而在实体规则部分，将知识产权所涉内容从征收条款中剥离，
同时将东道国规制投资权力放到实体条款的显著位置，允许东道国采取合理公共政策目标的
必要措施，但没有规定“自判断标准”，这也给仲裁庭留下自由裁量余地。 41（3）USMCA
美国与墨西哥间投资争端解决程序附件中将可仲裁事项范围仅限于 A)除去投资设立和取得
投资外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B)除去间接征收外的征收与赔偿，而且投资者已经遭受到
东道国违反上述义务后的损失或者损害，并将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排除在可仲裁事项范围之
外；该协定将政府合同纳入到仲裁庭可仲裁事项范围内；42该协定在“公共债务”附录中原
则上规定不得将东道国拖欠和未偿还的公共债务排除在可仲裁事项范围外，并且东道国进行
公共债务重组违反条约义务时也排除在可仲裁事项范围外。43在实体规则上大致遵循 TPP 和
CPTPP 规定，规定了东道国采取环境、健康、安全和其他规制目的措施有“自判断标准”
以使投资者遵循这些目的，从而将仲裁庭可仲裁事项范围压缩至零。44然后在“其他章节联
系”一条中将东道国采取或者维持视为涵盖投资的已发行债券或财务担保的措施纳入仲裁庭
可仲裁事项范围内，而非全盘将金融服务排除投资仲裁庭管辖，最后还将东道国采用和维持
涵盖投资的服务提供措施纳入投资仲裁庭可仲裁事项范围。45（4）CETA 规定可仲裁事项范
围更加具体，仅限在 A)违反非歧视待遇、B)违反投资保护义务且使投资者遭受损失或者损
害、C)扩大的涵盖投资即东道国实施的与涵盖投资的现存商业运作的措施使投资者遭受损失
或者损害、D)该投资不是通过欺诈性的虚假陈述，隐瞒，腐败或构成滥用程序的行为做出
的、E)不属于债务重组的诉求；46在实体规则“保留和例外”中规定了可仲裁事项不能涉及
TRIPS 协定允许的减损措施、出于政府目的的货物和服务购买、补贴、政府支持的服务贸易。
最后还在实体条款当中强调东道国规制权，但这种规制权不是“自判断标准”，从而使得仲
裁庭对东道国部分规制权行使下的措施纳入可仲裁事项范围。
38

通过比对和审视中国与中国以外最新投资缔约实践本文，中国在争端解决条款和实体条
款在体例设计上不合理以及各个部分内容设计不够精细。
2. 中国修订可仲裁事项条款的体例安排与具体条款修订
中国未来修订 BITs、FTA 投资章或者签订新的双边投资条约时，可以（1）在争端解决
条款上对可仲裁事项范围限定为违反全部实体条约义务下涵盖投资的争端，或者违反部分实
体条款义务且投资者必须因为东道国违反义务而遭受损失或者损害，且两者须有因果关系；
投资必须是合法的，任何通过欺诈性的虚假陈述，隐瞒，腐败或构成滥用程序的行为做出的
TPP 文本脚注中阐明了缔约相关国家对是否批准或者同意一项同意的决定排除在争端解决条款之外。
See TPP, Article 9.19、9.16; CPTPP, Article 9.19、9.16.
40
See Commission draft text TTIP – investment，Section 3 - Resolution of Investment Disputes and Inve
stment Court System，Article 1.
41
See Commission draft text TTIP – investment，Section 3 - Resolution of Investment Disputes and Inve
stment Court System，Article 2、5.
42
See USMCA, ANNEX 14-E.2.
43
See USMCA, APPENDIX 2.
44
See USMCA, Article 14.16.
45
See USMCA, Article 14..3.
46
See CETA, Article. 8.18.
3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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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不在可仲裁事项范围内。
（2）在争端解决条款上明确将东道国采取非歧视的和出于公共
健康、安全、环境、公共道德或公共秩序等合法公共利益目标的措施作为“例外”直接排除
在争端解决部分的仲裁管辖范围之外。
（3）对于不那么重要的规制目标可以放在实体条款当
中，此时“自判断标准”就不再适用，而是成为留给仲裁庭自由裁量可仲裁事项范围的空间，
这样可以在条约体系逻辑上得以自洽。
（4）在实体条款当中还可以对相关条款的适用范围进
行限制，例如知识产权、公共债务、政府补贴与支持。
（5）在实体条款设计上，应增加“与
其他条款的联系”，尤其在金融服务问题上，不能一刀切将所有金融争端都排除在投资仲裁
管辖范围外，而是对金融问题在投资争端下的比重来进行衡量是否纳入投资仲裁管辖范围内，
而“东道国采取或者维持视为涵盖投资的已发行债券或财务担保的措施纳入仲裁庭可仲裁事
项范围内”可成为该条款设计的衡量标准，从而将金融争端和投资争端的问题厘清并清晰适
用两套不同争端解决机制。
（二）中策：向缔约国合意的联合解释方式暂时推进管控“次生风险”
考虑到短期内对所有投资条约进行集中评估并修改的成本过高，而且“有限同意”式可
仲裁事项条款在在当今仲裁实践中“戏剧性”地成为东道国规制权和投资者海外利益保护的
“平衡”条款，以及“全面同意”式和“全面同意”+“例外”式条款仅仅只是有诉累“次
生风险”趋势，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策设计思路应是，“全面同意”式和“全面
同意”+“例外”式可仲裁条款应保持不变，对“有限同意”式条款以“联合解释”方式进
行推进。具体的借鉴先例是 NAFTA 设立的自由贸易委员会（以下简称“FTC”）在 2001 年
7 月做出了一项有解释说明，并在后续投资仲裁实践中被认为是“有约束力的”
（
“binding”）
，
47
。由于作为一个中策推进，其主要调整对象应该是存在于 74 个现存有效 BITs 中的“有限
同意”式可仲裁事项条款。
1. 检视“有限同意”式可仲裁事项条款文本及所涉仲裁实践解释
从 74 个“有限同意”式可仲裁事项所涉约文措辞与所处上下文来看，该争端解决范围
的确定依据主要是依据整个条款中全部的三个款项，而仲裁庭论证其裁判时已经明显抛弃单
一通常含义的解释，而更多考虑“涉及征收补偿额争端”的上下文，即判断是否存在“岔路
口条款”，并在此基础上判断解释时是否会“使条约无效”，所以我们在进行联合解释说明时
应当着重考虑对条款本身上下文解释。其次从仲裁庭对中国政府提交给 ICSID 的正式通知
来看，众多仲裁庭认为这样的正式通知仅仅具有提供有用信息目的，它不能被视为缩小或扩
大已被接受同意仲裁的法律义务，而这已被已有判例法确认，48因此在考虑联合解释时应当
避免此种形式。再次可以从反面论证联合解释比缔约国谈判代表提交证言有效，仲裁庭认为
中国多年来的缔约历史与仲裁庭异议的处置无关，因为仲裁庭已经依据 VCLT 第 31 条进行
解释而第 32 条所规定的外部材料即便有相关性，其可采信也仅仅是二级权威而已。49“北
京城建诉也门案”仲裁庭在解释可仲裁事项时更是直接否定 VCLT 第 32 条规定的“辅助方
法”（“supplementary means”）适用，认为 VCLT 第 32 条仅在根据第 31 条获得的含义不明

See Glamis Gold, Ltd.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NCITRAL (NAFTA), Award (June 8, 2009), par
a. 599.
48
See Schreuer, The ICSID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200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42-34
7:“[…] notifications under Art. 25(4) are for purposes of information only and are designed to avoid mis
understanding.” (p. 344); see also Tza Yap Shum, paras. 163-165; PSEG v. Turkey, ICSID Case No. AR
B/02/5,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June 4, 2004, para. 135-147; see also Kaiser Bauxite v. Jamaica, ICSID
Case No. ARB/74/3,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July 6, 1975, paras.23-24.
49
See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v. Yemen，ICSID Case No. ARB/14/30，Decision on Jurisdiction，par
as. 96-97.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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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含糊，明显不合理或荒谬的情况下才得以适用。50最后是出台的联合解释的时间问题，
2020 年 ICSID 登记的两起以中国政府为被申请人的案子条约依据就是是中国第一代 BITs，
中国政府不能再像“世能诉老挝案”一样在仲裁提起、做出并且进入审查阶段再发出外交照
会之类的说明，而是在更多案件涌现出来之前尽快制定出来联合解释。
2. 中国商定其他国家制定联合解释说明的指导思想与内容安排
制定联合解释的指导思想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总体出发，中国既是资本输出国又是资本
输入国，因此在面对“有限同意”式可仲裁事项条款时不能单纯只考虑一方利益，而是应当
兼顾投资者海外利益保护和东道国规制权平衡，因此采取扩张性解释比较合适，理由如下：
（1）中国要取得投资者利益保护和东道国规制权平衡，必须在“有限同意”式条款上扩大
仲裁庭可仲裁事项范围，因为在“全面同意”中是将所有实体条款争议全部开放给仲裁庭，
而联合解释仅将“征收补偿额条款”向“征收条款”开放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将最惠国待遇、
国民待遇以及公平公正待遇排除在可仲裁事项范围了。（2） “有限同意”式条款的条文措
辞及上下文表明其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为“全面同意”式或者“全面同意”+“例外”式条
款，因此从解释学角度，在有限范围做适当扩张使仲裁庭更容易接受。同时应当尽快着手联
合解释的谈判和起草工作，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需要更有保护性的条约予以保障，
在不进行根本修订条约情况下加快推进联合解释起草工作将增加投资者对外投资信心。
在具体条款安排上，首先在联合解释上要开宗明义地表明该联合解释具有法律约束力，
适用于整个第一代 BITs。其次在约文措辞上将包括但不限于“涉及”
（
“involving”
）或者“有
关”
（“relating to”）措辞解释为包括性而非排他性含义。对该争端解决条款上下文解释为存
在“岔路口条款”尤为重要，因为同样的措辞已经出现两份截然不同的裁决结果，“岔路口
条款”性质的认定关系到整个可仲裁事项范围的认定，这是投资仲裁庭在论证可仲裁事项范
围时的重点。最后增加条约和目的在解释中的比重，这既是 VCLT 作为习惯国际法的要求，
也是联合解释在扩大解释指导背景下的重要内容设计。将“征收条款”开放给 74 个现存有
效条约是在不根本修订投资条约下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一种有效方法。
（三）下策：全面放开或全面禁止可仲裁事项范围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走出去已是必然趋势，将所有“有限同意”式可仲裁事项
条款重新修订为“全面同意”条款而不加任何例外限制的做法不是一种最优制度设计，随着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推进，东道国规制权行使已成为投资仲裁改革新趋势，单纯强调投资
者利益保护是与国际投资协定改革发展趋势相违背的。然而根本禁止可仲裁事项范围却是另
外一个极端，而典型代表是 2020 年 1 月巴西和印度缔结签署但未生效的《巴西与印度投资
合作和便利化条约》，考虑到两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金砖国家，同时又是除中国外最大的
两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不得不研究两国将投资仲裁推向死角而强化东道国规制权的投资条约
文本，为中国政府修订投资条约提供参考思路。
在第四部分“争端预防与解决”上完全取消将投资争端提交仲裁的方式，而是设立条约
管理联合委员会和国家联络点或监察员，51这就等同于取消将可仲裁事项。在争端预防程序
中规定一方所采取的特定措施违反条约，则另一方则可以到联合委员会提起争端预防程序；

See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v. Yemen，ICSID Case No. ARB/14/30，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para.
54.
51
See《INVESTMENT COOPERATION AND FACILITATION TREATY BETWEEN THE FEDERATIVE
REPUBLIC OF BRAZIL AND THE REPUBLIC OF INDIA》, Article 13、1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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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规定如果争议措施与特定投资者有关，则应适用额外的规则:A)初次提交应确定受影响
的投资者；B)受影响投资者代表可以被邀请到联合委员会参与协商争端解决；C)如果投资者
已将争议提交到其他争端解决机制，在撤回其提交之前，一方可以拒绝投资者将争端提交至
争端预防程序。53联合委员会在争端预防程序中利益相关者出现在联合委员会面前阐述观点，
同时在争端预防程序下所有联合委员会会议和文件都保密，除了联合委员会自己提交的报告。
54

综上，印度与巴西在外商投资领域了顺应国际投资协定改革要求增强东道国规制权诉求
新趋势下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其实质是将官方主导下的磋商和调解功能放大，并以两国官
员代替第三国仲裁员建立联合解释委员会内部消化争端，是政治解决的一种方式。其动机除
了增强东道国规制权外还可能考虑到仲裁庭动辄上亿美元的赔偿使东道国政府财政承担过
重负担。但全盘采纳这样一种争端解决方式可能降低投资者对东道国投资意愿，削弱投资营
商环境，对于中国这样兼具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角色国家显然不适合。但中国可以从这
种新的争端解决方式中吸取其创新的地方，可在涉及重大投资争端时采用此种争端解决方式
在内部以政治影响力去消化争端。

五、结语
在“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的现实背景以及国际投资协定改革增强东道国规制权趋势
下，中国政府不能仅仅考虑保护投资者海外利益保护或者增强东道国规制权的单一方面，而
是应该采取兼顾两者的利益平衡以适应中国事实上的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双重地位角
色。本文在对条约文本和其所引发的投资仲裁实践分析后，针对中国目前的国际国内环境提
出了三种对策以应对国际投资领域“风险二重性”，第一种对策是国际投资缔约实践的主流
观点也是中国政府最应该采用的对策，这是应对“原生风险”最优途径；第二种对策是在现
有条约条款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以一种成本较低方式应对“次生风险”的次优途径；第三种
对策过于极端，全面放开可仲裁事项范围已鲜有市场，全面禁止可仲裁事项范围则是另外一
种极端，对于中国而言需要谨慎看待。

See《INVESTMENT COOPERATION AND FACILITATION TREATY BETWEEN THE FEDERATIVE
REPUBLIC OF BRAZIL AND THE REPUBLIC OF INDIA》, Article 18.1 .
53
See《INVESTMENT COOPERATION AND FACILITATION TREATY BETWEEN THE FEDERATIVE
REPUBLIC OF BRAZIL AND THE REPUBLIC OF INDIA》, Article 18.3 .
54
See《INVESTMENT COOPERATION AND FACILITATION TREATY BETWEEN THE FEDERATIVE
REPUBLIC OF BRAZIL AND THE REPUBLIC OF INDIA》, Article 18.4、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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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和澳门 CEPA 升级版的实施与国家战略的对接与协调
宋锡祥

曾雨欣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 201620)
摘 要 ：自 2003 年《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 协议”）
签署和实施以来，内地和澳门特区政府先后签署了十个补充协议及《CEPA 广东协议》并取
得了显著成效。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提升两地经贸投资和技术合作层次，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两地签署了四个升级版的协议，即《CEPA 服务贸易协议》、《CEPA 投资协议》、
《CEPA 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和《CEPA 货物贸易协议》，圆满完成 CEPA 升级的既定目标。
从而彼此间形成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系统和全方位开放格局。自
2004 年 CEPA 协议生效实施至 2019 年 4 月，澳门特区以零关税优惠输往内地的货物总值达
9.8 亿澳门元，豁免税款超过 6,500 万澳门元。两地贸易量逐年增加，零关税效应逐渐显现。
此外，CEPA 一系列包括服务贸易、投资协议、技术合作、贸易便利化以及促进自然人的流
动等在内的制度性安排有利于促进各方的经贸流动，拉动相关产业的生产，创造新的就业机
会，刺激经济的繁荣。内地在服务贸易方面也对澳门扩大了开放，在《CEPA 服务贸易协议》
签署实施之后，内地对澳门开放服务部门达到 153 个，
涉及世贸组织 160 个服务部门的 95.6%。
在 CEPA 及其升级版实施的推动下，澳门呈现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态势，博彩业以外的其
他行业分布更加广泛，产值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博彩业实际所占的
比重。澳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优势，在未来发展中，澳门应积极主动地对接国
家发展战略，加快“一个中心”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
“一个平台”
（中葡商贸合作平台）和
“一个基地”
（ 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充分利用《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契机，提升澳门经济地位和适度多
元发展的功能，如促进澳门会展业的发展，以及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法
律保障机制。两地在金融领域也可以有所作为，包括国家支持澳门发展租赁等特色金融业务，
探索与邻近地区错位发展，研究在澳门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证券市场、绿色金融平台、
中葡金融服务平台等。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突破行政区划的束缚，实现区域内经济交流与各
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包括“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四个自由流动，其目标是实
现区域间经济效益最大化，形成区域统一大市场和经济利益上的互惠共荣。考虑到粤港澳大
湾区内各地有着不尽相同的边境通关和签注制度，这种出入境的限制对人员流动构成了较大
障碍，不利于大湾区建设的深度融合。因此，有必要参考和借鉴《国际服务贸易协定》
（TISA）
的合理成分以及欧盟与其他国家签署的自贸协定中有关跨境自然人流动的科学分类，创设有
利于三地之间商业访客和合同服务提供者等专业人士长短不一的逗留和往返的便利条件，发
挥各自专业人士的特长和优势，以提升服务贸易的数量和品质。
关键词：内地和澳门

CEPA 升级版

粤港澳大湾区



自然人流动

宋锡祥，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曾雨欣，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018 级国际法学专业硕
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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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 及其升级版协定的付诸实施进一步充实和优化了 CEPA 的具体内容，有力地促进
和加强了内地与澳门的经贸关系和经济深度融合，保障澳门经济的健康发展，贯彻落实“一
国两制”的现实需要，有利于我国应对周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挑战而作出的重
大举措，也是我国探索区域路径的“先行者”或“探路者”。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合作是 CEPA
经济合作的深化和扩展，是港澳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

一、内地与澳门 CEPA 协议及其升级版签订背景透视
2001 年 12 月 11 日我国正式成为 WTO 成员方，
“入世”后不久，即 2003 年，中国内地
和港澳之间旨在加强经贸合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内
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以下简称 CEPA 协议），CEPA 协议主要为港澳
货物和服务开拓更大市场，大大加强了内地与港澳之间已建立的紧密经济合作和逐步深度融
合。同时，CEPA 协议是一个共赢的贸易协定，为内地和港澳带来了新的商机。
对澳门来说，CEPA 协议协助澳门商界开拓内地市场的广阔商机。对内地来说，CEPA
协议为内地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让澳门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跳板和窗口，加速内地与世
界经济接轨的步伐。CEPA 协议促进了内地和澳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合作与融合，促进
了投资便利化。CEPA 协议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双方一直保持紧密磋商，不断加入更
多措施，从澳门回归至 2018 年 12 月底，内地与澳门特区签署了《CEPA 协议》和十个补
充协议（2004-2013）及《CEPA 广东协议》1（2014 年）、
《CEPA 服务贸易协议》
（2016 年）、
《CEPA 投资协议》
（2017 年）、
《CEPA 经济技术合作协议》
（2017 年）和《CEPA 货物贸
易协议》（2018 年）。其中，后四个 CEPA 协议一起完成了 CEPA 的升级版的任务，提前实
现了“十三五”规划提出的 CEPA 升级目标，粤港澳区域经济不断深化合作，更加开放服
务贸易领域，为内地与港澳互利合作，推动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金融创新铺平了道路，
创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在《CEPA 服务贸易协议》生效实施的第 3 年，通过系统地梳理
及总结过去 CEPA 系列有关服务贸易开放内容，2019 年 11 月 20 日，内地与澳门签署了《关
于修订〈CEPA 服务贸易协议〉的协议》（以下简称《CEPA 服务贸易修订协议》），在已开
放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深化内地与澳门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加强双方经贸交流与合作。
《修订协议》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开始付诸实施。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内地与澳门《CEPA 货物贸易协议》，是 CEPA 升级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内地与澳门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按照 WTO 规则做出的特殊经贸安排，是对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行高水平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推进内地与澳门互利合作，支
持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重要精神的落实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
支持。2该《协议》梳理和汇总了 CEPA 及其系列协议中关于货物贸易的内容，结合 CEPA
签署以来内地和澳门经贸发展情况，参考国际和区域经济合作中关于货物贸易协议的最新进
展和成果，在两地货物贸易已全面实现自由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包括
一系列推动货物贸易便利化的合作措施，创新通关模式，探索“联合查验、一次放行”
“入
境检验、出境监控”等多种合作查验模式，提升口岸货物通关能力和效率，便利大湾区内货
物更加自由流动。3
与此同时，根据内地与澳门经贸交流与合作发展需要，双方进一步优化和升级了经贸合
作机制，专门成立内地与澳门经贸合作委员会，既扩大了双方合作范围，又丰富了合作内容，
尤其是针对两地在“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和中葡平台建设的合作等方面设立 5 个工作
委员会，具体负责和推进两地经贸及各领域的合作事项，并统筹解决两地经贸合作领域的重
1

2

3

《CEPA 广东协议》的全称为《<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关于内地在广东与澳门基
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
。
参见《内地与香港〈CEPA 货物贸易协议》在香港签署》，2018 年 12 月 14 日，http://www.mofcom.gov.c
n/article/ae/ai/201812/20181202816818.shtml，2019 年 2 月 27 日访问。
参见《澳门与内地签署<CEPA 货物贸易协议>标志 CEPA 升级完成》
，2018 年 12 月 12 日，http://www.go
v.cn/xinwen/2018-12/12/content_5348224.htm，2019 年 2 月 27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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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议题。有了新的机制，加之，还建立相应的评估机制，对两地的合作势必会起到积极、有
效的作用。为两地的货物贸易往来提供更全面的制度安排，业已成为两地经贸交流与合作的
新起点。
2016 年 6 月 1 日生效实施的内地与香港和澳门《CEPA 服务贸易协议》全方位地开放
服务贸易领域。《协议》是首个内地全境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方式全面开放服务贸
易领域的自由贸易协议，标志着内地全境与港澳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
《协议》正文对
与 CEPA 的关系、适用范围、双方义务、国民待遇、最惠待遇、金融审慎原则、保障措施、
例外条款、保留的限制性措施、跨境服务、电信及文化专章、特殊手续和信息要求、投资便
利化等分别作出原则性规定。《协议》附件主要包括：一是内地对澳门在商业存在模式下以
负面清单方式保留的限制性措施；二是内地对澳门在跨境服务、电信领域、文化领域以正面
清单方式新增的开放措施以及对 CEPA 以往协议内容的重述。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当今世界两大潮流，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是快速推进，
CEPA 协议生效已有 17 年的历程，对中国来说，迫切的问题在于“一国两制”下保证澳门
长期繁荣稳定，对此近年来内地与澳门完成签署和实施的四个 CEPA 升级版采用共同的规
则推动经贸合作问题的解决，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内地与澳门之间全方面和多领域的的合作，
对于两地之间经贸发展和经济深度融是大有裨益的，也有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增进双
方互惠互信。

二、CEPA 在澳门实施中取得的显著成效
CEPA 实施 17 年来，随着每年增加一份补充协议及 CEPA 升级版的完成和《CEPA
服务贸易修订协议》的签署实施，这些优惠安排体制带给澳门特区及其各界民众的一份份“厚
礼”，显示出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关心和关怀，确保了澳门经济的稳定、繁荣和发展，进
一步加快了内地与澳门两地之间经贸合作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显著成效。
归结起来，这些主要表现在：
（一）在两地贸易量逐年增加的同时，零关税的效应日益显现
统计数字显示，澳门主要贸易伙伴是中国内地、欧盟、美国和香港等。主要出口产品包
括：纺织品及成衣、机器设备及零件、手表及化妆品、食品等；进口产品主要有：食品、首
饰、燃料及建材等。2019 年出口总额同比上升 5%，达 128 亿澳门元 ；进口总额为 901.3
亿澳门元，同比增长 0.6%。4 内地与澳门 CEPA 自 2004 年 1 月 1 日生效实施至 2019 年 4
月，澳门特区以零关税优惠输往内地的货物总值达 9.8 亿澳门元，豁免税款超过 6,500 万澳
门元。仅 2019 年前 4 个月，澳门零关税进入内地巿场的货物总值就达到约 2,498 万澳门元，
与 2004 年 CEPA 实施第 1 年时的 183.6 万澳门元相比增长了 12.6 倍。52019 年 CEPA 货物
出口总额为 8,674 万澳门元，同比下跌 9.4%；免征关税 477 万澳门元，同比下跌 7.2%。
6
2018 年澳门全年由中国内地进口的货值为 315.2 亿元，增长 22.7%。72019 年由中国内地
进口的货值相较 2018 年下跌 2.8%，为 306.5 亿元。按货物来源地统计，其中来自中国内地
的有 143.1 亿元，增长 4.6%；泛珠三角九省为 139.1 亿元，增长 5%。8由此可见，内地与澳
门经贸往来日趋密切，增长势头强劲，经济深度融合，CEPA 零关税效应逐渐显现，现已进
入收获期，为两地民众谋取实实在在的实惠与好处。
4

参见《2019 年澳门经济概况》，https://www.economia.gov.mo/public/data/nc/wn/attach/0ac4e4eeebdd516754
9640c4896d2a853dab24fa/sc/macau_economy_intro_sc.pdf ，2020 年 9 月 23 日访问。
5
参见《今年前四月，澳门零关税进内地市场货值达 2498 万澳门元》，2018 年 12 月 13 日，https://www.so
hu.com/a/346332203_120046696，2020 年 9 月 23 日访问。
6
参见《2019 年澳门经济概况》，https://www.economia.gov.mo/public/data/nc/wn/attach/0ac4e4eeebdd516754
9640c4896d2a853dab24fa/sc/macau_economy_intro_sc.pdf，2020 年 9 月 23 日访问。
7
参见《澳门 2018 年 12 月对外商品贸易统计》
，2019 年 2 月 1 日，http://mo.mofcom.gov.cn/article/tjsj/zwns
jg/201903/20190302840640.shtml，2019 年 5 月 2 日访问。
8
参见《澳门 2019 年 12 月对外商品贸易统计》
，2020 年 2 月 3 日，http://mo.mofcom.gov.cn/article/tjsj/zwns
jg/202002/20200202938377.shtml，2020 年 9 月 23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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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EPA 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有助于提升澳门经贸投资的溢出效应，创造新的就业
岗位
CEPA 是致力于实现内地与澳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增强区域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区
域优惠性贸易安排。在 CEPA 区域贸易安排中有几项重要内容，包括：服务贸易、投资协
议、技术合作、贸易便利化以及促进自然人的流动等，澳门服务业在服务经验、公司管理、
服务理念相比内地都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而内地具有广阔的市场和发展需求。9这些项目的
实施无疑会促进各方的经贸流动，拉动相关产业的生产，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刺激经济的繁
荣。例如，CEPA 付诸实施的头 3 年仅在香港已创造约 36,000 个新职位，带来愈 50 亿元额
外投资。10仅 2005 年内地吸引港、澳服务业投资项目数比 2004 年增长 23%。到 2007 年 3
月底，共有 2052 家港澳服务提供商按照 CEPA 的优惠申请到内地投资；在建筑领域，共有
1425 从业人员 7006 人，注册资金 1.5 亿元。11 自 CEPA 实施至 2011 年底，澳门出口内地
CEPA 项下受惠货物累计达 3,056.3 万美元，关税优惠累计 1,788.5 万元人民币，制造业增加
值累计 21.96 亿美元。12
17 年来，CEPA 的实施有效地促进了内地与澳门的经济融合。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5 月底，澳门经济局共发出 6,349 份原产地证书，其中 5,627 份使用的证书，以零关税优
惠输往内地的货物总出口货值达 10.8 亿澳门元。13服务提供商证明书由 2014 年 12 月底的累
计发放 444 份增至 2020 年 9 月的 823 份，主要涉及医疗和牙科服务和货代、物流、仓储、
运输服务等领域。14
在内地注册的澳门个体工商户由 2012 年 12 月的 897 户增至 2014 年 6 月的 1,018 户，
从业人员由原先的 2161 人增至 2,580 人，注册资金 8,065 万元人民币。其中，在广东省注册
的澳门个体户有 730 户，占全国总数的 71.7%，注册资金 5,178 万元人民币，占其总金额的
64.2%。15这些个体工商户主要经营零售、餐饮、美容保健等；开设的地点也从以前相对集
中于珠海、广州扩散至珠江西岸的中山、江门、佛山以及东岸的深圳、东莞等地。16 最新
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2 月，内地共注册澳门个体工商户 1,805 户，从业人员 4,446 人，
注册资金数额 1,5601.8 万元。
目前，内地居民来澳自由行扩展至 21 个省市 49 个大中城市，2003 年 7 月至 2018 年 4
月底，累计达 9,674.5 万人次，占内地游客总数的 42.1%。2019 年澳门旅游业保持稳定发展，
全年入境旅客总数为 3,940.6 万人次，同比增加 10.1%；来自中国内地的旅客增加 10.5%至
2,792.3 万人次，占总体旅客数量的 70.9%；其中 1,307.2 万人次是以“个人游”方式赴澳，
同比上升 6.6%；17至 2012 年，澳门共有 12 人通过国家司法考试，3 人通过会计师考试，228
人考取国家医师资格证书。还有 1,390 人考取并获得维修、个人形象服务、烹饪、花艺、服
装、社会服务、管理、计算机等领域国家职业资格证书，1 人获得专利代理人资格。18在金
融领域，截至 2020 年 7 月底，澳门人民币存款总额达 559.7 亿澳门元。19

历力：
《原产地规则及其在区域贸易安排中适用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9 年，第 204 页。
同上注第 204 页。
11
历力、刘平、郑冬阳：
《原产地规则研究：原理与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年，第 120 页。
12
刘毅：
《CEPA 十年效应：港澳比较视角》
，《澳门研究》2013 年第 4 期，第 78 页。
13
参见《经修订的 CEPA 货物原产地标准于 2020 年 7 月 1 日实施》，2020 年 6 月 23 日，https://www.gov.
mo/zh-hans/news/297913/，2020 年 10 月 10 日访问。
14
参见《2004 年 1 月至 2020 年 9 月“澳门服务提供者证明书”统计表》， https://www.economia.gov.mo/zh_
CN/web/public/ln_cepa_sd?_refresh=true，2020 年 10 月 10 日访问。
15
上述资料是作者宋锡祥与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一行 6 人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赴澳门经济局调研所获得
的材料。
16
澳门经济学会：
《澳门与区域经济协作发展研究》，澳门：澳门经济学会，2012 年，第 29 页。
17
参见《2019 年澳门经济概况》，https://www.economia.gov.mo/public/data/nc/wn/attach/0ac4e4eeebdd516754
9640c4896d2a853dab24fa/sc/macau_economy_intro_sc.pdf ，2020 年 9 月 23 日访问。
18
宋锡祥等：
《“一带一路”国际经贸合作总论》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212 页。
19
参见《人民币业务统计》
，https://www.amcm.gov.mo/zh/research-statistics/statistics/official-statistics-summa
ry-page，2020 年 9 月 23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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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EPA 及其升级版的作用日益彰显，形成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
术合作等系统和全方位开放格局
2003 年 CEPA 正式签署和实施，随后每年增加一份补充协定或签署修订协议，合作领
域进一步扩大，合作重点从以往的制造业为主转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结合推进，合作领域从经
贸为主转为向经贸、旅游、科技、教育、文化、环保、体育、卫生、服务业等多领域全方位
推进港澳服务业更便捷地进入内地。20两地间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有条不紊地开展，涉及贸
易促进、通关、商检、动植物检验、检疫、食品安全、卫检、认证认可及标准化管理、电子
商务、法律法规、中小企业、产业合作、知识产权、品牌合作与教育合作等广阔领域等。
2014 年 12 月 18 日，
《内地与澳门 CEPA 关于内地在广东与澳门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
化的协议》在澳门签署，协议是内地首次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方式签署的自由贸
易协议，涉及面广、内容丰富。
《协议》正文对适用范围、国民待遇、保留限制性措施、金
融审慎原则、电信文化专章、跨境服务、最惠待遇、一般例外与安全例外、政府采购、保障
措施、投资便利化等问题分别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其附件规定了广东省向澳门开放服务贸
易的具体承诺表，其中包括了商业存在保留的限制性措施（负面清单）、跨境服务新增开放
措施（正面清单）、电信领域新增开放措施（正面清单）、电信领域新增开放措施（正面清单）、
文化领域新增开放措施（正面清单）等，同时，为支持澳门市民北上创业，对个体工商户做
了更大的开放。
《协议》于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这是广东与港澳基本实现服务贸易
自由化的重要一步。归结起来，
《协议》主要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特点。第一，开放模以负
面清单为主，正面清单为辅。与以往 CEPA 协议相比，《协议》中绝大多数部门以实行准入
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开放方式予以推进，个别部门继续采用正面清单；第二，开放部门
众多，其水平与世贸组织的数额基本相当。具体来说，开放部门将达到 153 个，涉及 WTO
服务贸易 160 个部门总数的 95.6%，其中 58 个部门拟完全实现国民待遇；在采用负面清单
的 134 个部门中，保留的限制性措施共 132 项；采用正面清单扩大开放的部门新增 24 项开
放措施，其中个体工商户新增开放行业 84 个，累计开放行业达 130 个；第三，创设更优惠
待遇条款并优先适用。《协议》将给予澳门最惠待遇以协议方式确定下来，一旦今后内地与
其他国家和地区签署的自贸协定中，优于 CEPA 的开放措施均将适用于澳门；第四，市场
开放与深化改革同步推进。为切实推进自由化的工作，内地各有关部门已会同广东省对澳门
探索建立健全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适应的相关配套制度，将为广东与澳门基本实现服务贸
易自由化提供制度保证。21这将为澳门经济多元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也将为内地经济带来
新的活力，有利于全面推动内地与澳门经济的融合。
2019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CEPA 货物贸易协议》是 CEPA 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连同
之前已经签署的《CEPA 服务贸易协议》
《CEPA 投资协议》
《CEPA 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业
已成为两地经贸交流与深度合作的铺平了道路。未来将通过委员会机制，在 CEPA 框架下
扩大内地对澳门的开放，在投资、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降低和放宽准入条件，不断提升贸易
投资便利化程度，促进两地经济融合。而在《CEPA 货物贸易协议》中，专门增列了大湾区
建设的专章，特别是货物贸易便利化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更有效地提高通关效率及便利化水
平的措施。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 CEPA 升级的生效，内地与澳门特区不论是货物贸易还
是服务贸易，不论是投资合作还是经济技术合作，各个方面的经贸合作一定会迈上一个新的
台阶。
（四）从局部、有限放宽服务贸易向全方位和多领域向澳门开放服务业转变
澳门 CEPA 补充协议十在 CEPA 及其九个补充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澳门在服务贸
易领域扩大开放力度，其中包括继续广东先行先试政策、进一步放宽地域限制至福建省、新
增“合同服务提供商”内容，以及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的合作。
20

21

澳门经济学会：《澳门与区域经济协作发展研究》
，澳门经济学会，2012 年，第 39 页。
参见《<内地与澳门 CEPA 关于内地在广东与澳门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在澳门签署》
，2014
年 12 月 18 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412/20141200838808.shtml，2019 年 4 月 30 日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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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贸易方面，内地对澳门采取 65 项具体措施，在法律、建筑、计算机及其相关服
务、房地产、市场调研、技术检验和分析、人员提供与安排、建筑物清洁、摄影、印刷、会
展、笔译和口译、电信、视听、分销、环境服务、银行、证券、医院服务、社会服务、旅游、
文化娱乐、体育、海运、航空运输、公路运输、货物代理、商标代理等 28 个领域在原有开
放承诺基础上，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放宽股权限制、经营范围和经营地域限制等。同
时，新增复制服务和殡葬设施服务的开放承诺。协议生效后，内地对澳门服务贸易领域累计
总开放措施达到 383 项。
此外，CEPA 补充协议十在金融合作、贸易投资便利化等领域增加了新的合作内容。双
方同意为符合资格的澳门保险业者参与经营与内地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提供支持和
便利。为支持澳门企业开拓内销市场，双方将加强商品检验检疫、质量标准领域的认证认可
及标准化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合作。
根据 CEPA 补充协议十，除了在广东省通过先行先试政策对相关服务扩大开放之外，
同时也对福建省相对扩大开放。实际上，该协议是继 CEPA 补充协议八之后，朝着实现服
务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前进的重要步骤。其主要开放内容是：对在福建省投资的生产型企业从
事货运方面的道路运输业务立项和变更的申请，委托福建省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审核
或审批。此外，允许澳门服务提供商在内地设立合资（澳资股权比例不超过 49％）或合作
道路客运站（场）。22
而 2014 年 12 月 18 日中国内地分别与港澳签署《广东协议》，率先在粤港澳基本实现服
务贸易自由化。《广东协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整体而言，广东对港澳服务开放 153 个
服务贸易分部门，涉及 WTO 服务贸易 160 个部门总数的 95.6%，其中 58 个部门完全实现
国民待遇；在采用负面清单的 134 个服务贸易分部门中，保留的限制性措施共 132 项；针对
“跨境交付”、
“境外服务”、
“自然人流动”服务模式，以及电信和文化领域，新《广东协议》
采用正面清单扩大开放的部门新增 27 项开放措施。为了支持港澳居民 “北上”创业，对其
个体工商户新增开放行业 84 个，累计开放行业达 130 个。23 此外，给予港澳最惠待遇条款
以《广东协议》的方式确定下来，这就意味着今后内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签署的自由贸易协
议中，优于 CEPA 的优惠措施均将适用于港澳特区。与此相配合，内地各有关部门已会同
广东省对港澳探索建立健全与负面列表管理模式相适应的相关配套制度，为广东与港澳基本
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提供制度保证。24
2016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内地与澳门 CEPA 服务贸易协议》
（简称《CEPA 服务贸
易协议》）是首个内地全境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方式全面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
贸易协议，将标志着内地全境与澳门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
《CEPA 服务贸易协议》在总结《广东协议》先行先试经验的基础上，在内地全境进一
步扩大对澳门服务业的开放，主要有以下亮点：一是开放力度大、水平高。内地对澳门开放
服务部门达到 153 个，涉及世贸组织 160 个服务部门的 95.6%，其中，实现国民待遇的部门
由《广东协议》的 58 个增至 62 个。使用负面清单的领域，限制性措施由原来的 132 项缩减
为 120 项，比《广东协议》减少了 12 项，且其中的 28 项限制性措施进一步放宽了准入条件。
同时，跨境服务、文化、电信等使用正面清单的领域，新增开放措施 20 项。给予澳门最惠
待遇由广东省境内扩大至内地全境。值得一提的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投资《CEPA 服
务贸易协议》开放的服务贸易领域，其公司设立及变更的合同、章程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管理
制模式，以更加便利澳门业者进入内地市场。

22

23

24

参见《<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十签署》，2013 年 8 月 30 日，http://big5.
gov.cn/gate/big5/www.gov.cn/jrzg/2013-08/30/content_2478028.htm，2014 年 11 月 17 日访问。
参见《<内地与澳门 CEPA 关于内地在广东与澳门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在澳门签署》
，2014
年 12 月 8 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412/20141200838808.shtml，2014 年 12 月 18 日
访问。
参见《CEPA 升级版：粤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协议签署》，2014 年 12 月 19 日，http://news.sohu.c
om/20141219/n407088380.shtml，2015 年 4 月 20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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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与澳门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不仅为澳门经济多元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也将为
内地服务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有利于内地与澳门经济的全面深入融合，实现两地经济共同
发展。25
（五）在 CEPA 及其升级版实施的推动下，澳门呈现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态势
根据 CEPA 补充协议七的内容，内地与澳门双方同意加强在会展业领域的合作，为内
地参展人员办理赴澳门出入境证件及签注提供便利，方便内地企业及人员参加在澳门举办的
会展活动。双方同意支持会展产业领域相关半官方机构、非官方机构和业界在促进两地会展
产业合作中发挥作用。为了使补充协议七的有关会展业的合作事宜落到实处，内地商务部与
澳门特区政府于 2012 年 9 月 21 日共同签署《加强会展业合作协议》（简称《合作协议》
），
该《合作协议》对内地与澳门会展业合作目标、合作内容、政策支持、合作机制等方面作出
了更加明确的规定，旨在促进内地与澳门会展业合作及共同发展。这势必为澳门产业适度多
元化带来更多利好因素。与此相配合，澳门特区政府积极推进会展活动激励计划，其经济局
透过向在澳门筹办会议展览的主办单位提供协助及支持，提升会展业的竞争力，进一步推动
澳门会展业的发展；同时通过粤澳区域合作，将内地品牌会展引入澳门，并取得显著成效。
据统计，2019 年澳门举办会展活动共 1,536 项，其中会议活动 1,459 项，同比增加 117 项，
与会者减少 1.4%至 29.2 万人次，平均会期 1.5 天；展览活动 58 项，同比减少 2 项，入场
人次减少 4.3%至 168.9 万人次，平均展期由 2014 年的 3.2 天略增至 3.4 天；奖励活动 19 项，
同比减少 6 项，参与者减少 60.2%至 2.2 万人次，平均会期 3.0 天。26
目前，澳门可供会议展览的场地面积达 14 万平方米。其中，澳门威尼斯人会议展览中
心占了 10 万平方米，27设有多个不同用途的展览场地，可同时举行约 10 个大小不同的商务
活动，包括服务设施先进的大型会场及各种展览馆。而 CEPA 的双向开放，既有利于澳门
企业和产品进军内地，又方便内地企业、产品和人员进军澳门。
从 2019 年澳门经济的行业结构看，娱乐服务业出现下滑迹象。博彩业毛收入同比下降
3.5% %至 2,933.1 亿澳门元，博彩税总收入为 1,127.1 亿澳门元，同比下降 0.7%。28与创历
史新高的 2013 年的 3,607 亿澳门元、增长 18.6%相比，减少了近 600 亿澳门元。29
由于博彩业收入减少，加之其他行业有所发展，导致对于澳门至关重要的博彩业在其所
占的比重比以往年份略有下降，徘徊在 45%左右。2019 年其他行业的比重均有所上升，包
括零售业（销售总额为 771.8 亿澳门元，同比增长 0.5%）、酒店业（由原来 82 间酒店增至
84 间，共提供 3.7 万间客房，同比下跌 2.1%；其中五星级酒店有 36 间，同比增加 1 间，共
提供 2.5 万间客房，同比上升 0.3%）、金融业（银行业盈利为 170.7 亿澳门元，同比增长 6.2%）
等。可见，澳门各行业分布更加广泛，产值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博
彩业实际所占的比重。不可否认，博彩业“一业独大”的局面没有太大的改变，其他产业仍
处于成长期，需要逐步加大培育的力度。但 2014 年全年，澳门博彩收入为 3,515.21 亿澳门
元，比 2013 年下跌 2.6%。30之后基本维持在 3,000 亿澳门元左右的水平上，这势必有助于
澳门经济结构的调整，并进一步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当然，澳门经济及访澳旅客持续增长，也极大地带动了澳门零售业的快速发展。2018
年零售业销售总额达 768 亿澳门元，同比增长 15.9%；其中，钟表及珠宝增长 9.6%，达 161.6
25

26

27

28

29
30

参见《<内地与澳门 CEPA 服务贸易协议>在澳门签署》，2015 年 11 月 28 日，http://www.mofcom.gov.cn
/article/ae/ai/201511/20151101196707.shtml，2019 年 4 月 30 日访问。
参见《2019 年澳门经济概况》，https://www.economia.gov.mo/public/data/nc/wn/attach/0ac4e4eeebdd516754
9640c4896d2a853dab24fa/sc/macau_economy_intro_sc.pdf ，2020 年 9 月 23 日访问。
上述资料是作者宋锡祥与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一行 6 人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赴澳门经济局调研所获得
的材料。
参见《2019 年澳门经济概况》，https://www.economia.gov.mo/public/data/nc/wn/attach/0ac4e4eeebdd516754
9640c4896d2a853dab24fa/sc/macau_economy_intro_sc.pdf，2020 年 9 月 23 日访问。
梁天柱：
《澳门“自由行”不盲扩可优化》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 年 1 月 28 日，第 3 版。
参见《受内地反腐影响澳门博彩业收入首现负增长》，2015 年 1 月 4 日，http://news.sina.com.cn/c/2015-0
1-04/090231356909.shtml，2015 年 2 月 13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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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澳门元，百货商品增长 24.6%，达 123.2 亿澳门元，成人服装增长 16.7%，达 101.4 亿澳
门元，而皮具制品增长 24.5%，达 98.1 亿澳门元。312019 年零售市场增速放缓，销售总额达
771.8 亿澳门元，同比上升 0.5%。32这些成效与 CEPA 及其升级版逐步落到实处密不可分或
息息相关。
（六）对于原产于澳门并在内地实行零关税的产品不断增多
在 CEPA 框架下，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享受零关税进入内地的澳门原产地货物清单
新增了 134 项产品，包括食品（蜂蜜、调味香料、加工水果、海产食品等）、清洁消毒品、
印刷品、纺织品成衣、钟表、制笔等。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某些由葡语国家提供原材料、在澳门加工的“原产澳门”产品也被
列入零关税货物清单。此举势必有利于推动葡语国家的农副产品在澳门的加工生产，通过享
受 CEPA 零关税优惠开拓内地市场。从长远来看，这将有利于拓宽澳门制造业的发展并吸
引外地企业来澳门发展。与此同时，也修订了 3 项产品的原产地标准，分别为味水（果汁型
饮料）、无酒精饮料及白酒。就白酒产品而言，取消了一项生产工序，放宽了原产地标准的
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每年内地与澳门就新增享受零关税货物原产地标准举行两次磋商。据澳
门官方数据显示，CEPA 货物贸易零关税优惠措施自 2004 年实施至 2017 年 10 月底，澳门
享受零关税优惠的产品已达 1,527 项，向内地出口的货物累计达 8.3 亿澳门元，豁免税款共
6,027 万亿澳门元。33

三、澳门未来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澳门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具备某些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是重要的节点。澳门如何更
主动积极参与国家战略发展，并以更宽广的视野和胸怀充分把握机遇，值得期待。
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家三部委（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仅提到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借此拉动澳门经济增长
提供了重要机遇。
习近平主席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访问
团在讲话中充分肯定港澳同胞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作用和贡献，强调在新时代国家改革
开放进程中，香港、澳门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独特优势，仍然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可
以概括为“四个更加”
，充分体现了“国家所需，港澳所长”，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长远
战略性。一是“更加积极主动助力国家全面开放”，凸显的是港澳作为“国家双向开放的重
要桥头堡”的功能。这是港澳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也是国家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凭借。
二是“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湾区是国家经济的
重要增长极，是关乎国家科技创新能力锻造和国际综合竞争力提升的重大举措，也是港澳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路径。三是“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家治理实践”强调的是提高港澳管
治能力和水平，积极参与国家建设。这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港澳自身发展
的迫切需要。四是“更加积极主动促进国际人文交流”，突出的是港澳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
流方面的特殊作用，这是国家不可或缺的软实力和巧实力，是国家硬实力的充分必要补充。
对港澳来说，“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势，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共建“一带一路”
、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是新的重大机遇。“在‘一国两制’前提下，港澳仍然可以发
31

32

33

参见《2018 年澳门经济概况》
，载澳门经济局网站：https://www.economia.gov.mo/public/data/ei/aame/atta
ch/4fcd3e0eec92aa2e0b31aada9d62d0dc/sc/macau_economy_intro_sc.pdf，2019 年 5 月 2 日访问。
参见《2019 年澳门经济概况》，https://www.economia.gov.mo/public/data/nc/wn/attach/0ac4e4eeebdd516754
9640c4896d2a853dab24fa/sc/macau_economy_intro_sc.pdf ，2020 年 9 月 23 日访问。
参见《逾 1500 项澳门产品可享受零关税优惠出口内地》，2017 年 12 月 14 日，http://www.xinhuanet.com/
/gangao/2017-12/14/c_1122111542.htm，2020 年 9 月 24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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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这些独特优势。港澳只有担负起这些责任，积极主动参与国家新一轮高水平改革开放，才
能实现港澳更好的发展。
2019 年 2 月 18 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适时出台，为未来大湾区建设和
发展描绘了宏伟的蓝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
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为澳门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澳门在“一带
一路”战略实施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纲要建设中如何与澳门发展战略对接至关重要。正处于
“一带一路”对外大发展格局的“海上丝路”的端点。澳门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和经济产业形
态特殊，但这绝不意味着澳门可以无视“一带一路”战略蕴含的巨大商机，更不意味着澳门
自身的经济发展可以置身于内地经济发展的主流之外。澳门的经济发展战略方向应该充分看
到“一带一路”战略的前景和影响力，要借势出海，顺流而动。事实上，自“一带一路”战
略公布以来，时任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在许多场合都表示澳门经济发展战略要与国家战略相
结合的愿望，表示澳门要配合和利用国家政策部署，发挥自身优势，促进澳门发展成为世界
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打造以中华文
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从经济战略的视角分析澳门的战略定位和实施方
向我们可以看出：发展纲要对作为四大城市之一的澳门所确定的经济战略内涵是“一个中心”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一个平台”
（中葡商贸合作平台）以及经济适度多元化。其中，
对“中心”的谋划非常高端和全面。正如澳门特区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委员会对“中心”
的规划描述：澳门不仅仅要成为旅游城市、休闲城市、世界城市还要综合体现宜居、宜业、
宜行、宜游、宜乐五大特点，中心更要成为澳门发展的支撑点、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对“平
台”的规划相对比较低调，这与澳门和葡语国家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有关。因此，对商贸平
台的打造仅仅是限于对葡语系国家，包括葡萄牙、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
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国家，涉及 2.5 亿人口，而非对世界各国。长期以来，澳门既
与欧洲国家和葡语国家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商贸、文化等领域的联系与交流，发挥着桥梁和纽
带作用，成为与葡语国家进行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基地，又有一批懂得葡语的专业人才，
这是亚洲其他城市包括香港所不具备的优势。这一高一低的选择准确地反映了澳门的地理、
经济和文化特点和现实。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国家的“十三五规划”对澳门经济战略新
的期待，即希望澳门“积极发展会展商贸等产业，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澳门同
样也认识到这一点，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委员会编制的下一个五年规划中也确定将“优
化产业结构”列为澳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七大目标之一。然而，从近几年发展实践看，澳门
要真正成为“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除了要与大湾区密切配合与合作、错位发展之外，配
套成龙的法律体系和法制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
但从澳门经济战略与国家战略的关系而言，中央在划定海上丝路线路时，当然是考虑到
要鼓励澳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至于如何参与则存在两种方向性的选择：一是澳
门仅仅是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配合中实现自身的发展；二是澳门完全融入
到国家的发展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之中。前者的发展模式是澳门在保持自身发展独立性
的前提下发展，考虑与国家的深度融合不够；后者则是支持澳门的发展纳入到国家发展大局
中，通盘考虑，由国家来规划和共同推动澳门的经济战略。尽管澳门具有自身的特点和特殊
性，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国际发展趋势。因此，后者的选择应该成为澳门战略
路径的首选，“澳人治澳”的原则并不能否认区域之间的互利合作和经济的深度融合。规划
纲要为澳门近期和远期发展提供了具体的方案，澳门完全可以从两个方面提升转型发展：
其一，加快澳门一个中心、一个平台建设。虽然澳门地方狭小，专业人才数量有限、支
柱产业发展受到博彩娱乐业的制约，一业（博彩娱乐业）独大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但澳门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和最早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港口城市却具有区域位置、人文特色、
旅游产业、葡语服务以及在与国际接轨等方面的明显优势。如何充分发挥澳门独特优势，扬
长避短，密切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促进特区不断进步，顺势而为，是值得令人
期待的。
澳门要结合国家赋予的“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定位，充分

1485

发挥固有的独特优势，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澳门既要接轨国家“一带一路”发展大战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一国两制”制度优势，
利用该契机促进“一个中心”和“一个平台”的建设，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相互也
不排斥，而是彼此间相互联系、互相促进的共生关系。一方面，澳门积极配合，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势必有助于促进澳门发展成为“一个中心”和“一个平台”目标的实现；其中，
一个“平台”的核心内容涵盖中小企业商贸中心、商品集散地中心和中葡会展中心等。另一
方面，“一个中心”和“一个平台”的建设有利于澳门融入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中去，
更好地配合国家战略谋求澳门自身的发展，为国家和澳门的发展前途倾其所能、添砖加瓦。
其二，利用国家“十三五规划”和纲要以及大湾区建设的契机，提升澳门的经济地位
和功能。2015 年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
建议》公布。专门涉及港澳部分内容有三百余字，其中建设提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港澳在国家经
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
。
“……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化可持续发展。”其中，
“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这
一提法足见国家对未来港澳的发展融入到国家整体发展中的重要性，为澳门指明了未来发展
思路，加快了澳门多元化经济发展的步伐。并更加重视港澳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为
了配合国家“十三五”规划，澳门特区政府专门召开相关会议，首项工作是统筹编制以建设
“一个中心”为基础的澳门未来五年发展规划，并设立定期检查当年中期规划的制度。而《粤
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纲要》在定位澳门经济发展的措词上更为完整和明确，与国家“十三五”
规划相比，彼此间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实际上，建设一个中心是澳门未来发展的定位，不仅仅是涉及旅游行业，而是涵盖各个
领域和不同的层面。一个中心既是表现为旅游城市、休闲城市、世界城市、更展现安居乐业、
繁荣稳定的标志，综合体现宜居、宜业、宜行、宜游、宜乐五大内容，成为澳门未来发展的
重要支撑点、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与规划的编制直接连接。澳门同时还确定了规划的七大目
标：保持整体经济稳建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取得新的进展；加强建设国际旅游城市；居民生
活素质持续提高；教育水平进一步上升；环境保护成效显著；强化政府施政功能，深化法治
建设等，勾画出澳门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和目标。可见，澳门宏伟计划和目标与国家经济发
展规划及大湾区规划发展纲要密不可分，息息相关，澳门的经济地位和功能在国家的发展战
略中更加凸显。除了与周边城市加强沟通和协调之外，其规划发展成为“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中的重要节点城市，这样既可以继续促进“一个中心”和“一个平台”建设，又可以
成为国家“一带一路”对外开放的桥梁和纽带。 而 2017 年 7 月 1 日，四方（发改委、广东
和港澳）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框架协议》，完善创新合作机制，建立互赢合作
关系，为港澳发展注入新动能，进一步明确和拓展了发展方向。2019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纲要》
，有助于澳门深度融合国家的发展大局，在金
融领域也可以有所作为，包括国家支持澳门发展租赁等特色金融业务，探索与邻近地区错位
发展，研究在澳门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证券市场、绿色金融平台、中葡金融服务平台等。
在对接与合作上，主要应从两方面着手：
1.大湾区规划发展纲要建设与澳门未来发展目标有机衔接与协调。这势必有助于澳门经
济的协调有序发展和经济适度多元化。以澳门会展业为例。目前，无论是 CEPA 补充协议
八有关会展业的内容（2012 年 4 月 1 日实施），还是商务部与澳门特区政府签署《加强会展
业合作协议》
（同年 9 月 21 日签署）将为澳门产业适度多元化带来更多利好因素。而 CEPA
的双向开放，既有利于澳门企业和产品进军内地，又方便内地企业和人员进入澳门。实际上
《合作协议》是为了进一步落实 CEPA 中有关会展业合作的内容，促进内地与澳门会展业
合作及共同发展。《合作协议》对内地与澳门会展业合作目标、合作内容、政策支持、合作
机制等方面作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从澳门的角度看，澳门的优势在博彩业和与葡语国家的
联系。澳门可以通过博彩业的“卖点”精心打造若干个具有比较优势又配合澳门博彩旅游业
发展的会展业知名品牌，特别是与葡语国家相关的会展品牌，从而真正成为中国与葡语国家
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的服务平台。澳门可以以国际会议为主，辅之以大型会展，两地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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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分工与合作，各自发挥区位优势与特长，如有的展览可安排在内地珠海、横琴举行，而相
关的会议则由澳门举办。通过两地的协调发展和错位竞争机制，共同做大做强会展业的这块
“蛋糕”，共同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服务平台”
。对于澳门来说，会展商务产业是
一个综合的旅游业服务，是由会议、展览、奖励旅游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商务旅游服务业，被
认为是继金融、贸易之后最具有发展前途的第三产业之一。在澳门属于很有发展前途的产业，
其特点是影响大、见效快、效益高。通过集中相关行业的力量举办会展活动，都能给市民、
游客、商务参与者很强的感受。其效益不能简单地计算门票收入。实际上，由于会展商务会
带动周边不少行业参与，这势必为旅游业、交通运输和客运业、餐饮业、娱乐、参观和文化
事业造就商机。根据澳门有关研究表明，一个会展带来的社会效益，是活动本身的 9 倍。国
家“十三五”规划与澳门未来发展目标相协调，这对于澳门经济协调有序和经济适度多元发
展是非常有利的。
2.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法律保障机制。第一，仲裁方式在解决澳门
与内地以及与葡语国家的经贸投资纠纷中的作用和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这与澳门世界贸
易中心自愿仲裁中心本身存在先天不足有关。因此，澳门特区政府要加强对国际自愿仲裁中
心的领导，并在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积极的支持；改革自愿仲裁中心的内部规章和
收费标准；走市场化的道路，逐步改变仲裁机构依赖行政拨款维持现状的局面；重新整合澳
门原有的 5 个仲裁中心，组建高水平精干的仲裁员队伍，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之成为
既分工明确又角色互补的澳门仲裁服务体系，以适应澳门与葡语国家商贸纠纷处理的需要。
第二，无论内地还是澳门特区与葡语国家间的建立民商事司法协助机制对于一个“平台”建
设至关重要。由于不同国家和各法域都具有相对独立的立法和司法管辖权，原则上任何一个
国家或不同法域的司法管辖权均不能及于另一个国家或其他法域。而在司法实践中，伴随着
各国或各法域之间民商事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区）际法律纠纷在不断增多，尤其是跨国或
跨法域的调查取证、司法文书送达、民商事判决的认可与执行、仲裁的相互认可与执行以及
公共秩序保留在区际领域内的有限适用等事务更加繁多，没有各国或各法域之间的司法互助，
就无法开展正常的司法工作。当前，涉澳涉葡互助案件在不断增加，内地与澳门以及两地和
葡语国家司法互助工作需要逐步构建，内容在不断扩展和深化，司法互助制度规范逐步健全
和有效，司法互助工作基础日益强化和逐步完善，因而在新形势下建立更加合理和有效的国
（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体制和机制，是直接关系到中国内地和澳门与葡语国家的法院审理
跨国或跨法域案件和相互裁定认可与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基础性工程。为此，只有中国内地和
澳门双管齐下，分别与葡语国家签订一定数量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或协定，才有可能与葡
语国家间建立起民商事司法协助法律体系，依法维护不同国家和不同法域的公司、企业和当
事人合法权益，并协调好内地和澳门与葡语国家之间的民商事司法协助的关系，使各方的司
法合作机制更顺畅。

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自由流动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
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突破行政区划的束缚，实现区域内经济交流与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
流动，包括“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四个自由流动，其目标是实现区域间经济效益
最大化，形成区域统一大市场和经济利益上的互惠共荣。要使服务贸易在粤港澳大湾区自由
流动，就应当在大湾区 11 个城市之间淡化服务产品和服务提供商的身份识别，原则上应一
视同仁地对待大湾区内的服务产品和服务提供商。不能以广东身份证、香港身份证和澳门身
份证作为区别对待的依据或歧视服务提供商及其服务产品。实际上，包括广州在内的粤港澳
大湾区人员自由流动是大湾区成功的关键之一。现有各种身份识别限制的存在，势必无法实
现人员自由流动。恰恰在大湾区内的“边境”则是限制人员流动的最大障碍。所谓边境通关
的各种限制，不仅造成生活不便，增加交易成本和时间，而且限制商业服务提供者自由交易
的机会，导致潜意识在身份认同差异，削弱“一国”认同感，间接让部分缺乏法律、政治和
历史常识的本土主义者产生港澳是国中之国的错觉。这些都是建设大湾区有机合作和深度融
合的障碍。过境提供商业服务、进行经济交流与合作及工作都会受到通关时间和证件的限制，
不利于相互之间服务贸易的优势互补和做大做强。这种限制是其他大湾区内所不存在的。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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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商业访客和服务提供者的跨境自由流动，大湾区经济的深度合作机制就无法形成，全面推
进内地与港澳之间城市群的互利合作就会大打折扣，推动和加速港澳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的潜能就难以有效发挥。广东在积极探索和发展离岸贸易和离岸金融，如何与港澳进行对接
与和合作至关重要。
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国两制”溢出的制度红利，也是特别行政区、
经济特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单独关税区等制度的叠加。在其实施过程中既要制定完善便利
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也要创立有利于三地之间商业访客和服务提供者逗
留和往返的便利条件。
虽然港澳与广东省的经贸合作本质上是特区依法处理的内地事务而非对外事务，但港澳
基本法对此并没有相对应的规定，而根据我国《地方各级人大及地方政府组织法》第 59 条
规定，内地行政区可制定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管理本行政区内的经济、教育……环境和
资源保护等行政工作。现有地方政府职权中也无法找到普通行政区与特别行政区相互之间缔
结协议的权限、程序及法律效力之规定。即使是 2017 年 7 月 1 日国家发改委、广东省、香
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四方共同签署了《深化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
（简称《框
架协议》）也无法律依据可循。这并不代表政府间合作协议完全无法律约束力可言。事实上，
《框架协议》性质类似于《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和《粤澳合作框架协议》，归属于政策性、
指导性的文件。
从框架协议的法律地位审视，《框架协议》是粤港澳三地政府为了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协调发展而制定的，旨在实现平等合作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区域合作协议，属于行政
性协议。它是一种以平等、自愿和协商理念而形成的法律机制，与美国州际协定相类似，其
效力低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
从港澳基本法依据的视角看，现有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应归属于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
本法》第 20 条规定的中央可以授予的其他权力范畴，即香港特区享有全国人大和其常委会
及中央政府授予的其他权力。通过授权，港澳特区政府有权与内地有关省市签署经贸合作协
议。尽管《宪法》和《地方各级人大及地方政府组织法》等法律规定并没有对港澳特区政府
能否与内地各省市之间缔结区际合作协议作出明确规定。也就是说，《框架协议》并未得到
宪法上的明确授权，但从《框架协议》的四个签署方、获准通过、签署的见证人来看，粤港
澳大湾区经贸往来得到中央事实上的授权。具体来说，《框架协议》除了粤港澳政府和国家
发改委四方参与签署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出席签署仪式等表明该协议是得到中央政府的实际
授权，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规划编制工作顺利推进，该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是不容
置疑的。
令人欣喜的是，2019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规划纲要的发布具有权威性、规范性和指导性。对于“一国两制”宪法规范内，
三地之间如何协同发展、深化全面务实合作和各种市场要素的流动，尤其是在促进人员、物
质、资金、信息便捷有序流动，为粤港澳发展提供新动能等方面，纲要提出了原则性的指导
意见。
为了使规划纲要和《框架协议》落到实处，粤港澳三地政府有必要参考和借鉴《国际服
务贸易协定》（TISA）34的合理成分以及欧盟与其他国家签署自贸协定中有关跨境自然人流
动的科学分类，结合大湾区的实际需要，通过友好磋商签订跨境自然人流动的专门性协议，
分门别类地对于短期商业访客、合同服务提供者、独立专业人士和公司内部调任人员等提供
出入境的便利和根据不同情况给予其长短不一的逗留期限，发挥各自专业人士的服务特长和
优势，提升服务贸易的数量和品质。

34

TISA 英语全称为 Trade in Service Agreement，由美国主导，截至 2016 年 11 月 10 日，历时 21 轮谈判，
参与成员现为 23 个，包括：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台北，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
中国香港，冰岛，以色列，日本，列支敦士登，毛里求斯，墨西哥，新西兰，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
秘鲁，韩国，瑞士，土耳其。自特朗普上台后，TISA 谈判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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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盟重视东盟关系审视欧越自贸协定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宋锡祥

孙琪琦

摘 要：
《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
（EU-Vietnam Free Trade Agreement, “EVFTA”或“欧
越 FTA”
）于 2020 年 8 月 1 日生效实施。该协定涵盖国民待遇与货物市场准入、贸易救济、
关税和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可再生能源贸易与投资的非关
税贸易壁垒、投资、服务贸易以及电子商务贸易的自由化、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知识产权
等数十个议题，具有采取泛欧自贸协定文本模式、创新实行泛欧的“三轨制”原产地规则、
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设置较高标准的劳工和环境保护条款、进一步改革完善“P to G”与
“G to G”争端解决机制，并适用 ITS 制度作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等特点，创造性地推进建
设具有欧盟特色的投资仲裁庭系统、提出原产地陈述下的“三轨制”原产地证明形式等一系
列高标准的国际经贸投资新规则，对欧越双方以及欧盟、东盟甚至国际经贸投资都产生了重
大而深远的影响。相比之下，我国正在朝整体性和综合性方向逐步建立面向全球的自贸区体
系，但在与其他国家签署双边自贸协定时始终存在规定较为笼统、简单，文本条款较为保守、
传统，制度设计缺乏新意和新的突破等问题，尤其是在原产地证明形式、争端解决机制等方
面往往采取传统的方式，缺少中国方案和元素。因此，我们有必要参考、借鉴欧越自贸协定
中的有益经验及合理成分，结合中国近 20 年来 FTA 发展的有益经验和实际提出创新观点及
合理化建议，对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 FTA 谈判对象，精准施策，采取灵活选择“双轨制”
原产地证明方式、完善劳工保护法律制度并建立环境与贸易协调机制、建立以“软法”为主
的争端解决机制并积极推动建设高标准的中国 FTA 网络体系。现阶段，中国自贸区制度体
系建设功能设计战略构想应从国际、区域、双边、区际、国内层面共同出发、齐头并进，相
互促进，衔接有序，协调发展，配合有效，形成全方位、综合性的宏达大战略目标体系。尤
其是在后疫情时代如何通过经济和法律等手段，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积极参与
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制定和引领，精准对接新近全面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加强对全球和区
域及双边自贸区网络发展战略的合理布局，以更加成熟的中国自由贸易区制度体系应对当下
国际贸易投资所面临的的挑战。
与此同时，为了实现“形成覆盖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的目标，我国应通过积极参
与构建超大型自贸区、将自贸区网络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深化自身改革提供制
度支撑、综合考量宏观收益开展自贸谈判、设计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的自贸协定“范式”等
策略来推进自贸区建设。
关键词：《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劳工与环境保护；争端解决机制
_____________

宋锡祥，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孙琪琦，女，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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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纵观当代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全球自贸区的形式和种类日渐呈多样化趋势，
世界各国参与国际经贸交流和合作日趋频繁，各国间高水平的自贸协定数量不断增多，当代
贸易自由化的形式已经不能简单地满足于世界范围内的多边贸易体制，国家之间贸易与投资
的良性互动又催生出数量可观的区域贸易协定、优惠贸易安排以及各类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尤其是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TP）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
（TTIP）
《国际服务贸易协定》
（TISA）以及欧式和美
式 FTA 业已成为引领国际经贸投资规则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贸易环境趋于复杂化。
在 2003-2004 年多哈回合谈判严重受阻之后，欧盟被迫改变了原先依赖多边机制推动建设贸
易规则的方式，转而采取“有选择的双边主义”策略。12006 年 4 月，欧盟提出将新一代的 FTA
作为其发展多边机制的补充，这一做法也成为其新的全球贸易之战略。欧盟从 2007 年起与
东盟十国开启区域性的自贸协定谈判，但由于东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参差不齐，各成员国与
欧盟之间相互贸易以及对欧盟的依赖程度也存在差异，谈判初期进展并不顺利，欧盟不得不
及时调整谈判策略。2009 年，欧盟着手与东盟单个国家进行经贸谈判，采取渐进式各个击
破的方式，旨在最终与东盟（ASEAN）签署一个完整的区域-区域间自由贸易协定。
越南属于发展中国家，欧越自 2010 年 3 月起开始磋商双边贸易协定，历经 13 轮谈判后，
双方于 2015 年 8 月就自贸协定谈判达成原则性共识并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签署协定最终文
本。经过积极推进，欧盟和越南分别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和 6 月 8 日批准这份标志性协定，
2
同年 8 月 1 日协定生效实施。3EVFTA 作为发达国家经济体欧盟与发展中国家越南之间磋
商博弈的结果，是南北合作不可多得的范例，这势必有助于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其
他发达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商谈和签署 FTA 提供更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为了促进与各国的经贸往来，我国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积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并把
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2014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
实施自贸区战略系统工程步伐，逐步推进并构筑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
路”、面向全球的自贸区网络体系。自 2002 年 11 月 4 日与东盟签署第一个自贸协定以来，
截至 2020 年 10 月 14 日，包括中柬双方于同年 10 月 12 日签署的自贸协定在内，中国已经
成功签署了 18 个 FTA。4其中生效的达 16 个，涉及国家/地区达到 24 个，另有 12 个正在谈
判的自贸协议以及 8 个正在处于可行性研究阶段。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已签署
的自贸协定所涉伙伴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和新西兰自贸协议是我国首个与贸
易往来较密切的发达国家签署的较高水平的 FTA。然而，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并在发展水平上存在差距，如何与更多的发达经济体有效商签符合
各方利益的自贸协定是摆在我国面前而又亟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当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
际贸易大环境，加快我国 FTA 谈判的进程并签署面向全球的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体系，适
时商签自贸协定升级版是维护和保障我国发展利益的有利举措，也是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
从现有研究现状审视，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国际经济法视角出发对自贸协定进行研究已取
得较多成果，为世界各国和地区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诸多理论基础。但
现阶段对于 FTA 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之间的经贸投资合作，而对
1

2

3

4

叶斌：
《欧盟自由贸易协定政策的变化和影响-法律的视角》
，
《欧洲研究》2014 年第 3 期; Boris Rigod: G
lobal Europe: the EU’s New Trade Policy in its Legal Context, Columbia Journal of European Law,
Vol. 18, No.1, 2012, pp.277-306.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c.europa.eu/trade/policy/countries-and-regions/countries/vietnam/, Last Visited on 19th Sep
t. 2020;《越南国会批准越欧自贸协定 越南输欧商品关税将降低 85%》
，载中国经济网，https://baijiahao.
baidu.com/s?id=1669156994676946045&wfr=spider&for=pc，最后浏览日期：2020 年 9 月 19 日访问。

《欧盟越南自贸协定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2008/20200802992123.shtml，最后浏览日期：2
020 年 9 月 20 日。
《钟山部长与柬埔寨商业大臣潘索萨共同签署中国—柬埔寨自由贸易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ht
tp://fta.mofcom.gov.cn/article/chinacambodia/chinacambodiaxwfb/202010/43218_1.html，最后浏览日期：202
0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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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贸协定文本作出较为深入剖析和探讨的文献相对缺乏，除了
研究深度不足之外，其关注度不够也是不争的事实。
令人可喜的是，作为南北合作的丰硕成果，EVFTA 最终文本形成于 2018 年 8 月，到正
式签署和经欧越双方分别批准并生效历时整整两年时间。该文本覆盖面广，调整的内容宽泛，
并具有较强的新颖性和综合性。该协定既是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间高标准的自贸协定，
也属于南北经贸合作的产物，特色较为鲜明。目前，学术界对欧越自贸协定文本的跟踪研究
甚少，即使是现有一些研究成果，大多聚焦国际经济领域，而缺乏从国际经济法的视角作出
深入系统而全方位的分析和探讨。而本文从最新生效的外文第一手 EVFTA 文本入手，在系
统翻译、梳理、归纳和提炼协定文本精髓部分的同时，紧密结合中国 FTA 发展脉络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颇有建树的创新性观点和合理化建议，针对性强，不乏真知灼见，这对于中国的
自贸区战略和未来发展走势无疑具有很强的参照系和现实指导意义。人们有理由相信，该研
究成果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阶段对 EVFTA 研究零敲碎打的缺憾和不足，更能体现
该文本规则的重要性和其应有的价值。

二、欧盟与越南自贸协定的出台背景考察
欧盟是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区域经济集团，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欧盟亟需开拓亚洲
市场，寻求与亚洲国家合作的机会，东盟对于欧盟来说极具市场发展的潜力；5同样，东盟
十国正在为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向更高的层次迈进，也亟需大力拓展欧洲市场。
（一）欧盟推进亚洲自由贸易发展战略采取退而求其次的步骤
1992 年 12 个欧洲国家组成的欧共体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它对欧洲货币联盟
的进程、欧洲公民身份、欧洲议会制度、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欧委会制度及其职能等
均作了详细而全面的规定。此后，欧共体转变成欧洲联盟，也从经济一体化开始向政治一体
化迈进。6欧盟内部已经取消了其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实现成员国之间商品、人员和服
务的自由流通；从其对外政策来看，欧盟已经实现对外实行统一的商业政策和关税政策之做
法。7自此，欧盟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并不断加快与第三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发展。经分析欧
盟官方数据，欧盟的贸易协定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关税联盟、联系协定/稳定协定/自由贸易
协定/经济伙伴协定、伙伴与合作关系协定。
欧盟欲求开拓亚洲自由贸易的市场，积极寻求与亚洲国家的密切合作并在亚洲推行自由
贸易区战略布局。自 2009 年《里斯本条约》即将生效期间，欧盟就率先和韩国于 2009 年
10 月 15 日签署《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与大韩民国自由贸易协定》
（简称“欧韩 FTA”）。该协
定是欧盟和亚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 FTA，时隔 6 年后于 2015 年 12 月 13 日开始生效，这无
疑具有里程碑意义。自欧韩 FTA 生效实施后，截至 2016 年 12 月，欧盟对韩国的出口增加
了 59.2%。8该协定进一步明确了 FTA 将作为欧盟推进“欧洲全球战略”的优先事项，明确了
欧盟未来谈判与签署自贸协定政策的走向。9截止到 2020 年 9 月 20 日，其已经与 4 个亚洲
国家签署了 FTA，其中欧韩 FTA、
《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欧日 EPA”）、
《欧盟新加坡贸易投资保护协议》分别于 2015 年于 12 月 13 日、2019 年 2 月 1 日和 2019 年 11 月
21 日生效，EVFTA 于 2020 年 8 月 1 日生效，10欧盟与新加坡还签署了《欧盟—新加坡自由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the EU and
ASEAN: A Partnership with a Strategic Purpose, Brussels, 2015.5.18,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
nt/EN/TXT/PDF/?uri=CELEX:52015JC0022&from=EN.
6
宋锡祥主编：
《<里斯本条约>与欧盟法的发展》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6 页。
7
参见厉力：
《对欧盟优惠性原产地规则的探析》
，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3 期。
8
European Commission,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
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on Implementation of Free Tr
ade Agreements, 1 January 2016 - 31 December 2016 Com/2017/0654 Final，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511801721703&uri=CELEX:52017DC0654&print=true,
Last Visited on 24th Sept. 2020.
9
叶斌：
《欧盟贸易协定政策的变化和影响——法律的视角》，
《欧盟研究》2014 年第 3 期。
10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c.europa.eu/trade/policy/countries-and-regions/，Last Visited on 25th Sept. 20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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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协定》
（简称“欧新 FTA”）
，该协定目前处于已签署但尚未生效的状态。11迄今为止，就
其与亚洲对象国签署的综合性 FTA 文本来说，除了与越南之外，其余三个均为与发达国家
（韩国、日本和新加坡）之间所签署。此外，欧盟还在积极推进与亚洲其他各个国家之间的
经贸往来，通过与亚洲国家签订各类双边投资、经贸协定进军亚洲市场。例如，欧盟和中国
于 2013 年 11 月 21 日开始启动《欧盟-中国投资协定》的谈判，双方领导人一致同意加快谈
判进程，实现在 2020 年 12 月底前完成谈判目标。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 9 月 14 日，中欧
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这势必有助于促
进双边地理标志产品贸易，为中欧经贸合作发展提供新的动能并提供高水平保护。欧盟与东
南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家以及西亚科威特、阿曼、巴林、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的 FTA 谈判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自 2015 年开始启
动与缅甸商谈《投资保护协定》，进展较为顺利。12这说明欧盟高度重视发展与亚太地区国
家的经济联系和战略布局，分享该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红利。
近些年来，欧盟不断加快与东盟之间的深度经贸合作。东盟作为当今世界上积极推进一
体化的重要经济体，经济快速发展且人口保持快速增长。13同时，东盟也在不断追求地区稳
定、繁荣和安全，东盟十国合为一个经济整体，将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并且有望于 2050
年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14对于欧盟来说，东盟极具市场发展的潜力，是其拓展亚洲
市场的关键一步，因而有意加强与东盟之间的区域关系并非是权宜之计。为了强化和东盟之
间的合作关系以实现战略利益，早在 2007 年 6 月，欧盟就着手与东盟所有成员国进行整体
的 FTA 谈判，然而由于东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参差不齐，各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的相互贸易
以及对欧盟的依赖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谈判初期进展并不顺利，无法从整体上与各成员国
取得谈判节奏上保持一致，尤其是欧盟无意与缅甸军政府以及东盟内部诸如老挝和柬埔寨等
最不发达国家商谈自贸协定，由此导致谈判进程十分缓慢。自 2008 年 12 月开始，欧盟和东
盟两大经济体的谈判进入了中止期，历时长达一年之久。15此后，欧盟开始调整谈判策略，
分别评估其与新加坡、泰国和越南进行单独谈判的可能性，进而采取逐个推进，各个击破的
策略，侧重与东盟主要成员进行双边 FTA 的谈判，16并取得实效。
（二）欧盟重新评估亚洲发展战略，与东盟各国逐个推进双边经贸合作
2009 年 12 月 22 日，欧盟宣布准备与东盟部分成员重启 FTA 谈判，包括与新加坡、越
南以及泰国等。按计划首推谈判国为新加坡，翌年 3 月，欧盟各成员国授权欧委会开始与新
加坡启动 FTA 谈判。新加坡在东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人均 GDP 与欧盟相当，欧盟希
望与新加坡的成功谈判能够带来“多米诺效应”，说服其他东盟成员与欧盟商谈 FTA。17自
2010 年 10 月开始，欧盟成员国允许欧委会与马来西亚商谈 FTA，随后，欧盟与越南于 2012
年 6 月启动 FTA 谈判。18继欧新 FTA 之后，EVFTA 谈判的终结是其与东南亚其他伙伴磋商
FTA 谈判的第二个参考文本。19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961, Last Visited on 25th
Sept. 2020.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c.europa.eu/trade/policy/countries-and-regions/negotiations-and-agreements/#_being-nego
tiated, Last Visited on 25th Sept. 2020.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the EU and
ASEAN: A Partnership with a Strategic Purpose, Brussels, 2015.5.18,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15JC0022&from=EN, Last Visited on 19th Step. 2020.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the EU and
ASEAN: A Partnership with a Strategic Purpose, Brussels, 2015.5.18,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15JC0022&from=EN，Last Visited on 20th Step. 2020.
徐凡：
《欧盟与东盟 FTA 谈判新动向及中国的对策》，
《亚太经济》2012 年第 2 期。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Commission services’ position on the Trade Sustainability Impact Assessment
（SIA） of a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R], June,
2010, p10.
徐凡：
《欧盟与东盟 FTA 谈判新动向及中国的对策》，
《亚太经济》2012 年第 2 期。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ec.europa.eu/trade/policy/countries-and-regions/regions/asean/, Last
Visited on 19th Step. 2020.
European Commission, Trade for All: towards an effective and responsible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y,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and European Econ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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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和东盟单个国家进行双边经贸协定谈判并已有所突破，未来旨在与 ASEAN 签署由
37 个国家组成的欧盟和东盟两大共同体之间的自贸协定。20因此，欧盟已经与两个东盟成员
国（越南、新加坡）达成的自贸协定将会成为其与东盟整体达成区域性框架协议的关键因素
或重要组成部分。21
（三）谈判签署 EVFTA 符合欧越经济发展的诉求
作为东盟成员国中发展最快、增长最迅速的经济体，越南对于欧盟的商业发展来说具有
极大潜力。从 2000 年至 2014 年，越南 GDP 平均增长率约为 6%，是东盟国家中经济增长
最快的国家之一，2018 年 GDP 增速高达 7.08%，远高于 6.7%的预定目标。22 2014 年，越
南一跃成为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位列新加坡之后，马来西亚之前，双边贸易额达 380
亿欧元。23进入 21 世纪，越南正在成为全球电子生产中心，其制鞋业、电信市场、纺织业
及汽车工业都在急速发展且亟待革新。2015 年，除与欧盟签订自贸协定外，越南与韩国、
智利以及俄白哈关税同盟正式签署自贸协定，协议签署后，纺织服装产品税率将从平均 10%
降为零，这将对越南大力进军这些潜力巨大市场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
欧盟是越南继中国之后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越南继美国市场之后的最大出口市场。
统计数据显示，自 2007 年至 2017 年，欧盟对越南的产品出口一直维持较稳的态势；自 2011
年始，尤其是自欧盟与越南从 2012 年启动双边 FTA 的谈判后，欧盟自越南的进口得到了大
幅度的增长。自 2015 年起，越南成为欧盟在东盟十国中第二大的贸易伙伴（继新加坡之后），
同时也是东盟十国中对欧出口量最大的货物出口国。24越南是一个拥有超过九千万消费者的
活跃经济体，欧盟向越南出口农业、工业及提供相关服务业等是拓展其全球贸易所必需的。
继新加坡之后，越南是第二个与欧盟达成自贸协定的东盟国家，欧越之间的 FTA 也是
欧盟在亚洲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首个 FTA。实际上，欧越自贸协定是欧盟与中等收入国家
间签订的涉及范围广、综合性强的 FTA，该《协定》的签署既有助于欧盟最终与东盟十国
两大经济体签订 FTA，也为欧洲与新兴经济体间 FTA 的谈判提供了规范的标准文本。
26
EVFTA 可以使欧盟出口商和其他与越南签订 FTA 文本的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商具有同等的
地位，包括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中国、印度、日本以及韩国、CPTPP 成员国
等。此外，该《协定》也会促使越南和韩国、新加坡等与欧盟已经签署 FTA 的国家具有同
等的地位。EVFTA 将会为双边经济增长和发展提供新的商机，促进彼此高质量的经贸投资，
并增添新动能，以维持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自《协定》签署以来至 2017 年，作为东盟成员国，越南已成为继新加坡之后，马来西
亚之前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其与欧盟在该年度的贸易总值达到了 476 亿欧元。27《协
定》的签署将取消欧越双方自由贸易所涉的几乎所有关税（超过 99%）。《协定》生效后，
越南将首先取消自欧盟进口货物 65%的进口税，剩余关税将在未来 10 年内逐步归于零。以
下表格为欧盟委员会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在官网更新的欧盟对越南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
直接投资数据：
表 2-1：欧盟-越南：2017-2019 年货物贸易（单位：亿欧元）28

20

21

22

23

24

26
27

28

ic and Social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2015,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5/october/tradoc_153846.pdf, Last Visited on 19th Step. 2020.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ec.europa.eu/trade/policy/countries-and-regions/countries/vietnam/，Last Visited on 19th Step. 2020.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Commission Services’ Annex on Malaysia to the Position Paper on the T
rade Sustainalbe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 and ASEAN, p1, Jan.
2011,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1/january/tradoc_147337.pdf，Last Visited on 19th Step. 202
0.
《2018 年越南 GDP 增速高于中国，GDP 总量为 2425 亿美元，没有超过广西》，https://baijiahao.baidu.co
m/s?id=1627795730675273177&wfr=spider&for=pc，2019 年 9 月 11 日访问。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e to the EU-Vietnam FTA, Forward by Mr. Mauro Petriccione, http://trade.e
c.europa.eu/doclib/docs/2016/june/tradoc_154622.pdf，Last Visited on 10th July, 2019.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e to the EU-Vietnam FTA, Forward by Mr. Bruno Angelet, http://trade.ec.e
uropa.eu/doclib/docs/2016/june/tradoc_154622.pdf，Last Visited on 10th July, 2019.
Guide to the EU-Vietnam FTA-Forward by Mr. Mauro Petriccione.
European Commission, EU and Vietnam Finalise Trade and Investment Discussions,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1875，Last Visited on 20th Sept, 2020.
Europea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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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欧盟进口

欧盟出口

逆差

2017

308

100

-209

2018

324

104

-220

2019

344

111

-233

表 2-2：欧盟-越南：2016-2018 年服务贸易（单位：亿欧元）29
年份

欧盟进口

欧盟出口

逆差或顺差

2016

16

15

-1

2017

18

19

1

2018

18

21

4

表 2-3：欧盟-越南：2018 年直接投资（单位：亿欧元）30
年份

外国投资

对外投资

顺差

2018

40

74

70

以上数据显示，自欧盟和越南启动 FTA 谈判后，双方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投资
等方面均得以稳定发展。此外，
《协定》也在越南境内对欧盟汽车行业有关的非关税壁垒设
置具体的规定，对传统的欧盟食品和饮品提供保护性规定等。欧盟企业也可以通过 EVFTA
与越南政府当局以及国有企业之间签订公共合同（public contract）。随着欧新达成新的自贸
协定，欧越贸易协定也将体现欧盟贸易协定在东盟领域内设置的更高的标准和规则，此举将
为欧盟和东盟在未来达成两大经济体之间贸易和投资协定铺平了道路。

三、欧盟与越南自贸协定的主要内容及特色
传统的自贸协定主要以消除关税和设置相应的非关税壁垒等方式来实现缔约各方的贸
易自由化，但近些年来，自贸协定的内容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势，涉及投资、竞争、政府采购、
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能源合作、环境和劳动保护，甚至政治对话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
因此，各自贸协定当事国对谈判内容的选择性也相应扩大，当事国可以根据各自的意志来选
择谈判议题。如日本在推进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基于其国内的农业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自
2002 年至今主要采取的是经济伙伴协定（EPA）形式而非自由贸易区形式来推进与各伙伴
国达成的双边自贸协定。
（一）在体例及内容上采取泛欧的自贸协定模式
EVFTA 系欧盟推进与东盟整体签订框架性协议的关键步骤，也是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
国家之间磋商的重要成果，囊括了一系列厚实、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规定，在带有欧盟范式
FTA 烙印的同时，也体现出欧越双方的共同意愿。
2006 年以后，欧盟进入新一代自贸协定时期，即从过于倚重多边机制转向推动新的 FTA
谈判。至 2006 年 4 月 10 日，欧委会发“全球的欧洲：在全球竞争的政策文件”，指出欧盟将
FTA 作为提升其全球市场竞争力的战略手段。31欧盟通过该文件提出未来在选择 FTA 谈判

29

30

31

http://ec.europa.eu/trade/policy/countries-and-regions/countries/vietnam/，Last Visited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ec.europa.eu/trade/policy/countries-and-regions/countries/vietnam/，Last Visited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ec.europa.eu/trade/policy/countries-and-regions/countries/vietnam/，Last Visited
European Commission, “Global Europe: Competing in the World-A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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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20th Sept, 2020.
on 20th Sept, 2020.
on 20th Sept, 2020.
to the EU’s Growth a

对象时，要以“经济因素”作为主要的考量依据，解决原来的协定在扩大贸易利益方面收效甚
微的问题。欧盟将其 FTA 政策目标定为：拓展欧盟货物和服务产品的新市场、增加投资机
会、通过降低关税来减少贸易成本并增加贸易额、通过消除非关税壁垒来促进贸易便利化、
提升贸易流的可预见性以降低成本和风险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32值得一提的是，自 2009
年欧盟《里斯本条约》生效后，直接投资（FDI）成为其专属权能，欧盟在对外谈判时将投
资问题更加明确地纳入其中。欧盟在 2006 年以后的 FTA 政策中，更加注重消除货物和服务
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减少投资限制，并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重要方面也不断推出并达
成新的承诺。33欧越双方基于发展需要，依据双边合作意志对谈判内容做出选择，经过多轮
磋商后最终达成了涵盖广泛领域的自贸协定。从欧盟的视角看，EVFTA 的主要内容在于削
减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保护地理标识、允许欧盟公司与越南政府签订合同、为欧盟企业
和创新产品提供高水平的运作场所、打开欧盟服务供应商在越南的发展市场、促进投资保护
并将投资章节纳入其中、建立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和维持社会及环境保护标准。34
就体例设置而言，《协定》文本主要采取的是“章、条”格式，分为 17 章，共计 333 条，
具体分为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方面，另有 26 个附件和 2 项专门《议定书》、2 项《谅
解备忘录》及 4 项《联合声明》。35与《越南-韩国自贸协定》
（VKFTA）相比，VKFTA 文本
共包含 17 章 208 条、15 个附录和 1 项实施协议。虽然“章”的数量一致，但 EVFTA 通过增
加“条”的设置来细化各章内容。该《协定》的结构安排通常被称为“发达国家战略推进模式”，
36
体现了自贸协定谈判时的一种“纵向”深入的一体化路径。此种 FTA 结构设计比较适合于一、
二、三产业已经有长足发展的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组成的区域经济组织之间建立的自贸协定。
37

从《协定》所囊括的内容审视，可以发现 EVFTA 与其他诸如 VKFTA 相比，内容设置
更为丰富、详尽。其中，后者主要内容有：货物及服务贸易、投资相关规定、知识产权、通
关便利化、技术性贸易壁垒、电子商务、法律和体制等，相比之下，EVFTA 除了对货物贸
易、服务贸易、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均作出规定外，还设置了主要针对其他贸易相关
方面的详细的非关税壁垒，包括政府采购、监管问题、竞争、服务、知识产权和可持续发展
等；并且，在欧盟的主导下，《协定》还对可再生能源贸易与投资的非关税贸易壁垒、贸易
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合作与能力建设等方面作出规定。
当前 WTO 规则未对环境保护、劳工法律、人权以及资本流动等领域的规制做出规定，
但欧盟在对外签订自贸协定时往往会纳入反腐败、竞争政策、消费者保护、数据保护、环境
法、资本流动、投资、劳工与环境条件等方面的内容。38尽管上述大部分条款的执行力较弱，
但欧盟在与第三国签订的优惠贸易协定中已经将环境条款、劳工标准条款和竞争政策条款真
正地建立起新的法律基础。39根据本文第二部分对 EVFTA 体例及内容的详细分析可见，该
《协定》采取欧盟范式的 FTA 体例格式，采取泛欧的原产地规则标准并且对环境以及劳工
保护、人权以及资本流动等领域作出了高水平的规制。
（二）大幅度削减关税，扩大市场开放的范围和程度
EVFTA 对于自由贸易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用于消除双边几乎所有的关税（超过 99%），
剩下小部分将以配额形式放开，双方明确了各自削减关税的具体过渡期。在欧盟方面，协定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nd Jobs Strategy”, Brussels, 4.10.2006, COM （2006） 567 final.
叶斌：
《欧盟贸易协定政策的变化和影响—法律的视角》，
《欧洲研究》2014 年第 03 期。
叶斌：
《欧盟自由贸易协定政策的变化和影响-法律的视角》
，《欧洲研究》2014 年 03 期。
European Commission MEMO: EU and Vietnam reach agreement on free trade deal, Brussels, 4 Augu
st 2015,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5/august/tradoc_153674.pdf，Last Visited on 26th Sept, 20
20.
European Commission, EU-Vietnam Free Trade Agreement: Agreed text as of January 2016，http://trade.
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1437，Last Visited 26th Sept, 2020.
崔雅丽：
《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法律问题研究》[J]，西南政法大学 2010 年 3 月 20 日。
崔雅丽：
《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法律问题研究》[J]，西南政法大学 2010 年 3 月 20 日。
Raymond J. Ahearn, Europe’s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Status, Content, and Implications, Congre
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March 3, 2011, p.17.
Henrik Horn, Petros C. Mavroidis and Andre Sapir, Beyond the WTO? An Anatomy of EU and US Pr
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pp. 1565-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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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生效，其立即消除对越南 65%的关税，10 年后消除对越南 99.2%的关税，余下小部分
关税欧盟承诺以配额方式零关税进口。与之相对应，越南将对欧盟出口商品消除 71%的关
税，7 年后消除 99%。40从行业来看，欧盟出口至越南的机械产品及配件、纺织品自协议生
效起即实现关税全免，但欧盟对越南该类产品的市场准入设置了较为谨慎的时间门槛，即在
涉及纺织品、鞋类等的敏感性产品时，欧盟对其将设置最长为 7 年的关税减免过渡期，但双
方也同意对该类产品中较为不敏感的部分纺织品或鞋类设置 3 年的关税减免过渡期。在农业
方面，欧盟对越南的出口关税从现行 67.7%逐步降低，直到协定实施第 10 年降至 2.6%，工
业产品从现行 31.3%逐步递减，到第 10 年降至 2%，并最终实现关税全免；而越南对欧盟农
产品出口自协定生效起就降至 1.4%，并在协定实施 7 年中保持稳定，
最后降至第 7 年的 1.1%，
其工业产品出口从现行 29.5%逐步降低，到协定实施第 7 年实现关税全免。以欧盟的角度来
看，提高欧盟汽车行业在越南市场的准入是欧盟在谈判中所关注的关键利益，经过谈判，协
定对欧盟汽车在越南市场准入作出了意义非凡的规定，包括对不同类型的汽车规定不同的关
税减免期。设置明确的关税减免过渡期，可给予欧越双方国内生产商合理的适应过程，关税
减免可以使得双方国内消费者享受更低的产品价格福利，彼此出口商也可因此具备更强的竞
争力。
（三）创新推出泛欧原产地规则下“三轨制”原产地证明标准
在原产地规则上，EVFTA 沿用了欧盟最具影响力的“泛欧原产地规则”，欧越双方在《议
定书一：关于“原产地产品”的定义及其政府合作方式》Concerning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Originating Products” and Methods of Administrative Cooperation, and its Annexes
（简称“Protocol I”）及其 8 个附件、《联合声明：关于议定书一中原产地规则的修订》Joint
Declaration: Regarding the Revision of the Rules of Origin Contained in Protocol 1 （ 简 称
“Revision of Protocol I”）中对原产地的标准要求包括“完全获得”以及“实质性改变”，同时也
规定“非实质性改变”，即来自第三国的货物即使未经实质性改变，但只要证明产品质量或在
产品上贴上标记等以证明其符合进口国的国内要求即可，这一原则将便利部分产品的进出口。
目前，国际上采取“原产地证书”以及“出口商声明”为主的“单轨制”或“双轨制”原产地证
明形式，在 EVFTA 之前的欧日 EPA 采取“双轨制”原产地证明形式，采用包括“出口商原产
地声明”(Exporter’s Statement of Origin)或“进口商明知”（Importer’s Knowledge）的证明形式，
而欧韩 FTA、欧新 FTA 均采取“单轨制”的原产地证明形式，由经核准的出口商自行出具“原
产地声明”（origin declaration）以享受优惠待遇。然而，与大部分自贸协定仅采取“单轨制”
或现阶段已较为先进和完善的“双轨制”原产地证明方式不同的是，EVFTA 采取了较为先进
的“三轨制”原产地证明方式，即本《协定》在以往“双轨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原产地陈述”
（statement of origin）的规定，此举也是欧盟对其通行的原产地证明形式的创新突破。
具体来看，一方面，根据 Protocol I 第 15 条第 1 款，对于原产自欧盟的商品，原产地的
证明方式有 3 种：
（1）原产地证书（certificate of origin），即由出口方授权机构向符合 Protocol
I 第 16 条及第 18 条规定的出口商颁发原产地证书来证明其产品的原产地；
（2）出口商原产
地声明（origin declaration）
，其中能够作出原产地声明的出口商包括两类：一是符合本部分
第 20 条下的授权出口商，且无论其托运的商品价值如何，均可以采用此类原产地证明方法；
二是托运的商品总价值不超过 6000 欧元的出口商；（3）原产地陈述（statement of origin），
自欧方通知越方欧盟的出口商受欧盟相关法律约束后，该出口商作出的原产地陈述依据该法
登记在电子数据库中，即作出原产地陈述的出口商已按照越方知悉的欧盟法登记在欧方电子
数据库中，则该出口商也可以获得原产地资格。41
另一方面，根据 Protocol I 第 15 条第 2 款规定，对于原产自越南的商品，对应的 3 种原
产地证明方式系为原产地证书形式以及 2 种原产地声明形式，具体分别为：
（1）原产地证书，
不同之处在于申请表对越南出口商的要求将依据越南国内法来决定；
（2）出口商原产地声明，
40
41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e to the EU-Vietnam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s,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6/june/tradoc_154622.pdf, Last Visited:26thSept, 2020.
EVFTA, Protocol I, 第 15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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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能够作出原产地声明的出口商托运商品的总价值应当依据越南的国内法来确定且不超过
6000 欧元的出口商；（3）出口商原产地声明，自越方通知欧方越南的出口商受越南相关法
律的约束后，该授权出口商或已登记的出口商作出的原产地声明，且前述通知可同时规定该
通知或将失效。42
表 3-1：不同原产地证明的证明形式
证明形式

所采取的证明形式

举例

“ 单轨制” 的原产地证
明方式

原产地证书或原产地自主声明

《欧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

“ 双轨制” 的原产地证
明方式

1） 原产地证书，或
2） 原产地自主声明

《中国-冰岛自由贸易协定》

“ 三轨制” 的原产地证
明方式

1） 原产地证书，或
2） 原产地自主声明，或
3） 原产地陈述

《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

在上述三类原产地证明方式的类别下，因欧盟与越南分别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因此双方能够作出原产地声明或原产地陈述的出口商需具备的资质不尽相同。此外，经研究
EVFTA 历次更新的文本，欧盟和越南对“三轨制”原产地证明形式也在不断加以更新。
首先，对于“原产地声明”的出口商资质，并非所有的出口商都有权发布自主原产地声明，
也并非所有出口商经依法登记后都有权获得原产地资质，根据 Protocol I 第 19 条，其还必须
是经过各自缔约国海关当局核准的出口商。并且，EVFTA 对欧越双方可以作出自主原产地
声明的出口商设置不同的标准。对于欧盟，能够作出原产地声明的出口商包括两类：一是，
符合 Protocol I 第 20 条项下的授权出口商，且对其托运的商品价值如何不做要求；二是，托
运的商品总价值不超过 6000 欧元的出口商；对于越南，能够作出原产地声明的出口商也包
括两类，但不同的是，该两类出口商分别为：一是，同时满足符合 Protocol I 第 19 条规定的
情形、运输的商品总价值依据越南的国内法不超过 6000 欧元两项标准的出口商；二是，自
越方通知欧方其出口商受越南相关法律的约束后，经该法授权出口或作出相应登记的出口商。
其次，欧越双方在最终生效的协定文本中对可以作出“原产地陈述”的出口商资质作了较
大的调整，在 2020 年 6 月 18 日更新的 EVFTA 文本中，仅欧盟出口商有权作出“原产地陈
述”。协定对于欧盟出口商的原产地陈述标准的要求是，对于经电子数据库依法登记即可获
得原产地资质的出口商应经依法登记，且前述适用的法律也应当由欧盟向越南履行前置通知
义务的方为有效。
EVFTA 中规定的“三轨制”的证明形式对发达经济体欧盟及发展中国家越南存在不同的
适用标准，该标准较为符合欧越双边贸易对双方目前的区域内/国内发展水平的要求。“三轨
制”的证明形式有助于大幅度降低双边贸易中货物原产地的证明难度，提高原产地证明的灵
活性，同时增加了双方货物获得优惠关税的机率，提高认证效率，因而该证明形式的多样性
更加符合双边进出口厂商的利益。
（四）EVFTA 下更为开放的投资措施法律制度
2013 年 5 月，欧盟确定了“惠及全民的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基本政策”（Trade for all:
towards a more Responsible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y），《欧盟-加拿大综合经济贸易协定》
（CETA）是欧盟首个涵盖投资章节的 FTA，该协定创造性地提出了投资法庭系统。432018
年 6 月 25 日，欧越为促进对双方投资者和投资行为的保护，在布鲁塞尔会议上达成了一项
新的《投资保护协议》
（IPA）。在 EVFTA 中，继欧加及欧新签订自贸协定之后，再次将“投
资”作为专门章节囊括在协定中，即主要规定在文本第八章“投资、服务贸易及电子商务贸易
的自由化”之中。
EVFTA 采取正面定义与负面清单形式对“投资”的适用范围作出规定，即适用于投资者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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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FTA, Protocol I, 第 15 条第 2 款。
宋锡祥,戴莎：
《欧盟和加拿大自贸协定的特色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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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方国家设立企业及从事投资活动，但不适用于视听服务、采矿、核材料的生产、武器以
及军火和战争材料的生产和贸易、国内与国际航空服务、地勤以及机场运营等。协定第八章
第 3.1 条规定了“投资”正面定义，又在第 3.2 条规定采取“负面清单”形式指出“投资”不包括
对视听设备、矿产及核材料的制造等五大方面投资活动。在欧越自贸协定中，“投资”可以采
取有形或无形、动产或不动产或其他产权，企业、股份、股票或其他形式的股权参与，债券、
公司债券、负债以及其他债务票据，承包合同、建筑合同、管理合同、生产合同、特许经营
权合同等形式。
为鼓励双边投资并为其提供便利，相比于《中秘自贸协定》在投资章节的 18 个条文中
要求缔约双方给予对方投资者及其投资以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公平公正待遇，EVFTA
要求缔约双方给予对方投资者及其投资以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相比之下，《中秘自贸协
定》规定除非为公共利益并经法定程序不得进行征收，一旦征收应当按照公平市场价值给予
投资者补偿，EVFTA 则在其“执行要求”中对不得采取征收或强制执行措施作出负面清单式
的规定，44从而为缔约双方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保障性政策。此外，《协定》还为促进双边投
资提供了便利和优惠政策，为商务人员临时入境建立透明的标准和简化的程序，使缔约双方
企业获得开展投资合作的制度性保障。
（五）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设置较高标准的劳工和环境保护条款
欧盟对人权的考量是其推进贸易政策建设的关键要素，其在发展人权与推进可持续发展
过程中形成一套规范体系和政治体系，遵守《欧洲联盟条约》第 21 条第 1、2 款、《欧盟基
本权利宪章》、
《欧盟人权与民主战略框架》、《联合国人权公约》、国际劳工组织的基础公约
及联合国 2030 年议程中的核心劳工标准。当然，欧盟也遵守区域人权公约（包括 FTA 等）
及国际习惯法并强调在涉及环境、用工、社会问题、健康、有效管理、法治、教育、移民、
数据保护、数字和影像及私营部门的社会责任等方面自愿合作，以支持人权的良好发展。
就欧越关系而言，从 1995 年开始，人权与民主问题就构成《欧共体-越南合作协议》1995
EC-Vietnam Cooperation Agreement（1995 EC-Vietnam Cooperation Agreement，简称“EVCA”）
的重要内容，此后在欧越于 2012 年《友好合作协议》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简称 PCA）中，欧越双方承诺在遵循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并尊重民主与人权并对此进
行有效管理的前提下，尊重对方民主原则与人权。45至 2012 年，欧越在 PCA 基础上开始双
边 FTA 谈判，最终在 EVFTA 的框架下，欧盟的目标是确保其与第三国发展优惠贸易关系
的基础为确定的“人权承诺”，《协定》在第十三章对“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作出规定，以系统
性解决双方劳工与环境问题。46。
一方面，EVFTA 设置了较高标准的劳工保护规则。1995 年欧盟普惠制 3281/94 号条例
要求新的普惠制方案实施特别奖励措施（Special Incentive Arrangement），对积极采取提高劳
工标准的受惠国给予额外的贸易优惠，使劳工标准与其国际贸易相互挂钩。正因为如此，欧
盟在之后的普惠制方案及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签订自贸协定中加入劳工条款，如在欧韩 FTA、
2012 年签署《欧盟与秘鲁/哥伦比亚综合贸易协定》以及 EVFTA。在构建自贸协定劳工标准
过程中，欧盟拒绝用贸易制裁的方法解决劳工争端，其劳工条款多为促进新条款，不具有执
行力。47
国际劳工组织与亚欧会议（Asia-Europe Meeting，简称“ASEM”）是欧盟和越南进行“劳
工权利”保护的主要平台，欧越在协定中承诺实现可持续发展，48双方在“多边劳工标准和协
议”条款中承诺要保证全体劳工，包括妇女和儿童从事充分且具生产性的活动，在此基础上
促进双边贸易的不断发展。49对于劳工的基本工作权利，双方承诺将依据国际劳工组织成员
之间设置的义务标准，并依据《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的基本原则与权利及其细节落实宣言》，
4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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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FTA，第八章第 6 条。
参见 PCA“序言”，第 1 条。
European Commission, Human Right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EU-Vietnam Relations with s
pecific regard to the EU-Vietnam Free Trade Agreement,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Brusse
ls, 26.1.2016, SWD (2016) 21 final, p7.
李西霞：
《欧盟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标准及其启示》，
《法学》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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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社自由、集体谈判、禁止任何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有效废除童工及有效废除环境和
职业歧视等达成一致意见，50“劳工权利”主要包括结社自由与对集体议价权的有效承认、消
除各种形式的强制或强迫劳动、有效废除童工及消除用工与职业歧视。51当然，欧越双方在
协定中对劳工问题也作出限制性规定，即签署关于劳工保护和劳工标准的规定不得以保护一
方贸易为目的。52
另一方面，EVFTA 设置了系统性的环境保护规则。环保在欧越的早期关系中即为一项
热门议题，早在 1995 年，EVCA 就规定了“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的内容。PCA
谈判与签署扩大了双边环保的范围，并增加了可再生能源、能源有效性、可持续农业、可持
续旅游业、废品处理、环境友好型科技发展及气候变化等新的合作领域。EVFTA 作为典型
的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自贸协定》，明确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要求双方对经
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相互强化其力度。53 为此，专门设置专家组，若双方
在 120 日内无法解决“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章所涉条款项下的争议情形，即可提交争议申请组
成专家组解决争议。
为了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欧越双方对遵守多边环境协议（MEAs）、设置气候变化条
款、保护生物多样性、森林产品可持续管理与贸易、对海洋资源贸易与可持续管理、设置贸
易与投资支持可持续发展等均作出规定，并确认应提高双方对前述内容的保护水平，并分别
对可持续性影响的审核及执行作出有效规定，并承诺应遵循双方均为缔约国的多边环境协定。
迄今为止，劳工与环境保护未能在 WTO 层面达成统一协议，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发展对
外贸易时极力推进劳工与环境保护，以保护其国家/地区的劳工权利和生态环境。越南作为
发展中国家在与欧盟进行双边 FTA 谈判时，并未将环境和劳工等非贸易议题排除在谈判内
容之外，而是积极促进该领域的发展与进步，在与欧盟磋商后，专门做出专章规定，以有利
于双边利益保护环境和劳工权利。人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实现贸易自由化的组成部分，欧
越认识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重要性。
（六）进一步完善以“软法”为主的“P to G”与“G to G”争端解决机制
EVFTA 对于双边争端解决机制主要体现在投资章及争端解决章中，前者是解决“投资者
-东道国”争端的“P to G”模式，旨在保护投资者在东道国的合法权益；后者是“G to G”模式的
争端解决机制，其目标在于建立一个有效且高效的机制，解决双边在解释和适用《协定》时
引发的争端（
《协定》中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而欧越可采取的争端解决方式涵盖磋商、调解
及仲裁。
1 .进一步完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ITS 制度
投资议题的核心在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简称“ISDS
机制”）
，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对外进行投资谈判时，几乎都会考虑投资者-东道国（“P-G”）争
端解决机制，欧盟是国际投资协定的发源地。欧加 FTA 是欧盟对外签订的首个纳入“投资”
章节的自贸协定文本，其中设置了较为先进完善的 P-G 争端解决机制，即“投资法院系统”
（Investment Court System,简称“ICS 制度”）。欧盟在此后签订的欧新 FTA、EVFTA 及 TTIP
中也运用了与 ICS 制度相似的争端解决方式，如在 EVFTA 中，制定了“投资仲裁庭制度”
（Investment Tribunal System,简称“ITS 制度”）
。ITS 制度与 ICS 制度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主
要体现在：
首先，EVFTA 强调以“软法”为主的争端解决机制倡导采取友好解决争端方式，包括协
商与调解，若友好解决方式不能奏效，争端双方可提交申请进入磋商程序，若争端双方通过
该磋商仍无法解决的 ，则争端一方可采取书面形式提起仲裁 ，即请求组建“仲裁小组
（Arbitration Panel）”。
其次，设置透明度高的争端解决程序。一方面，《协定》规定仲裁员必须满足相应的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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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FTA，第十三章第 3.2 条。
EVFTA，第十三章第 4.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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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质要求并具备一定的执业经验，并且，贸易委员会在本《协定》生效后的 6 个月内应当建立
一个包含 15 名仲裁员的“仲裁员名册”，该“仲裁员名册”中除包含欧越双方各委任的 5 名仲
裁员外，还包含 5 位第三国国籍的仲裁员，54且相较于欧加协定的相应规定是法庭主席及副
主席应由第三国法官担任，欧越 ITS 仲裁庭主席应由第三国仲裁员担任。55但无论是 EVFTA
还是欧加 FTA，均明确了薪酬的发放制度，这一点是共同的；另一方面，
《协定》也对仲裁
员提出要求，仲裁庭和上诉仲裁庭人员必须是完全独立于任何政府机构的人员，不得直接或
间接给争端双方的利益冲突造成影响，并且一旦成为仲裁员，便不得为缔约方专家或案件证
人，也不得依据本《协定》或国内法受理新的投资保护争端案件。
第三，EVFTA 未设置上诉机制。欧越双方在 EVFTA 生效前的文本中曾设置常设上诉
庭（简称“上诉庭”）为不服仲裁裁决一方提供上诉途径，但经查阅生效后的 EVFTA，欧越
双方已取消上诉庭机制，并设置第 15.14 条“对终裁报告措施的审查”规定了争端一方认为终
裁裁决措施不符合《协定》第 15.2 条规定的，该方可以书面请求作出裁决的仲裁小组对其
异议作出处理，仲裁小组应当在该方提交请求后的 45 日内对其裁决作出解释。因此，欧越
双方在争端解决机制中赋予了仲裁小组极大的裁决权。
最后，《协定》也大幅度提高仲裁效率。双方对每项争端解决措施均规定了明确的时间
限制与节点，包括：
（1）除双方另有合意外，被请求方应当在收到请求方提出的磋商请求之
日起 30 日内开始磋商，且磋商应当在被请求方收到请求之日起 45 日内予以解决；
（2）因易
腐物品、季节性产品或季节性服务提起的紧急磋商应当在被请求方收到请求之日起 15 日内
召开并在被请求方收到请求之日起 20 日内解决；
（3）若磋商请求方提出磋商请求之日起 15
日内，被请求方不予答复的，申请方可以提起仲裁；（4）仲裁小组应当在组庭之日起 120
日内作出最终裁决，或最多不超过 150 日内作出最终裁决等。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ITS 制度与 ICS 制度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相异性。实际上，它是
对传统的 ISDS 机制作出的全新变革和完善，对传统 ISDS 机制中存在的弊病加以剔除与修
改，如 ICS 制度对仲裁员的任命资格和道德准则上均作出明确要求，对仲裁员名册、仲裁
庭主体的人选作出更加客观、公证的规定，赋予仲裁小组作出最终裁决并解释该裁决的权力，
并明确仲裁时间节点以大幅度提高仲裁效率等，这势必有利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得到有效
的彰显，极大地促进全球投资治理规则的科学发展。
2 .EVFTA 推出超 DSU 模式的“G-G”争端解决机制
欧盟在 2000 年以后与伙伴国签订的 FTA 中，都依托 WTO 协定附件 2《关于争端解决
规 则 与 程 序 的 谅 解 （ Understanding of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简称“DSU”》）建立双边争端解决机制，56在 EVFTA 这一欧盟范式自贸协定框架
下，欧越双方不再拘泥于 DSU 的传统模式。
首先，EVFTA 突出“软法”化的“G-G”争端解决模式。自贸协定的基础是缔约双方相互间
的诚意和利益需求，57而区域贸易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大多具有“软法”性，即非惩罚性和非
诉讼性。EVFTA 规定了磋商、调解和仲裁 3 种争端解决的方式，适用顺序为先磋商，后仲
裁，但在磋商或仲裁中的任何阶段，双方都可以基于共同意愿进入调解程序。仲裁和诉讼为
司法性争端解决方法，一旦欧越双方磋商仍无法解决争议，可以依据第十五章第 5 条进入仲
裁。并且根据该章第 4 条及附件 15-C（调解机制）一经欧越双方同意，均可在任何时间进
入调解程序，在请求进入调解程序时，附件 15-C 对具体调解程序作出具体规范，包括选定
调解员、调解程序规则及调解的执行等方面内容。事实上，调解结果的最终达成有赖于缔约
双方的合意，执行方应当将任何的执行步骤和措施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以上规定无不体
现该协定争端解决机制“软法”的特色。
其次，EVFTA 设置了完善和详尽的争端解决程序。《协定》对仲裁专家组的职责范围、
仲裁专家组设立规则、仲裁专家组解决争议的具体程序、紧急情况的先决裁定、仲裁报告的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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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FTA，第十五章第 23.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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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萃,纪文华：
《区域贸易协议争端解决机制构建与实效反差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2010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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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以及通知、对仲裁报告的遵守和执行期限、对执行情况的审查、对不执行的临时救济以
及对该临时救济的审查、仲裁员的替换、仲裁和执行的暂停和终止、相互同意的解决措施、
信息和技术咨询、仲裁专家组决定和裁定的效力、仲裁员名册、论坛选择、时限等方面尽可
能作出细致周到的规范，便于实际操作。为实现仲裁的公正性，EVFTA 仲裁员名册还包含
3 个分名册，分别为越南仲裁员名册、欧盟仲裁员名册以及非缔约双方国民的自然人组成的
名册。其中，每份分名册中应包含 5 名自然人，贸易委员会应当确保名册人数始终维持在该
水平。
最后，设置短暂而有效的争议解决期限，以提高争端解决效率。例如在 EVFTA 中磋商
应在被请求方收到请求之日起 30 日内进行，并在收到请求之日起 45 日内结束，紧迫事项的
磋商是在收到请求之日内的 15 日内进行，并在 20 日内得出结论。而 DSU 中规定磋商在提
交请求之日起 60 日内未解决的，起诉方可以请求设立专家组，紧急情况下为 20 日。此外，
EVFTA 中仲裁专家组的最终报告需在专家组成立之日起的 120 日内提交，最迟不得超过成
立之日的 150 天。而 DSU 中规定自专家组得以组成和依其职权范围议定之日起至专家组向
争端各方提交最终报告之日止，一般不应超过 6 个月，但在紧急案件中，应尽量保持在 3
个月内将报告提交争端各方，包括涉及易腐货物的案件。除了体现双方迅速解决争议的共同
愿望之外，也是基于双方相互了解和深入谈判基础上达成共识的结果。实际上，双边争议较
多边争议复杂程度相对较低，设置更短期限也是顺理成章的。
总体而言，欧越自贸协定耗时 2 年半时间、历经 13 轮回合谈判，成文后亦经过不断磋
商与修订，最终达成了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一份高标准、综合且全面的自贸协定，实属不易。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上由 27 个成员国组成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具备成熟的文本拟定和创制能
力，在立法实践中不断推陈出新，独树一帜。作为颇具欧盟特色的 FTA，欧盟在积极引领
和推动国际双边自贸区制度建设的发展方向，这一点是值得称道的。

四、EVFTA 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渐渐跃居世界前列，人均经济总量也处于中等水平，我国已经逐步具
备了在国际事务中竞争话语权的实力。欧盟作为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经济体和全
球区域合作的先行者，已经在长期的对外经贸合作的经验中形成了欧盟范式的自贸协定特色，
并在欧盟扩大其自贸协定版图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经
济的快速发展，欧盟也在不断调整其发展战略，出于多种因素的考量，欧盟启动了新一代自
贸协定谈判，并成功得以推广。这类欧式“新一代自贸协定”是迄今欧盟主导的涉及议题最广、
规范标准最高的双边自贸协定，在很大程度上显现出欧盟对国际经贸规则未来走向的引领，
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对自身更为有利的非中性国际规则来约束或限制竞争对手在该领域的话
语权与影响力，这必将对我国产生重要影响。如欧盟在欧加自贸协定中首次将投资章节纳入
其中并作出详细的配套规定。EVFTA 中的条文设置反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
与博弈，且该协定在开放水准、环保要求、劳工标准、争端解决机制效率与透明度等方面的
具体规定均作出创新性发展与强化，值得我国在对外签署自贸协定时参考和借鉴。因此，我
们有必要对该类协定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整体研究，对未来我国对接国际经贸高标准规则做好
前瞻性、系统性的准备和铺垫。
（一）推进“自主原产地声明”的适用，灵活选择“双轨制”原产地证明形式
目前，美欧等发达国家在促进对外贸易的磋商过程中，所采取的货物原产地证明形式主
要为“自主原产地声明”方式，虽然我国也逐渐开始尝试适用包括“自主原产地声明”形式的
“双轨制”原产地证明形式，如我国在中冰、中澳、中瑞等自贸协定中均吸纳了“自主原产地
声明”制度并采取原产地证明和原产地证书相结合的“双轨制”，但我国目前在对外签订双边
协定时主要还是采取以原产地证书为主的“单轨制”证明方式，这一情形表明我国原产地证明
形式方面的体制尚不成熟。EVFTA 主要采取了泛欧式的原产地规则，在原产地证明方式上
也有新的举措，双方在“双轨制”的基础上率先增列第三种“原产地陈述”证明形式。基于对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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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之间原产地规则及双方考量背景的分析比较可知，“单轨制”原产地证明形式相较于“双轨
制”或欧越的“三轨制”而言，在原产地认证的效率方面相距甚远。
因此，我国有必要在总结自身对外经贸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不妨尝试大范围推进“双轨
制”的原产地证明方式，采取原产地自主声明和原产地证书相结合的方式，在与发达国家签
订 FTA 时可以采取“出口商声明”的形式；与发展中国家签订 FTA 时，鉴于发展中国家信用
体制尚不健全等问题，可以仅采取原产地证书方式。此外，尽管欧盟和越南的经济体量相差
悬殊，经济发展程度也存在巨大差距，但双方依然详细列明“三轨制”的原产地证明形式，并
对之作出细化的规定，此举也值得我国在选择原产地证明形式时加以取舍。
当然，“双轨制”或“三轨制”的证明形式也并非毫无缺点，其适用对协定双方就原产地证
明方面的监督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正因为如此，自贸协定的缔约双方必须综合评
估彼此间的实际情况，进而采取相对应的模式，才能在削减关税的同时不危及市场秩序。如
前文所述，在 EVFTA 中，欧越双方在设置“出口商声明”的规定时是基于双方不同的发展程
度对其有资质的出口商作出不尽相同的规定。中国亦可借鉴此类做法，在选择原产地证明形
式前进行评估并针对不同伙伴对象国作出不同的判断，统筹协调不同自贸协定下的原产地规
则，58针对我国较为敏感的产品，可配合关税减让规则，适度设置严格或宽松的原产地标准；
对于我国非敏感性的产品，可采取较为宽松、便利的原产地标准，以便有助于促进我国企业
充分利用区域内的优质资源。
（二）完善劳工保护法律制度，建立环境与贸易协调机制
截至目前，GATT 与 WTO 尚未对劳工与环境形成统一的标准，亦未将其纳入多边贸易
体制，欧盟在发展对外贸易时运用 FTA 极力推进劳工与环境保护，在国际贸易与劳工以及
环境标准之间建立起联系，使之形成独特的模式，并广泛运用于与其他国家签订的 FTA 之
中，以保护欧盟成员国的劳工权利和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中国是国际劳工组织的一员，其已批准生效的国际劳工公约（其中包括四项核心公约）
已经达到 25 项，然而，该类公约在现实的执行情况中任然存在各种不足与缺陷。现阶段，
中国已经将劳工条款纳入了其已经签订的 4 个自由贸易协定中，包括了《中国-智利自由贸
易协定》第 108 条、
《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第 161 条、
《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第
177 条以及《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第 135 条，且具体的条款均为促进性和宣誓性条款。
目前来看，考虑到环境和劳工问题涉及到人权等敏感领域，中国在自由贸易区谈判时的做法
是消极防守，甚至为此不得不在其他贸易问题上做出让步。在环境保护方面，我国至今仅在
与韩国、瑞士、智力签订的 FTA 中涉及到了环境条款或章节的规定，内容相对比较粗疏。
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其他国家对我国劳工和环境保护的关
注，一些国家甚至开始将劳工和环境保护的标准与承认我国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内容相挂钩，
例如美国表示，若要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前提条件是扫除以下两点障碍：货币的自由
兑换和劳工问题。59事实上，中国在环境和劳工方面的标准虽然不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提
并论，但并不比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标准低，这就意味着我国基本上具备了在环境、劳工问
题上进行谈判和合作的能力。
从 EVFTA 可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越南已经和欧盟这一发达经济体磋商确定出详
细条款和标准，值得科学移植并予以镜鉴。就现阶段中国已签署的 FTA 来说，如在《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第 108 条对“劳动、社会保障和环境合作”规定如下：“缔约双方应该通
过劳动和社会保障合作谅解备忘录和环境合作协定增强缔约双方在劳动、社会保障和环境方
面的交流和合作。”60这种灵活的、非强制性的承诺既不会给我国带来单方面的、额外的义
务或负担，又可满足合作伙伴对“环境、劳工问题”的关注和未来发展的需要。
就具体的条款设计而言，中国应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提出我国可接受的劳工与环境保
护标准，反对使用贸易制裁的方式解决劳工问题。此外，还可以根据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
区别对待核心劳工与环境标准，首先，在劳工方面，应明确伙伴国对于劳动及劳工的保护应
58

59

60

关兵：《区域贸易协定框架下原产地规则最新发展趋势及对中国产业的影响》，
《对外经贸实务》2018 年
第 3 期。
美两部长结束中国之行：
《劳工问题成目前中美博弈最重砝码》
，http://www.ce.cn/new_hgjj/gjbd/cvsw/200
406/25/t20040625_1302935.shtml，最后浏览日期：2019 年 7 月 26 日。
《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第 10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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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立法主权优先原则，以确保我国在对外贸易谈判中的主权，防止发达国家利用劳工条款
遏制我国劳动力产品的输出。与此同时，也应完善配套的法律机制，并真正落到实处，如加
强国内工会组织的应有力量和潜能，使之在今后的对外贸易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其次，在维持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应注重建立起贸易与国内环境的协调机制，立足于本国
自身国情，与不同地理环境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伙伴国设计不同的 FTA 规则。
（三）建立以“软法”为主的“P-G”及“G-G”争端解决机制
欧盟自欧加自贸协定开始设置专章对“投资”作出了规定，EVFTA 也对“投资”作出详细
规定，并配套规定了可操作性强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同时，EVFTA 中亦坚持采取欧盟
以“软法”为主的“G-G”争端解决模式，为其与伙伴国之间的经济贸易争端解决提高了效率。
1 .借鉴欧盟范式的“P-G”争端解决机制，增强仲裁效率与透明度
2013 年我国与欧盟开启了中欧 BIT 谈判，截至 2020 年 7 月底，中欧两大经济体举行了
第 31 轮投资协定谈判，双方同意将尽最大努力尽快就公平竞争方面的规则取得一致意见。61
截至目前，欧盟 27 个国家中的 26 个已经与中国签订了 BIT，但我国和欧盟各成员国签署的
BIT 中的投资争端解决条款并不完全一致。62应注意的是，因中国与欧盟双边在中国的国有
企业、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的市场准入标准以及 ISDS 机制等问题分歧较大，均无法
达成共识，导致中欧 BIT 谈判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周期。63尽管中欧 BIT 谈判历时近 7 年时间，
但仍有望在 2020 年年底谈成。
需要专门指出的是，P-G 争端解决机制作为欧美国家磋商争端解决途径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必将会在更加广泛且错综复杂的投资争端领域占据愈加凸显的重要地位。对此，我国
应积极采取法律应对措施。就 EVFTA 投资章节与中欧 BIT 相比，我国的 BIT 文本仍存在着
较大的不足，例如存在着仲裁程序规定过于简单、透明度不高、争端解决方式不够多样化等
弊端。在此背景下，EVFTA 对我国未来与欧加签订自贸协定亦极富借鉴价值。
首先，我国可以借鉴欧盟范式 FTA 下不断完善的投资仲裁规则，完善投资争议国内救
济途径。欧盟在投资者保护的规则设置方面选择不断完善投资争议的各类救济途径，如在欧
越、欧加等自贸协定中，欧盟采取“软法”化的解决机制、设置“投资仲裁庭”，并对前述规则
作出详细明确的配套规定。有鉴于此，我国需考虑在此方面规定有效的法律措施，并针对性
地修改和完善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加快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外商投资争议解决国内机制，
使投资者尽可能在用尽当地行政和司法救济手段的前提下解决纠纷。
其次，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P-G”仲裁机制，并尽快应用到 BIT 与 FTA 谈判中。目前我
国条约立法中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发展的困境主要在于，对相关条款的设置不够完善，不同协
定间的条款差异较大，没有形成原则性的标准或基础。早在 1982 年，我国就开始与包括瑞
典在内的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有关“P-G”争端基本通过《华盛顿公约》下设的国际
投资争议解决中心（ICSID）以调解和仲裁的方式求得解决。但该中心的设置并非无懈可击，
在争端解决过程中引发亟待破解的难题，尤其是制度设计方面的缺陷日益受到国际法学界的
诟病。因此，当务之急是先行理清我国已经签订的大量 BIT 及 FTA 中对于投资者和东道国
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方面存在那些细微的差异与不足，在此基础上明确我国可以采纳的相关
原则与标准，以形成符合我国实情的“P-G”仲裁机制，如对于用尽地方救济规则与岔路口条
款不可同时剔除在协定之外、对提请仲裁的事由应当设置负面清单或例外规定以作出限制等。
64

最后，我国应稳步推进出台与投资者-东道国仲裁相关的国内法。基于我国于 2005 年 9
月签署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我国应积极加快《国家豁免法》的立法进
程，确保国家行为以及国家财产受到合理保护，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主权。
61

62
63
64

《欧盟驻华大使郁白：中欧 BIT 谈判进入冲刺阶段，望在三个章节上取得突破》，https://new.qq.com/omn
/20200908/20200908A0JXLK00.html?pc，最后浏览日期：2020 年 10 月 4 日。
陶立峰：
《中欧 BIT 谈判中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的模式选择》，
《法学》2017 年第 10 期。
王琳：
《中欧 BIT 谈判中 ISDS 问题及中国的立场和应对》
，《法学研究》2016 年第 5 期。
参见宋锡祥：《自由贸易区制度体系整体功能设计的战略思考研究》（2018 年书稿）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项目编号：11BGJ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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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善我国的“G-G”争端解决机制，突出以磋商为前提的“软法”特点
1947 年，GATT 的成立为有效解决各国关税与贸易纠纷提供了一个平等对话、和平磋
商的窗口，WTO 成立后参考借鉴司法制度下的严格约束力，对 GATT 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大
幅度修改，设置了独立的争端解决机构（Dispute Settlement Body，DSB）。WTO 下的争端解
决是要权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其在争端解决机制最终的制裁手段是报
复。
目前，中国签订 FTA 中均设有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在适用范围上，我国 FTA 对
“G-G”争端解决机制采用了正反两面的规定方式；在解决方式上，中国 FTA 要求尽可能先以
磋商方式解决争端，若争端各方磋商失败，投资者可以选择在东道国法院寻求救济或提交仲
裁。但与 EVFTA 中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相比，中国在仲裁透明度方面的制度建设相对落后。
在欧越自贸协定中，双方确定了可以选择采取磋商、调解以及仲裁的措施来解决双边经
济贸易活动中产生的争端，且双方对三种争端解决措施均作出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适用顺
序为先磋商，后仲裁，但在磋商或仲裁中的任何阶段，双方都可以基于双边意愿进入调解程
序。欧盟所坚持采取的准司法性争端解决模式系以“软法”为主的模式，该模式为其与伙伴国
之间的经济贸易争端解决提高了效率。
纵观欧盟签订的自贸协定涉及仲裁裁决的执行事宜，不难看出自 2000 年以来的双边自
贸协定就有关仲裁裁决的执行规定基本是软性的执行规则，没有实质性规定有效的报复性措
施。通过对欧盟自贸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深入研究，并参考 WTO 争端解决机制有关执行的
规定，我国似乎在与贸易伙伴国磋商自贸协定时，可以有选择地采取以软法为主的准司法性
争端解决机制为宜，在明确仲裁裁决的拘束力和执行的同时，有必要参照 WTO 关于仲裁裁
决的执行规定65之合理成分，为我所用。
（四）合理布局以形成面向全球的中国高标准 FTA 网络体系
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对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提出更高要求。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促进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并强调中国应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现阶段，中国自贸区制度体系建设功能设计战略构想应从国际、区域、双边、
区际、国内层面共同出发、齐头并进，相互促进，衔接有序，协调发展，配合有效，形成全
方位、综合性的宏达大战略目标体系。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如何通过经济和法律等手段，有
效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积极参与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制定和引领，精准对接新近全面高
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加强对全球和区域及双边自贸区网络发展战略的合理布局至关重要。
1 .充分认识欧式 FTA 的局限性，力求在各方面平衡与发达国家的权利义务
美欧是全球最大的两个贸易主体，自 20 世纪以来便通过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签订区域自
贸协定或双边自贸协定扩大对外贸易。无论是区域自贸协定还是双边自贸协定，都对其他国
家或地区的贸易将造成实质性的歧视，其结果必然是引发部分贸易转移。以欧越《协定》为
例，由于在某些货物的供给上，中国是越南的最大出口国，欧盟便在“原产地规则”方面对越
南向其出口的货物做出严格的原产地要求，使得中国相关货物在越南的出口关税、市场准入、
政府采购等方面将处于不利的境地，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中国商品竞争力。例如，前文提
到的欧盟范式的原产地规则中对累计规则的扩大适用，即为欧盟将自身“泛欧原产地规则”
的影响力势必进一步延伸到亚洲国家。
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对外签订自贸协定时，通常采取美国或欧盟范式的自贸协定模板，这
也将促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研究美
式或欧式的 FTA 范本，在谈判中对各方面的条款设计加以谨慎考量，力求与发达国家之间
达成权利义务的平衡，将是中国和发达国家启动自贸协定谈判时应当时刻关注的重中之重。
2 .借鉴欧盟在亚洲推进 FTA 战略模式，均衡 FTA 网络体系布局
欧盟于 2010 年开始与新加坡进行双边 FTA 谈判，目的在于通过与新加坡建立自由贸易
65

DSU，第 21 条“对建议和裁决执行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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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逐步与其他东盟国家发展双边经贸关系，以实现与东盟签订一揽子双边框架协议
的目标。
根据欧盟公开的政策文件透露，中国已经达到欧盟磋商 FTA 伙伴标准，但是中欧间签
署 FTA 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从整体上来看，欧盟与中国经济的互补性远超过双方
之间的竞争性。欧盟需要更深入地进入世界上潜力最大的消费市场，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也
将展现并提升欧盟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新一代 FTA 将更深入地涉及中国内部改革，这对
中国提出了挑战巨大，尤其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和竞争政策等问题，欧盟有
理由担心，未来中欧谈判可能陷入类似对印度谈判一样的旷日持久的僵局。66当然，未来中
欧 FTA 的达成不可能一蹴而就。现阶段，中国需要就欧盟在对加、日、新、越等国谈判中
提出的要求进行深层次研究，有针对性地构建包含应对方案的中式 FTA 范本。
经过近二十年的自贸区建设，我国在自贸谈判中的一些传统议题上已经建立起相对成熟
和固定的原则和模式，针对不同谈判对象只需要在此模式基础上作出适当微调即可。比如在
货物贸易的关税减让方面，我国在大部分自贸协定中均将货物分成四大类，并对不同类别设
置不同的降税幅度和过渡期。但是在服务贸易、投资保护、知识产权等新议题方面，我国仍
然处在摸索阶段，还没有建立起成熟的理念和模式，尤其是争端解决方式创新上缺乏中国元
素和方案，与国际主流标准和欧式与美式 FTA 范本存在较大差距。又如在服务贸易方面，
我国目前已签署的自贸协定均为正面清单承诺模式，与目前包括欧盟在内的发达国家普遍采
用负面清单模式的主流做法不相吻合。迄今为止，中国和欧洲国家签署和生效的 FTA 只有
中瑞和中冰两个 FTA，数量有限和经济体量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中国在推进与欧盟达成
整体 FTA 的过程中，也可借鉴欧盟在东盟推进 FTA 的做法，即不断地推动与欧盟或欧洲国
家逐个开展 FTA 谈判，例如与英国之间尽快开启自由贸易谈判，英国已经脱欧无疑为中国
与英国开启双边 FTA 谈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如何与发达国家有效磋商并签署符合各方利
益的自贸协定将是我国亟需要解决的问题。纵观 EVFTA 作为欧越两国之间磋商博弈的结果，
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签订的综合性 FTA 文本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这势必为未来中欧启动
FTA 谈判提供了颇具参考价值的范本。
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在对现有各种类型自贸协定进行深度研究和总结，分类指导和施策，
博采众长，在此基础上，积极主动地设计出符合我国国情特点和长远利益的自贸协定“范式”。
即综合现有各类自贸协定的文本条款，形成领域基本覆盖、形式相对固定的 FTA 范本，特
别是对其中的原则、形式、内容以及语言等可以确定的内容进行规范。当然，考虑到自贸协
定谈判对象国的差异性，该范本应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对于发达经济体，可以考虑制定开
放层次更高、涵盖领域更全、例外条款更少的高标准范本；而对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可
以考虑制定包含更长过渡期、更多例外条款的低门槛范本，经过若干年实施后，再考虑加快
启动升级版协议的商谈和签署进程。
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与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之间在经济发展和开放程度上存
在一定的差距，我国与发达国家商签符合各方利益的自贸协定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这有
赖于谈判各方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实际上，EVFTA 作为欧越两国之间磋商博弈的结果，
为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签订综合性 FTA 文本以及中欧启动 FTA 谈判提供了鲜活的可资借鉴的
范例。
欧盟从 EVFTA 入手，为推进与东盟进行整体自由贸易谈判可谓费尽心机，近期目标已
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欧盟期待以其与东盟各国间的独立 FTA 为基本要素，逐步与东盟
整体签订框架性协议。这一行之有效的做法正在稳步向前推进。相比之下，中国和欧洲国家
签署和生效的 FTA 屈指可数，目前仅有中瑞和中冰两个 FTA，数量有限和经济体量小是不
争的事实。中国-挪威自贸协定第 16 轮谈判于 2019 年 9 月 9 日至 12 日在武汉举行。双方就
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投资、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环境、法律议题、争端解决、竞争政
策、政府采购、电子商务、机构条款等相关议题展开磋商，谈判取得积极进展。67 一旦双
方谈成和签署，中挪 FTA 势必实现了中国与北欧国家无 FTA 的零突破，也对欧洲其他国家
起到积极的示范效应。但是中国在推进与欧盟达成整体 FTA 的过程中，也可借鉴欧盟在东
66
67

叶斌：
《欧盟自由贸易协定政策的变化和影响-法律的视角》
，《欧洲研究》2014 年 3 期。
中挪举行自贸协定第十六轮谈判 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chinanorway/chinanorwaynews/201909/414
58_1.html，最后浏览日期：2020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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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推进 FTA 的做法，即不断地推动与欧盟或欧洲国家逐个开展 FTA 谈判，例如与英国之间
尽快开启自由贸易谈判，英国脱欧后势必为中英开启双边 FTA 谈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
日本已捷足先登，率先与英国签署了自贸协定。我国也应积极创造条件，主动与英国商谈
FTA，尽早达成协议，释放更大的合作潜力，早日实现与欧洲大国之一的英国签署正式的
FTA，为两国人民谋福利。与此同时，中欧有望在 2020 年谈成 BIT 并正式签署后，我国有
必要先进行 FTA 的可行性研究，尽快落实相关事宜，并为将来启动中欧 FTA 谈判铺平道路，
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结

语

随着全球经贸规则的加速重构，我国自贸协定的谈判和签署步伐明显加快，自 2002 年
至今已经签署 18 个自贸协定，生效的达到 16 个，涉及 25 个国家或地区。且签署协定的开
放水平不断提升，协定实施对双边贸易也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果。未来中国的自贸协定谈判
将呈现出覆盖范围更广、开放层次更高、协定对象向重点国家和地区突破的态势。为了实现
“形成覆盖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的目标，我国应通过积极参与构建超大型自贸区、将
自贸区网络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深化自身改革提供制度支撑、综合考量宏观收
益开展自贸谈判、设计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的自贸协定“范式”等策略来推进自贸区建设。
EVFTA 作为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自贸协定，其内容突显出欧盟范式下
的综合性、高标准的文本，将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磋商和签署自贸协定、达成合作共赢
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同时为推进“自主原产地声明”的适用、灵活选择“双轨制”原产地证明
形式、完善劳工保护法律制度作出了一定的示范效应。面对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抬头的严峻形势下，我国唯有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迎接挑战。
不容置疑的是，近年来我国明显加快了建立 FTA 网络体系的布局速度，数量有所增加，
FTA 文本有所提高，但是从布局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还有待加强，离“一带一路”建设的战
略发展要求以及建立面向全球的高规格 FTA 网络体系还有一段距离。因此，在总结我国近
二十年有益经验的同时，借鉴欧美国家的成熟成果，包括欧越自贸协定的有益经验和合理成
分，提高我国对外谈判自贸协定的议价能力与规制建立能力，积极促进我国建立环境与贸易
协调机制，熟练运用以“软法”为主的“P-G”及“G-G”争端解决机制，充实和完善我国的 FTA
文本，并最终形成合理布局并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标准的 FTA 网络体系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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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赖、机制变迁与全球金融治理
——基于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关系的交叉视角
郑丁灏

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各国金融治理之间日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相互依赖局面。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相互依赖主要表现为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
增多、金融全球化议程范围拓宽以及金融发展议题兴起。但由于相互依赖中的权力不对称性，
在治理实践中仍然存在监管机制选择不一、金融国家主义复辟以及软法适用的合法性问题等
机制缺陷。因此，在借助国际机制变迁解释模型进行动态分析的基础上，国际社会应协调多
层次全球金融治理网络，推动国际金融组织结构变革，并实现国际金融软法的事实硬化，共
同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而我国则应合理有序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加深东亚金融区域合作
并着重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致力于构建全球金融治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相互依赖 国际机制 全球金融治理

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
1
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 相互依赖网络的不断延伸，令全球化对
2
全球集体行动与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 “全球治理”
（Global Governance）应运而
生。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治理学说开始兴起，伴随着两次金融危机，全球金融治理从全球
3
治理的话语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 金融危机的周而复始，促使国际社会
4
对既有的金融治理机制 进行反思与重构，以共同协调行动促进全球金融治理更加公正、包
容与平衡。在一致行动进程中，囿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各方之间的权力冲突不时涌现，
但若适当解读合作与冲突之间的转换及其所引致的机制变迁，权力冲突的积极力量也可为全

*厦门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基金项目：本文系福建省社科规划法学专项课题“金融科技的勃兴与监管科
技运用的法律路径“
（FJ2019TWFB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6
页。
2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W.W. NORTON, 2002, p.224.
3
1992 年，James N. Rosenau 教授在其著作《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中首次提炼和建立了全球治理的理论框架，同时西方国际关系学各学派开始对全球治理给予高度
的关注并形成各自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标志着全球治理从实践进入了理论构建和政策影响阶段。参见
James N. Rosenau, Ernst Otto Czempiel,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8-24; 陈伟光、申丽娟：《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的边界：一个比较
分析框架》
，《战略政策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26 页。
4
1983 年，国际机制首次被定义为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所汇聚到的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隐
含的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但在全球化的世界政治经济中，各国政府间存在多重的议题和
多重的联系，它们不断参与到国际机制的实践中，形成由各种机制结合而成的政策网络。国际机制的概念
也相应向外扩张，从原来的静态规范拓展为，包含主动参与而成的国际组织。因此，本文中所述“国际机
制”
，既涉及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规范、原则与程序，还涉及各类的全球金融治理网络，包括国际金融组织、
跨 区 域 政 府 规 制 网 络 及 区 域 、 双 边 金 融 安 排 等 。See Stephen D. Krans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Regim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49-64.; 门洪华：《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2 期，第
179-1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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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金融治理的机制改革提供方向，成为长期合作的现实基础。

5

本文借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首先静态揭示全球金融治理的不对
称相互依赖状态，展示全球金融治理中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又存在权力冲突的现实图景，
其后运用机制变迁的解释模型动态解读全球金融治理“复合相互依赖”状态的形成原因，最
后基于“复合相互依赖”中的治理机制变迁与现实困境提出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方向与中国
的应对之策。

一、“复合相互依赖”：源起、内涵与理论框架
二战后，国家权力与军事实力是主导国际格局的主要因素，以此为分析对象的现实主义
理论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思潮。但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等多领域格局的悄然改变，现实
主义理论却无力应对如下问题：在以主权利益优先的国际社会中，为何国家间的相互联系愈
6
发紧密？在什么情况下各个独立国家会进行合作？
1977 年，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合著出版《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以国际合作的
分析视角，为上述问题提供符合国际格局变迁的新答案。他们认为，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
依赖的时代……在相互依赖的政治中，国内利益、跨国利益和政府利益交织在一起……这些
（利益交织）源自国际交往——跨越国家的货币、商品、人员和信息流动”。7以二者为代表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对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提出质疑，打破人为设定的“高级外交”（军事、
国家安全）和“低级外交”（经济）之间的界限，建构起复合相互依赖的国际关系模型。
他们指出，全球化下的国际社会符合相互依赖的外部特征：
（1）各社会之间的联系渠道增
多，包括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或对外部门的正式安排；
（2）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
8
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3）无需使用武力。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对比则
处于非均衡的相互依赖状态，依赖的非对称性是影响行为体应对过程的关键因素，而非对称
性则来源于国际交往中各国付出的代价并不平等，其中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拥有较强的
权力资源，故有能力促动变化或以变化相威胁。在相互依赖的条件下，权力的非对称性正是
9
两国间冲突的利益根源，其具体体现在“敏感性”与“脆弱性”差异， 而任何两国之间均
存在“敏感性”与“脆弱性”差异，即使是具有领导地位的大国之间亦不例外。最后，因“复
合相互依赖”关系发生在调节行为体行为并控制其行为结果的国际机制中，为动态分析相互
依赖下各国的行为，基欧汉与奈提出四种模型就支配各领域相互依赖的规范、规则和程序发
生变迁或维持不变的模式进行解释，由此有力地辩驳了“霸权稳定论”者“离开霸权，不可
能有合作”的论点，指出国际社会即使处在现实冲突之中也可因广泛存在的共同利益而形成
治理共同体。进入新世纪以来，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立足国际合作，将组织、机制等描述性概
念转变为分析性概念，随之衍生出国际制度法制化研究、国际制度理性设计研究以及国际组
织委托代理关系研究等，聚焦特定问题领域各国围绕权力和机制所展开的博弈，逐步充实国
际制度研究的基本框架。
See Anne-Marie Slaughter, A New World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66-171.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7-10.
7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
（第 3 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3 页、第 9 页。
8
同上，第 25-26 页。
9
敏感性：指在试图改变局面而做出变化之前受外部强加代价影响的程度，其产生于政策框架内的互动；
脆弱性：指行为体因外部事件（甚至是在政策发生变化之后）强加的代价而遭受损失的程度，取决于个行
为体获得替代选择的相对能力及其付出的代价，其产生于政策框架间的互动。参见〔美〕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注⑦引书，第 12-14 页。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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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金融危机后，
“集体行动，标准趋同”成为各国监管机构在国际层面为化解金
融危机而达成的行动指南，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项监管合作安排以及新兴组织，有助于国际
金融制度更加高度的整合，全球金融监管合作逐渐形成“相互依赖”的状态。与此同时，我
们也应注意，全球合作中的冲突依然存在，监管权力的非对称性及其表现形式不禁引发对现
10
实主义思潮的回溯：
“全球化是否正在走远？” 如何解读全球化下“相互依赖”与“权力冲
突”并存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复合相互依赖”学说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视角。

二、
“相互依赖”与全球金融治理
11

“国际金融是‘全球化’这个词最合适的一个领域” ——即使是现实主义学派的罗伯
特•吉尔平也不得不如此评述国际金融体系的全球化浪潮。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由于政策
和货币外溢效应的存在，主权国家仅凭自身的宏观经济调控已无法实现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的
12
目标，国际社会亟待在金融治理方面实行全面的国际合作， 各国金融治理的相互依赖与相
互影响不断加强。
（一）“社会之间多渠道联系”
13

“复合相互依赖各个方面的最大变化在于，各社会之间联系渠道的增加”
。 在全球化影
响下，“社会多渠道联系”不仅体现在传统国际金融组织间合作范式的转变，并且将现实主
义理论下的国际关系参与主体拓展至非政府行为体，其所形成的跨政府规制网络逐渐成为国
际金融监管领域的“协调者”。
1、
“布雷顿监管体系”的新生：合作监管范式转变
治理政策的转变与国际机制的变迁，往往由各国之间难以解决的国际问题所引致，正如
同金融危机促进下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因此，在“后危机”时代，问题导向加深了传统国
际金融监管组织间的合作，监管范式由行动一致的“合作型网络”转向目的导向的“协作型
14
网络”。
作为传统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两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 WB）在成立之初却近乎“形同陌路”：在二十世纪 80
年代以前，二者之间除却 1966 年和 1970 年双方为调整各自功能目标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外，
再无其他官方性质的合作文件。15上世纪 70 年代起，原油危机与拉美债务危机接踵而至，
迫于稳定全球经济体系的目标，IMF 与 WB 于 1989 年签署协定（Concordat），进一步明晰
双方的主要职能范围，并作为双方协作（Bank-Fund Collaboration）的法律蓝本。16此后，全
球经济动荡与政治多极化的交替出现为 IMF 与 WB 的合作提供契机，双方陆续签订了多个
官方声明及合作备忘录，17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联合实施金融部门评估计划（Financial
Dani Rodrik,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1997, pp.29-31.
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7.
12
王逸舟主编：
《全球化与新经济》，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3 页。
13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注⑦引书，第 295 页。
14
Slaughter 教授在其著作中提出“合作型网络”与“协作型网络”的监管网络区分。在“合作型网络”下，
各成员共同合作以特定的方式执行规定的任务，而在“协作型网络”下，则是由各成员共同协商，寻求执
行规定任务的最佳方法，并在此方法指导下达成目标的监管网络。
“协作型网络”不仅要求成员间采取一致
行动，还强调成员间具有共同的目的意识并且能在路径选择上达成一致。See Anne-Marie Slaughter, The
Chessboard and the Web: Strategies of Connection in a Networked Worl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11-121.
15
IMF: Report of the External Review Committee on Bank-Fund Collaboration, 2007, pp.20-21.
16
Id., p.41.
17
在 1989 年到 2000 年间，IMF 与 WB 共签署如下合作协议或备忘录：
Joint Document to the Boards of the IMF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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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ty Assessment Plan，FSAP）。
本世纪初，虽然双方已初步建立合作机制，但因双方的监管职能不一且缺乏统一的监管
合作目标，所以未能有效预测并遏制次贷危机的爆发。次贷危机后，IMF 与 WB 开始在金
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所搭建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实施协调框架内，
以“宏观审慎”理念为指导修正合作路径。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将 FSAP 的一部分内容纳入
IMF 的双边监督机制下，为 IMF 与成员国之间的第四条磋商提供依据。自 2010 年起，具有
系统重要性金融部门的成员需每五年接受一次 FSAP 项下强制性的金融稳定性评估，以此实
现监督机制的“硬约束”。在 2013 年发布的新版系统重要性金融部门评估办法中，IMF 更
加注重金融部门间的相互联系及金融风险的高传染性，并且依据更新后的评估标准将接受强
制性评估的成员国数量从原先的 25 个增加为 29 个，进一步扩大 FSAP 的金融稳定评估范围。
18

2.“跨国参与监管”的涌现：跨政府监管网络日益完善
金融领域的全球化问题需要由各国政府、非国家行为体、市民社会等在形成共识的基础
19
上协商解决，建立一种“多向度的综合权利网络”
，以对全球事务进行“调节性”管理。 由
20
于现实主义“国家中心”理论未能为国际经济主体及活动的多样化提供合理解释， 因此，
二十世纪末，许多自由主义学者提炼出“跨政府规制网络”（Transgovernmental Regulatory
Networks, TRNs）21的概念，以涵盖由官方与非官方实体组成的金融合作框架。
由于现代金融领域的风险主要表现为风险的外溢效应，即各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导，
进而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整体性的破坏，22因此对监管机制的广度与深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而 TRNs 所特有的组织灵活性和成员专业性的优势，可促使金融系统内各领域中的监管机构
在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框架下展开合作，运用其所制定的金融标准，相互串联各自的监
管领域，推进全球治理协议的执行。自次贷危机以来，被称为“金融管道”
（financial plumbing）
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 FMI）由于其对金融风险的高传导性，
23
自 2009 年 G20 匹兹堡峰会被纳入监管目标后，便成为 TRNs 监管合作的重点。 2012 年，
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与国际清算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CPSS）正式发布《金融
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rinciples for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 PFMI），并于同年底发布
其补充性文件《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披露框架和评估标准》，以细化基础设施的信息披露标准
并为一致性评估提供具体的评估框架。截止 2019 年，在总体评估框架下，IOSCO 与 CPMI
共同发布了第一阶段 PFMI 落实情况监测报告的五次更新版报告，24并于 2014 年开始进行针
and the World Bank on Bank–Fund Collaboration on the State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1992；Joint Guidance
Note on Bank– Fund Collaboration on Public Expenditure Work, 1995 ； Joint Board Paper on Bank–Fund
Collaboration in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Sectors, 1997 ； Report to the Interim Committee on Bank–Fund
Collaboration, 1998, supra note 15, p.20 .
18
IMF, Mandatory Financial Stability Assessment under the 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 Update, at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Issues/2016/12/31/Mandatory-Financial-Stability-Assessments
-Under-the-Financial-Sector-Assessment-Program-PP4838., Feb. 26, 2020.
19
徐崇利：
《跨政府组织网络与国际经济软法》，
《环球法律评论》2006 年第 4 期，第 416 页。
20
Joseph S. Nye, Jr., Robert O. Keohane,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A Conclus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Vol.25, 1971, pp. 721-736.
21
一般而言，跨政府规制网络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国际组织内部的政府网络，如 WTO 组织内的部长
级会议机制；第二类是行政协议框架内的政府网络，如 G20 和 FSB；第三类是自发的政府网络，如 BCBS
和 IOSCO。参见张晓静：
《国际法视野中的全球金融治理》，法律出版社 2017 年 7 月版，第 157-158 页。
22
李国安：
《金融风险全球化与全球金融治理机制》，
《国际经济法学刊》2014 年第 4 期，第 225 页。
23
Russo, D., CPSS-IOSCO Principles for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 Vectors of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 Banque de France, No.17, 2013, pp.69-78.
24
PFMI 的实施评估框架共分为三个层面的评估，具体为各成员辖区为落实 PFMI 而制订的法律法规和其他
相关政策的进展情况的自评估（一级评估，Level 1）
、实施框架的完备性及其同 PFMI 的一致性的同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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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PFMI 的第二阶段评估，其中美国、日本和欧盟的二级评估报告已在 2015 年发布。25此外，
针对 FMI 中的中央清算对手方（Central Counterparties, CCPs）监管，IOSCO 与 CPMI 联合
FSB、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共同组建中央清算相互依赖性研究小组，研究 CCP、主要清算
会员和金融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其系统性影响。研究小组在选取全球 15 个辖
区的 26 家 CCP 作为样本的基础上，分别在 2016 年和 2017 年进行两次数据收集，并于 2018
年 9 月发布《关于中央清算相互依赖性的研究》报告，该报告为金融监管机构提供了 CCP
全球相互依赖的全局视图，并为未来 CCP 监管数据的调控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26
（二）“议程非等级化”
在相互依赖的背景下，“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
27
许多问题由通常被视为国内政策的事务引起，而国内问题与对外问题的区别非常模糊”
。伴
随全球金融一体化，与上述背景相一致的是，“多种问题”已经进入金融治理论坛的议程设
置中。
在次贷危机后，全球金融治理主要围绕“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展开，以实施宏观审
慎监管、监测系统性风险、规制场外衍生品等方面的议题作为国家间谈判的重点。但在全球
金融市场复苏后，国家间议程的重点开始转移，议程主题向全球金融可持续发展、金融科技、
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拓展。在每年的 G20 峰会期间，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向 G20 首脑峰会所提交的工作报告，反映了全球金融治理中“多种问题”的趋
向。FSB 自 2009 年的 G20 匹兹堡峰会起，共向 G20 提交了 12 份工作报告，从 2009 年至
2011 年戛纳峰会期间，工作报告的内容组成简单单一，主要集中于宏观金融调控层面，旨
在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及场外衍生品设定评估标准，弥补全球金融监管体制的漏洞。从
2012 年洛斯卡沃斯峰会至 2015 年安塔利亚峰会期间，FSB 工作报告的内容有所增加，除上
述内容外，还涉及一些更加具体化的议题，主要涵盖影子银行体系及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等，
但整体上仍以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稳定为主。自 2016 年杭州峰会起，报告所述议题开始拓展
至新兴的金融议题领域，比如虚拟数字货币、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等。同时，绿色金融的披
露议题受到 G20 首脑峰会的重视，FSB 专门成立气候相关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自 2017 年起连续三年发布工作报告，在为
国际社会设立统一标准的基础上评估本年度各金融行业对气候相关金融信息的披露程度，并
提出相应完善建议。28
同时，全球金融治理“内部化”与国内金融治理“外部化”愈发显现，在我国金融治理
中分别表现为“利率市场化”与“汇率稳定化”。当前，我国正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渐进
式”改革的成功经验，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并不断完善利率市场化相关配套制度。2019
（二级评估，Level 2）以及实施框架的落实成果一致性的同行评估（三级评估，Level 3）
。在 PFMI 落实评
估项目中共有 28 个辖区参与，截止 2019 年 8 月 CPMI 与 IOSCO 联合发布的第一阶段第五次更新报告，其
中 21 个辖区落实 PFMI 的相关措施已经到位，其余 7 个辖区的相关工作仍在进行。See CPMI，IOSCO,
Implementation monitoring of PFMI: Fifth Update to Level 1 Assessment Report, at
https://www.bis.org/cpmi/publ/d179.htm., Feb.28, 2020.
25
CPMI, IOSCO, Implementation Monitoring of PMFIs: Level 2 Assessment Report for Central Counterparties
and Trade Repositories – United States, Japan, European Union, at https://www.bis.org/cpmi/publ/d128.pdf.,
Feb.28, 2020.
26
BIS,
CPMI,
FSB,
IOSCO:
Analysis
of
Central
Clearing
Interdependencies,
at
https://www.bis.org/cpmi/publ/d181.htm., Feb.28, 2020.
27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注⑦引书，第 26 页。
28
FSB,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FSB,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Status Report; FSB,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2019
Status
Report,
at
https://www.fsb.org/work-of-thefsb/implementation-monitoring/progress-reports-to-the-g20/, Feb.2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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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决定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这一
举措有助于实现贷款利率“两轨合一轨”，促进我国利率与国际市场接轨。在汇率制度上，
虽然我国汇率制度中的政府干预因素饱受批评，但带有较强干预主义色彩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却对全球货币治理产生积极影响。在国家政策干预下，中国汇率相对稳定，并依托其庞大的
经济体量和日益密切的外部经济联系，得以增强国际汇率的整体稳定性，具体表现为：人民
29
币币值长期相对稳定、汇率波动范围相对较小以及关键时刻起到汇率稳定器作用。
（三）“无需使用武力”
“由于国家之间存在复合相互依赖联系，无须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描绘了军事主义的
30
衰落。 如今，全球治理的重心已逐渐从以使用武力所谋求的“独立权”转变到以政治互信
和经济融合为主题的“发展权”，处于复合相互依赖环境里的国家，正将它们的关注点转移
31
到对财富的追求或者一个更高生活质量的目标的实现。 相应的，全球金融治理在强调巩固
“金融独立”的基础上，更体现出对“金融发展”的关注。
回顾金融史，美国与西欧的金融关系恰是反映了“独立”与“发展”之间的转换。二战
后，西欧各国为了“生存”而接受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以恢复经济，作为条件，西欧
各国取消或放松外汇管制，并以美元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美元因此取代英镑“发展”成为世
界货币。冷战末期，西欧经济逐渐恢复，各国的金融机构开始搭建相互依赖的欧洲金融安全
网，在欧盟内部以统一的货币政策缓解浮动汇率制对单个国家货币的冲击，并对抗美元享有
32
的“嚣张的特权”。 反之，美国为保持美元兑欧元的优势，不惜在欧洲心脏地带发动“科索
33
沃战争”，以动摇国际资本对欧元的信心。 近年来，欧元受欧债危机及英国脱欧的影响频频
走低，美元虽仍是货币霸主，但其地位正不断受到新兴力量的威胁，早先“美元与欧元之争”
的热议早已不在。当下，“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的主题开始进入两方，以及全球金融
治理范畴之中。在金融科技浪潮下，欧洲央行与美联储、SEC 同样面对着虚拟资产监管以
及与此相关的反洗钱、加密货币衍生品等问题，在美国众议院举行针对互联网公司 Facebook
计划发布的数字货币 Libra 听证会时，英法两国央行也同样在寻求推出央行法定数字货币以
提升金融支付效率，降低金融交易成本。而在全球治理层面，FSB 于 2019 年发布的《加密
34
资产监管工作现状、路径及潜在风险》 报告也同样是对上述议题的回应。对金融科技的治
理，促进金融与信息技术更好地融合，提升金融服务社会的效能，助力全球金融发展。

三、相互依赖与权力冲突：全球金融治理的现实困境
尽管全球金融治理日益相互依赖，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当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国际
35
冲突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相反，国际冲突会以新的形式出现，甚至会呈现上升态势。
” 从全
球金融治理的体系建构而言，有效性（effectiveness）、问责性（accountability）与合法性
36
（legitimacy）是使国际金融监管结构契合全球治理制度框架的三个原则。 但自次贷危机以
29

张发林：
《全球货币治理的中国效应》，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8 期，第 123 页。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注⑦引书，第 26 页。
31
Kenneth W. Abbott,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Prospectus for International Lawyers,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4, 1989, p.30.
32
Benjamin J. Cohen, Tabitha M. Benney, What Does th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Really Look Lik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21, 2014, pp. 1017-1041.
33
刘明礼：
《美元霸权与欧洲金融安全》，
《国际安全研究》2017 年第 6 期，第 93 页。
34
FSB, Crypto-assets Work Underway, Regulatory Approaches and Potential Gaps, at
https://www.fsb.org/2019/05/crypto-assets-work-underway-regulatory-approaches-and-potential-gaps/.,
Feb.28,
2020.
35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注⑦引书，第 9 页。
36
Kern Alexander, Rahul Dhumale, John Eatwell, Global Governance of Financial Systems: The International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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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变迁，却未能有效化解监管体系碎片化、霸权输出权力化以及争端解
决机制空白化的困境，致使现行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与全球治理框架背道而驰，其“复合相
37
互依赖”的特征远未达成利益认同基础上的“和谐治理”（harmony governance）。
（一）有效性困境：主权冲突与监管体系碎片化
在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国家主权所蕴含的“民族国家至高无上”理念是各国独
立、平等共处的核心，但“核心主权”概念大多涉及民族国家的权力垄断以及新的规范必须
征得国家同意这一逻辑衍生的要求。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的“主权”核心与基于相
38
互依赖所形成的国际机制之间会产生严重的冲突现象。 加之金融市场扩张为经济安全带来
诸多问题，要求国家利用“权力垄断”进行对内规制，各国的金融监管政策因国家主权而相
39
互割裂， 形成国际金融监管理念与机制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减损统一监管标准
的有效性。
在主权概念下，根据各国对国内金融政策的权力分配差异，形成两种监管理念：以英、
法为代表注重金融市场调控的“安格鲁-撒克逊”理念和以德国为代表强调政策导向的干预
性监管理念。囿于监管理念的不同，即使在货币高度一体化的欧盟中，其“法德轴心”之间
也曾存在合作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欧债危机后法国与德国在构建债务救助联盟时所倡导的救
助措施差异。法国认为，解决欧债危机的重点在于刺激负债国的国内消费以拉动经济增长，
减轻负债国的对外负债，因此建议欧盟应扩容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und, EFSF），并使用杆杠化操作提升 EFSF 的贷款能力以协助负债国达成脱困目标。而德
国则坚决反对 EFSF 的杆杠化操作，认为负债国必须紧缩财政预算，在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
福利等方面有所作为，并据此将接受其财政措施改革意见作为负债国获得 EFSF 贷款的前提
条件。碍于上述分歧，法德两国历经多次谈判与让步方达成欧债危机的最终解决方案。
“权力垄断”同样影响各国金融监管机制的选择。一国是否接受国际金融标准的要求，
往往取决于主权政府对国内整体金融形势的判断和相关金融领域的政策导向。相比之下，国
际社会的规范、原则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通常规定例外情形以让步于国内政策的实施。例
如，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之《金融服务附录》第 2 条第 1 款规定，各成员方可基于保障金
融体系稳定和保护存款人等国内政治性目的，而采取措施不执行 GATS 项下的相关规定，即
“审慎例外”（prudential carve out）条款。在 WTO 的整体框架下，各成员间若发生“审慎
例外”条款的争端，尚有金融服务专家组予以裁决，但国际金融监管则存在争端解决机制缺
位的困境，无法判定成员国国内金融政策实施的正当性。因此，当监管规则因国家选择而在
主权地域内存在差异时，由于需要遵守两种不同的规则，跨境交易的成本可能会超过相同规
模的国内交易，降低金融资源的利用效能。40此外，在统一政策框架下的执行不一将进一步
引发主权国家对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不信任，美国和其他地方当局已开始采取单方面举措，
以减少对外国监管机构的依赖，这些举措包括加强对银行的东道国监管以及鼓励场外衍生品
41
清算的本地保护机制。
Regulation of Systemic Ris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4-15.
37
Robert Axelrod, Robert O. Keohane,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World
Politics, Vol.38, 1985, p.226.
38
John H. Jackson, Sovereignty, the WTO and Changing Fundamentals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60.
39
Thomas Cottier, John H. Jackson, Rosa M. Lastra, International Law in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Monetary
Affai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79.
40
Turk, Matthew C, Refram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ion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Regional
States and Interdependence, Not Regulatory Networks and Soft Law,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36, 2014, p.79.
41
美国加强对银行的东道国监管一方面体现在次贷危机后，美国推出了《多德—弗兰克法案》、FSOC、
《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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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责性困境：领导缺位与霸权输出权力化
全球金融治理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依上文所述，权力来源于国家间相互依赖中的不对
称性，而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国正是通过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而形成相互依赖关系中的不对称性，
使他国付出遵循规则的代价，以谋取权力。但若管理治理体系的成本不断攀升，各国间的脆
弱性趋于一致时，“代价效应”减弱，主导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动力将相应下降。从国内
视角而言，“复合相互依赖诸多最严重的问题直接源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间的界限模糊”
，
42
某些阶层将其自身利益诉求强行纳入国家间议程，试图通过影响外交政策以实现利益合法
化。该行为使集体行动受制于集团成员的个人诉求，同样影响主导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主
观能动性。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为巩固金融霸权地位，主导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其霸权利益的
机制，因此取得了以国际组织份额为代表的“权力收益”和以石油美元为主的“经济收益”。
但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金融新兴力量对美国霸权地位的冲击，使美国在全
球治理中的机制创设权不断被抑制，金融话语权比重不断减少，从全球金融治理中所得的收
益已大不如前。所以美国对维持全球金融体系稳定的耐心逐渐减弱，其对全球金融治理的方
43
式由“制度霸权模式”转向“权力霸权模式”， 将战后其所创设的全球金融机制作为操控权
44
力的工具，以直接性的金融制裁和间接性的金融政策监督，对外输出“硬权力”
， 充当金融
治理的“世界警察”，搅动全球金融合作秩序。在美国国内，次贷危机给美国经济造成严重
冲击，将长期存在的收入差距拉大、收入不平等问题台面化，加之传统政治格局和政党无法
45
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民众只能以体制外选人、国际上发声来宣泄自己的不满。特朗普提出
的“美国优先”口号，正巧迎合了这些全球化的受害者们，将国内的利益诉求以国家利己主
义的形式表现于全球治理体系之中。纵观全球，由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与随之而来的民粹主
义思潮，传统国际金融主导国始终处于国内政治与国际经济体系间的恶性循环（详见图 1）
合资本压力分析与回顾》和《强化审慎标准》（EPS）及反洗钱和放恐怖融资等“全监管”举措，将监管从美
国本土银行推广到在美外资银行，及至未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或不存在直接业务往来的全球其他银行，另
一方面体现在对外资银行的美国分支机构的监管处罚上，包括对反洗钱反恐怖融资、违规出售衍生品及偷
漏税方面的处罚。鼓励衍生品清算的本地保护机制体现在加拿大证券监管局于 2017 年开始执行的《客户清
算、保证金及仓位保护指引》（National Instrument 94-102 Derivatives: Customer Clearing and Protection of
Customer Collateral and Positions and its related Companion Policy 94-102CP, NI94-102），该指引包括客户保证
金隔离及仓位，以及详细记录、报告和公开的相关要求，旨在加强对场外衍生品清算时本地客户的头寸和
抵押品的保护，并提高结算中介机构对违约的抵御能力。参见 Eric Helleiner, The Status Quo Crisis: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After the 2008 Meltdow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67;蔡宁伟：
《国际金融危机后
美国外资银行监管变革研究》
，
《金融监管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13 页；Blakes: Canadian Regulators Finalize
Mandatory
OTC
Derivatives
Clearing
Rules,
at
https://www.blakes.com/insights/bulletins/2017/canadian-regulators-finalize-mandatory-otc-derivat, Mar.3, 2020.
42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注⑦引书，第 237 页。
43
制度霸权模式指美国在国际经济机制的整体框架内，通过构建制度化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例如国际经
济组织或区域协定，并从中谋取权力的治理模式，布雷顿森林体系、WTO 及 TTP、TTIP 等均是不同时期美
国制度霸权模式下的产物。权力霸权模式指美国凭借自己的强势权力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大为扩张国际
经济治理体系中美国强权统治的因素。当前，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贸易领域频繁退群及
威胁他国签订新版双边贸易协定，货币领域频繁指责他国汇率政策等均是权力霸权模式的体现。参见徐崇
利：
《变数与前景：中美对国际经济治理模式选择之分殊》，
《现代法学》2019 年第 5 期，第 183-189 页。
44
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基欧汉与奈将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划分为“硬权力”与“软权力”：硬权力指
通过惩罚的威胁或回报的承诺诺迫使他者去做本来他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软权力指一种通过让他人做他
人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在奈出版的《硬权力与软权力》中，他进一步指出，相比于硬
权力，软权力不仅体现在一国对他国的影响力上，还包括吸引的能力,而且吸引力往往导致默认，吸引力来
源于文化、政治价值观与对外政策。他认为，经济力量既是软权力也是硬权力，具体应以一国的经济外交
政策导向为依据。参见注⑦引书，第 263 页；〔美〕约瑟夫·奈：
《硬权力与软权力》, 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05 年版，第 191 页；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ublic Affairs,
2004, p.26.
45
马峰：
《全球化与不平等:欧美国家民粹浪潮成因分析》
，《社会主义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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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而难以抽离，影响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意愿，继而使全球金融治理的决策结构陷入问责
性困境。

（三）合法性困境：软法属性及争端解决机制空白化
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国际制度的表现形式主要为软法，其是指用于规范国际金融关系，
46
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实践中具有某种实际效果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 软法规范的普遍
存在因应了全球金融治理中多元主体的参与，并提升了机制的灵活性与时效性，但由此而来
的“合法性”困境，却亦是不容忽视的现实。具而言之，可归纳为义务性（obligation）、准
47
确性（precision）与授权性（delegation）三个维度。
首先，义务性困境表现为软法的属性特征对合法性的削弱。软法实际上表达了成员国愿
48
意执行某一行动的偏好，但并不同于以某种方式受法律义务约束， 故软法属于授权性规范。
授权性规范特质使各国可自主选择是否接受软法的治理并将其转化为国内强行法。由于金融
业和金融服务的性质使然，各国的金融安全与稳定始终优先于全球治理合作的制度安排。例
如，IMF 虽然将“各国应尽力避免导致引起国内不稳定的国内经济和金融政策”纳入指导
成员国汇率政策的原则之中，但在其施行的多边监督体制中，却依旧规定了当“成员国促进
国内稳定的国内政策与降低对全球稳定负面影响的政策发生冲突”时，成员国的国内稳定处
49
于居先地位。 其次，软法内容与位阶的模糊性降低了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合法性。以跨国
对冲基金监管为例，IOSCO 仅在危机过后，以出具监管报告的形式提出对冲基金的基本监
管原则和术语说明，此后再无配套的细化规定出台。该报告中所涉及的原则内容仅限于倡导
性建议，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而对于 IOSCO 发布的整体证券规则体系而言，其体系之内
46

漆彤：
《国际金融软法的效力与发展趋势》，
《环球法律评论》2012 年第 2 期，第 155 页。
针对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融合现象，
《国际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杂志在 2001 年以专刊的形
式发表了关于国际关系法律化的系列论文。依据其中的研究结论，法律化（legalization）作为一种国际关
系制度化进程，可用义务性（obligation）
、准确性（precision）与授权性（delegation）三个特征加以描述，
且这些特征也可用以区别国际制度中的“软法”与“硬法”。See Kenneth W. Abbott et al., The Concept of
Leg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2000, pp. 401-419.
48
Joseph Gold, Interpretation: the IMF and International Law,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6, pp.299-301.
49
Thomas Cottier, Rosa M. Lastra, Christian Tietje, Lucia Satragno, The Rule of Law in Monetary Affai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20.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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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众多规范虽有界域之别，但相互间却缺乏位阶序列。 虽然 IOSCO 试图建立起以《证券监
管的目标与核心原则》为中心的监管规范体系，但因其发布的各软法间主要体现横向的平等
协商关系，故难以形成明晰的体系化监管规则。最后，授权性困境在于全球金融软法中纠纷
解决机制的空白。国际贸易、投资领域的成功，正是在于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与 ICSID 提供
的纠纷解决平台，其裁决明晰条约与规则的具体内涵，进一步细化行动标准。反观全球金融
监管，在与贸易有关的外汇政策上，虽然 IMF 在《2007 年决议》中已明确了评判汇率操纵
的 7 项指标，但 IMF 至今的改革决议均未在制度层面授予任何第三方解决汇率争端的权限，
故 IMF 即使做出汇率操纵的认定，其也缺乏类似上述的争端解决机制，无法将结论予以执
行。这大概是 IMF 在实践中从未判定任何国家为“汇率操纵国”的原因之一。汇率争端解
决机制的缺位也纵容了霸权国以国内法代替国际法肆意以单边行动指责他国汇率政策的行
为。2019 年 8 月，美国单方依据其国内贸易法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即是一典型例证。
50

四、全球金融治理的机制变迁解释
正如前文所述，“复合相互依赖”关系发生在调节金融治理主体并以规则和组织控制其
行为结果的国际机制中，因此，揭示国际机制发生变迁的内在原因对解读当前全球金融治理
的相互合作与现实困境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基欧汉与
奈依据国际制度的规则网络以及国际组织内部的权力分配提出以下四个方面对国际机制的
变迁进行解释：经济进程、世界的总体权力结构、各问题领域内的权力结构和受国际组织影
51
响的权力能力。
第一，在经济进程模式下，
“技术变革与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加将使现有的国际机制过时”，
52
因此“原有的制度、规则和程序面临无效或崩溃的威胁”。 信息技术的革新和金融创新的
涌现令传统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捉襟见肘，监管的滞后使得全球金融领域中的不安因素未能
被发现并预警，由此引致了金融危机的肆虐。以住房抵押贷款为投资产品的资产证券化在次
贷危机前被认为是降低借贷成本、转移系统性重要风险的金融创新产品，但掩藏在创新之下
的金融资产链条虚拟化与高风险却被忽视。IMF 与 IOSCO 等国际金融机构，对金融创新产
生的金融衍生工具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成为其被谴责监管不力的主要原因。由《多德-弗兰
克法案》牵头的金融监管机制变革，印证了当下金融产品创新与金融监管体制的不可调和性
为国际机制变迁构造了变革的路径。危机下的体制创新加速了人类对人定法的自省与批判，
有益于监管有效性的提升，但是监管组织的重组与权力收缩性重置也加重了体制化自身的风
53
险。 故而监管体制的重组不可局限于危机过境的领域，应顺应科技信息与金融市场的走向
进行制度设计，否则将故步自封，陷于“创新-危机-重组”的循环之中。
第二，为什么霸权体系及其相应的经济体制最终走向崩溃？在总体权力结构解释模式下，
总体均势的重大变化与霸权国内部的经济进程是解答这一问题的两个维度。当前，新兴国家
的崛起与美国霸权地位的相对式微，是全球金融治理的势力趋向。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
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其治理预期相应改变，它们自发形成治理共同体，从“外围”靠近
“中心”寻求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变革。同时，如上文所述，经济危机对美国国内经济的影
响，使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信心减弱，其对外政策亦发生改变：在国内外较强烈的民族主
义观念的挑战下，保护主义重新登场。这种“全球化共识”的破裂，也将导致治理规则的重
50

韩龙：
《金融法与国际金融法前沿问题》，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35 页。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注⑦引书，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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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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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四奇：
《对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检讨与反思：分立与统一的视角》，
《现代法学》2013 年第
5 期，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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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并影响国际机制的变革。此外，我们也不应忽视，美国在金融领域的权力式微可能并不
是主动的，而往往是为了巩固金融霸权的妥协与权衡之举。依托美元体系背后的“债务人”
54
逻辑 与固有的金融组织领导权，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在短期内难以被削弱。正如
历经近七十年改革的 IMF，美国的投票权份额中始终占有“一票否决权”，并与欧洲国家持
续分享 IMF 与世界银行一把手的交椅。因此，如何在全球金融治理中走向真正的权力对等？
或许是我们下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第三，依据问题结构解释模式，在每一问题领域中，因各国对全球治理领域的关注程度
不同，而在不同领域中形成相互有别的治理体制和权力结构。在各自重点关注的领域内，各
国都将追求相对连贯的自我利益，且试图利用在敏感性方面的不对称，继而将导致同一治理
领域内部的冲突。例如，历史上许多欧洲国家的壮大与强盛的银行业有关，故欧洲国家主要
关注银行监管，欧洲政府与欧洲银行组织在国际银行治理体系内具有较高的话语权，而美国
则因其发达的资本市场，在国际证券领域的监管协调方面具有主导地位。因此在次贷危机中，
欧洲央行旨在通过对银行的政府救济以恢复金融稳定，而美国则以加强对衍生品市场的监管
55
为主。 又如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长期以来美元占有霸权优势，但随着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
权篮子（SDR）、中国政府提出“人民币国际化”并积极主导建立新的区域货币组织以来，
中美之间在国际货币治理改革中的分歧逐渐显露。作为国际货币机制的“体系维持者和特权
享有者”，美国不愿意看到货币体系的治理变革，所以采取拖延中国的改制要求和抵制中国
56
的建制行动等措施，捍卫既有国际货币机制。 简而言之，中美之间的货币外交博弈本质是
两国在同一治理领域间的利益冲突。
第四，国际组织模式认为，社会之间的多层次联系形成国际组织，组织的结构将影响组
织决定，进而导致国际机制的变迁。但即使变迁所产生的新生力量与网络或制度中的既定行
为模式存在巨大冲突，也难以对其予以根除甚或做出重大调整。1974 年，联合国大会提出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但碍于当时第三世界国家尚处在发展初期，且美国在国际
金融领域的霸主地位无可撼动，该宣言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影响收效甚微。冷战后，由于
新兴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事务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大，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力量，加之
金融危机中以发达国家为主的“金融精英俱乐部”受到合法性质疑，为国际体系中的非既得
利益者创造了实现自身诉求的良机，全球金融治理的结构开始发生改变。1999 年亚洲金融
危机后，G7 发表《柏林宣言》，正式成立二十国集团（G20），次贷危机中，G20 开始登上
全球金融治理的主导舞台。但是，G20 的登场并未完全改变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既有规则，特
别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形成的浮动汇率制和以美元为中心的储备货币体系。国际货
币体系中的制度依赖，不仅使制度变迁的动力逐渐消失，而且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国家间
54

美国在战后利用欧洲国家对其经济依赖，凭借其债权国的地位和权力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黄金兑美元
的货币优势，逐渐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当“特里芬难题”出现后，美国意识到自身无力保持黄金储备的
充足，便开始寻求改变金融霸权的基础。一方面，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为美元
本位制，美国通过发行国债向全世界借贷、并且可通过印钞的方式“还贷”。规则决定利益，在这种基于债
务国的国际金融规则即“债务人逻辑”之下，通过对外负债在国内维持借贷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运行和对外
维护美元霸权成为美国必然的选择。另一方面，美国通过贸易美元和石油美元的回流，来降低其经常账户
收支逆差对其经济和金融霸权构成的实质性威胁，美国由此兼具债务国与霸权国的双重身份。参见项卫星、
王冠楠：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债务人逻辑”》
，《世界经济研究》2014 年第 9 期，第 75-78 页。
55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数据显示，自 2008 年以来，只有 13 家银行获得 FDIC 的政府支持，
而在欧盟，大约有 50 家欧元区银行获得政府支持，其他欧盟国家获得政府支持的银行也有 38 家。2010 年
以来，FDIC 没有为任何银行启动新的支持计划。FDIC 的报告指出，2008 年至 2013 年 7 月，美国倒闭的
银行数目为 494 家。在欧洲，并没有官方数据统计银行倒闭的数量，但是开放经济学（Open Economics）
数据收集项目的估算指出，
欧元区倒闭的银行数量为 49 家，其他欧盟国家银行倒闭的数量为 64 家。参见〔比〕
安德瑞•萨皮尔，〔德〕甘特拉姆•沃尔夫：
《银行联盟被忽视的一面：重塑欧洲的金融体系》
（熊爱宗译）
，
《国
际经济评论》2013 年第 6 期，第 36-37 页。
56
李巍：
《中美金融外交中的国际制度竞争》，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4 期，第 125-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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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进入一种相对均衡状态，在这种现实状态下，体系固有问题依然存在，个体利益依然高
57
于集体利益。
综上，笔者将全球金融治理的机制变迁因素总结为以下四类因素：各主权国家的金融实
力和内部金融政策；国际金融组织的监管规则及内部权力分配。结合以上四种模型分析各类
因素能否得以解释，整理得出表 1，并分析可得如下结论：一是从内外视角而言，针对主权
国家的个体因素解释强于全球治理的宏观因素解释，国际金融机制亟待从全球整体视野深入
改革；二是从形式与实质角度，对实质因素（国家金融实力、金融组织权力结构）的关注超
越对形式因素（国家金融政策、金融组织监管规则）的关注，因此全球金融治理在追求权利
平等的同时更应注重提升“形式法治”水平；三是国家金融实力在四种解释模式中均有所体
现，故在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进程中，增强自身金融实力是主权国家占据机制变迁主导地位
的关键因素。

表 1：
经济进
程模式

总体权力
结构模式

问题结
构模式

国际组
织模式

国家金融实力

是

是

是

是

国家金融政策

是

是

是

否

金融组织监管规则

是

否

否

是

金融组织权力结构

否

是

是

是

机制变迁因素

主权国
家内部

全球治
理视野

五、全球金融治理“相互依赖”下的改革方向与中国应对
（一）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协调网络、组织平衡与软法硬化
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是“不对称性”相互依赖背景下，各主权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相互博
弈与竞争的必然产物。只有不断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合理、公正的全球金融合
作平台，才能减缓全球金融波动，保持金融市场稳定。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考量全球金
融治理改革方向，应将其置于宏观网络、中观组织及微观规范三个层次之下。
1、宏观上协调多层次的全球金融治理网络
理论上，当前相互依赖的全球金融治理属于多层次的公共产品：国际层面，以 G20 为
中心把握全球金融治理方向；区域层面，各区域一体化组织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深化共识合作；
各主权国家内，将国际监管标准及区域共识具体落于实践之中。传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已无法领导如今的全球金融治理网络，在次贷危机中，IMF 与世界银行的“碌碌无为”已是
例证。因此，基于全球金融治理的本质属性和多层次网络结构，可从如下两个方面协调全球
金融治理网络：

57

张发林 张巍：
《均衡困境与金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及问题》，
《国际安全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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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形成内生性的“供给型监管”模式。基于全球金融治理的公共产品属性，金融业对
公共产品的需求不仅局限于外部性的监管介入，还需要政府利用其占有公共产品资源的优势，
减少内部交易费用，阻断负外部性供给。所以主权国家应将全球金融治理视为公共产品的供
给行为，形成“供给型治理”模式。具而言之，应以尊重全球金融市场规律为基础，拓宽金
融治理途径，将机构自治、行业监督纳入治理体系中，搭建“统一有层次”的信息披露标准
58
与规则，并创设风险防控平台与危机预警机制。 例如近年来为应对金融科技的挑战所提出
的科技驱动型监管——“监管沙箱（regulatory sandbox）”，即在金融科技创新的测试过程中
嵌入监管者的审核、监督与评估，既可以使创新通过较大限度的测试得到检验，又能够有效
59
降低潜在风险的扩散， 实现科技创新与风险监管的平衡。治理模式从当前“介入型治理”
向“供给型治理”的转变，不仅将金融治理内嵌于全球金融治理的各层级网络之中，有助于
金融治理与全球金融产业的内生性融合，还可调动各国金融治理的合力，逐步改革多层次的
全球金融治理机制。
二是提升区域金融“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协调国际金融组织与区域金融组织的关系。
在区域金融合作中，作为区域中的“关键主体”，主权国家可以对全球资本流动与经济实体
实行更为有效的管理，为化解国家主权的“权力垄断”提供了有效的实现途径。而在区域金
融组织与国际金融组织之间则存在可相互融合的一面：区域金融组织可借鉴成熟的国际金融
组织经验，完善区域金融合作中的内部治理机制，比如世界银行的内部协商和申诉机制对亚
60
投行的内部监督机制建构即具有指导意义 ；相应的，区域金融组织的治理安排也对国际金
融组织产生促进、表率作用，例如金砖外汇储备库和亚投行在份额分配上的创新安排，可倒
61
逼 IMF 加快份额改革以增强其合法性和有效性。 同时，二者间的竞争关系亦不可忽视，究
其渊源，其主要源于美国霸权主义对新兴区域金融组织的阻挠和区域金融组织对美元储备的
路径依赖。因此，为协调二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应在深化区域内金融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
与美国霸权脱钩的独立机制安排，降低区域内金融治理机制对国际金融组织的依赖，形成区
域内独立的协调机制安排，例如汇率协调机制、货币互换机制等，避免沦为国际金融组织的
附属项目。
2、中观上推进国际金融组织的结构改革
在国际组织决策中，影响后果的权力将由依赖组织的能力，如投票权、组建联盟的能力、
62
对精英网络的控制所提供。 如前文所述，IMF 的结构分配依然处在因“不对称”相互依赖
而生的美国霸权控制之下，其决策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的实质利益
也十分有限，因此，改革 IMF 的结构分配势在必行。具体操作上，本文提供以下路径可资
参考：
首先，各国应积极参与 IMF 第十六次份额总检查，通过改革份额计算公式与份额计算
依据等计量途径，力争与时俱进，切实反应全球金融市场的新兴趋势。在份额计算公式上，
应将现阶段由市场汇率 GDP 和购买力平价 GDP 按 6：4 的比重混合计算 GDP 的方法修改为
63
全部以购买力平价方式计算所得的 GDP。 在计算依据上，应加入人口因素，以体现新兴市
58

参见冯辉：
《公共产品供给型监管：再论金融监管的理念改革与法制表达》，
《政治与法律》2018 年第 12
期，第 25-26 页。
59
胡滨、杨楷：
《监管沙盒的应用与启示》，
《中国金融》2017 年第 2 期，第 68-69 页。
60
王丽华：
《亚投行参与区域金融治理的法律分析》，
《法学》2016 年第 2 期，第 82 页。
61
鲁茉莉：
《金融区域主义的兴起和发展》，
《国际观察》2014 年第 6 期，第 141 页。
62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注⑦引书，第 57 页。
63
研究表明，以市场汇率计算的 GDP 相比于以市场平价计算的 GDP 更有利于发达国家。例如，2000-2001
年度，中国、印度和巴西三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 比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三国高出近 4 倍，而以市
See Vijay L. Kelkar et al., The International
场汇率计算的 GDP 则只高出 23%，投票权综述更是比后者少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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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国家在基础设施、机构和市场方面的发展需求。
其次，份额与投票权的增加意味着一国在 IMF 中需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现行份额
64
分配公式仅由一国的经济实力和开放程度作为分配依据并不全面， 还应综合考量主权国家
的国内金融市场稳定性、对全球金融治理规则的遵守程度等。IMF 可设置专门的份额分配
评审小组，由 FSB 牵头，成员由金砖五国和美、英、德、法、日五个发达国家组成，依据
IMF 与世界银行联合实施的金融部门评估计划报告（FSAP），对 IMF 成员国执行上述因素
的情况进行评分。根据得分情况将总得分赋权计算入份额公式中或以得分为依据，相应增加
成员国的基本投票权数，以此调整各主权国家投票权分配比重。
最后，建议对所持投票权足以对 IMF 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成员国增加监督条款。IMF
的份额与投票权分配制度，类似于“委托-代理”模式下的股份有限公司，实质是以资本多
数决为表决的基本原则。在传统公司法中，股东一般不对公司承担受信义务，但现代法律基
于对公司决策的复杂性和对中小股东的保护，规定了控制股东的受信义务，以防止控制股东
65
滥用权利欺压少数股东或损害公司利益。 根据 IMF 的表决机制，美国拥有 16.48%的投票
权，且《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中需 85%以上表决权通过的事项已达 50 多项，其足以达到“控
制股东”的地位，但 IMF 现行的整合监督体系（integrated surveillance）以监督成员国金融
66
稳定为目标， 却未规定 IMF 治理环节的监督机制，所以理应对该“受信义务”项下的监督
条款进行补足。
3、微观上实现国际金融软法的“硬化”
国际金融软法的“硬化”分为法律上的硬化与事实上的硬化，法律上的硬化是指通过特
定的司法或立法程序认可软法的法律约束力或直接转化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事实上的
硬化则指运用事实上的强制力或者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力来保证国际社会对软法的遵守。
67
由于国际金融软法是否转化为国内法，仍由主权政府的政策选择所决定，所以从全球治理
的角度而言，事实上的硬化较为可行。笔者认为，实现国际金融软法的“事实硬化”
，重点
应在于国际金融软法的效力分层并加大对“黑名单”国家的惩罚力度。
法律秩序的统一建构，始于对规范体系的梳理。基于金融危机后 FSB 在全球金融治理
体系中的政策核心地位，应建立起以 FSB 立法为主导，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立法为分中心，
以主导监管机构进行条块垂直管辖的国际金融软法体系。具而言之，可将由 FSB 立法并由
G20 峰会审议通过的软法上升为国际硬法，各国均须无条件实施其原则或规则。其次，对于
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经评估并由 FSB 审核后认为确应强制各国统一实施的基本金融标准，也
可交由 FSB 上报 G20 峰会审议，审议通过后该标准效力视同 FSB 的立法予以遵守。上述由
FSB 报请 G20 批准的监管标准应为最低标准，故对于其余软法部分，虽可由各成员国自行
选择实施，但不得低于 FSB 的最低金融监管标准。
此外，自 FSB 成立以来，除在 2014 年曾发布因拒不执行“标准和守则计划”而违背金
Monetary Fund: Integr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G24 XX Technical Group Meeting,
Philippines, at https://www.g24.org/wp-content/uploads/2016/01/The-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pdf, Mar.3,
2020; 廖凡：《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的法律问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8 页。
64
根据 IMF2008 年决议改革后的新的份额公式，公式内包含四个变量，即 GDP、经济开放度、经济波动
性和国际储备，可简要归纳为一国的经济实力和开放程度两个层面。See IMF, Reform of Quota and Voice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Report of the Executive Board to the Board of Governors, at
http://www.imf.org/external/pp/longres.aspx?id=4235., Mar.3, 2020.
65
施天涛：
《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第 4 版，第 401-402 页。
66
IMF, Factsheet: Integrated Surveillance Decision, at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pdf/isd.pdf, Mar.5,
2020.
67
漆彤：
《国际金融软法的效力与发展趋势》，
《环球法律评论》2012 年第 2 期，第 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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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信息合作交流义务的“黑名单”外， 再无发布其他不合作（non-cooperative）成员国家
的名单，且上述“黑名单”发布后亦无进一步的制裁措施。因此，FSB 的“黑名单”制度在软
法的事实硬化中大有潜力可挖。建议可在 FSB 发布的《同行审查手册》（Handbook for FSB
Peer Reviews）最后一章“后续工作”（Follow-up）中增加如下内容：一是明确“黑名单”
制度的适用范围，可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拒不履行 FSB 或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监督项目
的“不合作国家”，比如 FSAP 和 IMF 的双边监督；二类是 FSB 或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对
成员国提出建议或进行协商后，在规定期限内拒不采取相应措施的“不整改国家”。通过定
期对“黑名单”进行公示，以此增加监督的实效性。二是制定针对上述两类国家的后续制裁
措施，在这个方面，已有论者建议可采取中止成员国在金融组织的成员资格、发布警示信、
要求东道国监管机构限制或禁止来自“黑名单”国家的金融机构在本国设立分支机构等形
69
式，对其进行惩罚。 具体制裁措施可由制定同行审查机制的标准执行常委会（Standing
Committee on Standards Implementation）予以实施。
（二）中国应对之策：有序开放、区域共赢、提升话语
新世纪以来，中国日益融入国际金融体系，成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美国最大的债
权国，中国的金融外交在全球治理的舞台上愈发展现积极进取的活跃姿态。在当前“复合相
互依赖”的背景下，作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与国际金融标准的积极践行者，中
国的金融治理改革应作出如下回应：
其一，在国家内部层面，应坚持对外开放总基调，合理有序引入外资。2019 年至今，
我国金融开放再提速，银行、保险等领域外资开放准入，支付清算等金融市场双向放开，进
一步实现与国际金融机制的接轨，满足国际金融实体参与中国金融活动的需求。但在积极引
入外资的同时，我们也应关注国际金融市场对国内宏观金融监管的负面影响，抑制跨境资本
流动及外资母公司的对内风险传导，并协调对外开放准入与现行政策的关系，完善相关配套
制度的改革。比如 2019 年中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
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的投资额度限制，同时取消 RQFII 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
虽然这一举措被认为是资本市场“被动开放”向“主动开放”的转变，但也应进行配套措施
改革，防范放宽额度限制随之而来的外汇市场波动加剧。此外，在制度层面，QFII 的限额
改革可能会对同为外资流入渠道的深港通、沪港通造成挤压，金融监管层应协调上述外资引
入方式并将其引向良性互补的轨道之中。
其二，加深区域合作，推进人民币区域化。作为同欧盟和北美自贸区三足鼎力的世界经
济区，东亚经济区在次贷危机后以清迈倡议多边化为起点，迈出东亚金融合作的实质性一步。
作为东亚经济区中的最大经济体，中国应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区域合作。在短期内，应组织搭
建依托“东盟 10+3”财长会议的区域内汇率协调沟通机制，在东亚各国货币业务主管机构
之间建立长期的信息互助平台，定期向其他成员方披露本国有关外汇交易、离岸货币及其他
与汇率走向有关的政策并相互交流意见。而长期目标则定位于稳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从“货
币国际化”的实现进程来看，“从周边化到区域化再到全球化”是其进展的一般规律，因此
作为中间环节的“区域化”至关重要。中国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主题，通过直接或间接
参与东亚基础设施建设及投资，扩大人民币在区域内的使用地域，增加东亚各国对人民币的
外汇储备。同时，还应拓宽与东亚区域各国间的货币互换机制，并进一步发展离岸人民币业
FSB, Global adherence to regulatory and supervisory standards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at
https://www.fsb.org/2014/12/global-adherence-to-regulatory-and-supervisory-standards-on-international-cooperati
on-and-information-exchange-status-update-3/, Mar.8, 2020.
69
周仲飞：
《全球金融法的诞生》，
《法学研究》2013 年第 5 期，第 1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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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带动人民币境外债券业务的增长，以区域化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其三，不断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
“话语就是权力”，在相互依赖的全球金融治理中，国
际金融话语权既有在特定制度下改变结果或影响其他行为者能力的联系权力（relational
70
power）
，也有着改变既有规则的变化权力（meta power）。 因此，中国可以两个权力作为提
升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基准点，发出与中国金融实力相匹配的声量，共商共建“国际金融共同
体”。一方面，联系权力要求改变行为体的能力。我国在制定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的策略时，
应不断增强我国的金融治理实力。现阶段，对内应以完善金融体制改革为工作目标，通过加
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运用科技监管等手段，保障金融业高质量
发展；对外应统筹国际大局，在既有的以 G20 为中心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内积极参与议题
设置和国际事务决策，贡献中国智慧，担当大国重任。另一方面，变化权力要求改变国际机
制的结构分配与原则规范。在当前美国霸权主义对国际金融机制的控制下，既要“听我说”
71
也要“我要听” ：中国既应同其他新兴国家一道，推动 IMF 与世界银行在决策机制、内部
结构治理及人事选任等方面的改革，发挥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机制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
世界新兴市场国家中的“建制”功能，又要勇于激浊扬清，坚定反驳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利用
国际组织对我国汇率政策的指控，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推动全球金融治理向“平等、
开放、合作、共享”的愿景靠近。

六、结

语

金融全球化所产生的构建全球金融秩序的需求，推动了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融
合。本文运用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关系的交叉视角解读全球金融治理的“复合相互依赖”状态，
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权力、共同利益和国际机制等因素作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政治基础，
并将国际经济法中关于国家主权、软法适用以及争端解决等制度性规范纳入分析框架内，围
绕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组织的机制变迁以及霸权主义和新兴国家的金融博弈来探讨“复合相
互依赖”下的全球金融治理。
过往十年，金融危机促使各国形成全球金融治理的共同体，对全球金融治理进行规则重
塑与权力再分配。从静态而言，在共同治理进程中，全球金融治理日益形成“相互依赖”的
状态：IMF 与世界银行相互合作常态化，跨政府金融规制网络机制化，全球金融议题多样化
与金融发展立法中心化，都体现出全球金融治理主体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不断增强的趋
势。但是，由于制度合法性缺陷与权力脆弱性差异，在相互依赖的状态下依然存在主权权力
冲突、领导权力缺位和制度权力孱弱的现实困境亟待解决。各主权国家间在治理问题及改革
方向上的分歧与喧嚣依然警示我们，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不可或缺。从动态分析，基欧汉与奈
提出的四种国际机制变迁模型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机制转换提供了多方面的解读视角，据此可
归纳出引致机制转换的四类因素，并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路径指明方向。为此，在全球治
理视野内，应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通过协调多层次的全
球金融治理网络、推进国际金融组织的结构改革以及国际金融软法的事实硬化，建设更加稳
定、平衡、可持续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而站在中国视角，近期则应合理有序加快对外开放
步伐、加深东亚金融区域合作并破旧立新，努力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合
法地位和正当权益而发声，向构建全球金融治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迈出坚实的一步。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onflict: 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15-16.
71
华春莹：
《占据道义制高点，提升国际话语权》，
《学习时报》2019 年 7 月 12 日第 1 版。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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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ependence,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From the Cross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Zheng Dinghao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interdependence is increasingly
forming among the financial governance of various countries. In the field of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interdependence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increasing interconnec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the broadening of the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agenda and the
ris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ssues. However, due to the asymmetry of power in interdependence,
there are still institutional defects such as the inconsistent selection of regulatory mechanisms, the
restoration of financial nationalism and the legitimacy of soft law in the governance practice.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dynamic analysis with the explanation model of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coordinate a multi-level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network, promote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and achieve the hardening facts of the sof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 to jointly
improve the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system. While China should reasonably accelerate the
pace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deepen East Asian financial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enhanc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iscursive power, striving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Key words: Inter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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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信用证不当拒付减轻损失规则
王金根

摘 要：作为一种特殊合同，信用证下开证人对受益人承担了有条件付款义务。一旦开证人
不当拒付，便对受益人承担了不当拒付损害赔偿责任。基于信用证付款迅捷、确定之商业目
标以及信用证独立性精神，受益人对开证人并不承担减轻损失的义务。然而，一旦开证人有
证据证明受益人已经实际减轻损失，则可在计算损害赔偿时将此相应部分予以扣除，以符合
公平原则，并最大程度简化诉讼。而且，在申请人偿付开证人后，申请人也不得基于基础合
同追究受益人违反减轻损失义务之责任。鉴于开证人是否构成不当拒付的不确定性，实务中
建议受益人主动减轻损失并索赔单据转售价格与信用证拒付金额之差额。当然，基于共同利
益考虑，受益人与开证人也可商定采取临时措施，以双方名义共同处理代表基础合同项下货
物之单据，并将款项存入共同账户名下。美国信用证不当拒付减轻损失规则及判例之演变，
对我国相关争议问题深具启发。
关键词：不当拒付；减轻损失；独立性；付款迅捷性

信用证下开证人（或保兑人）对受益人承担了有条件承付义务。一旦受益人交单与信用
证相符，开证人必须绝对承付，否则应对受益人承担不当拒付损害赔偿责任。1即使受益人
交单不符，如果开证人的拒付未能应严格遵守《<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国际商会第 600 号
出版物》（简称 UCP600）第 16 条所规定的条件，其将构成失权（preclusion），同样应对受
益人承担不当拒付损害赔偿责任。2
只是，在开证人不当拒付下，受益人是否应对开证人承担减轻损失义务，诸如受益人必
须转售货物或代表货物之单据？对此问题，我国实际上已有若干案例涉及这一问题。但基于
信用证不当拒付损害赔偿规则之缺失，以及信用证性质不明确，导致当事人甚少基于合同法
减轻损失规则提出享应主张或抗辩，而法院对此问题的态度也并不明朗。而美国 UCC §5 及
判例法就受益人减轻损失规则之演变颇具启发与借鉴意义。
本文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减轻损失基本理论做一简要梳理；第二部分对美国受益
人减轻损失规则演变进行了梳理；第三部分则是基于前述梳理而在理论上总结受益人对开证
人无需承担减轻损失之原因；第四部分是对我国相关信用证不当拒付案例进行梳理，并指出
我国学理及法院所应采取之立场；第五部分则对信用证法和合同法减轻损失规则之冲突进行
分析；第六部分则是对商业信用证下避免货物损失提出了若干应对建议。最后是总结。

一、减轻损失规则概述
（一）规则内涵与原因
在合同法下，一旦一方当事人违约，另一方当事人便承担了减轻损失义务，即采取适当
措施减少损失或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的义务。如果该另一方当事人能够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损


王金根：泉州师范学院陈守仁商学院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国际银行法律与实务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联
系方式：福建泉州丰泽区东海大街东海湾丽园 4A601，134 8972 9386，roc77@qq.com
1
See UCP600 Art.7, 8, 15.
2
See UCP600 Art.16. 应当指出，规范信用证的规则，除了 UCP 之外，还有 ISP98。而且如果将独立保函
视为一种信用证类型，则还有 URDG758，以及联合国《独立担保与备用信用证公约》等。UCP600 与 ISP
98、URDG758 以及公约等采纳的单据相符标准及失权规则略有不同。对此探讨以超出本文范围。但上述差
异并不影响本文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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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或避免损失扩大而未采取的，就本应减少的损失部分或实际扩大的损失部分无权要求对方
赔偿。3
本质上来讲，减轻损失义务并不是非违约方所应承担的真正义务。因为非违约方并不会
因未履行此减轻损失“义务”而需对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违约方也无法请求非违约方履行
减轻损失“义务”。违反减轻损失“义务”的效果仅仅只是非违约方不得就本应减少损失部
分或实际扩大损失部分要求违约方予以赔偿而已。4所以，学者将此义务称之为“不真正义
务”。5本文将减轻损失规则与减轻损失义务并用，但并非认可受益人在法律上对开证人承担
了减轻损失“义务”。6
至于减轻损失规则背后的原因，有如下几种解释。
首先，基于因果关系，尽管违约方有赔偿非违约方损失的责任，但如果非违约方没有采
取合理措施减少损失，因此而额外造成的损失与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之间缺乏因果关系。7
其次，基于可预见性原则，一旦违约方违约，通常非违约方的正常应对都是采取措施避
免损失，故此如果非违约方未能采取措施，将会超出违约方通常预见范围，或者说，非违约
方的额外损失与违约方违约行为之间的关系太过于遥远。8
再次，从公平角度来看，一旦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导致有损失扩大的可能的，公平原
则要求非违约方不得放任损失扩大，即不采取合理措施避免此损失的扩大。如果在非违约方
能够采取措施而不采取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时，尚容许其要求违约方给予全面赔偿而毫无限
制的，则等于是要违约方为非违约方的“奢侈”买单。9正如 Pearson 大法官所说：非违约方
“完全有权按其意愿去奢侈浪费，但不应要求被告为其行为买单”。10
复次，与非违约方相比，违约方的违约行为在法律上是受谴责的对象，不管违约方是否
存在过错。故此理论上而言，一旦违约方违约，应是由其承担减轻损失义务方为妥当。但是，
与违约方相比，在实践中，非违约方往往更能有效地采取适当措施减轻损失，且其减轻损失
所需支付成本也相对更低。11例如在货物买卖中，如果由买方提取货物并转售的方式来减轻
损失，多数情况下终究没有直接由卖方将货物转售来的便捷。因此，基于有效控制风险目的，
立法上有必要采取便宜的措施，直接规定非违约方应采取措施减轻损失。
最后，从社会资源角度来看，减轻损失规则能够避免资源浪费、增进社会福利。12从资
源角度来讲，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都是稀缺的。而法律的一大功能便是通过制度设计避免私
人浪费稀缺资源。13以买卖合同为例，一旦买方违约拒绝接受货物，卖方便应采取合理措施
减轻损失，诸如在买卖标的物是易腐烂产品的情况下，卖方应该及时将货物转售，从而避免
货物的毁损灭失。一旦卖方采取了上述措施，从当事人角度而言，便是避免了其损失的进一
Restatement 2nd of Contracts §350; 《合同法》第 119 条；
《民法典》第 591 条；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
（第
四版）
，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808 页。
4
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
（第四版），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809 页；E. Allan Farnsworth, Contracts at
807 (Aspen Law & Business 3rd ed 1999); Restatement 2nd of Contracts §350 cmt. b.
5
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第四版）
，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809 页。
6
See Michael Bridge, Mitigation of Damages in Contract and the Meaning of Avoidable Loss, 105 LQR
398 (1989): the language of “duty” is misleading, but it is “well entrenched and difficult to substitute”
(cited from Evan Mckendrick, Contract Law: 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at 89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th ed 2012).
7
杨大明：《国际货物买卖》，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88 页；Roy Ryden Anderson, Damages Under th
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11:16 Mitigation (Thomson Reuters 2016)。
8
杨大明：
《国际货物买卖》，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88 页。
9
杨大明：
《国际货物买卖》，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88 页。
10
Darbishire v. Warran [1963] 1 WLR 1067，转引自杨大明：《国际货物买卖》，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488 页。
11
李永军：
《合同法》，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54 页。
12
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
（第四版）
，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809 页；Ewan Mckendrick, Contract Law
at 21.10 Mitigation (Palgrave 12th ed 2017)。
13
参见《民法总则》第 9 条；
《民法典》第 9 条、509 条、619 条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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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扩大，从社会角度而言，则是避免了经济资源的浪费。正是基于此，减轻损失规则可以“激
励受害方按促进经济效益的方式去行为，增进社会整体效益”。14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减轻损失规则已为多数立法例所承认。15
（二）规则内在缺陷及其克服
尽管减轻损失规则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但单纯从违约方与非违约方两方角度来看，减
轻损失规则本身存在一定缺陷。
非违约方采取措施减轻损失后，其自身并未不会因此而受益。因为其最终得以向违约方
索赔的，仅仅只是其实际损失额，或者说扣除采取合理措施规避的损失后的净损失部分。相
反，减轻损失规则下唯一受益的却是法律上应受谴责的违约方。由此导致的问题是，毫无限
制不分场合地过度强调或施加非违约方减轻损失义务，将会有可能助长违约方违约动机。正
如学者所评论，减轻损失规则“没有赋予那些处于原告位置上的人任何努力采取减轻损失的
动机，其结果却是使得减损规则成为被告违约的一个动机。”16
为避免减轻损失规则所带来的上述缺陷，首先，我们应注意避免对非违约方减轻损失措
施是否合理认定上过于苛刻；其次，如果非违约方已经采取合理措施但无效果，最终仍未能
阻止损害进一步扩大的，不应限制非违约方就此扩大部分损失要求违约方予以赔偿的权利；
17
再次，如果非违约方能够举证证明其失去数量（lost volume）
，即使其有采取所谓“减轻损
失”行为，也不自违约方损害赔偿中扣除非违约方“减轻损失”部分；18复次，更为关键的
是，并非任何情况下都要求非违约方采取减轻损失措施。如果非违约方为了减轻损失而必须
冒不当风险，承担过度负担或蒙受过分屈辱，则不应要求非违约方采取措施减轻损失；19最
后，违约方有同样机会甚至更为便于采取措施减轻损失时，也不应要求非违约方采取减轻损
失措施。20

二、美国受益人减轻损失规则演变
（一）UCC §5 受益人减轻损失条文演变
信用证是开证人对受益人承担的有条件承付义务。一旦受益人严格按信用证规定提交相
符单据，则开证人信用证项下承付义务便变为绝对。此时该债务性质为金钱之债。就金钱之
债本身来讲，并无减轻损失的可能。21然而，有争议的是，在商业信用证中，一旦开证人拒
付，受益人是否对开证人承担了减轻货物等损失义务？
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
（第四版）
，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809 页。另参见王利明：
《违约责任论》
（修
订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04 页。
15
See e.g., Restatement 2nd of Contracts §350；《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第 77 条；《国际商事合
同通则》第 7.4.8 条；《合同法》第 119 条；《民法典》第 591 条。
16
See Donald Harris, Incentives to Perform, or Break Contracts, 45 C.L.P., 46 (January 1992), 转引自韩
世远：
《合同法总论》（第四版）
，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810 页。
17
Restatement 2nd of Contracts §350 (2). See also Fiat Motors of North America, Inc. v. Mellon Bank,
NA, 827 F. 2d 924 (1987); 王利明：
《违约责任论》（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01-5
02 页。
18
Restatement 2nd of Contracts §350 cmt. d.
19
Restatement 2nd of Contracts §350 (1); E. Allan Farnsworth, Contracts at 807-808 (Aspen Law & Bus
iness 3rd ed 1999); Djakhongir Saidov, The Law of Dama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ales at 132-133 (Hart
Publishing 2008); Roy Ryden Anderson, Damages Under 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11:16 Mitigatio
n (Thomson Reuters 2016); 王利明主编：
《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债法总则编、合同编》
，法
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09 页。
20
Toyota Industrial Trucks USA Inc v. Citizens National Bank, 611 F. 2d 465 (1979); Fiat Motors of No
rth America, Inc. v. Mellon Bank, NA, 827 F. 2d 924 (1987); 李永军：
《合同法》
，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654 页。
21
减轻损失的通常措施包括停止工作、替代安排、变更合同与继续履行（参见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第
四版）
，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812-814 页），显然针对金钱之债本身而言，无论受益人采取哪种措施，
都无从避免开证人未承付信用证款项这一结果。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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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问题，1962 UCC §5-115 规定受益人就不当拒付损害赔偿的范围相当于非违约的卖
方在基础买卖合同下所得主张的损害赔偿范围。而鉴于基础合同下，非违约方都有承担减轻
损失的义务，故此该条规定本质上已经赋予了开证人得以主张受益人必须减轻损失的抗辩。
22
实际上，1962 UCC §5-115 所确立的受益人承担了减轻损失义务的规定并非其自创，而是
继受纽约州普通法的结果。23
然而，一旦强制性要求受益人对开证人承担减轻损失义务，则必然与信用证不可撤销性
相冲突，并导致信用证付款确定性丧失。开证人可以任意撤销或者预期拒付而不受拘束，甚
至导致开证人有动机去预期拒付。24而在存在被指定人的情况下，要求被指定人也承担减轻
损失义务，显然对其不利。25因为被指定人和开证人一样，通常都是银行，他们只是单据专
家，而非货物专家。在开证人拒付时，被指定人不比开证人处于更有利的便于减轻损失的地
位。26最为关键的是，强制要求受益人对开证人承担减轻损失义务将有违信用证付款义务之
独立性。因为要求判定受益人是否可以采取以及是否采取了合理措施减轻损失，将不可避免
的要去审查基础交易情况。27而信用证独立性原则决定了开证人无权以基础合同损失范围来
抗辩受益人信用证项下支款或索赔。正是因为如此，有观点认为，1962 UCC §5-115 的规定
应当予以严格适用。28
鉴于 1962 §5-115 存在的缺陷，1995 UCC §5-111 (a)明确规定，开证人不当拒付时，受
益人无需对其承担减轻损失义务。但如果受益人有减轻损失，则应自损害赔偿中予以扣减。
此时开证人承担了举证证明受益人有实际减轻损失的行为与效果。29
应当承认，要开证人承担举证受益人已经采取措施减轻损失的，从举证责任角度来讲，
是比较困难的。30毕竟开证人与受益人多数情况下处于不同地区或国家，开证人更是对受益
人缺乏足够资讯。当然，如下情形例外：一是开证人不当拒付后，申请人应受益人要求而直
接全部或部分支付受益人。此时申请人为自身利益考虑，通常都会通知开证人并向后者提供
已支付凭据，以避免将来需要重复偿付开证人相应款项；二是商业信用证下受益人采取了转
售单据从而在索赔信用证表面金额后无从向开证人转交单据。31实质上来讲，如果受益人已
经通过转售单据而减轻损失的，因为受益人已无从向开证人提交相符单据，故此在举证上反
而是受益人需要去举证证明他是因采取了减轻损失措施，故而仅索赔信用证金额和单据转售
价款之间的差额。
（二）受益人减轻损失的判例演变
跟 UCC 规定一样，判例对开证人不当拒付时受益人是否有义务采取措施减轻损失也是
有个逐渐演变过程：从最一开始的有义务采取措施减轻损失，到备用信用证下受益人无义务
减轻损失，再到现今的无论商业信用证还是备用信用证受益人均无义务减轻损失。
Harfield Practice Commentary on 1962 UCC 5-115, in John F. Dolan, The Drafting History of UCC Article 5 at
189-190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15). But see Toyota Industrial Trucks USA Inc v. Citizens National Bank,
611 F. 2d 465 (1979); Fiat Motors of North America, Inc. v. Mellon Bank, NA, 827 F. 2d 924 (1987); James J.
White & Robert S. Summers, 3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t 206 (West 4th ed 1995): White 与 Summers 教授认
为，1962 UCC §5-115 本身并未规定受益人是否有义务减轻损失。
23
Harfield Practice Commentary on 1962 UCC 5-115, in John F. Dolan, The Drafting History of UCC A
rticle 5 at 189-190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15).
24
Boris Kozolchyk, Commercial Letters of Credit in the Americas, Matthew Bender, 1966, p. 445.
25
Boris Kozolchyk, Commercial Letters of Credit in the Americas, Matthew Bender, 1966, p. 451.
26
Boris Kozolchyk, Commercial Letters of Credit in the Americas, Matthew Bender, 1966, p. 451. See al
so James E. Byrne et. al., An Examination of UCC Article 5, 45 Bus. Law., 1521, 1629 (199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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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益人有义务减轻损失
早在 Maurice O’Meara 案中，32法院援引 Columbia Trust33等案例认为，减轻损失是申请
人与受益人双方当事人（即买卖双方）之间的一项长久确立的规则。从而，法院认为，受益
人的损害赔偿原则上是汇票表面金额，但其对开证人承担了在可能范围内减轻损失的义务，
诸如是将基础合同项下货物转售等。当然，开证人应当赔偿受益人为减轻损失而支付的合理
费用。至于减轻损失是否合理，应由开证人举证证明，但本案开证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当时
货物的市场价格，而受益人提交了三个交易商的书面证词证明他是按公平市场价格转售。故
此最终法院认定开证人应赔偿受益人转售货物价格差价损失。
该案涉案争议是商业信用证不当拒付，法院按基础买卖合同损害赔偿方法确认信用证下
开证人应对受益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范围。从而确认信用证下受益人应承担减轻损失义务。该
案确立的受益人减轻损失义务及损害赔偿计算规则为纽约州后续判例所遵循，并为 1962
UCC §5-115 所吸收。
2. 受益人备用信用证下无义务减轻损失
然而，前述 Maurice O’Meara 案所确立的减轻损失规则只是针对商业信用证，当时尚不
存在备用信用证问题。故此存在疑问是，纽约州法院是否认为备用信用证下受益人也存在减
轻损失义务？就此，New York Life Ins.案给予了回答。34该案中，申请人为开发房地产而向
第三人短期贷款。在开发完工后，申请人向本案原告即受益人（New York Life Ins.）申请贷
款以偿还第三人的短期贷款。根据向受益人贷款承诺的条件，申请人需向受益人现金提存
$180,000，作为协议约定的损害赔偿额。因为如果申请人不按照预定金额贷款，受益人损失
难以估算，故此双方直接约定损害赔偿金额为$180,000。但作为代替，申请人向受益人提供
了由被告开证人开立的相应金额的不可撤销信用证。此信用证规定受益人支取单据条件为汇
票以及受益人签署的说明信用证规定的约定损害赔偿金到期的声明。最终申请人违约并未贷
款。为此，受益人向开证人提交金额为$180,000 的汇票以及信用证要求的声明，要求开证人
承付。开证人拒付后，受益人起诉要求开证人赔偿拒付的汇票金额$180,000 以及自拒付之日
起计算的利息。争议焦点是，受益人是否有义务减轻损失，将该笔资金转贷他人。
法院认为，本案开证人所担保的，并非贷款本身，而是如果申请人不贷款而给受益人带
来的约定损失$180,000。故此本案非商业信用证而是备用信用证。而受益人所遭受的实际损
失并非申请人的违约导致，而是开证人拒绝承付受益人汇票所致。从而，1962 UCC §5-115 (1)
所规定的减轻损失，于本案并不适用。
1962 UCC §5-115 (1)规定主要针对的基础交易是传统货物买卖。在传统货物买卖中，当
开证人承付受益人时，其将获得代表货物所有权的单据并因此获得一定担保权益。而本案基
础交易只是纯粹的信用交易（credit transaction），受益人所需要提交的单据只是一份申请人
违约声明，说明开证人承付义务到期。既然开证人并无义务审查单据背后基础合同履行情况，
其将在未获得任何有价值的单据的情况下承付受益人。显然，在此情形下开证人所面临的风
险和一般传统商业信用证完全不同。而且，本案的基础合同标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动产，而
是纯粹的信用融资协议。故此，1962 UCC §5-115 (1)所规定的“转售或其他使用或处置”并
不适用于本案。本案基础合同标的显然是不太容易和“转售或其他使用或处置”这一概念兼
容。故此，法院判决认为受益人并无减轻损失义务。
从上述判决措辞可知，本案法院之所以认为备用信用证下受益人无需对开证人承担减轻
损失义务，理由在于备用信用证与商业信用证不同。商业信用证所担保的是具体的货物买卖，
而货物本身以及受益人需提交给开证人的代表货物的单据本身具有一定商业价值，受益人存
在减轻损失的可能。但备用信用证不同，备用信用证下并不存在具体的货物，受益人所提交
单据也不具有商业价值，因此不存在受益人减轻损失的可能，1962 UCC §5-115 所规定的减
轻损失规则对备用信用证并无适用余地。此外，本案法院提到更为关键原因，信用证独立性。
32
33
34

Maurice O’Meara Co. v. National Park Bank, 239 NY 386, 146 NE 636 (1925).
Second Nat. Bank of Hoboken v. Columbia Trust Co., 288 F. 17, 30 ALR 1299 (3rd Cir. 1923).
New York Life Ins. Co. v. Hartford National Bank & Trust Co., 173 Conn. 492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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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用证独立性，开证人承付受益人范围完全取决于备用信用证规定本身，而与基础交易
无涉。自然，基础交易下受益人是否能够减轻损失，与开证人无关，开证人也不得据此对受
益人损害赔偿请求主张抗辩。
该案判决结论也为 East Girard 案所认可，35尽管理由略有不同。East Girard 案中，法院
认为，一般合同法下的损害赔偿标准对信用证不适用，因为信用证并非一般合同。它是为满
足市场特别需求而发展起来的独特制度。信用证若要维护其作为商业工具的效用，开证人、
受益人等各方当事人的权责必须明晰。商业交易当事人必须能够指望，只要信用证所规定的
条件获得满足，就会获得承付。如果容许开证人仅仅是因为受益人不能证明损失范围便拒付，
显然有损信用证付款确定性。该法院进一步判决认为，1962 UCC §5-115 要求扣减受益人转
售货物的规定对备用信用证不适用。理由在于：涉及货物买卖的信用证几乎总是要求受益人
提交代表货物所有权的单据。一旦被拒付，被拒付的受益人通常会将货物转售以弥补损失。
从而，既然被转售的货物已在信用证中明确提及，法院无需审查基础合同便可确定究竟是涉
及哪批货物。而且，既然货物已经特定，则确定受益人的实际损失金额也便轻而易举。而本
案并非商业信用证而是备用信用证，如果法院接受开证人抗辩，将 1962 UCC §5-115 减轻损
失规定扩大适用于本案备用信用证情形，则法院将不得不审查申请人基础合同下的违约情况
以及受益人因该违约而遭受的损失范围。显然，该审查要求有违信用证独立性原则。而且，
备用信用证下受益人损害赔偿范围尽管并非不可能，但却通常是非常难以认定。36
从 East Girard 案法院所阐释理由可知，备用信用证下受益人对开证人不承担减轻损失
义务理由有二。一是信用证独立性决定了开证人不得要求受益人举证证明其基础合同项下损
失范围。二是要求受益人承担减轻损失义务会和信用证商业效用，即付款确定性、迅捷性目
标相冲突。但法院解释为何商业信用证下受益人必须承担减轻损失义务而备用信用证下受益
人无需承担减轻损失义务的原因时，却犯了违反信用证独立性原则的错误。尽管商业信用证
中通常会提及具体货物，但此仅仅只是针对受益人所需提交的商业单据（特别是商业发票、
提单）中货物描述的具体要求，并不是说开证人有义务去关注该批货物具体情况。受益人在
商业信用证下所能减轻损失者，仅仅只是将具有商业价值、代表具体货物的商业单据予以转
售而减轻损失而已。开证人所关注的，始终只是单据，而非单据所代表的货物。开证人拒付
而受益人将单据转售后，只要受益人无法再度提交单据，则便无权要求开证人赔偿全部信用
证项下款项或受益人原本支取的款项，而只能索赔原本支取款项与转售价格两者之间的差
额。
在稍微晚近一点的 IMTT 案中，37也是涉及到备用信用证下受益人是否有义务减轻损失
争议问题，但适用的是 1995 UCC §5-111。该案中，受益人与申请人签订一份仓储协议。据
此协议，受益人同意申请人将石油产品存储在受益人设备内，申请人按月向受益人支付仓储
费。该协议规定，一旦申请人未支付仓储费，受益人有权自通知该违约之日起 15 日内选择
如下救济措施：1. 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 1 个月仓储费；或 2. 加速所有未到期仓储费并要求
立即支付。为担保义务履行，申请人向开证人申请开立备用信用证一份。当申请人违约未支
付仓储费时，受益人根据信用证规定提交相符单据要求开证人承付。开证人不当拒付。就开
证人不当拒付损害赔偿，争议焦点之一是受益人是否有义务减轻损失。开证人认为，当申请
人违约受益人主张解除基础合同时，油箱内仍剩余石油，故此受益人应将此剩余石油予以抵
扣信用证款项。法院认为，开证人无权主张减轻损失抗辩，因为受益人并无减轻损失义务。
其背后原因即在于 1995 UCC §5-111 评注所说，信用证的价值取决于其付款的迅捷性与确定
性，不应激励开证人拒绝承付信用证，这一点非常重要。38而如果承认受益人对开证人承担
了减轻损失义务，显然便会给开证人以拒付激励。而且法院解释认为，1995 UCC §5-111 (a)
只是规定，一旦并无减轻损失义务的受益人实际减轻损失了，开证人才得主张扣减。而开证
人就此负有举证义务。但本案中，开证人并未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受益人有将设备转租抑或

35
36
37
38

East Girard Sav. Ass'n v. Citizens Nat. Bank and Trust Co. of Baytown, 593 F. 2d 598 (5th Cir. 1979).
See also Eakin v. Continental Ill. .Nat. Bank & Trust Co., 875 F. 2d 114 (7th Cir. 1989).
International-Matex Tank Terminals -Illinois v. Chemical Bank, 2010 WL 2219396.
1995 UCC §5-111 cm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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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申请人剩余石油转售，故此并不存在实际减轻损失的问题。39
3. 商业信用证下受益人也无需减轻损失
前述 New York Life Ins.与 East Girard 案法院判决逻辑前提都是，商业信用证下受益人承
担了减轻损失义务，而备用信用证与商业信用证不同，故此备用信用证下受益人无需承担减
轻损失义务。就此便涉及一问题，商业信用证下受益人真的需要承担减轻损失义务吗？
Maurice O’Meara 案所确立的商业信用证损害赔偿规则是否就毫无争议之处？
显然，Toyota 案法院给与了不同回答，40其判决，即使是商业信用证下，受益人也并不
对开证人承担减轻损失义务。
在该案中，原告 Toyota 是信用证受益人，他向申请人销售汽车，由被告 CNB 开立信用
证支付价款。在前几次完美合作之后，受益人又连续在两个月内发送了两批六辆车给申请人，
但申请人经济状况恶化，开证人拒付。当时，受益人享有对已售车辆的回购选择权，而开证
人则享有对申请人账户应收款项及库存货物等的担保权益。但受益人并未行使回购权，而是
起诉开证人不当拒付，索赔未承兑汇票款项加利息损失。开证人抗辩理由之一，是认为受益
人应承担减轻损失义务。一审法院判决受益人有权索赔被拒付汇票票面金额外加自交单日起
至判决日止的利息损失。至于开证人所主张的，根据 1962 UCC §5-115 (1)，受益人有义务减
轻损失的抗辩也被法院驳回。因为“如果接受减轻损失理论，则 UCC 关于信用证的本质目
的便会受到损害，因为它减轻（relieving）了开证人信用证下基本的也是唯一的义务。”上诉
法院则认为，1962 UCC §5-115 (1)并没有规定汇票票面金额是唯一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如果
受益人自动减轻损失，则其起诉开证人索赔时应相应减少。开证人没有证明根据宾夕法尼亚
州 UCC，受益人有义务减轻损失。
上诉法院进一步审理认为，合同法下受损害一方当事人有义务减轻损失已存行多年。
《合
同法重述》、宾夕法尼亚州法院也都确认了这一义务。但判定减轻损失是否恰当，关键是看
针对违约行为的减轻损失行为是否合理，“根据各案件的所有事实与客观情况来判定，且必
须根据问题产生之时的状况来判定。”
开证人抗辩认为受益人应从两方面减轻损失：一是合理谨慎的商人在第一份汇票尚未被
银行支付的情况下，是不会发运第二批货物。开证人认为，受益人在发运第二批货物前电话
联系开证人以确定尚未付款的原因何在，并不会给其造成不合理负担。从而，开证人认为，
最多受益人有权要求赔偿第一份汇票金额外加利息损失。二是，当受益人得知开证人不会支
付两份汇票款项时，其应采取措施阻止申请人占有货物。受益人知道申请人经济状况恶化而
不行使保全措施，构成恶意。
就第一个理由，上诉法院认为，受益人在没有收到开证人确切拒付通知前，继续发运货
物是合理的。尽管汇票提交一个月了尚未付款，理应引起受益人怀疑。但开证人此前从未拒
付，而且付款偶尔也会拖延一个月以上。受益人有合理理由认为迟延付款可能是开证人支付
流程迟延。从而即使存在减轻损失义务，我们也没有理由认定受益人在第二笔汇票拒付前有
义务减轻损失。就第二笔业务，尽管受益人可以采取措施减轻损失，但开证人本身也有完整
的担保利益可以保障其合法权益。根据此担保权益，开证人也完全可以扣押这些车辆。而根
据 UCC，受益人就第二批货物的担保措施明显劣后于开证人的保障措施。从而，即使存在
减轻措施义务，因为开证人也可自行减轻损失，故此受益人不应承担减轻损失义务。从而上
诉法院最终维持一审判决。
Toyota 一案法院确立了如下精神，即 1962 UCC §5-115 并未明确规定商业信用证下受益
See also Housing Securities, Inc. v. Maine Nat. Bank, 391 A. 2d 311 (1978); Bank of North Carolina, NA v.
Rock Island Bank, 630 F. 2d 1243 (1980); American Employers Ins. Co. v. Pioneer Bank and Trust Co., 538 F.
Supp. 1354 (ND Ill. 1981); Colorado Nat. Bank of Denver v. Board of County Com'rs of Routt County, 634 P. 2d
32, 41 (Colo. 1981); In re Kaiser Steel (D.Colo.1988) 89 BR 150, 152; San Diego Gas & Electric Co. v. Bank
Leumi, 42 Cal. App. 4th 928 (1996); Amwest Sur. Ins. Co. v. Concord Bank, 248 F. Supp. 2d 867, 883 (ED Mo.
2003).
40
Toyota Industrial Trucks USA Inc. v. Citizens National Bank, 611 F. 2d 465 (1979).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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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须承担减轻损失义务。理由在于，如果商业信用证下受益人承担了减轻损失义务，有违
信用证付款确定性目标，且不必要地减轻或免除了开证人信用证下于受益人提交相符单据时
确定的承付义务。而且，要求受益人减轻损失，也与减轻损失规则的基本法理不符。因为减
轻损失本质上而言，是违约方本应承担的“义务”，只是基于与违约方相比，非违约方更便
于采取措施减轻损失，为更有效地避免资源浪费，法律强制要求非违约方采取措施减轻损失
而已。自然，如果违约方也同样可以采取措施减轻损失，自不应对未采取减轻损失措施的非
违约方予以否定性评价，即否认其索赔全部损失的权利。本案中，与受益人相比，显然开证
人也同样可以采取措施减轻损失。此时，就采取措施减轻损失可能性而言，受益人不比开证
人处于更优地位。
Toyota 案法院判决为 Fiat 案所确认。41Fiat 案也是开证人为申请人从受益人（Fiat）购
进汽车提供付款保障。法院最终援引 Toyota 案结论认为，1962 UCC §5-115 (1)并没有明确对
受益人施加减轻损失的义务；即使受益人有减轻损失义务，鉴于开证人同样可有效避免损失
扩大，自然不应去强求受益人承担未能减轻损失的责任。该案中，受益人实际上早在 1981
年 5 月 7 日即知悉开证人（Mellon Bank）不愿承付受益人延期付款信用证下的发票，但其
仍然选择继续履行基础交易并根据信用证规定提交发票要求开证人承付。尽管就这一点来看
受益人的行为颇为可疑，但法院认为，开证人也同样未能有效避免损失扩大。开证人原本也
享有不受限制地撤销或正式中止与申请人的融资协议。但他并没有撤销或中止融资协议，而
是选择向受益人退回单据并拒付延期付款信用证下的发票。而且，开证人原本可撤回其对制
造商原产地证书的弃权，并要求申请人返还证书。若开证人一直持有制造商原产地证书，便
能够给开证人提供几乎绝对的担保权益。因为没有生产商原产地证书，申请人根本无法销售
汽车。从而法院得出结论认为，双方当事人谨慎行事的话原本都可以维护自身权益。然而，
在本案中，既然开证人原本可以自己减轻损失，则不应要求受益人去承担减轻损失义务。42

三、受益人无需减轻损失原因
综上所述，开证人不当拒付时，受益人无论是在商业信用证还是备用信用证下都无义务
采取诸如转售货物等方式来减轻损失。1995 UCC §5-111 也是一改 1962 UCC §5-115 模糊规
定，而强调受益人在信用证下无减轻损失义务。至于理由，有如下三点。
首先，信用证付款机制的商业目标在于付款迅捷性、确定性、低成本与高效率。这是信
用证商业生命力之所在。信用证商业目标不仅体现在开证人正常承付阶段，而且也应体现在
不当拒付从而需对受益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阶段。换言之，即使是开证人不当拒付损害赔偿
制度，也应注意体现并贯彻信用证所追求的商业目标。
如前述，信用证本质是为受益人提供确定付款保障，只要受益人提交相符单据，开证人
便必须承付。如果容许不当拒付的开证人享有要求受益人减轻损失的权利，则必然会导致开
证人有动机去拒绝承付相符交单。 43这在申请人破产开证人偿付权利受到威胁时便非常可
能。开证人此时完全有动机先拒付，待受益人减轻损失后再行赔偿受益人余下损失部分，从
而将开证人损失或风险降到最低。果如此，则信用证所追求的付款确定性、迅捷性与高效率
便荡然无存。信用证作为先付款后诉讼的付款机制也将不可避免的沦为与普通担保一样的先
诉讼后付款机制。44
而且，如果受益人承担了减轻损失义务，则在不当拒付损害赔偿计算上，必然会导致各
方当事人耗费相当时间与金钱去争议减轻损失是否可行、受益人措施是否合理等等。此显然
Fiat Motors of North America, Inc. v. Mellon Bank, NA, 827 F. 2d 924 (1987).
See also Chrysler Motors Corp. v. Florida Nat'l Bank at Gainesville, 382 So. 2d 32, 38 (Fla. Dist. Ct.
App. 1979); Optopics Laboratories Corp. v. Savannah Bank of Nigeria, Ltd., 816 F.Supp. 898 (1993); H
amilton Bank, NA v. Kookmin Bank, 245 F. 3d 82 (2nd Cir. 2001); Voest-Alpine Trading USA Corp. v.
Bank of China, 288 F. 3d 262, 267 (5th Cir. 2002)..
43
1995 UCC §5-111 cmt. 1.
44
See Toyota Industrial Trucks USA Inc v. Citizens National Bank, 611 F. 2d 465 (1979); East Girard S
av. Ass'n v. Citizens Nat. Bank and Trust Co. of Baytown, 593 F. 2d 598 (5th Cir. 1979); InternationalMatex Tank Terminals-Illinois v. Chemical Bank, 2010 WL 2219396.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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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违信用证付款迅捷性、高效率与低成本商业目标。45
其次，信用证最为基本的原则之一便是独立性。信用证一经开立，便完全独立于其据以
产生的基础合同。如果开证人不当拒付时，受益人有义务减轻损失，则在损害赔偿计算上不
可避免的卷入基础交易。诸如，商业信用证下开证人需要举证受益人是否可以将货物转售以
减轻损失，转售价格是否合理、受益人是否为 lost volume 卖方等等。很难想象在不卷入基
础交易的情况下，开证人能够向法院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受益人是否采取了，或是否能够采取
合理措施减轻损失，以及是否为 lost volume 卖方等等。46
最后，要求受益人于开证人不当拒付时采取措施减轻损失，通常也不符合减轻损失规则
本身规定。如前述，减轻损失义务原本是应由违约之一方当事人承担，但鉴于非违约方采取
措施减轻损失更为便捷，为有效避免损失，法律才强制规定非违约方当事人应当采取措施减
轻损失，否则就扩大部分损失无权要求违约方赔偿。但是如果违约方也同样便于采取措施减
轻损失的，或非违约方同违约方一样都不便于采取措施减轻损失的，则强制性要求非违约方
采取措施减轻损失便丧失正当依据。47
商业信用证中，受益人不一定会比开证人更具有便于减轻损失的机会与条件。前述
Toyota 与 Fiat 案正是开证人同样具有（而且是更优的）减轻损失的机会与能力的典型。48而
在承兑信用证或延期付款信用证下，如果开证人承兑汇票或确定到期支付款项后，再拒绝到
期付款的，受益人因已经将单据交付开证人，自然更是无从采取措施减轻损失。甚至，货物
在风险移转（或本应移转）申请人后毁损灭失，49受益人也将无法采取措施减轻损失。更为
关键的问题是，就算是受益人更易于减轻损失，但对受益人而言，其减轻损失也将面临不可
避免障碍，如其将货物或单据转售就一定能够拿到转售货款？在具有可靠信誉、可靠保障的
银行信用证下，其都无法顺利获得开证人付款，其又如何能够期望在紧急转售情况下，会获
得比开证人更优更为可靠的付款担保？因而受益人通过转售来减轻损失必然会存在诸多不
可控风险。50至于货到目的港为规避滞港费、滞期费等而要求受益人提取货物，更是不可取。
因为一旦受益人凭提单提取货物，则其将无法向开证人提交单据并索赔信用证项下款项损
失，而只能索赔信用证金额与单据或货物之间的差额。等于还是要受益人去承担转售货物的
风险。果如此，则开证人又怎能期待受益人必须去采取措施减轻损失呢？
更何况，如果是已经承付或议付的被指定人起诉开证人不当拒付的情况下，被指定人更
是不具有比开证人更优的减轻损失的能力与机会。51而且，作为被开证人授权参与信用证交
易的当事人而言，立法上更无理由要求被指定人承担减轻损失义务，否则被指定人参与信用
证交易的积极性必然降低，从而最终有损信用证付款便捷性、高效性以及信用证付款与融资
功能的有效发挥。52
备用信用证下同样如此。备用信用证一般保障的是申请人违约情况下，受益人享有提交
相符单据要求开证人承付的权利。由于不像商业信用证，备用信用证下受益人所提交的单据
通常为申请人违反基础合同的声明，其本身并无任何商业价值，受益人不可能像商业信用证
那样可以通过转售单据而减轻损失。53故此，如果法律要求受益人承担减轻损失义务，则显
Roy Ryden Anderson, Damages Under 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11:17 Mitigation-Cover (Thomson
Reuters 2016)：一旦涉及到减轻措施是否合理等事实争议，将导致无法适用简易判决。
46
New York Life Ins. Co. v. Hartford National Bank & Trust Co., 173 Conn. 492 (1977).
47
Toyota Industrial Trucks USA Inc v. Citizens National Bank, 611 F. 2d 465 (1979); Fiat Motors of No
rth America, Inc. v. Mellon Bank, NA, 827 F. 2d 924 (1987). See also E. Allan Farnsworth, Contracts at
807 (Aspen Law & Business 3rd ed 1999); Roy Ryden Anderson, Damages Under the Uniform Commer
cial Code §11:16 Mitigation (Thomson Reuters 2016).
48
Toyota Industrial Trucks USA Inc v. Citizens National Bank, 611 F. 2d 465 (1979); Fiat Motors of No
rth America, Inc. v. Mellon Bank, NA, 827 F. 2d 924 (1987).
49
See UCC §2-510; CISG Articles 66-70; 《合同法》第 142-146 条；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11-14 条。
50
Optopics Laboratories Corp. v. Savannah Bank of Nigeria, Ltd., 816 F. Supp. 898 (1993).
51
Hamilton Bank NA v. Kookmin Bank, 245 F. 3d 82 (2nd Cir. 2001).
52
But see Henry Harfield, Letters of Credit at 61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1979); Wing On Bank Lt
d. v. American National Bank & Trust Co., 457 F. 2d 328 (5th Cir. 1972).
53
William D. Hawkland, et. al., 6B Hawkland UCC Series §5-115:1 In general (Thomson Reuters 2016).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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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受益人唯有先行起诉申请人一途，只有在起诉无效果情况下才能再来起诉开证人。果如此，
则受益人要求开立备用信用证目的如何得以保障，其与一般担保措施区别又如何能够体现？
总而言之，根据信用证独立性原则，在开证人不当拒付时受益人并不对开证人承担转售
单据等减轻损失义务，否则将有损信用证所追求的付款迅捷性、确定性、低成本与高效率，
也不符合减轻损失规则本身。

四、我国信用证判决梳理及应然立场
（一）我国法院判决梳理
我国信用证开证人不当拒付争议中牵涉到减轻损失的案例有 7 起。
1. 深圳高福瑞案
在深圳高富瑞案中，54开证人拒付，受益人要求退回单据并转售了货物。起诉后开证人
抗辩认为，受益人未尽到减轻损失义务。因为货物是易变质的芦笋，时值冬季，受益人却在
货物到港后未将其存入恒温码头仓库，而是暴露于寒冷气候中 3、4 个月之久。而且，受益
人处理时，并没有采用拍卖竞价方式，而是直接私下低价卖给买方竞争对手，降幅达 30%，
显然和货物实际质量状况大相径庭。
开证人这一抗辩，实质上是提出了两个问题，即受益人有义务减轻损失，且受益人减轻
损失措施不当。针对开证人抗辩，法院认为，受益人将货物放于目的港是迫不得已，且其已
采用竞拍削价方式处理货物，55并无不当。从而最终法院判决开证人应就其不当拒付行为给
受益人造成的差价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此案判决表明：首先，法院承认受益人在开证人单据不符时可以减轻损失，即使此后受
益人无法向开证人提交信用证所规定单据原件，仍不影响开证人赔偿受益人转售货物差价损
失的责任。
其次，针对开证人抗辩中提出的两个主张，法院实质上只回答了一个，即其对开证人所
提出的受益人减轻损失措施不当做出了回答：受益人以竞价方式处理货物是合理的。但笔者
以为，这里法院应是以受益人并无减轻损失义务作为其判断前提。因为，如果法院认定受益
人承担了减轻损失义务，则法院必然要去面对并解释为什么受益人放任货物 11 月到港后拖
延至来年 3 月才处理，以及放任易变质货物暴露于寒冷的气候中是合理的？当然，如果法院
能够在此明确回应受益人在开证人不当拒付时是否有义务“减轻损失”，则判决结论显然会
更令人信服。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探讨的是，开证人能否以受益人减轻损失不当为由抗辩？上述法院
以受益人减轻损失合理为由驳回开证人抗辩。实际上，笔者以为，既然受益人在信用证下并
无减轻损失义务，则根据举重以明轻原理，56受益人对开证人也并不承担以合理措施减轻损
失的义务。自然开证人不得以受益人减轻损失措施“不当”为由抗辩。57况且，如容许开证
人主张受益人减轻损失措施不当，则在举证上将不可避免要去卷入交易背后的事实，而此显
然有违信用证独立性。加上如果容许对减轻损失是否妥当进行抗辩，则必然耗时费力，从而
有损信用证付款迅捷性目标的实现。从此点来看，上述法院判决说理仍可进一步完善。
2. 杉杉集团案
54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深圳高富瑞粮油食品有限公司诉德意志银行损失赔偿纠纷案”（1996）二中
经初字第 471 号。
55
受益人收到开证人退回的单据后，与几家公司联系销售货物事宜，最后选择出价最高的温奇公司，以 8.
95 美元/箱的价格销售了此批货物，温奇公司一次性向受益人支付了货款。
56
参见王利明：
《法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01-402 页。
57
See Ali Malek QC & David Quest, Jack: Documentary Credits at 128 (Tottel Publishing Ltd. 4th ed 2
009): 开证人可能会抗辩认为受益人未能采取合理措施减轻损失或原本受益人能够以更高价格转售。然而，
一旦确认开证人构成不当拒付，则上述抗辩理由并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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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杉集团案中，58开证人拒付，为避免损失扩大，受益人将货物从目的港仓库提出并保
存在受托人处。在随后起诉开证人要求赔偿损失时，法院判决受益人交单不符，开证人拒付
合法。但是，一审法院随后又补充指出，因原告已利用提单提取了货物，已无法向被告交付
相符单据；而被告也无义务接受原告提交的货物，原告要求被告接收货物缺乏法律依据。
一审上述判决词似乎表明，法院认定一旦开证人拒付，受益人不应减轻损失。否则其便
已处分了单据，
“不可能再向被告交付信用证下所有单据。”但二审时法院只是判决受益人交
单不符，开证人有权拒付，而并未像一审法院那样强调受益人已经处分提单，从而不得要求
开证人承付。59似乎表明二审法院并不赞同一审所认定的，不当拒付下受益人不应减轻损失
的立场。笔者以为，一审法院受益人不得减轻损失的判决显然错误，并不符合减轻损失规则
的基本精神。受益人减轻损失有助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但一审法院的确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受益人如何减轻损失而不会影响其对开证人的损
害赔偿权利？在本案中，受益人只是将货物从目的港提出并转存受托人处，以减轻不必要的
高昂仓储费损失。应当来说，受益人的减轻损失措施是合理的。只是，受益人此时如何向开
证人索赔损失？该案中，受益人并未索赔差价损失而是直接索赔信用证被拒付款项。正如法
院所强调，如果受益人要索赔开证人拒付款项，则其必须在开证人实际赔偿被拒付金额款项
时向开证人交付相符单据。60而本案受益人因已凭提单提取了货款，显然无法再按信用证要
求提交单据。而基于信用证独立性原则，开证人并无接受受益人货物的义务。因此，笔者以
为，一旦受益人实际提取货物而导致无法再向开证人提交信用证所要求的单据的，其只能向
开证人索赔差价损失。此差价损失可以是受益人实际转售单据的差价损失，也可以是没有转
售的情况下的信用证被拒付金额与受益人单据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损失。
只是，如果受益人实际有转售单据从而减轻损失的，其在起诉开证人索赔被拒付信用证
金额与受益人实际转售单据差价损失时，其不仅承担了举证证明单据相符的义务，更是应承
担举证其实际转售价格的义务。
由于受益人将单据转售，基本不太可能再提交信用证所规定单据原件供法院审核单据是
否相符。就此问题，在前述深圳高富瑞案中，61受益人是直接向转售合同买方借出一套包括
提单在内的正本单据，以供法院审核认定受益人交单是否与信用证严格相符。此种方法显然
可行，但似乎也过于麻烦。实际上，笔者以为受益人在交单前备妥一套复印件，以便争议时
提交法院作为证据即可。开证人如果对受益人提交法院的单据复印件有疑问的，其必须提交
存档单据复印件给法院以作为抗辩。通常情况下，受益人交单是否与信用证相符，法院单凭
单据复印件即可审核认定。只是，如果开证人所提不符点是对受益人提交的单据是否正本有
疑问时，可能受益人复印件无法证明其实际提交单据为原件。果如此，则受益人完全可借鉴
前述深圳高富瑞案经验，直接向第三人借出单据原件，以作为证据。62
3. 韩国大林株式会社案

58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杉杉集团有限公司诉南阳商业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信用证纠纷案”
（1998）
甬海经初字第 431 号。
59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杉杉集团有限公司诉南阳商业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信用证纠纷上诉案”
（200
0）甬经终字第 410 号。
60
William D. Hawkland, et. al., 6B Hawkland UCC Series §5-115:1 In general (Thomson Reuters 2016);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v. Dorchester LNG (2) Ltd [2014] EWCA Civ 1382;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西安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公司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信用证付款纠纷案”
（1997）沪二中经
初字第 842 号。但参见刘阳主编：《国际结算实务案例精析（2016）》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8-2
2 页。
61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深圳高富瑞粮油食品有限公司诉德意志银行损失赔偿纠纷案”（1996）二中
经初字第 471 号。
62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深圳高富瑞粮油食品有限公司诉德意志银行损失赔偿纠纷案”
（1996）二中经
初字第 471 号，受益人深圳高富瑞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在将货物付运并将单据提交开证人德意志银行后，开
证人以“提单、受益人证明、罐码单没标‘正本’字样”作为与信用证条款的“不符点”
，拒绝支付信用证
项下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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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大林株式会社案中，63开证人不当拒付后，受益人被迫将单据及货物转售第三人。
为此，受益人起诉开证人赔偿转售差价及其他费用损失。二审中，法院认同一审驳回受益人
主张的判决，因为受益人未能提供转售合同原件，导致法院对转售合同的真实性无法认定。
法院判决显然合理。受益人作为转售人，却无法提交转售合同原件以证明其实际转售损
失，也即意味着受益人无法举证证明此损失的确定性，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笔者以为，此种情况下受益人理应主张信用证被拒付金额与该批单据市场价格之间的差
额，而非与实际转售价格之间差额。如果受益人索赔的是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则其无需
承担提交转售合同原件以证明其损失的举证义务。当然，此时其理应举证开证人不当拒付当
时的市场价格，自无疑问。64
4. 正扬轴承公司案
该案中，65开证人系一家伊朗银行。受益人交单不符，开证人和申请人同意放弃不符点，
但因受制裁原因开证人未向受益人承付。受益人为此起诉开证人不当拒付。但在此期间受益
人通过多方努力，获得了涉案信用证下基础合同 93%左右的款项，仅余近 1.485 万欧元未能
获得支付。66但受益人仍继续起诉要求开证人承付信用证项下整个款项及迟延付款利息。最
终法院参照信用证司法解释欺诈例外规定驳回受益人起诉。67法院类推适用信用证欺诈规则
认为，受益人已经获得 93%的款项的情况下仍然索赔信用证下全额款项，如果这一主张得
到法院支持，则会导致受益人利用信用证重复获利，“该结果与通过信用证单据欺诈获利一
样，均不符合公平正义，均属非法。”
笔者以为，此案判决推理过程不无疑问。本案是一起简单的不当拒付损害赔偿案。尽管
开证人不当拒付在先，但受益人已然获得绝大部分款项，即其已经减轻了损失，自然开证人
有权提出抗辩，要求在计算不当拒付损害赔偿额时扣除已减轻损失部分。68但法院置减轻损
失规则于不顾，认为，
“涉案信用证项下款项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受益人已经获得绝大部
分款项的情况下，只能驳回其主张。
也正是因为这一错误理解，导致了法院也并未考量余款 1.485 万欧元的赔偿问题。尽管
开证人在往来函电中解释认为此属于应由受益人承担的手续费，但是否是手续费，手续费是
否合理，法院并未审查确认。因此，如果受益人仅仅起诉索赔余款，结果或许不同。69
5. 邗利皮革公司案
在该案中，70受益人实质上是在信用证有效期后交单，开证人拒付。后受益人直接联系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韩国大林株式会社诉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信用证纠纷案”
（2002）厦经初字第 321
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闽经终字第 125 号。
64
受益人无法举证其转售差价不等于就可以否认其依据市场差价索赔损失的权利：See Roy Ryden Anders
on, Damages Under 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2:20 Proving market formula as alternative measure
of damages (Thomson Reuters 2016)；王利明：
《违约责任论》
（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478 页；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第二卷）
（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51 页。
65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海宁市正扬轴承有限公司与帕萨加德银行等信用证纠纷案”
（2014）浙甬商
外初字第 53 号。
66
2015 年 8 月 24 日，开证人帕萨加德银行回复交单人鄞州银行，称依据信用证申请人和受益人的协定，
信用证项下款项已经通过其他途径支付给受益人。2015 年 11 月 27 日，正扬公司向鄞州银行发送了一份律
师函，称，“经过多方的努力下，最终在 2015 年 5 月 29 日收到此信用证项下 196610 欧元，但是尚有 148
50 欧元未议付，正扬公司因汇率下跌造成较大损失”。
67
参见信用证司法解释第 8、9 条。
68
本案开证人并未到庭参加诉讼，因此开证人具体如何辩护不得而知。从法院判决来看，我们无法确定受
益人所获得的款项到底是直接由申请人支付还是由开证人支付，即使是开证人直接支付的，则开证人更是
可以已经部分承付为由要求法院扣减相应部分款项。
69
See Wang Jingen, Reviewing Zhengyang Bearing Case: Fraud Rule, Mitigation and Partial Payment in
Damages for LC Wrongful Dishonor, 137 Banking L. J. 91 (2020).
70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扬州市邗利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诉韩国朝兴银行信用证拒付案”
（1997 年 12
月 26 日）
（案号不详，载金赛波：
《中国信用证和贸易融资法律案例和资料》
，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
09-212 页）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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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并获部分款项。受益人随后起诉开证人不当拒付，并索赔信用证下整个被拒付款项。
开证人以信用证失效，从而其无发出拒付通知义务，以及受益人已经获得申请人部分支付，
从而说明双方已放弃信用证支付方式为由抗辩。法院判决开证人不当拒付，应赔偿受益人整
个被拒付款项。
显然法院的判决不妥。一旦信用证失效，开证人便不再受 UCP 失权规则拘束，71自然
也就不会因迟延退单或迟延通知而失权。即使开证人退单有操作不当，也是要通过其他途径
（诸如侵权）等解决。退一步而言，即使开证人构成失权，既然申请人已经部分支付，即意
味着受益人已经实际减轻了损失。从而法院判决时理应将此已支付部分扣除。但开证人与法
院都未考虑到这一问题。
6. 平安银行案
该案中，72开证人徽商银行为受益人平安银行开具一份备用信用证，以担保受益人对申
请人贷款的还款。贷款到期后，申请人未还贷，受益人向开证人提交相符单据以支取信用证
项下款项。开证人拒付，受益人起诉索赔信用证表面金额 1428 万美元及利息损失。诉讼过
程中，申请人偿还了绝大部分贷款。受益人便修改起诉主张，仅索赔贷款余额 50171.72 美
元及迟延利息损失。
法院判决开证人不当拒付。但就损害赔偿额，法院指出，受益人根据申请人还款情况，
自愿将索款金额进行调整，该行为系受益人“对其权利的自由处分”，本院予以确认。其潜
台词是指，此时即使受益人不修改起诉要求而索赔信用证整个款项，法院也会予以支持。如
果法院潜台词为真，则其逻辑显然有问题。受益人已然减轻损失的情况下，开证人当然有权
主张在损害赔偿额中予以扣减。但法院以信用证独立性为由而置减轻损失规则于不顾，一旦
按此逻辑判决，将会严重不公。如果本案中申请人按贷款合同约定已偿还绝大部分贷款，受
益人仍向开证人支取信用证整个金额的，受益人将会构成欺诈。但申请人在受益人起诉开证
人不当拒付后再按贷款合同偿还绝大部分贷款，受益人仍继续索赔整个信用证项下款项而能
获得法院判决支持，显然会严重打击申请人与受益人有效解决双方争议的积极性。
7. 北海船务案
该案涉及到预付款保函争议。73买卖合同解除后，申请人未能及时退还预付款，保函开
立人也拒付。受益人同时起诉开立人与申请人。法院判决申请人应退还预付款、开立人应承
担保函不当拒付责任。但为避免受益人双重受偿，法院依据保函司法解释第 11 条 1 款（三）
项判决，若申请人全部或部分履行了向受益人的退款义务，则开立人向受益人的付款义务应
作相应减免。
法院判决适用法律依据显然不当，因为独立保函司法解释第 11 条 1 款（三）项规定“独
立保函的金额已减额至零”
，针对的是开立人业已支付保函金额的情形，而非申请人在基础
74
合同下对受益人的支付。 实际上，如果法院以一旦申请人已经偿付受益人，从而受益人已
See ICC Official Opinions R13, R331;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唐山汇达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
行天津分行诉信用证纠纷上诉案”（2002）高经终字第 51 号；John F. Dolan, The Law of Letters of Credit:
Commercial & Standby Credits §6.04 [8] Timeliness (LexisNexis AS Pratt 2018)
72
参见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案”
（2
019）皖 01 民初 2479 号。
73
湖北省武汉海事法院“上海北海船务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江苏熔盛重
工有限公司海事担保合同纠纷案”
（2014）武海法商字第 00823 号。另参见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特
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与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及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分行信用证欺诈
纠纷案”
（2018）湘 0406 民初 1152 号：该案涉及预付款保函争议。基础合同解除后，申请人未及时退还预
付款，受益人向开证人支取保函款项。申请人以保函欺诈为由起诉止付，并在起诉当天向受益人退还预付
款。法院判决受益人不构成欺诈，但既然申请人在起诉当天退还了预付款，
“案涉预付款保函项下应付款项
已全部支付，保函权利义务已经终止”，从而判决开立人终止支付受益人。法院判决显然错误，该案本质上
也是受益人已经减轻了损失的问题，但因其是申请人起诉受益人欺诈，而非受益人起诉开证人不当拒付争
议，故此本文未纳入统计。
74
参见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案”
（2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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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减轻损失为由，判决开证人对受益人的赔偿金额应予相应扣减，则更具说服力。75
总而言之，在笔者所搜集的信用证拒付案中，多数开证人都未抗辩受益人是否有义务减
轻损失，减轻损失是否合理等抗辩。76即使偶有主张减轻损失的，法院判决也语焉不详，因
此也就无法判定我国法院就此问题的真正态度。甚至个别法院根本就不知不当拒付损害赔偿
减轻损失规则为何物。
（二）应然立场
笔者认同美国法院判例及 1995 UCC §5 规定，认定信用证不当拒付下受益人有义务减
轻损失的，将与信用证付款迅捷性、确定性商业目标相冲突，并有将信用证先付款后诉讼的
付款功能弱化为先诉讼后付款的普通担保之虞。而且，认定信用证不当拒付下受益人有义务
减轻损失的，必将与信用证独立性相冲突。信用证是独立于基础交易的付款机制，只要受益
人提交相符单据，开证人便承担绝对付款义务。开证人审单时不应去考虑单据之外的任何因
素。自然拒付时也不得以单据之外的其他因素，特别是基础合同项下因素来抗辩。此外，从
减轻损失规则本身而言，信用证不当拒付下要求受益人减轻损失也不合理，77已如前述。78
故此，笔者认为，我国法下也应如同美国判例及 1995 UCC §5-111 (a)规定一样，否认受
益人信用证不当拒付下减轻损失义务。但一旦开证人有证据证明受益人实际已减轻损失的，
则可在计算损害赔偿时将此相应部分予以扣除，79以符合公平原则，并最大程度简化诉讼。
显然，如果受益人已经通过转售单据方式减轻损失时，其无从向开证人提交相符单据，从而
也就无权索赔信用证项下整个被拒付款项。而如果申请人已通过其他途径等方式已经部分支
付受益人的，在判决开证人应对受益人承担不当拒付损害赔偿责任时，也理应将已支付部分
予以扣减。此扣减一方面有助于简化诉讼程序，另一方面也不会对信用证独立性原则构成太
大损害。只要开证人提供了申请人已支付的证据，而不去争议受益人减轻损失是否妥当，则
不会导致法院过于卷入基础交易纠纷判决，从而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信用证独立性原则。而且，
此扣减在备用信用证或独立保函下还可有助于促使申请人尽块在基础合同下支付受益人，从
而有效解决三方之间纠纷，实质上达到受益人迅捷获得款项的目标。80更为重要的是，备用
信用证中如果申请人在受益人起诉开证人不当拒付前便已支付受益人，受益人仍起诉开证人
不当拒付的，受益人将极有可能构成信用证欺诈而被法院判决止付；但在受益人起诉开证人
不当拒付后申请人才支付受益人的情况下，反而容许受益人索赔信用证下全部款项，显然不
当。当然，受益人为减轻损失而支付之额外合理费用，属于附带损失，开证人应予赔偿。81

019）皖 01 民初 2479 号。
75
Voest-Alpine Trading USA Corp. v. Bank of China, 288 F. 3d 262, 267 (5th Cir. 2002).
76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西安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公司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信用
证付款纠纷案”
（1997）沪二中经初字第 842 号，等。
77
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脉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证纠纷案”（2017）沪
民终 408 号：因进口国法律限制以及申请人与开证人过错，受益人无法采取转售、退货等方式减轻损失。
但该案仅涉及受益人与通知人之间信用证通知纠纷，故而法院未就此减轻损失问题发表意见。
78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通常认为金钱债务一概均可强制履行，从而不发生减轻损失之问题。但本质上即使
金钱债务实际履行，也会存在例外，
“债权人请求继续履行金钱债务不得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例如，诚信
原则要求受益人重新出售单据并索赔差价损失（参见朱广新：
《合同法总则研究》
（下册）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8 年版，第 680-682 页；UNIDROIT PICC Article 7.2.1 cmt.）。故此，我们很难简单地以受益人得
援引《合同法》第 109 条（
《民法典》第 579 条）金钱债务实际履行规则来推论出受益人并不承担减轻损失
义务这一结论。
79
在最高人民法院“笙华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荷兰合作银行有限公司信用证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申
906 号，北京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 3294 号中，开证人拒付后，受益人转售货物以减轻损失。
随后受益人起诉开证人不当拒付，并索赔信用证项下款项。后在法院建议下，受益人修改起诉要求而仅索
赔信用证金额及转售价格之间的差价损失。但法院最终以受益人欺诈为由判决开证人拒付合法。
80
See Wang Jingen, Reviewing Zhengyang Bearing Case: Fraud Rule, Mitigation and Partial Payment in
Damages for LC Wrongful Dishonor, 137 Banking L. J. 91, 102-104 (2020).
81
《合同法》第 119 条；
《民法典》第 591 条。See also Beckman Cotton Co. v. First National Bank, 666
F 2d 181 (5th Cir 1982)：受益人为促使申请人放弃“不符点”而向申请人支付了基础合同下标的物的市
场价格差价，法院判决认为受益人减轻损失措施合理，开证人应赔偿此差价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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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用证法与合同法减轻损失规定冲突及解决
为便于阐述，我们假设在一商业信用证不当拒付纠纷案中，基础买卖合同标的物为易腐
烂货物。受益人交单相符，但开证人不当拒付。受益人与开证人在争议期间都未采取适当措
施减轻损失，导致货物腐烂。显然，基于前述分析，在开证人与受益人之间，此货物腐烂风
险由开证人承担。82开证人不得以受益人未减轻损失为由主张免除相应赔偿责任。
问题是，开证人能否将此损失转由申请人承担？如果可以转由申请人承担的话，申请人
又能否基于基础买卖合同主张受益人未能减轻损失，而追究受益人责任？83或者说，问题的
核心在于，受益人信用证下无义务减轻损失与合同法下减轻损失义务之间发生冲突时，何者
优先？
开证人之所以拒付受益人，无非是申请人要求拒付，或者开证人主动拒付。开证人主动
拒付，属极端例外情况，此时往往是因为申请人资信恶化，开证人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有意或
无意地以所谓不符点为由拒付受益人，即使申请人曾明确要求开证人承付或要求开证人放弃
所谓不符点。84于此情形下，如果最终法院判决开证人构成不当拒付，则开证人理应自行承
担货物腐烂风险。或者说，开证人无权基于申请协议要求受益人偿付。85而且，开证人无从
基于信用证独立性而对申请人主张货物毁损灭失风险并非由其承担；86也不得在赔偿受益人
不当拒付损失后，再基于代位权的规定代位申请人起诉受益人，87以受益人未能履行基础合
同下减轻损失义务为由要求其赔偿货物毁损灭失损失。理由在于：开证人申请合同下对申请
人不享有赔偿的权利。既然申请人在申请协议下无需赔偿开证人，自然其在基础买卖合同下
也就不享有追究受益人未减轻损失责任的权利。果如此，则开证人将无从代位申请人对受益
人主张违反减轻损失的责任。88
当然，不排除开证人与申请人之间可能会存在免责条款，从而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导致货
物毁损灭失，申请人都必须偿付开证人。此时，即使此免责条款有效，在申请人偿付开证人
后，申请人也不得再基于买卖合同主张受益人未能减轻损失，从而将货物腐烂风险转嫁由受
益人承担。显然，申请人免除开证人相应责任的，纯属其个人权利的行使，但此权利行使不
得损害受益人利益。
从而，在上述情形下，并不会发生受益人信用证法下无义务减轻损失与合同法下有义务
减轻损失规定之间的冲突问题。
但是，在信用证操作实务中，开证人之所以会拒付，更多的是因为申请人要求拒付。如
果开证人不当拒付是基于申请人要求所致，则在开证人败诉而赔偿受益人损失后，申请人必
须偿付开证人，且通常无从追究开证人未能避免货物毁损灭失的责任。换言之，在申请人与
开证人之间，申请人理应就其不当指示行为所造成的货物毁损灭失等承担责任。
于此情形下，当申请人偿付开证人后，便可能会出现申请人以受益人未能尽到基础买卖
合同下的减轻损失义务为由，要求受益人承担原本可规避的货物腐烂灭失责任。抑或是，申
请人并未偿付开证人，从而开证人主张基于代位权的规定，代位申请人对受益人主张后者基
础合同项下对申请人承担的减轻损失的义务。89此时，便可能会出现受益人信用证下无义务
See 1995 UCC §5-111 cmt. 1.
James J. White & Robert S. Summers, 3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t 210 (West 4th ed 1995).
84
See Roeland F. Bertrams, Bank Guarante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t 126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4th
rev ed 2013).
85
See 1995 UCC §5-108 (a); 信用证司法解释第 6 条。
86
See John F. Dolan, The Law of Letters of Credit: Commercial & Standby Credits §9.03 [1][b] Another
Substantial Compliance Rule (LexisNexis AS Pratt 2018).
87
1995 UCC §5-117 (a).
88
1995 UCC §5-117 (a): An issuer that honors a beneficiary's presentation is subrogated to the rights ...
of the applicant to the same extent as if the issuer were the secondary obligor of the underlying obligat
ion owed to the applicant (emphasis added).
89
1995 UCC §5-117 (a). 但显然，开证人在未对受益人予以承付或未给予不当拒付损害赔偿之前，不得基
于 1995 UCC §5-117 代位权之规定，代位申请人对受益人主张后者基础合同项下对申请人承担的减轻损失
82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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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损失与合同法下减轻损失义务之间的冲突。令人遗憾的是，在笔者有限阅读范围内，中
美两国司法实务中都不曾出现类似争议，90因而无从得知法院具体立场。
就此冲突，有观点认为，受益人在信用证下无减轻损失义务，不等于其在基础合同下也
不承担减轻损失义务。相反，通常情况下，受益人在基础合同下对申请人都承担着减轻损失
的义务。91其根本原因在于信用证独立性。信用证不当拒付损害赔偿只能在信用证下解决，
而不涉及基础交易；但开证人赔偿受益人后，申请人与受益人双方之间在基础合同下存在清
算问题，92且此清算依据的是合同法，而非信用证法。从而受益人合乎逻辑的理性选择是，
其应尽早通过转售单据与货物等方式尽量减轻损失。
笔者以为，此观点尽管逻辑上不失其合理性，但结论却并不妥当。因为照此观点推论，
受益人理性选择必然是先减轻损失，再向开证人索赔被拒付金额和单据转售价格差额。结果
等于是受益人承担了信用证法下事实上的减轻损失义务。果如此，则 1995 UCC §5-111 (a)
受益人无需减轻损失规定将会沦为虚文。
显然，如此结论是不可接受的。正如 White 和 Summers 教授强调的，法院在回答信用
证法无需减轻损失规定与合同法减轻损失义务的冲突问题时，“应注意避免给予开证人不当
拒付动机”。93其背后潜台词理应是指，一旦受益人基础合同下减轻损失义务规定与信用证
下无义务减轻损失规定相冲突时，应以信用证法规定优先，即受益人并无减轻损失义务。
我们应明确的是，受益人在开证人不当拒付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减轻损失，即立即转售
货物与单据，并向开证人索赔被拒付金额和单据转售价格差额；二是不转售单据，而直接起
诉开证人，索赔被拒付金额，并将单据交付开证人。94无论是受益人选择哪一方案，都是其
合法权利之行使，这正是 1995 UCC §5-111 (a)规定的意义所在。换言之，1995 UCC §5-111 (a)
特别赋予了受益人无需减轻损失的权利。如果此历经多年判例与规则演变而得出的正确结论
却被一般合同法减轻损失规则抵消，则 1995 UCC §5-111 (a)及判例法明确排除受益人减轻损
失义务规则将彻底失去其效用。95
其次，正如前述，信用证本质是为受益人提供确定付款保障，只要受益人提交相符单据，
开证人便必须承付。如果不当拒付后容许申请人享有要求受益人减轻损失的权利，则必然会
导致申请人有动机去借助开证人之手而肆意拒绝承付相符交单。96这在市场行情发生变化，
申请人不再想履行基础买卖合同时，便会有动机指示开证人随意以单据不符为由先行拒付，
从而迫使受益人去采取转售单据等措施处置货物。果如此，则信用证所追求的付款确定性、
迅捷性与高效率便荡然无存；它作为先付款后诉讼的付款机制也将不可避免的沦落为与普通
担保一样的先诉讼后付款机制。97
再次，在开证人已经承兑了受益人远期汇票或明确表示将于到期日付款的承兑信用证或
延期付款信用证中，开证人在到期日才表示拒付时，受益人单据早已交付开证人，此时其根
义务抗辩。See 1995 UCC §5-111 cmt. 1; James E. Byrne, 6B Hawkland UCC Series §5-111:8 [Rev] Mi
tigation of damages (Thomson Reuters 2016).
90
James J. White & Robert S. Summers, 3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t 210 (West 4th ed 1995); Jame
s J. White & Robert S. Summers,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t 1142 (West 6th ed 2010).
91
See 1995 UCC §5-111 cmt. 1; James E. Byrne, 6B Hawkland UCC Series §5-111:8 [Rev] Mitigation
of damages (Thomson Reuters 2016).
92
See James G. Barnes & James E. Byrne, Letters of Credit: 2002 cases, 58 Bus. Law., 1605, 1612 (20
03); James G. Barnes & James E. Byrne, Letters of Credit: 2000 cases, 56 Bus. Law., 1805, 1814 (200
1).
93
James J. White & Robert S. Summers, 3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t 210 (West 4th ed 1995); Jame
s J. White & Robert S. Summers,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t 1142 (West 6th ed 2010).
94
当然，受益人还可索赔附带损失、律师费等，see 1995 UCC §5-111。
95
根据 John F. Dolan 教授 2018 年 11 月 6 日对本人疑问的电子邮件回复：“... it seems to me that to allow
the applicant to recover from the beneficiary on the underlying contract would frustrate the obvious pur
pose of the section’s rule.”
96
1995 UCC §5-111 cmt. 1. 事实上，开证人绝大多数下的拒付都是基于申请人的要求。
97
See Toyota Industrial Trucks USA Inc v. Citizens National Bank, 611 F. 2d 465 (1979); East Girard S
av. Ass'n v. Citizens Nat. Bank and Trust Co. of Baytown, 593 F. 2d 598 (5th Cir. 1979); InternationalMatex Tank Terminals-Illinois v. Chemical Bank, 2010 WL 221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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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无减轻损失之可能。或者说，在此情形下，申请人比受益人享有更为便捷的采取减轻损失
措施之可能。在记名提单（或海运单）的情况下，根据部分国家法律，申请人无需提交正本
记名提单便可直接从承运人处提货，此时申请人也享有与受益人相当或更便捷的减轻损失的
可能。98
最后，实践中信用证交易更为复杂，因为通常受益人并非直接向开证人交单，而是通过
被指定人向开证人交单，且此被指定人往往已经根据受益人申请而对其提供了信用证融资。
也即是说，此时被指定人完全是以自己名义向开证人提交单据并索款。如果容许申请人可以
借助开证人之手肆意以所谓不符点为由拒付，便可迫使被指定人承担减轻损失义务，或者迫
使提供融资的被指定人追索受益人，并最终将单据退回受益人并由受益人承担减轻损失义
务，则必将损害被指定人对受益人提供融资的积极性。
总而言之，基于信用证付款确定性与迅捷性要求，并有利于信用证融资功能发挥，受益
人不仅在信用证下无需对开证人承担减轻损失的义务，而且在基础买卖合同下也无需对申请
人承担减轻损失义务。只有如此解释，1995 UCC §5-111 (a)特别赋予受益人无需减轻损失之
规定才有意义。99

六、商业信用证下避免货物损失之应对措施
上述受益人无需减轻损失是建立在开证人构成不当拒付的基础之上。问题是，商业信用
证中，受益人起诉开证人不当拒付是否一定能够获得法院胜诉判决？除非是明显的诸如开证
人拒付通知超过五个工作日或无法退单等失权下的不当拒付情形，否则最终法院判决都是具
有很大不确定性。一旦法院判决开证人不构成不当拒付，受益人又未能及时采取减轻损失措
施的，受益人将不得不承受不利后果。
因此，在能否胜诉不甚确定时，谨慎的受益人最佳选择仍是通过转售等方式处理单据，
再起诉开证人不当拒付并索赔差价损失。100
当然，基于共同利益考虑，受益人与开证人也可商定采取临时措施，以双方名义共同处
理该批次货物，并将款项存入共同账户名下。101作为开证人而言，给予受益人必要配合符合
其自身利益。毕竟，一旦开证人败诉，其将可能会面临货物毁损灭失而又难以向申请人追偿
的风险。因为一方面申请人可能会存在资金紧张或濒临破产风险，另一方面也不排除申请人
以各种理由拒绝偿付开证人，而迫使开证人必须提起诉讼，更何况开证人是否有权向申请人
追偿也是一大疑问。
最后，最为关键的是，基于信用证付款迅捷性目标，以及维护受益人、开证人以及申请
人利益考虑，法院应加速不当拒付案件审理，从而尽量避免货物毁损灭失或产生滞港费、仓
储费等不必要费用支出。对此，美国是通过简易判决程序实现此一目标。102我国虽然也存在
简易程序，但其主要适用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
。
103
而信用证案件往往涉及到跨国争议，争议金额也比较大，通常难以适用简易程序。104从具
体司法实践来看，目前我国信用证类型案件审理周期都比较长，显然不利于信用证商业目标
See e.g., UCC §2-505 cmt. 4.
See James J. White & Robert S. Summers,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t 1142 (West 6th ed 2010); W
ang Jingen, Reviewing Zhengyang Bearing Case: Fraud Rule, Mitigation and Partial Payment in Damages
for LC Wrongful Dishonor, 137 Banking L. J. 91, 99-102 (2020).
100
See Peter E. Ellinger & Dora Neo,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Documentary Letters of Credit at 127
(Hart Publishing 2010).
101
See Ali Malek QC & David Quest, Jack: Documentary Credits at 126 (Tottel Publishing Ltd. 4th ed
2009).
102
See James E. Byrne, 6B Hawkland UCC Series §5-111:7 [Rev] Summary disposition (Thomson Reuter
s 2016). See also Carole Murray, et. al., Schmitthoff’s Export Trade: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
al Trade at 191 (Sweet & Maxwell 11th ed 2007).
103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57 条。
104
刘斌：
《独立担保的独立性：法理内涵与制度效力——兼评最高人民法院独立保函司法解释》，
《比较法
研究》2017 第 5 期。
98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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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105
笔者以为，基于商事纠纷处理迅捷、高效的需求，我们有必要考虑改革简易诉讼程序或
专门制定商事诉讼程序。106但在没有对相关诉讼法做出修改之前，我们法院似可以通过加速
审理进程的方式来尽量实现前述目标。而实际上，整个信用证不当拒付判定标准（严格相符
原则、严格失权规则）以及损害赔偿规则（独立原则以及无义务减轻损失规则）等的设计都
是围绕着信用证付款迅捷、高效目标设计的，107再加上我们法官专业素质能力的不断提升，
尽速审理完结信用证不当拒付损害赔偿纠纷是有可能的。

七、结论
总而言之，根据信用证独立性原则，在开证人不当拒付时受益人并不对开证人承担转售
单据等减轻损失义务，否则将有损信用证所追求的付款迅捷性、确定性、低成本与高效率，
也不符合减轻损失规则本身。但一旦开证人有证据证明受益人实际已减轻损失的，则可在计
算损害赔偿时将此相应部分予以扣除，以符合公平原则，并最大程度简化诉讼。而且，在申
请人偿付开证人后，申请人不得基于基础合同而追究受益人之减轻损失责任，否则受益人信
用证法下无需减轻损失义务之规则将丧失意义。当然，鉴于开证人是否构成不当拒付的不确
定性，实务中建议商业信用证下受益人主动减轻损失并索赔单据转售价格与信用证拒付金额
之差额。而基于共同利益考虑，受益人与开证人也可商定采取临时措施，以双方名义共同处
理该批次货物，并将款项存入共同账户名下。最为关键的是，法院应加速不当拒付案件审理，
以尽量避免基础合同下货物毁损灭失或产生滞港费、仓储费等不必要费用支出。

105

例如，以最高人民法院“无锡湖美热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与新加坡星展银行信用证纠纷案”（2017）最
高法民终字第 327 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商外初字第 0004 号为例，受益人起诉开证人不当拒
付时间是 2014 年 5 月，一审判决为 2015 年 9 月。二审最高人民法院 2017 年 6 月 12 日公开审理，同年 7
月 26 日作出终审判决。整个司法程序持续长达 3 年之久。另据学者统计，有关援引独立保函司法解释裁决
的独立保函争议案中，从立案到判决文书出具，一审判决平均用时 165 个日历日（119 个工作日）
，二审平
均用时为 94 个日历日（68 个工作日），两审合计用时长达 259 个日历日（187 个工作日）
（参见苏娜：
《50+
案件数据透视独立保函解释司法实践》
，载 https://mp.weixin.qq.com/s/5k3yqefC2pFbYNPrBfr07A，访问日期：
2019-9 -1）。
106
新近设立的国际商事法庭及相关诉讼机制或可满足商事纠纷解决迅捷、高效需求（参见《关于建立“一
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http://www.gov.cn/xinwen/2018-06/27/content_5301657.htm，
访问日期：2019-9-1）
。
107
James G. Barnes, et.al., The ABCs of UCC Article 5: Letters of Credit at 65 (American Bar Associati
on 1998); John F. Dolan, The Law of Letters of Credit: Commercial & Standby Credits §9.02 [1] Nature
of the Breach (LexisNexis AS Prat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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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ntract sui generis, the issuer undertakes a conditional obligation to honor the
beneficiary’s complying presentation. Otherwise the beneficiary may claim damages for wrongful
dishonor against the issuer. However, based on the promptness and certainty of payment of the
letter of credit and the principle of independence, the beneficiary does not undertake the obligation
to take reasonable measures to mitigate its losses towards the issuer. Once the issuer has evidence
to prove that the beneficiary has in fact avoided losses, the issuer is entitled to deduct the losses
avoided. More importantly, the beneficiary does not undertake the obligation to mitigate its losses
towards the applicant under the underlying contract either. Since it is not certain whether the
issuer has committed wrongful dishonor before court’s decision, it is wise for the beneficiary to
mitigate its losses and clai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ace amount dishonored and the amount it
avoided through reselling. The issuer should also cooperate with the beneficiary to allow the latter
to resell the documents for their joint account.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UCC rules and cases on
the mitigation rule have significant references to us.
Keywords: Wrongful Dishonor; Mitigation; Independence; Promptness of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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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超额利润税案与欧盟国家援助法适用分析
王丽华

万雅芳

一、基本案情
欧盟成员国经常通过采取税收优惠政策、降低税率等措施吸引外资，以达到拉动本国就业、促进
本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但这些措施经常会受到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审查，以确定这
些措施是否合法、是否构成非法国家援助。比利时的超额利润税豁免制度（The Excess Profit exemption
scheme）就受到了欧盟委员会的审查。2013 年 11 月，欧盟委员会对此启动调查，审查了比利时作出的
1
66 项事先税收裁定中的 22 项。2016 年 1 月 11 日，欧盟委员会作出决定 ，认定比利时的超额利润税豁
免 制 度 为 非 法 制 度 ， 违 反 了 《 欧 盟 运 行 条 约 》 （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 TFEU ） 规 定 国 家 援 助 制 度 的 第 108 条 第 3 款 。 根 据 欧 盟 理 事 会 （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制订的 2015/1589 号欧盟条例第 16 条的规定，比利时必须收回给予该制度受益人包括麦格纳
丘公司的所有援助，补征税款合计约 7 亿欧元。比利时和麦格纳丘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3 月和 5 月向欧
盟普通法院（EGC）提起对欧盟委员会的诉讼，认为该制度没有构成非法国家援助，且超额利润税涉
及的援助数额难以量化，数额计算困难，要求撤销上述决定。2018 年，法院将两个案件合并审理，并
于 2019 年 2 月作出判决，支持比利时和麦格纳丘公司的诉讼请求，认定欧盟委员会关于比利时超额利
润税豁免制度违反欧盟法律的决定无效。

二、争议焦点
（一）欧盟委员会对比利时超额利润税制度的审查是否侵犯了比利时在直接税领域的主权
（二）比利时超额利润豁免制度是否构成非法国家援助
（三）欧盟委员会要求比利时收回已发放的援助是否合法

三、法理分析
（一）欧盟委员会对比利时超额利润税制度的审查没有侵犯比利时在直接税领域的主权
按照欧盟法律及已有的判例法的规定，直接税属于成员国的主权范围，成员国有权确定税基，有
权在生产和经济部门的不同因素之间分配税负。但是，成员国直接税主权的行使必须符合欧盟法律的
规定，欧盟委员会也有权确保成员国的行使符合《欧盟运行条约》第 107 条禁止国家援助的规定。
（二）比利时超额利润税制度不构成非法国家援助
援助计划的构成有三个要件：1.存在可在此基础上授予援助的法规；2.不要求进一步的实施措
施；3.以一般和抽象的方式确定援助受益人。关于是否存在授予援助的法规，法院认为欧盟委员会的
推理存在矛盾。
其次，如果国家税务机关适用援助计划需要进一步的实施措施，则要审查税务机关在确定援助的
基本要素和是否应被给予援助时不宜有任何的自由裁量。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后 BEPS 时代全球税收治理与中国参与的法治进路研究”（项目编号：18BFX210）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COMMISSION DECISION (EU) 2016/1699 of 11 January 2016 on the excess profit exemption State aid scheme SA.37667 (20
15/C) (ex 2015/NN) implemented by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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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关于比利时是否以一般和抽象的方式确定援助受益人，法院认为，虽然比利时 1992 年
《企业所得税法》第 185 条 2 款 b 项规定了企业的一般性和抽象性类别，但是如果比利时不采取进一
步的措施，则欧盟委员会决定中提到的制度受益人并不能单独根据该条款确定。此外，委员会认为超
额利润税豁免制度所依据的其他法律法规并未提供有关该制度受益人定义的任何其他额外规定。
最后，关于欧盟委员会通过审查比利时已颁布的 66 个事先税收裁定中的 22 个得出比利时存在系
统方法的问题，法院认为委员会得出这一结论的推理存在矛盾之处。欧盟委员会不能要求比利时收回
已发放的援助
（三）在该案中，因为欧盟委员会错误地认定比利时的超额利润税豁免制度构成国家援助，故委
员会的一切主张均归于无效，比利时无需收回已发放的援助。

四、比利时超额利润税案对我国参与全球税收治理的启示
虽然我国不同于欧盟，但跨国公司在我国进行税收筹划以转移利润并侵蚀税基的行为也非常严
重，其避税方式也愈发朝着极端化、综合化方向发展，出现了“工程化”倾向。2跨国公司转移利润、
侵蚀税基的行为，不仅侵蚀了我国的税收主权，造成我国巨额的税收流失，也侵害了在我国经营的其
他企业的公平竞争权利和广大纳税人的公平税负权利。因此，我国应继续推动全球税收治理来应对经
济全球化中出现的避税等税收问题。
（一）以推动全球税收治理机制改革作为深度参与全球税收治理的目标
加强国际税收合作，积极参与、引领国际税收规则的制订，推动完善全球税收治理机制，构建公
平和现代化的国际税收体系，既能解决全球税收治理出现的问题，也是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
实现与世界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必然选择。在多边进程下，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要有效推动全
球税收治理机制变革，应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税收征管能力等方式来承担大国责任和国际集体领
导的责任。中国要在目前与经合组织、加拿大等国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税务培训、支持发展中国家
税收能力建设的基础上，加大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的合作，帮助发展
中国家继续提升税收征管能力。
（二）制订推动全球税收治理机制改革的路径和措施
自 2013 年 G20 背书并委托 OECD 推动的 BEPS(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税基侵蚀和利
润转移)行动计划启动以来，全球税收由协调转向了治理。2016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联合国及世界银行联合宣布成立税收合作平台，开展全球税收治理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税收建议、帮助税收能力建设。此外，各种非政府组织、区域组织也建立各种平台和机制，参与全球
税收治理。在全球税收治理平台多、治理功能存在重叠的情况下，我国应制订推动全球税收治理机制
改革的对策。
（三）落实 BEPS 项目改革成果，构建更加完备的反避税体系
为加强对公司税反避税规则的协调，欧盟相继在 2016 年、2017 年出台了《反避税指令》I 和 II，规定
了《利息扣除限制规则》、《出境税规则》、《受控外国公司规则》和《混合错配》四种特别反避税
规则和一般反避税条款，细化混合错配的处理规则，同时加强了反避税的执行措施，构建了欧盟范围
3
内最低程度的反避税体系 。对此，我国应继续落实 BEPS 项目改革成果，构建更加完备的反避税体系。

2

3

刘洋：《在华跨国公司利润转移问题研究》，辽宁大学 2015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34 页。
贺燕：《欧盟反避税指令：欧盟反避税协调的新纪元》，《国际税收》2020 第 1 期，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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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国民待遇”标准的新思考
黄琳琳

摘 要：金融科技助推了以跨境提供模式为主的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而国民待遇是实
现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后维持国内外平等竞争环境的重要保障。破坏性金融创新理论与
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深度融合，凸显了原本 GATS 项下对于跨境提供与境外消费模式的重叠、
原产地标准认定的缺失、
“同类性”判断的差异以及事实上非国民待遇的模糊性解释等问题。
新一代 FTAs 虽然对上述问题均有所回应，但并未解决其实质性问题。未来跨境金融服务贸
易的国民待遇规则应更具有灵活性与可预期性，解决例外条款举证之困难、金融服务同类性
判断标准不确定等问题，并构建以要素为基础的灵活性国民待遇标准。
关键词：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国民待遇；GATS；FTAs; 灵活性

数字经济变革了金融服务贸易的生产和交付方式，催生了数字化金融服务的新形态，从
而使传统以商业存在模式为重心的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向以跨境提供模式为主的方向转
变。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致辞中提到要
“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金融服务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完
善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成为当前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一步。1995 年《服
务贸易总协定》（GATS）将国民待遇视为国际服务贸易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 25 年来信息
技术的变革对 GATS 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国民待遇的标准提出了挑战，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
（FTAs）1亦对其进行了更新，为此，本文将分析当前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国民待遇的标准问
题，发现其背后的理论根源，并探索新一代 FTAs 中有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国民待遇的标准，
从而为我国完善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国民待遇规则提供借鉴。

一、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破坏性金融创新理论
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技术实现金融服务要素的跨境流动，
是由金融部门以及金融部门以外的技术部门要素共同驱动形成的，鉴于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与
金融科技2的深度融合，金融科技引发的金融产品、金融媒介以及金融市场的革新，也使得
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传统以商业存在为基础的金融服务贸易进行了革新，符合“破坏性创新”
构成的三要素，即“变革”、“替代性潜力”和“结构性影响”。
（一）破坏性金融创新理论的内涵
破坏性金融创新是“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理论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体
现。“破坏性创新”理论由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商业管理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于 1997 年在《创新者的困境：当新技术使大公司破产》
（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一书中首次正式提出：“破坏性创新”指的
是通过构建新的市场和价值网络，最终破坏现有的市场和价值体系以取代现有的市场领导者
和联盟。3其主要特点在于“核心技术的创新改变了消费模式，并且显著增强了可获得的利益。”


黄琳琳（1992-）
，女，安徽亳州，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手机：
18801752369 邮箱：huanglinlin2012@126.com。
1
实务界及学术界并未对“新一代 FTAs”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本文所研究的新一代 FTAs 主要为 GATS
签订之后国际社会所达成的 FTAs。
2
2016 年 3 月，金融稳定理事会发布《金融科技的全景描述与分析框架报告》
，将“金融科技”定义为：指技
术带来的金融创新，它能创造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
的提供方式造成重大影响。See Dorfleitner, G. & Hornuf, L. etc., FinTech in Germany,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2017, p. 5.
3
Nathan Cortez, Regulating Disruptive Innovation,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Vol.29,2014,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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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创新所带来的实质性“变化”和替代性潜力给未来造成了结构性的影响，涵盖“变革”、“替
代性潜力”和“结构性影响”三个要素。其中，“变革”是指无论是通过产品、流程、功能服务
或者功能改变来实现性能和价值（特别是针对消费者）的差异。4“替代性潜力”无论是来自
同一部门还是来自既定的部门之外，都有可能产生替代性的潜力。5而“结构性的影响”则涉
及到变革和替代性影响最终如何在行业层面产生重大的影响，并导致行业本身的结构性变化。
6

（二）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与破坏性金融创新理论的融合
1、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变革”
金融科技革新了传统银行及其支付业务、信贷业务、保险业务、小额投资及其资本市场
等，将电子银行、整合支付、移动支付、网络支付、P2P、网络借贷、远程信息处理、网络
众筹等纳入到金融服务的范围中，并将聚焦于虚拟货币、风险评级、大数据、供应链金融、
智能投资顾问、金融智能搜索等新金融服务。7信息科学技术使得跨境金融服务提供者和服
务接受者均无需跨境即可进行金融服务贸易的跨境传输，如 2005 年英国首家没有营业地点
的银行（ING Direct，HSBC Direct）出现并被接受，但越来越多的金融服务要素本身的流动，
也使得相较于以商业存在模式运营的金融服务，在风险分配、信息传递以及投资者利益保护
方面有所“变革”。
首先，在风险分配方面，以 P2P 和网络众筹为例，8该类模式为零售投资者提供了直接
投资的渠道，是一种“去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的新型金融服务提供模式。9“去中介化”
的优势在于直接重构了借款人与储蓄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平台技术可以匹配资本的供需双方，
提供可供比较的信息、选择以及获取渠道，从而减少成本。10但这种最终借款人和储户/贷款
人的“去中介化”模式将风险更多地分配给了储户/贷款人（投资者），网络众筹和 P2P 门户网
站并不承担相应的风险审查义务，这与传统存托银行提供的完整中介模式和投资公司提供的
部分中介模式不同，后者受到信息披露、业务规则以及投资组合构成规则的约束，能够部分
分担投资者所要承担的风险。其次，在信息传递方面，传统商业存在模式下的信息流动往往
只存在于主权国家境内，鲜有涉及数据的跨境流动，而跨境金融服务贸易领域，储户/贷款
人（投资者）如何能够准确地处理相关投贷信息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研究表明信息技术的
发展使得储户/贷款人（投资者）能够更好地评估借款者的信用风险。11但储户/贷款人（投
资者）仅仅依赖及时的信息，难以做出准确全面的解释，在这种非标准化和偏主观化的信息
决策机制下很容易使储户/贷款人（投资者）做出错误的判断。最后，在投资者的利益保护
方面，P2P 和网络众筹是集体投资产品和个人投资产品一起的混合产物，储户/贷款人（投
资者）很难针对借款人进行个人“索赔”。此外，平台中介角色的有限性也使得其难以维持对
其的商业索赔行为，此种情况下，储户/贷款人（投资者）的利益就难以得到维护。

Jay Paap & Ralph Katz, Anticipating Disruptive Innovation, at https://doi.org/10.1080/08956308.2004.116
71647, 8 May 2019.
5
Larry Downes Paul Nunes, Big Bang Disrup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3, 2013, p.183.
6
Finn Orstavik, Innovation as Re-Institution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Housebuil
ding in Norway,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Vol.32, 2014,p.857.
7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Future of Financial Services: How Disruptive Innovations Are Shaping the
Way Financial Services Are Structured, Provisioned and Consumed. at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
F_The_future__of_financial_services.pdf. May.10, 2019. 转引自沈伟：
《金融科技的去中心化和中心化的金融
监管—金融创新的规制逻辑及分析维度》
，《现代法学》2018 年第 3 期，第 72 页。
8
P2P、网络众筹等新金融服务，目前较多的是在主权国家境内进行实践，但随着国际社会一体化的进行，
在国际层面的 P2P 以及网络众筹等金融服务也将得以适用。
9
Chiu, Iris H-Y, Fintech and Disruptive Business Models in Financial Products, Intermediation and Mark
ets -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Financial Regulators, Journal of Technology Law & Policy, Vol. 21,2016, p.7
8.
10
Jon M. Garon, Mortgaging the Meme: Financing and Managing Disruptive Innovation, Northwestern Jo
urnal of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Vol.10,2012,pp.441-443.
11
Rajkamal lyer et al., Screening in New Credit Markets: Can Individual Lenders Infer Borrower Credit
worth inessin Peer-to-Peer Lending? at https://dash.harvard.edu/bitstream/handle/1/4448882/Khwaja-alia%20S
creening%20New%20Credit%20Markets.pdf?sequence=1, 10 May 201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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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替代性潜力”
有观点认为 P2P 和网络众筹不可能出现较大的数额，传统银行和投资银行仍然在公司
和项目融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2但实质上，“破坏性创新”的特点之一就在于“金融技术的
非竞争性”和“初始阶段的低端性”，13对于较少数额（如小企业和个人消费信贷）的创新型金
融服务，其替代性潜力巨大，其往往会引起较多的社会关注和涉及较大的社会利益。并且，
对于由人工智能技术创造的金融自动化服务如智能投资顾问（robo advisor）和算法交易
（Algorithmic Trading）能在多大程度上替代人类判断尚处于探索阶段，这就需要考量可替
代性的领域以及可替代性的程度，并且替代人类的判断行为需要重新定义金融服务提供者的
责任和义务，科技创新的人工智能主体不能因为其提供的输出而受到质疑。
3、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结构性影响”
P2P 和网络众筹为跨境借贷服务贸易引入了两个关键性的结构趋势，一是运用大数据信
息分析金融通信和中介的自由化，二是巩固创新传统的金融中介形式。P2P 和网络众筹平台
向贷方/投资者提供了大量信息，无论是由贷方自主发布抑或与社交网站相连接，其中投资
者可以依据标准化的财务信息进行审查。信息技术的突破能够提升数据分析的效率并且改变
投资市场的交互方式，传统“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减轻，投资者可以要求获
得更高程度的透明度。传统银行和投资公司也逐渐涉及 P2P 和网络众筹等新金融服务，如
澳大利亚 Auswide Bank 持股 P2P 平台 MoneyPlace。14此种模式对传统金融机构的中介模式
造成了结构性的影响。金融中介流程将虚拟领域纳入到金融服务的全球化范围内，网络风险、
保密性以及中介-客户之间的关系维度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在标准
制定、信息共享以及国际协调层面都需要进一步的更新与完善。

二、GATS 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国民待遇标准存在的争议问
题
GATS 第 17 条是有关国民待遇的规定，自 GATS 达成以来，有关该条的争议案件共计
25 件，主要涉及跨境提供与境外消费的区别问题、原产地的确认问题、同类性的判断问题
以及事实上的非国民待遇的解释问题。15
（一）跨境提供与境外消费模式的重叠
服务产品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同时性和不可存储性意味着服务产品的使用价值不可能从
产地转移到销地，并且国际社会也一直没有对“服务贸易”进行直接的定义，而是根据服务的
提供方式将其划分为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四种模式。除了跨境提供
下的服务贸易，其他三种模式下的服务贸易均要求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消费者之间存在“相邻
性”，早期，传统的通讯技术难以克服存在的地理差距，跨境提供下的服务贸易较少。然而，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接受者完全可以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中实现
“相邻”，此种情况下，如何准确地识别“跨境提供”和“境外消费”就存在较大的难度。尤其是
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如保险，当一成员方的消费者与外国的一家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
而该合同的保险财产位于国外，此种情况下由于服务是在国外提交的，因而构成模式二下的
服务提供，但亦可认为保险是向位于其本国境内的消费者提供的，因而保费是由消费者提供
Ulrich Atz & David Bholat, Peer-to Peer Lending and Financial Innov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Bank of
England Staff Working Paper No.598,Apr. 2016,p.25.
13
金融技术的非竞争性是指“它并非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的维持技术创新，而是找到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和
模式”；初始阶段的低端性是指“最初新企业只是将目标定位在低端客户上，随着实力的增强，会逐步将
目标锁定到高端客户，从而全面替代传统企业。”参见许多奇：
《金融科技的“破坏性创新”本质与监管科
技新思路》
，载《东方法学》2018 年第 2 期，第 6 页。
14
Auswide Bank Takes 20% Equity in P2P Lender Money Place for $60 Million, at
https://gomedici.com/auswide-bank-takes-20-equity-in-p2p-lender-moneyplace-for-60-million/, May. 14, 2019.
15
参见 WTO 案例库，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dispu_agreements_index_e.htm，最后访问
日期 2020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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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且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对消费者进行赔付也可以在本国进行，因而也就构成了模式一
下的服务提供。16
理清跨境提供和境外消费的区别问题，关系到成员方有关服务的开放的识别与落实。然
而互联网技术带来的跨境提供和境外消费的混同现象，极易导致成员方在境外消费模式下做
出较高水平的承诺而对于跨境提供则采取相对保守的方式，并且在资本自由转移方面，GATS
仅对跨境提供模式下的资本转移进行了规定，而对于境外消费却未作规定。同时，跨境提供
下的消费者权益由母国提供保护，而境外消费下模式下的消费者权益原则上只能由所在国进
行管辖，在两者关系尚未理清的前提下，通常会引起管辖权方面的冲突。17对于金融服务风
险防范而言，在跨境提供的模式下，风险极易传播到做出承诺的成员方境内，而境外消费模
式下，服务发生在境外，风险也就集中在境外。成员方往往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通常会对
跨境提供模式下的金融服务不做承诺，从而有违逐步实现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目标。
（二）原产地标准确认的缺失
服务及服务提供者的原产地决定了该项服务及其服务提供者能否享有相应的待遇问题，
尤其是对于一些国家在互惠的基础上签订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协定，如 NAFTA 等区分不同来
源的服务给予不同的待遇，这就要求确定服务的原产地问题。服务的原产地相当于服务的国
籍，在国际贸易中与服务及其服务提供者受到的待遇有直接的关系。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原
产地规则协定》仅仅适用于货物而不包括服务，并且 GATS 全文中并没有“原产于”（originate
in）一词，在货物贸易领域，通常采取“最后的实质性改变”（last substantial transformation）
标准来确定货物的原产地，即将所交易的货物归于应当被考虑为货物生产者的国家。18货物
的原产地规则是在货物进入一国关境之前/之时，一次性地最后确认的。19而对于服务贸易的
原产地，只有当服务提供完毕后才可能最终予以确定。20而对于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自 1970
年以来，证券行业为节约成本，将部分事务性业务外包以来，金融服务外包21现象逐渐普及，
而此种金融服务往往是通过跨境提供的方式完成，通常涉及到基金管理业或保险业的投资管
理、基金单位定价及托管以及索赔支付等，同时还涉及到信息技术、后台业务操作等。22
服务与服务提供者通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服务的原产地是否等同于服务提供者
的来源地？对于服务提供者的来源地，即服务提供者的国籍，国际社会通常采用自然人的国
籍和永久居住规则，以及法人的实际拥有或控制规则来确定。23但实践中，服务外包的现象
大量存在，服务提供者的国籍是否仍然等同于被提供的服务本身？除非服务的实际提供者也
是原服务合同中的提供者，否则直接用服务提供者的国籍可能会产生不合理的结果。例如，
来自美国的证券基金分析公司向中国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但实际的服务提供者是来自印度
的金融分析师，或者位于巴西的智能投资顾问，此时，再将美国视为服务的原产地可能就存
在不合理性。

（三）“同类性”标准的差异

韩龙著：
《WTO 金融服务贸易的法律问题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9 页。
韩龙：《WTO 金融服务中跨境提供与境外消费关系的廓清》，《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 年第 1 期，第
32 页。
18
Bernard Hoekman, Rules of Origin for Goods and Services-Conceptual Issues and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27, 1993, p.83.
19
Edwin A. Vermulst, Rules of Origin as Commercial Policy Instruments-Revisited,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26, 1992, p.76.
20
Aly K. Abu-Akeel, Definition of Trade in Services under the GATS: Legal Implications, The George
Washingt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Economics, Vol.32, 1999, p.205.
21
金融服务外包，根据巴塞尔委员会联合论坛的解释，指受监管实体持续地利用外包服务商（为集团内的
附属实体或集团以外的实体）来完成以前由自身承担的业务活动。
22
龚柏华：
《论中国承接金融服务离岸外包相关法律问题》，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7 年第 1 期，第 51 页。
23
See GATS 第 28 条（f）、
（K）、(m)、(n)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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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S 的第 2 条第 1 款以及第 17 条都涉及到“同类性”的判断问题，即“相同的服务
和服务提供者”
（like services and service suppliers）的问题，在具体适用中，货物贸易的“同
类性”判断可依据相关成员方的海关进出口产品分类表，而对于服务贸易尤其是跨境金融服
务贸易，由于不存在具体的“服务及服务提供者分类表”以及金融服务本身的复杂性等，很
难判断相关服务是否为“同类”或“直接竞争或可替代的服务”，相关服务是否为“同类的
服务提供者”。“同类性”的判断问题直接影响到非歧视待遇的判断。
然而，随着电子商务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电子方式传输的服务逐渐增多，如跨境金融
服务贸易，对于此种新兴的服务提供方式与传统的金融服务提供是否为“同类服务”引发了
众多的讨论。WTO 电子商务工作组（Work Programme on Electronic Commerce）建议采取“个
案认定”的方式，服务的提供方式只是认定“同类性”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但是，一种金
融服务如果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提供，是否可以构成服务不同种类的理由？有观点认为服务
的提供方式应当作为“同类性”判断的关键因素，原因在于服务提供方式的不同造成了服务
本身的极大差异，如跨境提供电子支付服务与通过实体金融机构柜台提供的支付服务具有明
显的不同，并且在监管方式、竞争条件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可能存在相互替代性的
关系。美国博彩案中，第三方日本认为如果给予模式一下的服务及其服务提供者不低于本国
不同提供模式下的服务及其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会给服务进口国造成极大的压力。24也有观
点认为不应将服务的提供方式作为考量的因素，同样在美国博彩案中，第三方欧共体认为不
同的提供方式不应当阻碍服务本身特性对“同类性”的认定，并且如果依据服务提供者不在
服务进口国境内这一事实就断定为“非同类性”，则很有可能破坏 GATS 纪律的严肃性。25因
而，如何认定“同类性”问题则成为 DSU 争议的焦点问题。美国博彩案中，专家组规避了
对现场博彩服务和网络跨境提供的博彩服务的“同类性”判断问题，然而在中国音像制品案
和阿根廷金融服务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均认为当服务提供者的原产地因素是给予差别待
遇的唯一因素时，即可判断具有同类性。26
（四）事实上非国民待遇的模糊解释
非国民待遇是歧视性待遇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在国际经贸规则中包括法律上的歧视性
措 施 （ de jure discriminatory measures ） 和 事 实 上 的 歧 视 性 措 施 （ de facto discriminatory
measures），法律上的歧视性措施直接将差别待遇与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相联系，而事实上的
歧视性措施基于“中立的标准”修改竞争条件以支持国内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包括任何影响服
务贸易并且修改了竞争条件的措施，但这种竞争条件的改变必须是由于成员方本身的行为造
成的。GATS 并未明确“歧视性待遇”的判断标准，因而对于该“歧视性待遇”的解释是否涵盖
“事实上的歧视性待遇”存在争议？欧共体香蕉案中，欧共体认为只要其制度在“目的和效果”
方面没有明显的歧视性，则就满足了 GATS 第 2 条的要求。阿根廷金融服务案中，阿根廷认
为成员方所采取的出于监管目的而对服务提供者适用的差异措施未必构成歧视性待遇。有观
点认为对事实上的歧视性待遇进行广义的解释可能会违反成员方的监管主权。27但随着立法
技术的提升，成员方很容易规避法律上的歧视性措施，从而出现大量的事实上的歧视性措施。
因此，因而，是否在解释“事实上的其歧视待遇”时纳入必要性测试（necessity test）、目的和
效果测试（the aims and effects test）以及合法的监管区分限制等成为争议的焦点。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WT/DS285/R, para.4.42-4.46.
25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WT/DS285/R, para.3.186.
26
Panel Report, China-Measures affecting trading rights and distribution services for ceFTAin publications and
audiovisual enteFTAinment products, WT/DS363/R, para.7.975. 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 Agentina-Measures
relating to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WT/DS453/AB/R, para.6.52.
27
Markus Krajewski & Maika Engelke, Article XVII GATS National Treatment, in WTO–Trade in Services
396–420, 412–416 (R. Wolfrum, P. T. Stoll & C. Feinäugle eds, Koningklijke Brill NV 200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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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一代 FTAs 对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国民待遇标准的更新
新一代的 FTAs28中有关服务贸易的章节更新了传统 GATS 下的模式安排，可分为 GATS
型、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型、欧盟型以及其他型，这些 FTAs 均规
定了国民待遇，除 GATS 型的 FTAs，其他类型的 FTAs 均对“跨境提供”和“境外消费”关系问
题、原产地的判断问题以及事实上歧视性待遇问题进行了回应，CPTPP 型的 FTAs 改变了
GATS 中有关“同类性”的认定，增加了更多的考量因素。
（一） “跨境提供”和 “境外消费”模式的重新划分
1、CPTPP 型的 FTAs
CPTPP 型的 FTAs 并没有采用 GATS 的四种模式界定“金融服务贸易”，而是对金融服务
跨境提供进行了定义，即从一缔约方境内向另一缔约方境内提供金融服务、在一缔约方境内
向另一缔约方的人提供金融服务或者一缔约方的国民在另一缔约方境内提供金融服务。可见，
CPTPP 型的 FTAs 直接将 GATS 下的模式 1、模式 2 和模式 3 合并成为“跨境金融服务贸易”，
与商业存在模式下的金融服务相并列。该模式将自然人流动纳入到其中，能够最大程度的统
一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开放水平。CPTPP 型的 FTAs 要求除要求给予跨境金融服务提供者国
民待遇外，还应允许其境内的人及不论位于何地的本国国民，从位于该缔约方之外的其他缔
约方境内的其他缔约方的跨境金融服务提供者购买金融服务，亦即也允许“境内非居民”向境
外购买金融服务，但此种情形并不属于 GATS 的规制范围，FTAs 将其纳入其中，实质上是
扩大了给予国民待遇的范围。同时，CPTPP 型的 FTAs 保留对“经营”或“招揽”进行解释的权
利，这可能是出于保护本国的消费者因遭受损失而难以获得救济的可能性。
2、欧盟型 FTAs
欧盟型的 FTAs 除了《欧盟-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中延续了 CPTPP 型的 FTAs 的模式
外，其他 FTAs 均采用了欧盟特有的模式，即将“跨境提供”和“境外消费”两种金融服务的提
供方式合并称为“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以保证两种模式下的承诺水平的统一。但欧盟型的
FTAs 并未对“招揽”问题进行回应，其可能是由于欧盟推崇高度的市场一体化目标，对招揽
行为进行规制可能会影响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且各缔约方若均保留招揽行为的自
主权，可能会影响到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可预期性。
虽然新一代的 CPTPP 型的 FTAs 和欧盟型的 FTAs 均对“跨境提供”和“境外消费”两种模
式进行了或多或少的回应，但据统计，2010 年后上述两种类型的 FTAs 也仅占所有生效的
FTAs 的四分之一，29绝大多数国家的 FTAs 在立法技术上还是采用 GATS 的四种定义模式，
在尚未厘清两者关系的前提下，此类 FTAs 仍然面临着相同的问题。有学者主张将因招揽而
发生的金融服务归类为跨境提供，对于不因招揽而发生的金融服务贸易，可以考虑以金融交
易发生地作为界分标准，在非居民提供者和居民消费者之间所发生的所有交易划归在“跨境
提供”模式下，在成员方境外所发生的金融交易划归在境外消费模式下。30
总之，对“跨境提供”和“境外消费”模式的划分直接影响到有关互联网传输服务贸易的承
诺、管辖权以及国内监管政策的制定。例如 GATS 项下超过 80%的成员方对境外消费模式
下的电信服务进行了承诺，而不到 20%的成员方承诺跨境提供模式下的电信服务。31总体而

来源 WTO 的 FTA database, http://FTAis.wto.org/UI/PublicAllFTAList.aspx, 统计数据截至 2020 年 8 月所
有生效的 FTAs.
29
笔者通过 WTO 数据库进行统计，截止到 2020 年 6 月 21 日，共 78 个含有金融服务的贸易 FTAs，其中，
CPTPP 型的欧盟型的共计 21 个。
30
韩龙：
《WTO 金融服务中跨境提供与境外消费关系的廓清》，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 年第 1 期，第 3
6 页。
31
Emad Tinawi & Judson O. Berkey, E-services and the WTO: The Adequacy of the GATS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3, http://kavehh.com/my%20Document/KCL/WTO/e-services%20and%20the%20wto%20the%20ad
equacy%20of%20the%20GATS%20classification%20framework.pdf,last visited on 21th June, 2019.
28

1551

言，成员方对于境外消费模式下的服务承诺大于跨境提供模式下的服务承诺。32但境外消费
模式未必就优越于跨境提供模式，仅跨境提供模式下的资本流动不受限制，这对于跨境互联
网转移服务至关重要，因为金融交易通常是互联网跨境服务的基础，而境外消费模式下的服
务交易通常会因缺乏相应的保护而对业务产生更大的限制。33
（二）原产地标准的“混合模式”
至今，国际上还尚不存在一致的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然而对于国际经贸协定中国民待
遇等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要依据，服务贸易原产地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虽然从上文分析可知，
服务贸易的原产地并不能完全通过“服务提供者”的身份来确定，但目前的 FTAs 均是通过服
务提供者的身份来进行确定的。对于法人的认定主要分为“注册地标准”、“实质商业运作标
准”、“本国所有和控制标准”以及“国内雇佣标准”。34“注册地标准”是国际上通行的判断服务
提供者身份的规则，即依据出口国国内法律注册的具有营业或执业资格的服务贸易提供者。
“实质商业运作标准”是指除了获得出口国商业经营的许可外，还要符合当地政府所要求的最
低销售额、营业场地以及所缴纳的税额等。“本国所有和控制标准”是指只能由 FTAs 的缔约
方国民所有和控制的企业才能享有特殊的待遇。“国内雇佣标准”即要求企业必须雇佣特定的
人员达到一定的比例。而对于自然人身份的认定，FTAs 的方式则较为简单，一般有国籍标
准、经常居所地标准以及是否缴纳个人所得税等。
通过比较分析现行的 FTAs，通常采用混合模式来认定服务提供者的身份，如 CPTPP 规
定，若该企业系由非缔约方控制并且在该国没有重要的商业活动，则一方可以拒绝给予另一
方服务者优惠待遇，即表现为“注册地标准+本国所有和控制标准”，然而对于金融服务这种
特殊服务领域，缔约方通常做出特殊性的规定，如加拿大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金融服务中就做出了相关的保留，即规定美墨缔约方的企业必须符合其为一个或数个该国居
民所控制的条件，亦即该企业所发行的股票中，有代表 50%以上的可选举董事的投票股权
又一个或数个该国公民所拥有，且其投票股权足以决定该企业的董事任免。
其他 FTAs 如《泰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和《印度-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都主要
通过服务提供者或控制人的国籍来确定服务的原产地。
《泰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规定
在缔约国境内建立和注册的，由非缔约国国籍的自然人或法人控制的企业不能享受相应的待
遇，即必须是由在泰国或澳大利亚本地注册或者其自然人提供的服务才能享受协定项下的利
益。其他如日本对外签订的 FTAs 均只要求在缔约国境内有实质性的商业运作即可，但并没
有明确何为“实质性的商业运作”。而对于“所有和控制标准”，《日本-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
规定一缔约方居民拥有 50%以上的控股权即为“所有”；一缔约方有权任命绝大多数企业董事
或者能够合法地决策企业的行为即为“控制”。
（三）“同类情形下”的判断基准
CPTPP 型的 FTAs 首先对“同类性”问题进行了回应，其改变了 GATS 模式下“相同的服
务和服务提供者”的表述，转而采用“同类情形下（in like circumstances）的服务和服务提供
者”，并以脚注的形式对“同类情形”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即：“根据整个情形来确定，包括相
关待遇是否依据合法公共福利目标对服务或服务提供者进行了区分。”根据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TPP）起草者的解释，“同类情形”是需要基于特定事实并考量整体状况，该状况不
仅包括相关业务或经济部门的竞争，还包括适用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以及差别待遇是否基于合
法的公共福利目标等情况。35由于跨境金融服务贸易领域“同类情形”的问题尚未出现，在
NAFTA 有关投资仲裁的争议中，仲裁庭认为，基于整体环境而处于“同类情形”的投资者或
Sacha Wunsch-Vincent, The Internet, Cross-Border Trade in Services, and the GATS: Lessons from US
–Gambling, World Trade Review, Vol. 5, 2006, p.324.
33
Andrew D. Mitchell, Towards Compatibility: The Future of Electronic Commerce Within the Global Tra
ding Syste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4, 2001, p.683.
34
何军明：
《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概念与效应》，
《亚太经济》2011 年第 4 期，第 45 页。
35
See Drafters’ Note on Interpretation of “In Like Circumstances” Under Article 9.4 (National Treatme
nt) and Article 9.5 (Most-Favoured-Nation Treatment), at https://www.tpp.mfat.govt.nz/assets/docs/Interpretati
on%20of%20In%20Like%20Circumstances.pdf, Jul.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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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因其国籍而受到歧视性待遇；36并且支持对与合法公共福利目标相关的投资者和投资之
间的差别待遇，以及投资者或投资是否受到法律要求的约束予以重要考量。37 GATS 确保的
是竞争机会的平等，对于外国服务和提供者所面临的商业竞争及其成败并不保证。这就会导
致在较为封闭的社会，享有盛誉的境内服务提供者可能占有竞争上的优势，而来自于文化差
异较大国家的外国服务及其提供者可能处于不利的地位，但这并不属于 GATS 所规制的范畴。
38
将国民待遇的基准由“相同服务”（like services）和“相同服务提供者”（like services suppliers）
修改为“同类情形”（in like circumstances），没有“相同服务”或“相同服务提供者”的概念，并
在比较结果上，删除了 GATS 中“在优惠上不会形成不利的竞争条件”的表述。CPTPP 改变
了 GATS 项下对“优惠”措施比较基准的“相同服务”（like services）和“相同服务提供者”（like
services suppliers）以及“竞争条件”的规定，而是强调“同类情形”下给予本国服务和服务提供
者的待遇。这表明，符合合法的公共福利目标的监管措施，会越来越成为区别不同服务提供
者的重要依据。换言之，尽管服务贸易提供者提供的服务都是相同的，由于两国监管环境不
同，允许出于合法目标，对提供相同服务贸易的提供者给予不同的待遇。
美国与欧共体关于美国基础电信市场准入的问题反映了如何判断“相同服务提供者”问
题的复杂性。1997 年《全球基础电信协定》达成以后，美国联邦信息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颁布了“外国电信准入规定”（Foreign Participation Order），
该规定主要体现了美国在基础电信领域中的承诺。该规定一方面允许 WTO 成员方电信企业
进入美国市场，同时 FCC 保留权利限制部分可能在竞争方面对公共利益产生负面影响的外
国电信企业市场准入。欧共体认为美国基于外国电信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地位而限制其
进入的做法不符合 GATS 最惠国待遇规定，因为占支配地位的外国企业与不占支配地位的其
他外国电信企业是“相同服务提供者”。39FCC 则认为美国关于基础电信市场准入标准没有违
反 GATS 最惠国待遇规则，因为市场准入禁止不是基于服务提供者的国籍而是基于服务提供
者的市场地位，而这种市场地位会对美国的市场竞争产生负面的影响，但这种风险是美国反
竞争法不能消除的。再如，在阿根廷金融服务案中，争议双方就服务提供者母国监管框架
（regulatory framework）的不同是否构成“相同服务/服务提供者”的判断因素产生了歧义。巴
拿马认为阿根廷的差别待遇是基于“唯一的原产地”因素，根据中国出版物案专家组的观点
“当原产地是唯一的判断因素时，服务提供者即为相同的”， 40并且“监管环境”的不同仅仅是
外部考量的因素，不应作为相同性的分析。41而巴拿马则认为监管环境的不同会影响服务提
供者的市场营销方式，从而影响竞争环境。42因而，服务提供者母国监管框架构成服务/服务
提供者相同性的判断因素。
（四）事实上非国民待遇标准的空白
现行的 FTAs 都规定了国民待遇条款，但对于如何解释“事实上的歧视性待遇”问题，由
于 FTAs 尚不存在相关的争议案件，因而并不存在一致性的解释方法。本文认为有关事实上
的歧视性待遇的争议基于该义务具有较为广泛的适用范围并且可能以 GATS 谈判者未能预
料到的方式侵犯成员方的监管自主权。因而，GATS 的众多条款在设计时考虑到成员方内部
的监管自主权。有学者讨论了事实上歧视性措施的数量限制，设计了“对角线测试”（diagonal
test）和“非对称冲击测试”（asymmetric impact test），分别针对“进口产品是否比国内产品获
得更低的待遇”以及“比较国内外同类产品”。“非对称性冲击测试”比“对角线测试”更具实用
性，因为很难证明某些进口产品的待遇低于同类国内产品。相反，有必要声明监管负担可能

Archer Daniels Midland, et al, v. United Mexican States, ICSID Case No. ARB(AF)/04/05, Award, (21
November 2007), para. 197.
37
Grand River Enterprises Six Nations Ltd., et al.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NCITRAL, Award (12 January
2011), paras. 166-167. GAMI Investments Inc. v. United Mexican States, UNCITRAL, Award (15 November
2004), paras. 111-115.
38
石静霞著：
《WTO 服务贸易法专论》，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4 页。
39
Comments of the Delegation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in the Matter of Rules and Policies on Foreign
Participation in the U.S.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s, IB Docket No.97-142, p.7.
40
Panel Report, Argentina – Measures Relating to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WT/DS453/R, para.7.118.
41
Panel Report, Argentina – Measures Relating to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WT/DS453/R, para.7.121.
42
Panel Report, Argentina – Measures Relating to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WT/DS453/R, para.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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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给进口产品/服务施加了负面的影响。43事实上的歧视存在 3 种贸易壁垒，即居住要求、名
称限制以及当地存在要求，这些要求都会提高贸易进行的成本。禁止事实上的歧视是针对原
产地中立的措施，与其他 WTO 成员提供的等同物相比，这些措施改变了有利于国内服务和
服务提供者的竞争条件，这些义务的范围可能具有深远意义，因为几乎任何影响服务贸易或
服务的措施都会影响竞争条件，仅仅存在跨境监管多元化会给一些服务提供商带来更高的负
担。而对于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其本身具有的风险性和易传导性，如果给予事实上的歧视性
待遇较为宽泛的解释，则很有可能导致大量的跨境金融服务得不到合理的监管，造成较大的
风险。
总体而言，新一代的 FTAs 并没有实现对 GATS 中已有问题的实质性改变，仅仅做了微
调，但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金融服务可以通过互联网的形式进行，新冠疫情的爆
发也使得互联网技术愈发重要，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也需要构建具有灵活性与可预期性的规则
体系。

四、构建具有灵活性与可预期性的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国民待
遇认定标准
国民待遇在国际经贸关系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经济法的核心支柱，44
适用于各种形式的政府贸易壁垒，如跨境措施和内部监管措施。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DSU）
对于“不低于待遇”、“同类性”和“监管目标”等国民待遇构成要素的不同解释使得国际社会中
存在各种各样的衡量标准。2018 年 10 月，上海市政府发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其中有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特别管理措施共计
31 项，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并且，我国的国际经贸协定中并么有专门设定跨境金融服务贸
易条款，但为了提升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我国有必要使跨境金融服务贸
易的国民遇条款具有灵活性和可预期性，保持政府的灵活性以实现合法的政策目标并且确保
政府和当事人的可预期性是国际经贸体系所追求的目标。
（一）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国民待遇条款具有灵活性与可预期性的必要性
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目的在于降低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壁垒，实现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
但是通过给予跨境金融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来实现自由化难点在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与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本质相关的要素，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兼具“金融”和“服务贸
易”的双重属性，既需要对金融风险进行合理的防范，又需要逐步降低服务贸易壁垒，实现
自由化。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主要是在“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的精神指导下，依
托云计算、大数据、第三方支付等，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金融通，其本质仍然属于金融，具
有金融风险的隐蔽性、传染性、广泛性和突发性等特点。45信息不对称、虚假信息以及信息
欺诈等新的金融风险在国际化的环境中会产生更大的危害。第二，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的
要素，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增强了金融服务网络中各要素之间的互动频率，众多消费者参与的
金融市场反映了普惠金融的理念，由消费者整体承担个体化的风险，分散了整体的风险，但
在整个金融市场发生动荡时，任何一个要素都有可能成为风险的传递者，危及整个金融体系。
而对于消费者而言，其危害是破坏性的，由于在金融服务领域，各国通常保留其专属管辖权，
使得各国难以对消费者的跨国侵权施以保护，因而，如果完全施以国民待遇，则很有可能出
现因管辖范围外的风险而造成的整个系统性的风险。第三，与市场相关的要素，当金融服务
成为国际竞争性产品时，主权国家则更加关注其对国内服务提供者竞争能力的影响，可替代
性的竞争产品或多或少会对国内市场造成一定的影响，对于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国民待遇的设

L. Ehring, De Facto Discrimination in World Trade Law, National Treatment and Most-Favoured-Nation
Treatment–or Equal Treatment?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36, 2002, pp.921-977.
44
Joanne Scott& Catherine Barnard, Law of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Unpacking the Premises, Corr. 2nd ed,
Hart Publishing, 2005, pp.181-182.
45
许多奇：
《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社会特征与监管创新》，
《法学研究》2018 年第 5 期，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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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必须考虑到产品的替代程度，以及可能与增加消费者或者替代品使用相关的市场问题。第
四，与东道国本身相关的要素，东道国的人口规模和国家的发展水平将会直接影响到贸易的
发展，人口少或者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将拥有有限的行政资源，因此，在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
时所面临的困难往往要大于人口众多和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并且东道国的监管和经济特征
决定了不同国家在制定国民待遇的行政措施时通常存在较大的差异，并且文化传统的不一致
也可能带来一定的差异性。
基于上述背景，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国民待遇需要较高程度的灵活性以应对上述复杂的
因素，但是，在应对复杂性的同时，也需要给予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提供者一定程度的可预
期性。
（二）现有的国民待遇条款并没有满足灵活性与可预期性的要求
现有的国民待遇条款，无论是 GATS 还是新一代 FTAs 都没有满足灵活性与可预期性的
要求。第一表现在例外条款的举证之困难，除了国民待遇条款本身，一般例外条款也能够为
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提供一定的灵活性与可预期性，但依然存在不足。主权国家援引一般例外
条款需承担举证责任，需要逐一满足例外条款所设定的条件。就 GATS 而言，首先需要证明
其采取的措施符合相应的政策目标，包括人类、动植物生命健康、可用竭自然资源等穷尽性
列明的措施；其次，需要证明所采取的措施与政策性目标存在一定的关系，即必要性要求，
在 WTO 体系下，有一项相当严格的义务即采用可用于实现相关目的的最少贸易限制措施；
再次，即成员方所采取的措施不应当是武断的、或在成员方之间造成不合理歧视，或者是对
贸易的一种伪装性限制。这些附加给成员方的举证责任无形中增加了负担，限制了灵活性。
第二表现为服务同类性的判断标准不一，服务同类性的判断标准在 WTO 体系下还存在一定
的争议，“目的与效果测试”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实现一定的灵活性，但 DSU 并不支持该测试
在 WTO 体系下的作用。对于服务同类性的判断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一般根据 WTO 的“服
务部门分类表”（Services Sectoral Classification，W/120）和联合国的“核心产品临时分类表”
（UN’s Provisional Central Product Classification，CPC）进行划分，但 W/120 和 CPC 分类并
不是每个成员方都采用，并且许多新兴服务并不涵盖在 W/120 和 CPC 的分类中。由于国民
待遇强调“竞争条件”的平等性，因此，如果两种服务的对象是相同的，那么就表明两种服务
争取的潜在消费者是相同的，存在非常强的竞争关系，彼此之间也存在较强的可替代性。46
但这些标准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降低了服务提供者的可预期性。
（三）以要素为基础的灵活性国民待遇标准
国际上对于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国民待遇标准缺乏统一性，因而无论是对 FTAs 的缔约
方抑或是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都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本文通过设定以要素为基础
的国民待遇标准以应对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和灵活性和可预期性。有学者认为应当将“同类性”
作为首要性问题，并将“不低于待遇”作为实质性的测试标准，同时通过综合性的考量以判断
差别待遇是否是基于原产地标准。47本部分将在此观点的基础之上建议将国民待遇的衡量标
准作为整体视为门槛问题，即将“不低于待遇”、“同类性”和其他模糊性因素如“以便提供保
护”、“监管目标”等不再依据严格的法律标准由申请方或被申请方证明，而是通过衡量所有
相关因素以最终得出该措施是否构成了非法的歧视。
1、差别待遇的基础
首先需要判断差别待遇的基础，差别待遇的基础分为法律上的歧视和事实上的歧视，所
有在法律上影响竞争条件的差别性待遇都构成非法的歧视。该歧视性效果不需要过多的分析，
但被诉方仍然有机会通过证明其合法的政策目标以及该措施与审查目标之间的密切联系，并
且通过证明国内市场缺乏同类的产品而不存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优势。而对于事实上的歧视，
其分析需要基于特定的市场环境。

曹建明、贺小勇著：
《世界贸易组织（第三版）》
，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50 页。
N DiMascio & J Pauwelyn, Nondiscrimination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Treaties: Worlds Apart or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02, 2008,p.48.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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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诉措施的形式
其次要考虑的是被诉措施是针对单个市场行为者的具体性行政行为抑或是适用于整个
相关市场的抽象性行政行为。措施本身的形式对于衡量非国民待遇并没有价值，换句话说，
决定本身比监管措施更具有歧视性，但必须在特殊的背景下看待措施的形式及其效果。例如，
外国的跨境金融服务提供者应当在国内和国外服务提供者处于同等监管条件下声称国内同
类竞争者不受制于竞争限制，相反，如果国内和国外同类服务提供者并没有受到相同措施的
不利影响，则不能声称受到非国民待遇。48
3、同类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关系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国民待遇通常涉及到“同类”（like）或“相似”（similar）的服务/产
品，但其并不能合理地解决国内外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竞争关系问题。通常比较条款的措辞要
求裁判者考虑监管的目的，这种方式从实务的角度看是合适的，但它不符合法律的稳定性、
一致性和透明度的要求。相反，现行的比较条款可能要求裁判者在根本不具有竞争关系的市
场实体之间寻找非法的歧视性措施。这种做法无限扩大了各种无关的比较主体，偏离了国民
待遇原则最初的目的范围。49因此，对国内外同类服务提供者没有影响的监管措施不应根据
国民待遇原则进行处理，而应当综合考量。国际经贸协定可通过关注替代性的经济需求理论
来评估国内外同类服务提供者间的竞争关系。
4、被诉措施的竞争效果
对于被诉措施的竞争效果，可以从定性、定量以及国内外影响因素的比率方面衡量是否
给予外国的服务提供者不利的待遇。第一，定性分析，对措施的定性分析需要确定相应的竞
争参数，如价格、数量、质量、营销、一般条件、交付条件、客户服务等。例如，对于禁止
外国服务进入本国市场的措施需要衡量所有相关的因素。相反，技术监管等行政管理责任可
能会降低相应的定性负担，申请人需要证明该措施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使国外服务处于竞
争劣势。第二，定量分析，定量效果的分析主要取决于措施是否给国外服务提供者带来额外
的负担。理想状态下，应根据成本进行评估。通过将该措施的量化效果与竞争关系相关联，
如果外国和国内服务提供者处于非常密切的竞争关系中，那么诸如小额差别税或小额行政负
担等措施的小额数量效应足以构成对国民待遇的违反。反之，如果服务提供者之间仅仅存在
微弱的竞争关系，那么该措施的量化效果需要更高的强度才能构成对国民待遇的违反。第三，
比率分析，比率分析要求评估该措施在国内外服务提供者间的积极、消极或中立效果。裁判
者不应当强加预先设定标准，例如“不成比例的劣势测试”或“最佳处理办法”
，而应根据
竞争关系、相关市场灵活地权衡相关比率，例如，如果一项措施对外国服务提供者产生负面
影响（即具有强大的竞争关系和高需求弹性）
，则该措施很可能构成对国民待遇的违反。总
体而言，受该措施影响的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关系越高，受歧视性措施负面影响的国外服
务提供者就越少；50反之，如果受某项措施影响的国内外服务提供者仅存在较弱的竞争关系，
只有当该措施对国外服务提供者产生较强的负面影响时才构成国民待遇的违反。51第四，供
给的可替代性和时间考量因素，供给的可替代性侧重于成本和时间框架内服务提供者将 A
服务转换为 B 服务的问题。在非歧视待遇的背景下，重点不在于市场地位而在于国外服务
提供者在成本和时间方面的能力。例如，某一跨境金融服务提供者由于没能满足程序审查方
面的要求而被禁止，但其可以相对容易地进行完善（以较低成本并在较短的时间内），从而
降低歧视效果。因此，较高的供给可替代性被视为对一项措施不构成对国民待遇违反的支持。
理想状态下，国外服务提供者将不合规服务转为合规服务的成本应该与该措施所追求的政策
目标的重要性和价值相关联。
Marina Trunk-Fedorova, Regulatory Autonom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The EU under GATS and
FTAs, World Trade Review, Volume 16, 2017, p.121.
49
Lucian Cernat, Zornitsa Kutlina-Dimitrova, Thinking in a Box: A ‘Mode 5’ Approach to Service Trade,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ume 48, 2014, p.89.
50
Zdzislaw W. Puslecki, Current Trends in Foreign Trade Theory and Policy, Polish Political Science Yearbook,
Volume 46, 2017, p.134.
51
Batshur Gootiz, Aaditya Mattoo, Services i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What Would Be Lost,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ume 51, 2017, p.12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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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被诉措施的监管目的
监管措施的目的是影响一项措施是否构成对国民待遇违反的关键性因素，但本文认为，
监管目的分为保护主义目的和非保护主义目的，但都应具有其自身的价值，不应当被纳入到
上述的要素分析中：
第一，对于保护主义目的，申诉方有义务提供一项措施具有保护主义目的的证据，在极
少数情况下，有直接证据52表明一项措施只求保护主义目的，该措施可直接被认为是对国民
待遇的违反。在多数情况下，申诉方只能通过间接证据指出政府的保护主义意图。然而最重
要的间接证据是措施本身的影响，但已经作为自身因素被考量，并且，间接证据与特定措施
的设计、结构和适用均相关。53需要考量的因素包括“政府的目标”、
“法规本身所要传达的
字面含义”以及立法草案中难以解释的变化和不同标准的适用。此外，缺乏可信的非保护主
义目的也可被视为保护主义目的的间接证据。
第二，对于非保护主义目的，非保护主义目的是基于公共利益，如健康、道德、公共秩
序、环境、自然资源等。这种所谓的非保护主义目的不仅要与上文中的要素保持平衡，还必
须在必要性原则或更广泛的比例原则下进行分析。首先，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国际经贸协定
的缔约方可以在谈判中将可能违反国民待遇的措施列入公共利益清单，但在多数情况下，缔
约方很难就现有的例外规定达成共识。然而，为防止管辖范围的无限扩大，裁判者需要有权
评估所受保护公共利益的客观价值或重要性，但此种模式需要分析不同制度、政治和宗教传
统的缔约方的价值观。因此，追求的公共利益的价值本身并不能成为分析中的决定因素，而
只能仅仅作为参考性因素强化先前要素的倾向。例如，对于较弱的公共利益的维护，如果该
措施只在存在微弱竞争关系的同类服务者之间且影响力较低，则该措施不具有歧视性。反之，
对于较强的公共利益如人类的生命健康，则可以用于维护具有较强竞争关系的同类服务者之
间的非国民待遇。其次，公共利益与国家主权范围间的关系，国际公法上的一般管辖权原则，
主权国家不得采取侵犯另一主权国家主权的域外措施。因此，在监管目的方面，需要考虑监
管国家所追求的政策目标与其领土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存在关联的问题。对
于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主权国家享有一切对内对外货币融通事务上独立自主的权利，即金融
的独立决策权、操纵权和控制权，54重在对外，这就极易出现公共利益与国家主权范围冲突
的问题，当一主权国家出于追求本国经济发展大力推动与其他国家能力不相符的跨境金融服
务贸易自由化时，则极易出现公共利益与国家主权范围间的冲突。最后，被诉措施与监管目
标之间的关系，在监管目的分析中，需要考虑的最重要因素是贸易限制措施与其目标之间的
联系或因果关系的程度。
总之，以要素为基础的灵活性国民待遇标准并非要求设定一个固定的阈值，如“必要性”
或“相关性”，而是通过对先前因素的分析允许裁判者权衡相关的因素。
“必要性测试”要求
衡量以下因素，即（i）该措施所维护的利益的相对重要性；（ii）该措施对所维护的政策目
标和公共利益的贡献；（iii）该措施对贸易的影响；
（iv）是否存在替代性措施。在以要素为
基础的灵活性非歧视待遇标准的方法下，裁判者不受特定门槛的约束，但会增加整体要素的
分析，即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实现政策性的目标。

52

直接证据可以从官方文件或与该措施的立法历史相关的新闻报道中获得。
R Howse and DH Regan, 'The Product/Process Distinction-An Illusory Basis for Disciplining 'Unilateralism' in
Trade Policy' (2000) 11 EJIL, pp.249-265.
54
饶艳：
《试论金融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主权》，
《行政与法》2004 年第 1 期，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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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法理念在全球证券治理的运用
何俣

摘 要：全球证券治理凸显了当前国际金融法尤其是在国际证券领域的体系化进程中不可逾
越的难题，国际证券市场在本质上是一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而不是基于多边的国际法规则
所建立的国际证券市场，因此以国际统一规则（尤其是具有国际法拘束力的实体规则）来协
调国际证券市场的法律问题效果也并不显著，实际上当前的国际统一规则均是国际“软法”，
且主要集中于证券监管的合作和国际会计准则的统一，对于在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等核心问
题上并无更大的共识。也正是由于一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才是造成全球证券治理需求的根本
原因，当前在全球证券治理问题的解决上更多得采用了赋予一国证券法等内国法的域外效力
及域外适用的路径，作为作为一国经济主权管辖范围内的行为，适用证券法等内国法是一国
主权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在全球间的流动仅由一国内国法所
管辖既不切实际，也在实质上违背了经济主权原则，毕竟传统国际法对于管辖仍以属地管辖
为普遍原则。
追溯证券法的产生，其本质是一国追求本国公共利益而不断以公法行为“入侵”传统的
属于“私法”的经济领域，从而形成经济管制法。全球证券治理的难题，也正集中体现在了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干预主义与私人利益和他国主权的剧烈冲突。一方面因为各国的经济
主权和金融安全问题等公共利益属性，无法在全球证券治理上达成一致意见形成统一规则，
另一方面又因为证券市场同时具有的私人利益属性，在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得需
要考量各国证券法投资者保护，却囿于不能适用外国公法的传统原则而难以接受他国证券法
在本国的适用。美国冲突法革命与欧洲直接适用的法的理论与实践是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干预
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随着经济监管法的产生，传统的冲突法在其中的空间越来越小，
冲突法革命与直接适用的法均是将公共利益引入了传统的冲突法规则，并在融入公共利益的
过程中，实现了管辖权与准据法的竞合，即司法管辖权与立法管辖权的竞合，从而诞生了经
济法领域的新型冲突法，又被称为经济冲突法。经济冲突法就是为了应对这类具有较强“公
法”属性的经济法适用而产生的特殊冲突规则
在国际法渊源较少而难以较好地协调全球证券治理的经济法冲突时，冲突法理念用于解
决这一问题就为理论与实践界所探讨，而正如冲突法革命对美国冲突法理念带来了深远的影
响，对于传统冲突法的发展而形成的经济冲突法等新型冲突法也为协调这一冲突带来了可能。
证券法冲突问题上最密切联系原则成为发展的方向，既考虑了作为公法所代表的公共利益，
也考量了背后的私人利益，并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寻找一个连结点。更重要的是，
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身突破了公法与私法的严格界限，尤其适合具有二元属性的经济法的特点，
并且与当前的经济冲突法单边主义的做法不同，最密切联系原则具有多边主义的性质，不再
片面保护公共利益或者私人利益，不再将两者进行对立，可以说在证券法冲突问题上适用最
密切联系原则，实现法院在管辖权和准据法上的分离，也实现了证券法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
益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全球证券治理；国际金融软法；证券法域外效力；经济冲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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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证券治理的当前路径与问题
（一）全球证券治理产生的背景
随着 1970 年代石油危机对美国经济的重创，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后美元与黄金
脱钩，事实上已经威胁了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因此，为了确保美国在金融市场和
证券市场的继续领先，特别是促进全球资本在美国证券市场的流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有
学者建议建立全球统一的证券规则，或者至少能够尽可能得统一信息披露规则，Daniel A.
Braverman（1996）1认为 SEC 应当放松对外国发行人信息披露的监管，以寻求与其他国家
信息披露规则的统一，1991 年美国与加拿大建立的多法域信息披露体系也信息披露规则统
一化的探索。Uri Geiger（1998）2则更为激进地认为建立全球最基础的统一的信息披露规则
对于国际证券市场的发展十分重要，应当由具有超国家权威的机构来统一各国信息披露规则。
这些带有非常明显的“超国家主义”的做法，在面对全球证券治理问题上各国内国证券法的法
律冲突问题时，倾向于成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或者统一的国际规则去解决问题，但这
样的做法而这既不切跨国股票发行各国利益上的根本冲突，更不符合现代国际法基于各国意
志协调一致的原则。即便部分学者推崇的 IOSCO 等国际软法，其实际也是希望借此形成更
具国际法拘束力的统一规则，至于诸如美国与加拿大的多法域信息披露系统，实际对于解决
法律冲突的借鉴意义和实际效果也十分有限。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提出了放松管制、限制美国证券法域外管辖，
进而探讨法律选择方法在解决法律冲突的可行性，如 Stephen J. Choi 和 Andrew T. Guzman
（1996）3更是指出，美国证券法的域外适用的目的在于保护投资者和本国市场利益，但实
际上却是不必要和无效的，反而剥夺了投资者在保护自身利益时对法律的选择权利。Russell
J. Weintraub（1991）4在对美国证券法管辖进行分析和回顾美国冲突法革命的基础上，进一
步论述了否认域外管辖、国际礼让、推定适用等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后，一方面明确指出了与
证券法管辖与国际私法下私法冲突的解决的不同，另一方面又探索了法律选择方法对于解决
证券法域外适用造成的冲突的可行性。Stephen J. Choi 和 Andrew T. Guzman（1997）5则提出
了“可移动”的互惠原则，即在一定限度内允许外国发行人自由选择所适用的法律，而不是按
照行为地和国籍强制适用一国的证券法，实际上赋予了外国发行人充分的意思自治。Stephen
J. Choi 和 Andrew T. Guzman（1997）6随后又撰文详细论述了在跨国发行的资本全球流动的
背景下，试图以一国证券法来进行规制并不现实，应当制止证券法域外管辖的趋势，而是放
开法域的竞争，由于在资本的流动和回报之间市场会找到平衡，也不会出现向上竞争（race
to the top）或者向下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建立国际间的证券法固然是一个好的方案，
但由于各国利益协调问题，短期内很难达成一致形成国际法，因此把选择权留给发行人和投
资者，通过各国建立法律选择规范以解决重复管辖问题，并促进资本在国际的流动。Merrit

1
Daniel A. Braverman, U.S. Legal Considerations Affecting Global Offerings of Shares in Foreign
Companies, 17 Nw. J. Int'l L. & Bus. 30 (1996-1997).
2
Uri Geiger, Harmonization of Securities Disclosure Rules in the Global Market - A Proposal , 66 Fordham
L.Rev. 1785 (1998).
3
Stephen J. Choi, Andrew T. Guzman: The Dangerous Extraterritoriality of American Securities Law, 17 Nw.
J. Int'l L. & Bus. 207 (1996-1997).
4
Russell J. Weintraub: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Antitrust and Securities Laws: An Inquiry into the
Utility of a Choice-of-Law Approach, 70 Tex. L. Rev. 1799 (1991-1992)
5
Stephen J. Choi, Andrew T. Guzman：Portable Reciprocity: Rethinking the International Reach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 71 S. Cal. L. Rev. 903 (1997)
6
Stephen J. Choi, Andrew T. Guzman: National Laws, International Money: Regulation in a Global Capital
Market, 65 Fordham L. Rev. 1856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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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Fox（1997）7则认为从证券发行的信息披露角度而言，选择发行人的国籍国的规则有利于
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只能适用一种法律而不应当重叠适用行为地或者投资者的住所地法。
但在进入 21 世纪后，情形又发生了变化，2000 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导致的股灾，以及 2001
年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的世纪财务造假案件，也直接促使美国在 2002 年通过了著名的《萨
班斯法案》，对证券法进行了大幅修改，加强了对在美国证券市场的发行人的公司治理、财
务内控等要求，进一步加强了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力度。而进入 2007 年以来，随着金融危机
的爆发和进一步蔓延，美国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打击，Donald C. Langevroot
（2008）8认为在 2008 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凸显了在金融领域国际合作的必要性，而美国在证
券市场以保护小额投资者（散户）的路径导致了既对市场过度监管又未能防范金融危机，不
利于美国在全球证券市场的竞争，更不利于国际合作，目前 IASB 正成为国际标准的制定者，
IOSCO 也朝着这一方向前进，但至少当下就建立国际间统一的证券监管机构和执法机构并
不现实，更可能的路径是就某一特定的威胁达成合作执法的共识。但如果美国不放弃他们在
管辖权和监管的惯常做法，则连这样的共识都无法达成。
应该说，全球金融治理和全球证券治理正是以美国证券市场高度国际化为背景下，在其
本身的发展阶段和全球金融领域的诉求所进行的探讨。而实际上全球证券治理在具体发展路
径上，目前主要是赋予国内证券法域外效力和以国际组织进行规则统一建立“国际软法”两
条路径，但这均遇到了国际法上的难题。
（二）国际金融法的体系化进程与冲突的协调难题
全球证券治理的法律冲突起源于作为一国经济主权管辖范围内的行为，适用内国法是一
国主权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在全球间的流动仅由一国内国法
所管辖既不切实际，也违背了经济主权原则，毕竟传统国际法对于管辖仍以属地管辖为普遍
原则。但是由于经济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的重要性，事实上在国际金融领域普遍缺乏具有拘
束力的国际统一规则。尽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对于国际金融法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愈
发深入，国际金融法体系化进程，相较于同属于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国际贸易法和国际投资法
显然是最为迟滞的学科。如果说国际贸易法和国际投资法作为大国际法学科，无论其渊源包
含了多少内国法，至少在贸易的国际法上和投资的国际法上，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渊源，在体
系化上取得了不少国际间的共识。
如国际贸易法的体系化最为成熟，从二战后 GATT 的建立再到演进至当前的 WTO，国
际贸易的全球性的多边组织和多边规则体系均已建立，更重要的是这一多边体系的建立具有
强有力的国际法拘束力，可以通过国际条约的方式对成员国施以明确的义务，尤其是其在国
际贸易的内国法上须承担起相应国际条约的义务。可以说，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以协调国际
贸易关系，国际贸易法是最具体系，也具有最多的贸易的国际法渊源。
在国际投资领域，虽然至今仍未有如 WTO 的全球性和全面的多边国际组织和多边规则，
但亦有《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和 ICSID 等在特定领域内的国际公
约和国际组织。更重要的是，作为国际投资法的渊源最主要的构成仍是 BITs、区域投资协
定等国际条约，可以说在投资的国际上已经初具体系，虽然在国际投资的内国立法上仍然是
国际投资法不可或缺的重要渊源，但内国法仍然或多或少承担起国际法下的义务，或者逐渐
吸收国际习惯法或国际惯例，如在外国投资者准入、征收等问题上均能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识。
7
Merrit B. Fox: Securities Disclosure in a Globalizing Market: Who Should Regulate Whom, 95 Mich. L.
Rev. 2498 (1996-1997).
8
Donald C. Langevroot: U.S. Securities Regulation and Global Competition, 3 Va. L. & Bus. Rev. 191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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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国际金融领域，随着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对国际货币体系建立的共同需求，通过各
国合作以确认公认的本位货币、国际储备币种和行之有效的汇率制度，在《国际货币基金协
定》中正式建立，9IMF 作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组织也相应成立。但是
除了国际货币体系外，在银行、证券等金融市场的监管领域，并未形成具有国际法拘束力的
多边法律体系，可以说在金融领域的国际法几乎未成形，尤其是涉及到银行、证券等金融市
场规则上，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即便如投资领域的 BITs 等双边条约也未能达成共识，更遑
论能各国形成普遍共识的多边条约。这一方面是各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基础建设、文化等
巨大差异导致了很难在多国之间达成共识，另一方面金融作为一国国民经济的核心，可谓是
经济主权的核心部分，也国际贸易（如支付、汇兑、贸易融资等）和国际投资（如金融市场
投资与融资、金融市场准入管制等）的基础制度之一，达成共识需要各国在利益上进行更多
的妥协与让步。也正是因为如此，从法律渊源而言，在国际金融法领域仍呈现以内国法为最
主要渊源的状态，呈现出在同一国际金融法律关系上以一国或多国内国法进行规制、协调的
状况，而对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而言，陷入了可能需要重叠适用各国内国法的窘境。
具体到证券市场领域，一方面真正的国际间证券市场并未形成，当前所谓的国际证券市
场仍然是建立在一国监管之下的允许外国人参与投融资的市场，从基础法律制度而言仍然是
建立在一国内国法之上。无论是纽约还是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或者全球主要证券市场的形
成，依赖的并非是国际法而是其内国法，如对于证券发行制度、企业上市条件等规定以吸引
境内外企业到其市场融资，又通过建立强制信息披露、公司治理要求、侵权损害赔偿等投资
者保护制度以吸引境内外投资者到该市场投资，再通过汇兑、税收等促进资本在其市场的自
由流通，所谓的国际证券市场在本质上是一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而不是基于多边的国际法
规则所建立的国际证券市场。另一方面，针对证券市场的国际统一规则尚未建立，虽然历次
金融危机凸显了在金融领域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且在基础制度上而言，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以下简称“IASB”）制定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以下简称“IFRS”）也逐步成为国际标准，同时
国际证监会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以下简称“IOSCO”）
也朝着成为国际标准制定者的方向前进，但至少当下就建立国际间统一的证券监管机构和执
法机构并不现实，10更何况即便 IASB 和 IOSCO 制定的规则为各国所接受，鉴于这两个组织
非政府间组织的性质，这类规则也只能算是“国际软法”，各国接受并非出于国际法义务，而
仅仅是因为这两个组织提供了一个“实践指南”各国自愿接受而已。
当然，在特定区域和特定领域，也仍然有国际法协调证券市场的成果。如欧盟通过证券
立法指令的方式以具有国际法拘束力的方式将共同的证券法规体现在各成员国的内国法中，
从而推进了证券市场一体化，如 2003 年《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指令》
（Directive 2003/71/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f the Council of November 2003 on the prospectus to be published
when securities are offered to the public or admitted to trading and amending Directive
2001/34/EC）等，为各成员国监管国内市场规定了最低共同标准，11一旦成员国批准了发行
人的招股说明书，则这一批准在另一成员国同样有效。12与欧盟类似的还有 1991 年美国和
加拿大建立的“多法域信息披露体系”（Multi-Jurisdiction Disclosure System，简称 MJDS），
加拿大的发行人可以直接以其在加拿大已注册、发行的证券的信息披露文件在美国进行注册

9

参见何俣：
《人民币汇改三周年后的货币主权——基于抑制通货膨胀与汇率稳定的思考》
，载《法学》
2008 年增刊，第 123 页。
10
supra note 8.
11
参见邱润根：
《证券市场国际化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91-92 页。
12
Eills Ferran 著、罗培新译：
《欧盟法律框架下的股本证券国际发行》，载《证券法苑》201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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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行，美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只按照加拿大的审查程序进行形式审查，反之亦然。13又如 2006
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达成协议相互认可有关证券发行的制度。14除区域性或者双边的国际
条约外，海牙国际私法协会 2006 年出台的《关于中间人持有证券特定权利的法律适用公约》
（ Convention on the Law Application to Certain Rights in respect of Securities Held with an
Intermediary，以下简称“海牙证券公约”），为证券间接持有制度下的法律适用引入了“意思自
治原则”和“中间人合格营业地法”的冲突规则，该公约自 2017 年生效，批准加入的缔约国有
美国、瑞士和毛里求斯。
但是上述在国际证券市场的国际法渊源从数量上仍然很少，一方面仍然以双边条约为主，
真正建立起统一的多边市场的仅欧盟一例，另一方面真正的多边国际条约仅为《海牙证券公
约》一例，但其所涉内容仅为证券间接持有制这一特定情形下关于法律适用的特定方面，对
于国际证券市场普遍关注的信息披露标准、监管认可等并未涉及，虽然拥有最大证券市场的
美国也批准加入，但从 2006 年出台至今批准加入的国家也仅 3 家，其普遍适用的意义仍然
不大。由此足见通过国际统一规则，尤其是具有国际法拘束力的实体规则以协调国际证券市
场上的实际作用并不显著。特别是在应对各国关于股票发行上市等法律冲突问题上，国际统
一立法协调的方式显然捉襟见肘。
因此，目前在国际证券市场中的法律渊源而言，更多的仍是一国内国法，但在跨国发行
的资本全球流动的背景下，试图以一国证券法来进行规制并不现实，建立国际间的证券法固
然是一个好的方案，但由于各国利益协调问题，短期内很难达成一致形成国际法，可以把选
择权留给发行人和投资者，通过各国建立法律选择规范以解决重复管辖问题，并促进资本在
国际的流动。15
（三）证券法域外效力对传统国际法的挑战
1、单边主义：法院管辖权与法律适用的竞合
萨维尼在 19 世纪 40 年代提出的法律关系“本座说”是冲突法学界“哥白尼革命”，其打破
“法则区别说”下法律选择单边主义的桎梏，从“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角度提出了多边主义
连结方式，各国私法具有“平等性”与“互换性”，而在涉外法律关系中适用的法律应当依本身
性质的“本座”的法律。16“法律关系本座说”是为了满足“组成国际法律共同体的各国相互交往”
的需要，17正是这样的价值中立的多边主义方式，是传统国际私法学说发展的基石。也正是
在这一的价值观下，传统国际私法中法院的管辖权与法律的适用是分离的，即一国法院即便
对涉外法律关系具有管辖权，也可以适用外国法律而不是强制适用法院地法。
但是在证券法领域，美国在法院管辖权上却实际上与法律适用竞合，即司法管辖权与立
法管辖权的竞合，美国法院只适用美国证券法而不会适用外国证券法。在私人诉讼上，与美
国法院将美国证券法是否具有域外效力作为诉因（cause of action）来考虑并确定事务管辖权，
而不会像普通侵权行为那样依照冲突规范选择适用的法律，这意味着，要么由美国法院管辖
并适用美国证券法，要么就无法由美国管辖。这一做法，脱离了传统国际私法在法律选择问
题上多边主义的做法，而是可以在多大范围内直接适用法院地方，体现了在证券法领域向单
13

爱建证券课题组、
何俣：
《论我国证券监管机构的域外管辖权——以科创板开放红筹企业上市为视角》，
载《证券市场导报》
，2020 年第 3 期。
14
同注 12。
15
supra note 6.
16
杜涛：
《经济冲突法：经济法的域外效力及其域外适用理论研究》，载《国际经济法论丛（第七卷）》
，
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8 页。
17
[美]弗里德里希.K.荣格著，霍政欣、徐妮娜译：
《法律选择与涉外司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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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主义回归的趋势。
诚然，即便作为法律选择的多边主义者的萨维尼，也注意到了“存在某种类型的法律，
由于其特定的性质和实质目的，他们不符合法律的互换性原则”。18而在一百多年后，弗朗
西斯卡斯基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并将这些法律称之为“直接适用的法”。“直接适用的法”与
冲突规范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选择方法，冲突规范本身并不直接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
务，而是通过法律性质来指引到相应的实体法，而“直接适用的法”则排除了冲突规范对法律
的选择，而是强调在具有某些最基本的连结因素时即可以由法院直接适用。19为了公共福祉
进行国家干预从而域外适用“公法”则是“直接适用的法”产生的原因，也体现了单边主义对多
边主义的侵蚀。20
2、主权原则的挑战：执法管辖与司法管辖的竞合
不仅如此，在证券民事诉讼中一定程度的行政程序前置，即司法管辖与执法管辖一定程
度的竞合，更对传统国际私法带来巨大的挑战。以美国证券对欺诈的诉讼为例，对于虚假陈
述行为的事实认定涉及对信息的重大性标准（materiality）、尽职调查标准（due diligence）
以及行为人的故意（scienter）等，21然而由于规定的模糊性，以及投资者作为外部人的举证
能力问题，很多证券民事诉讼会在 SEC 对证券欺诈行为处罚之后再提起，从而绕开对违法
行为事实认定的难点。22而在我国，在 2015 年 12 月 24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
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出台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2 年 1 月 15 日发布的《关于受
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和 2003 年 1 月 9 日发布
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投资者以自己受到虚
假陈述侵害为由提起民事诉讼时，应以行政处罚决定或刑事裁判文书为前置条件，即司法管
辖与执法管辖的竞合。
如果说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的竞合所产生的“直接适用的法”尚且还通过连结因素而直
接适用，仅仅具有在法律选择方法上的单边主义倾向的话，那么在证券诉讼上司法管辖与执
法管辖的竞合则彻底侵蚀了双边主义的根基。对于法院而言，在另一国行政机关已经履行执
法管辖且执行的并非法院地法的情况下，若仍行使司法管辖权，等于变相承认了另一国行政
机关执法行为在其本国的效力，而接受这一显著的“公法”执法行为，将被视为对法院地“主
权”的损害。即便对于另一国的行政或刑事处罚视为诉讼程序中的证据，从而避免了本国对
于外国执法行为在本国发生效力的主权原则问题，但也会造成在外国已经行使执法管辖的情
况下本国又行使司法管辖权从而对外国产生负面效果。
事实上，在英美法体系下，私人诉讼本身就是证券法实施（enforcement）的重要部分。
在英美法下，法律执行机制主要分为公共执行（Public enforcement）和私人执行（Private
enforcement），所谓公共执行，是指依靠公共机构实施法律，发现和处罚违法者，所谓私人
执行，主要是指依靠私人主体实施法律，通过提起民事诉讼达到赔偿受害人(Compensation)
和威慑潜在犯罪(Deterrence)的目的。23在美国证券法的实施中，尤其是对外国发行人，私人
执行是公共执行的重要补充，24SEC 在私人诉讼中亦可作为法庭之友参与其中。但是由于在
Savigny, System des heutigen Roemischen Rechts, Vol. VIII, Berlin, 1849, S. 32. 转引自杜涛：
《国际经济
制裁法律问题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47-248 页。
19
徐冬根：
《论“直接适用的法”与冲突规范的关系》，载《中国法学》1990 年第 3 期。
20
参见注 18，第 106 页。
21
黄辉：
《中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载《证券法苑》2013 年第 2 期。
22
同注 22。
23
徐文鸣：
《证券民事诉讼制度的实证研究》，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 2 期。
24
Natalya Shnitser: Note, A Free Pass for Foreign Firms? An Assessment of SEC and Private Enforcemen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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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莫里森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此前的“效果标准”，转而确立了“交易标准”从而
否定了在私人诉讼中美国证券法的域外效力，虽然限制甚至否定域外效力有利于解决管辖权
冲突问题，但也导致了证券法对外国发行人在私人执行机制上受到限制。25更重要的是，在
SEC 提起的诉讼即证券法的公共执行中，则是依照《多德—弗兰克法》所确认的行为与效
果原则，体现了美国证券法实施机制中私人执行与公共执行截然不同的域外效力，特别是证
券法的公共执行具有域外效力而私人执行甚至不具备域外效力，导致了在有管辖权的法院在
应对这样的民事诉讼中不得不考虑作为外国证券法执法机构的 SEC 公共执法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国际私法的主要功能或者价值就是确保满足在涉外民商事关系中法律的确
定性，以满足国际间的经济活动的可预期性。但是在如证券法等各国经济法均寻求单边适用，
实际上所造成的法律冲突的后果是要求对一项经济活动行为必须重叠适用若干国家的法律
方能开展，“而在国际私法中，法律的重叠适用只能是一种例外”，26这实际上损害了国际私
法在协调法律冲突问题上的根本功能。

二、国际经济领域的新型冲突法
（一）冲突法革命与直接适用的法：当公共利益融入冲突规范
在政府干预主义所导致的如证券法等经济监管法域外效力对传统国际私法构成挑战的
同时，传统国际私法也难以满足在国家干预主义下单边主义理念的需求，而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并兴盛于 60-70 年代的美国冲突法革命，以及同一时期欧洲的“直接适用的法”的理论，
则直接满足了对单边主义做法的需求。
传统的冲突法强调法律制度的同等地位，以一种抽象的方法指引法律的选择 ,而不考虑
准据法所包含的实质结果，但这种“纯技术性和价值中立性特征”的追求27，却因为只重视法
律选择的方法和管辖权而忽视具体的准据法内容和适用结果而在美国冲突法革命中备受指
责，法律选择的结果的可预期性不再被视为应具有最高价值，相反更加期望法律的规则是“正
义的”、“政治正确的”或者是“经济上合理的”，国际私法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选择法律，更
重要的是为了使当事人得到公正的结果。28
美国冲突法革命诞生的最重要的三种方法分别为“自体法”方法、柯里的“利益分析”和
“影响选择的考虑”。29其中莫里斯（John Morris）的“自体法”用灵活的公式代替了硬性的连
结点，在多法域侵权问题上应当以政策为基础选择“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来解决。 30而柯里
（Brainerd Currie）的“政府利益分析说”无非是阐明除极个别情况外法院地法均应予以适用。
31
莱弗拉尔（R. Leflarr）提出的“1、结果的可预见性；2、维持州际秩序和国际秩序；3、司
法任务的简单化；4、促进法院地的政府利益；5、适用更有的法律规则”的五项“影响选择的
考虑”，则几乎赋予了法院在法律选择上的绝对自由裁量权。32冲突法革命的全部理论有一
个共同的核心观念，那就是注重国际私法对实体规则的内容、立法目的和立法政策的吸收和

Against Foreign Issuers, Yale Law Journal 119, no.7 (2010), p1684.
25
supra note 25, p1693.
26
同注 17，第 238 页。
27
同注 17，第 200 页。
28
李国清：
《美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权问题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13-314 页。
29
参见注 18，第 133-134 页。
30
参见注 18，第 125-126 页。
31
参见注 18，第 132 页。
32
参见注 18，第 133-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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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认为国际私法和其他部门的法律一样，不应该是实体价值中立的法律。33
美国的冲突法革命实际上强调国际私法已经不再是完全的“私法”，不仅关注个人权利，
更关注社会价值与政府价值，冲突法革命将公共利益引入了冲突法的视野，同时也满足了法
院积极回应和协助本国政府对国际民商事关系进行干预的愿望，改变了传统冲突法下法院管
辖权和适用准据法向分离的做法，实现了立法管辖权与司法管辖权的竞合。34而冲突法革命
所发展出的冲突法规范的特点，适应了经济监管法域外效力的需求。
与美国冲突法革命几乎同时，欧洲的弗朗西斯卡基斯总结得出，“法院地国家的某些法
律由于其实质目的，具有独立于双边冲突规则的性质，它们不受这些冲突规则的影响而直接
适用”，从而提出了“直接适用的法”的概念。35“直接适用的法”是指那些在调整涉外民事法律
关系时，“为了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而必须遵守的法律”，这些法律可以撇开传
统冲突规范的援引，而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36这正是在国家干预主义下，在“私法”性
法律关系中加入了强制性规范，从而导致了“私法公法化”的体现。这也体现了直接适用的法
的两个特点：
第一，直接适用的法是单边主义的法律选择方法，弗朗西斯卡基斯认为被直接适用的法
律是源自于立法者要求其被适用的实体目的，因此其在确定“直接适用的法”时实际上借用了
美国冲突法革命的“利益分析”方法。37与美国冲突法革命相似的是，直接适用的法在结果上
也是体现为法院地法的适用。
第二，直接适用的法具有强烈的“公法属性”，其在涉外法律关系中的直接适用是公法域
外效力的体现。这不仅体现在法院地具有公法性质的规范的直接适用，这一情形在 1958 年
伯尔案（Boll Case）中已经得到国际法院的承认，38更体现在直接适用的法作为公法被外国
法院所援引适用也存在可能，即外国公法的不可适用性并非绝对，39国际法学会 1975 年威
斯巴登年会决议表明“冲突规范所指引的外国法律规范的公法性质不影响该规范的适用，但
根据公共秩序所做的根本性保留除外。”40
（二）经济冲突法：经济法领域的新型冲突规则
美国冲突法革命与欧洲直接适用的法的理论与实践是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干预主义共同
作用的结果，尤其是随着经济监管法的产生，传统的冲突法在其中的空间越来越小，冲突法
革命与直接适用的法均是将公共利益引入了传统的冲突法规则，并在融入公共利益的过程中，
实现了管辖权与准据法的竞合，即司法管辖权与立法管辖权的竞合，从而诞生了经济法领域
的新型冲突法，又被称为经济冲突法。经济冲突法就是为了应对这类具有较强“公法”属性的
经济法适用而产生的特殊冲突规则，因为传统冲突法排除了当事人所选择的准据法中的公法
规范，“经济法的域外适用不可能依靠传统的国际私法体系来加以解决。”41
无论是依据实体为导向而非“价值中立”的法律选择方法，还是作为“直接适用的法”的直
接适用，经济冲突法的最终目的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选择了公共利益，从而由法院对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宋晓：
《20 世纪国际私法的“危机”与“革命”》，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04 年，第 204 页。
参见注 29，第 313-314 页。
同注 17，第 210 页。
同注 20.
同注 17，第 211 页。
同注 17，第 212 页。
参见注 29，第 315 页。
同注 17，第 219 页。
同注 17，第 2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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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经济法予以适用，以及本国经济法在涉外法律关系中的域外效力的实现。例如最早提出
经济冲突法概念的德国学者尤尔根.巴塞多认为，而调整经济法的冲突规范，“一般采用特殊
的联结因素,大多数国家在国内经济法方面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有时甚至为此在立法中规定专
门的法律冲突规则，但这些冲突规则经常是单向的”，或者体现为直接适用的法，“而没有相
应的关于外国经济法的冲突规则”。42因此，尤尔根.巴塞多的经济冲突法本质上就是经济领
域强制性法律的直接适用。43可以说，经济冲突法正是在美国冲突法革命和欧洲直接适用的
法的理论下所发展起来的在经济法领域的特殊的冲突法理论。然而目前来看，在冲突法规范
大多仍然是单边主义的，“没有相应的关于外国经济法的冲突规则。”44
当然，虽然经济冲突法规范目前大多是单边冲突规范，但它的适用有走向双边化的可能。
经济冲突法理论所探索的不仅仅只是本国经济法在本国的直接适用，而是“主张具有国家
对私人法律关系进行干涉的性质的经济法的适用属于另外一种冲突法上的制度”，通过经济
冲突法理论的探索来寻找特有的连结方式，无论是单边抑或双边，从而实现外国经济法也可
以被适用。46
45

在反垄断法领域，经济冲突法规范的双边化趋势已经开始显现。如 1987 年《瑞士联邦
国际私法》第 137 条就明确规定，“妨碍竞争适用直接给受害人以影响的市场所在地的法律”，
已经是双边规范的表述，47是世界首次在反垄断侵权中提出了一般性的连结因素，48但是 137
条同时还明确，“如果该诉讼适用外国法律，在瑞士提出的补救请求只能根据瑞士法律的规
定处理。”49可见，瑞士在反垄断行为侵权行为的救济方面，实际上重叠适用了外国法和瑞
士法，且救济不能超过瑞士法的范围。可以说，即便在反垄断法领域的双边化趋势已经明显，
但本质上“法官基本上是作为他或她的国家的代理人来适用法院所在地经济法的，而对于外
国经济法的适用则是由私人利益决定的。”50因此，这种双边化只是形式上的而非实质上的。
但无论如何，传统冲突法及新型冲突法在协调反垄断法法律冲突问题上，已经开始了有益的
探索，作为最早实现反垄断法域外管辖的美国，其联邦法院也在司法实践中试图解决单边主
义的问题，并发展出了利益平衡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等适用于经济法领域的新型冲突法，
为证券法法律冲突的协调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法和思路。
（三）经济冲突法原则在美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判例的发展
无论是传统的冲突法还是作为新型冲突法的经济冲突法，已经影响着美国反垄断法域外
适用的发展，并在经济法领域形成了更具双边主义导向的利益平衡原则等新型冲突法的萌芽，
可以说，反垄断法域外适用极大推动了作为更具“公法”性质的经济法域外适用中在法律选择
上冲突法理念尤其是作为经济冲突法的新型冲突法的发展。
在美国就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判例发展来看，可以看到明显的传统冲突法理念在反垄断
法法律与管辖选择时的运用，并伴随着美国冲突法革命公共利益对传统冲突法融入的影响，

[德]尤尔根.巴塞多著、刘东华译：
《论经济法上的冲突规则》，载《外国法译评》1996 年第 3 期，第
34 页。
43
何其生、孙慧：
《外国公法适用的冲突法路径》
，载《武大国际法评论》
（第十四卷第一期）2011 年，
第 210 页。
44
同注 43，第 34 页。
45
同注 17，第 205 页。
46
同注 17，第 225 页。
47
林燕萍：
《冲突规范在竞争法域外适用中的作用和特点》
，载《法学》2010 年第 10 期，第 70，74 页。
48
同注 43，第 35 页。
49
同注 48，第 70 页。
50
同注 43，第 35 页。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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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出了经济冲突法的相关原则。在 1909 年的 American Banana 案中，51联邦最高法院将垄
断行为造成的损害视为侵权，并认为应当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并引用了戴雪的既得权理论
（Vested Rights）论证了该案应当对《谢尔曼法》采取严格的属地原则。最高法院在该案对
于管辖权的分析是“纯粹的冲突法”，52代表了传统冲突法理论在解决经济法域外适用上的双
边主义努力，但是在国家干预主义愈发盛行，经济法公法属性愈发强烈的背景下，传统冲突
法却因为不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被抛弃。
1945 年的美国铝业公司案标志着效果原则理论在反垄断法域外效力的建立，53但是由于
反垄断法更强烈的公法特征，效果原则所引发的争议直接涉及到是否符合国际法原则的高度。
不仅如此，效果原则实际上也是对“法院地法”直接适用的主张，在美国铝业案中法院强调必
须适用本地法，实际上体现了在传统冲突法融入公共利益因素之后而产生的一种强势的单边
主义做法，也体现了经济冲突法一开始所体现的单边主义色彩，即极度强调公共利益的考量
而几乎不考虑私人利益，同时对于公共利益的考量也过分强调本国的公共利益而忽视他国公
共利益。这也正体现了在经济冲突法与生俱来的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
1977 年 Timberlane 案则是美国法院根据“国际礼让原则”与利益平衡分析方法放弃了反
垄断法的域外适用的首例判例。54在该案中，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测
试”以认定美国反垄断法是否能域外适用：（1）相关行为是否对美国的商业造成影响，（2）
这一影响对原告造成了可以辨认的损害，
（3）美国在其中的利益是否足够充分和强大到需要
55
主张域外管辖。 法院最终分析认为，在该案中美国在其中的利益远小于洪都拉斯的利益，
而且又与洪都拉斯法律产生了严重的冲突，所涉的更多的是洪都拉斯的重大利益，因此根据
国际礼让原则驳回了管辖。
国际礼让原则并非国际法下的义务，而是一国自愿的、单方面的决定，虽然在本质上仍
然是单边的做法，但是在就促使冲突表现得”相对温和和有理性而言”，“自我约束的单边方
法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56但更重要的是该案在域外适用选择上的利益平衡方法具有非
常明显的双边主义特征，也是《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中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核心思想之一“比
较利益平衡”。而 Timberlane 案之后利益平衡方法更是开始逐渐传播，最终写入了《第三次
对外关系法重述》，在第 403（2）节中引入了利益平衡方法并建议法院比较“监管法律对该
American Banana Co. v. United Fruit Co. 213 U.S. 347 (1909). 在该案中，原告 American Banana Co.美
国香蕉公司与 United Fruit Co.联合水果公司都是美国的跨国公司，美国香蕉公司与美国人 Sam McConnell
收购的位于巴拿马的一个香蕉园进行了合并，但是联合水果公司则请求哥斯达黎加的士兵进入巴拿马并占
领了 McConnell 的香蕉园，并且在哥斯达黎加的一场听证会中该植物园被判规 Astua，随后 Astua 又将香蕉
园卖给了联合水果公司。美国香蕉公司依据《谢尔曼法》作为非法垄断的受害者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
52
Larry Kramer, Vestiges of Beal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American Law, Sup. Ct. Rev., 1991, Vol.
186.
53
United States v. Aluminum Company of American et. al., 148 F .2d 316 (2d Cir. 1945) 在该案中，
Aluminum Company of American 是美国更是，1928 年其股东决定在加拿大成立铝业公司，该公司与美国铝
业公司股东结构一致并接管了美国铝业公司在美国以外的业务。加拿大铝业公司与其他外国公司随后又在
瑞士成立一家公司以运作卡特尔，从而控制各自的铝产量并维持铝的世界市场价格。美国政府反托拉斯局
后发动调查并诉至联邦法院，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原判决中关于参与者均是外国公司且卡特尔也在外
国运作的认定，认为虽然行为发生在境外，但仍对美国境内产生影响，应当追究责任。
54
Timberlane Lumber Co. v. Bank of America, 549 F. 2d 597 (9th Cir. 1977). 在该案中，Timberlane 公司
是一家经营木材销售的美国公司，Lima 是洪都拉斯当地的木材加工厂，Bank of America 美洲银行作为 Lima
公司的债权人享有其财产抵押权，而 Lima 公司的员工就其薪酬享有对 Lima 公司的优先债权，Timberblane
公司准备通过在其洪都拉斯的子公司向 Lima 的员工收购对 Lima 公司及其设备的优先权，但原告诉称美洲
银行为了将洪都拉斯的木材出口控制在其少数几个债务人手中而以不正当的手段阻止了 Timberlane 公司对
Lima 公司的收购。
55
549 F. 2d 597 (9th Cir. 1977). pp611-612.
56
参见刘宁元：
《自我约束的单边方法和国际协调——以美国反垄断法域外管辖实践为视角》，载《政
治与法律》2011 年第 11 期。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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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重要性”和“外国对这一监管活动上的利益”。
不过利益平衡原则在解决经济法域外适用法律冲突上也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最高法院
1993 年的 Hartford 案的判例上，57在《谢尔曼法》域外适用问题上，“利益平衡原则”面对“效
果原则”上败下阵来。此外，利益平衡原则也只能算是双边主义的萌芽，由于美国法院在管
辖权上仍然与法律适用竞合，即若不能适用美国法则无管辖权，因此利益平衡原则在美国法
院的时间中只是解决了“是否应当适用本国法律”，而没有解决应该或者可以选择适用哪国法
律，58更没有解决外国公法在美国能否适用的问题。但无论如何，美国法院在应对反垄断法
等经济法域外效力问题上的判例上，体现了非常明显的冲突法理念与方法，虽然会因为公共
利益的融入而在最终取向上走向单边主义，但仍表明了冲突法或者是经济冲突法在解决经济
法领域法律冲突问题上具有可行性。

三、冲突法理念在全球证券治理的运用
（一）劳合社系列案件与传统冲突法在跨境证券交易冲突问题的回归
针对冲突法解决证券法冲突问题也仍然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尽管美国法院在针对证券法
反欺诈条款的域外适用问题上已经将证券法作为“私法”上的诉因，美国证券法本身也有大量
“私法”性质的内容，但从立法的本意来说，证券法仍然是保护本国利益的“公法”，法律选择
方法，特别是赋予当事人在跨国证券交易的法律选择权利并不符合各国的公共利益。59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证券市场本身仍是具有强烈的私法性法律关系，特别是市场自始至终多依靠
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只不过随着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干预，部分监管权力从交易所转移到政府
执法机构。60从证券发行的信息披露角度而言，也有学者认为只适用一种法律而不应当重叠
适用行为地或者投资者的住所地法是更为合适的，而选择发行人的国籍国的规则有利于全球
利益的最大化。61实际上从法律选择的实践来看，由于公司法对于美国各州而言属于州内部
事项，联邦无权干涉公司法事项，从美国国内公司发行上市公司注册地的选择的实际情况来
看，州际间的法律选择尤其是公司法的选择现象在发行上市中十分明显，大部分上市公司公
司选择了内华达州或者特拉华州作为注册地，62这本身就体现了在跨境或者美国州际的发行
上市中对于公司法以及州证券法的法律选择过程。
事实上美国联邦法院对于证券法的公法与私法属性问题上并非绝对，一方面美国法院也
开始考虑他国证券法在美国的可适用性而不再仅仅以外国公法的不可适用而加以排斥，另一
方面也在证券争议中开始考虑私人利益，特别是对于在解决私人纠纷的意思自治的认可上。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在证券私人纠纷上的法院选择条款、仲裁条款和法律
选择条款，特别是在劳合社（Society of Lloyds）系列案件中，法院对于发生在美国的证券

Hartford Fire Insurance Co. V. California, 509 U.S.764 (1993)。在该案中，英国的数个再保险公司和美
国的数个保险公司达成共谋，放弃了对被保险人有益而增加保险公司成本的保险政策，而被包括加州在内
的地方政府诉至联邦地区法院，认为这些保险公司的行为违反了《谢尔曼法》，但联邦地区法院依据国际礼
让原则而否决了管辖权。随后加州政府上诉并由上诉法院推翻了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保险公司随后上诉
至联邦最高法院。而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中，5 位法官支持依据效果原则对英国被告适用《谢尔曼法》，
4 位法官则表达了反对意见，认为依据利益分析原则和国际礼让应当拒绝行使管辖权。
58
参见注 29，第 344 页。
59
James D. Cox: Choice of Law Rules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66 U. Cin. L. Rev. 1179
(1997-1998).
60
Paul G. Mahoney: The Exchange As Regulator, 83 Va. L. Rev. 1453 (1997).
61
supra note 7.
62
Robert Daines: The Incorporation Choices of IPO Firms, 77 N.Y.U. L. Rev. 1559 (2002).
57

1568

交易行为也开始依照当事人最初的协议支持了仲裁或英国法院和英国法的管辖权。63
劳合社是英国的一个保险协会，该协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吸纳会员（Names）的
方式来进行集资，会员通过投资于保险池子（insurance pools）来享受收益并承担赔付的风
险，加入劳合社的协议中包含了法院选择条款和法律选择条款，约定了英国法院和英国法对
于协议所涉的全部纠纷与争议的排他管辖权，在 1990 年由于对发生在美国的石棉等污染行
业的诉讼赔偿引发了劳合社会员巨额的赔付义务，但美国会员拒绝赔付并诉诸美国法院，根
据美国证券法上的反弃权条款（anti-waver provision）64并不应当适用英国法和由英国法院管
辖。65
在这一系列案件中，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 Roby 案、66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 Allen 案、67
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 Haynsworth 案、68第六巡回上诉法院 Shell 案、69第七巡回上诉法院 Bonny
案70中均支持法院选择和法律适用条款，71即便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一开始持否定意见，1994
年联邦地区法院在 Richard v. Llyod’s of London 案中引用 Roby 案支持了法院选择条款，72在
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上诉审判中否定了法院选择条款，73但在随后的重审中最终选择了支持
这一条款。74这一系列判决均是依据了联邦最高法院在 M/S Bremen v Zapata Offshore Co.案75
中关于法院选择条款除非被证明是不合理的否则应当有效的判例，76而巡回法院对于在劳合
社案件中法院选择和法律选择条款是否不合理的分析，则从三个方面论述：“（1）如果这些
条款时由于欺诈、不当压迫、强势议价而达成；
（2）如果选择的法院在开庭时是极度困难和
不方便以至于将剥夺全部实用目的的；或者（3）如果执行这些条款将和诉讼提起的法院地
的成文法或司法判例所宣称的公共政策向抵触”，77则这些法院选择和法律选择条款将被认
定为“不合理”。在劳合社案件中，由于投资者（会员）和发行人（劳合社）都属于专业机构，
因此从条款的合意而言，并不存在欺诈、不当压迫或者强势议价，而英国法院也并非不方便
法院，因此核心就在于这些导致上述证券交易未能收到美国证券法管辖的条款是否与美国公
共政策相违背。78由此可见，在劳合社案件中，美国法院开始考虑其他国家的证券法在美国
域内的可适用性，并且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进行考量与分析，不仅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考虑
美国证券法的目的是否得以实现，美国的公共利益是否受到抵触，更重要的是开始关注私人
利益，即适用英国法是否能为当事人提供足够的救济。而这正体现了美国在证券领域推动经
济冲突法形成的同时，也接受了证券法的“私法化”，并在某种程度上向传统冲突法进行了回
归。79当然，劳合社系列案件在判决中仍然着重分析了美国的公共利益，可见美国法院并未
放弃将证券法视为公法的立场，而且仍然将立法管辖权和司法管辖权混合，即若美国法院管
辖则仍适用美国法，若不适用美国法则不再由美国法院管辖，体现了美国在证券法冲突问题
supra note 60.
即 1933 年《证券法》第 14 节和 1934 年《证券交易法》第 29（a）节规定的，对于任何要求放弃遵
守美国证券法的规定均属无效。
65
supra note 60.
66
Roby v。Corporation of Lloyd’s, 996. F.2d 1363(2d Cir.), cert denied, 510 U.S. 945(1993).
67
Allen v. Lloyd’s of London, 94 F. 3d 923 (4th Cir.1996).
68
Haynsworth v. Lloyd’s of London, 121 F. 3d 956 (5th Cir. 1997).
69
Shell v. R. W. Sturge Ltd., 55F. 3d 1227(6th Cir. 1995).
70
Bonny v. The Society of Lloyd’s 3F. 3d 156(7th Cir. 1993), cert denied, 510 U.S. 1113(1994).
71
参见注 29，第 135-142 页。
72
Richard v. Llyod’s of London， 1995 U.S. Dist. Lexis 6888.
73
Richard v. Llyod’s of London，107 F. 3d 1422 (9th Cir. 1997).
74
Richard v. Llyod’s of London，135 F. 3d 1289 (9th Cir. 1998).
75
M/S Bremen v Zapata Offshore Co.，407 U.S. 1 （1972）.
76
supra note 60.
77
Bonny v. The Society of Lloyd’s 3F. 3d 156(7th Cir. 1993), cert denied, 510 U.S. 1113(1994).
78
supra note 60.
79
同注 29，第 3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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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一贯做法，也体现了其在证券法上“私法化”和“传统冲突规则回归”上的不彻底。80
当然，这也正是美国冲突法革命的深远影响，即便回归到传统冲突法做法，也仍然会考
虑公共利益的影响。正如 Russell J. Weintraub 所指出的，81在公法领域外他赞成采用法院中
立的冲突法方案，但对于涉及公法的领域，即便采用国际礼让的方法也仍然会反对，因为美
国法不能根据主观上认为的“更好的法律”这一标准而被选择，同时在证券法等经济法下的国
家主权“利益”也不同于侵权法和合同法下的社会“利益”。
即便如此，以证券法“私法”属性为出发点的回归传统冲突法仍有很大的价值意义。一方
面仅仅以空间、地域的效力范围来界定所谓的证券法的适用，实际上并没有反映出资本自由
流动而不会顾及国境的实质，82而且具体到证券发行与上市中的侵权行为，其产生的法律冲
突与合同、侵权并无二致，83甚至在侵权问题上的公共利益本身也是投资者作为一个群体其
私人利益的集合，而传统冲突法对这一问题的调整历史源远流长，更重要的是，即便从利益
分析角度而言，传统冲突法对于法律选择与适用在价值上的中立，反而满足了资本对于可预
见性的要求，反而有利于资本在某国资本市场的流动。因此在传统冲突法回归这一道路上，
更加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立法管辖权与司法管辖权的分离，即法律适用
与法院管辖的分离，淡化证券法的公法色彩从而打破证券法作为公法不能外国适用的窠臼。
而 Stephen J. Choi 和 Andrew T. Guzman 则在意思自治原则的理论研究上走的更为深远，
在美国和加拿大 MJDS 的实践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可移动”的互惠原则，即在一定限度
内允许外国发行人自由选择所适用的法律，而不是按照行为地和国籍强制适用一国的证券法，
而行为地监管机构认可发行人所选择的法律，实际上赋予了外国发行人充分的意思自治，表
明了充分尊重私人利益的立场。
84

（二）经济冲突法等新型冲突法在全球证券治理运用的展望
在国际法渊源较少而难以较好地协调全球证券治理的经济法冲突时，冲突法理念用于解
决这一问题就为理论与实践界所探讨，而正如冲突法革命对美国冲突法理念带来了深远的影
响，对于传统冲突法的发展而形成的经济冲突法等新型冲突法也为协调这一冲突带来了可能。
即便美国法院强调美国法对跨国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的“推定适用”，其基础也有如“直
接的、实质性的、合理可预见的效果标准”等具体联结因素，而且在具体判例中也提出了诸
如“利益平衡”、“国际礼让”等观点，85甚至在实践中还发展出了对适用美国法的国际法实践，
如为了协助美国 SEC 对内幕交易的调查，瑞士同意改变其银行保密立场，并在“瑞士银行协
会成员私人协议”（Private Agreement Among Members of the Swiss Bankers’ Association）中制
定了执行这一国际合作的程序。86
当然，“推定适用”的本质上仍然是建立在利益分析基础之上的，但随着香港等新兴金融
中心的发展吸引了企业和投资者，美国在全球证券市场的份额逐渐下降，对于美国法的适用
尤其是强制信息披露和注册义务所带来的高成本，实际上使得不少发行人不再前往美国市场，
反而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因此也有不少学者提出放弃直接适用美国法的单边做法，例如在信
同注 29，第 383 页。
supra note 4.
82
supra note 59..
83
同注 29，第 401 页。
84
supra note 5.
85
supra note 4.
86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o Establish Mutually Acceptable Means for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Insider Trading, Aug. 31, 1982, U.S.- Switz., 22 I.L.M. 1, 4.，see supra
note 4.
8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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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披露规则的适用问题上，Merritt B. Fox 认为强制信息披露至少有三个根本原因，87第一是
保护投资者不因缺乏信息而投资失误，第二是保护投资者进入的市场声誉，第三是促进资本
更有效的分配并且减少代理成本，适用哪国的信息披露规则应当从这三个方面考虑，并且从
利益分析的角度来看，应当从整个证券市场或者全球的福利出发。因为从证券市场角度出发，
涉及的国家包括了发行人国籍、行为所在地、投资者住所、如涉及再销售的还有销售人的所
在地，从这几个所在地的利益分析来看似乎都有所涉及，但适用发行人国籍国的信息披露规
则能实现全球福利最大化。因为若只发行人国籍国的信息披露规则而不再考虑交易地、投资
者所在地，从发行人国籍国而言必须选择一个最有利于其本国的规则，如果信息披露要求过
低，实际上并不能吸引投资者对本国发行人的投资，而要求过高，则又让本国发行人承担了
过高的成本，因此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从保护本国发行人在吸引投资者和信息披露成本之间取
得平衡，实现资本的有效分配，最终实现发行人所在国利益最大化，并促进全球福利最大化。
88

实际上利益分析或者利益平衡原则，最终都朝着最密切联系原则发展，而最密切联系原
则本身也是美国冲突法革命最有影响力的冲突法学说。无论是在法院在管辖问题上对公共利
益和私人利益的分析，抑或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对于所涉国家抑或全球利益的分析，在本质上
仍是对最密切联系的探讨，代表了在证券法冲突问题上最密切联系原则成为发展的方向，既
考虑了作为公法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也考量了背后的私人利益，并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
间，寻找一个连结点。更重要的是，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身突破了公法与私法的严格界限，尤
其适合具有二元属性的经济法的特点，并且与当前的经济冲突法单边主义的做法不同，最密
切联系原则具有多边主义的性质，不再片面保护公共利益或者私人利益，不再将两者进行对
立，可以说在证券法冲突问题上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实现法院在管辖权和准据法上的分离，
也实现了证券法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
此外，在实践中美国证券市场的法律选择现象本身就已存在，也为多边的冲突法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比如根据 Robert Daines 则从美国国内公司发行上市公司注册地的选择进行的
实证分析来看，89美国国内上市公司州际间的法律选择尤其是公司法的选择现象在发行上市
中十分明显。因为美国联邦制的特点，公司法本身就属于州际事项，而公司法亦从公司治理
结构实现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保护，而证券法则是从公司股份、证券的发行、交易角度
出发保护投资者（持有股份的也为中小股东）
，两种的宗旨与目的相近，在公司法中美国因
国体问题而完全放任法律选择。当然，从实际上看美国上市公司中各不同注册地的公司法冲
突并不明显，这一方面归功于美国联邦证券法在公司治理事项上的扩张规定，减少了公司法
内容上的冲突，90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对待公司治理问题上法律选择的宽容态度。不仅如
此，美国 SEC 还曾考虑对于能与美国监管标准相当的外国市场的中介机构允许其提供交易
和金融服务时，可以在对其涉及私人权利诉讼中允许其签订法律选择或者法院选择协议。91
实际上对于财务报告准则的选择、审计准则的选择上，美国亦给与了外国发行人一定的自主
选择权利。92而为了打破美国在证券法适用上单边主义的做法从而进一步推进证券市场的一
体化，Onnig H. Dombalagian 还建议由证券交易所作为法律选择的具体裁决者，93建立一个
事前的针对发行人和交易行为的监管管辖选择体系，具体包括了（1）多个不同监管体系的
适用标准、
（2）对于发行人和交易能够选择和变更监管体系的制度性程序方法、
（3）置于相
87
88
89
90
91
92
93

supra note 7.
supra note 7..
supra note 63.
Onnig H. Dombalagian, Choice of Law and Capital Markets Regulation, 82 Tul. L. Rev. 1903(2008).
supra note 91.
supra note 91.
supra note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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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监管机构监管下的解释并管理这一监管体系的合格的机构（即证券交易所本身），从而建
立一个国际性的法律选择机制，为真正的国际上市与发行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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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数字美元的发展及其影响
李仁真

关蕴珈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武汉

430072）

摘 要：受美元创新内在要求、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热潮客观带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强力催化等因素
的影响，美国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加速了数字美元的研发进程。从理论上讲，数字美元作为一个新兴的数
字货币，本质上属于央行数字货币的范畴。它是法定货币的数字版本、具备货币的属性和职能、是美元代
币化的数字表现。数字美元项目进一步探索了数字美元的“冠军”模型及预期功能，意图使美国在新的数字
创新浪潮中发挥领导作用。由于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重要地位，数字美元的问世，对美国货币金融体
系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演进以及中国货币金融政策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为应对数字美元的发展可
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需要及时采取相应对策，包括尽快推出 DCEP 并促进其国际流通、推动国内数字
货币领域的标准化建设和制度创新、加强全球范围内数字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和规则构建，以成为全球数
字货币的引领者，并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
关键词：数字货币；数字美元；央行数字货币；中国央行数字货币

近年来，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作为一种新的支付技术正受到前所未有的
关注。央行数字货币的出现既将极大地改变人类未来的支付及生活方式，又将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浪潮下推
动国际货币秩序变革的必然选择。因此，世界各国纷纷开始讨论并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的开发、测试和应用，
积极探索央行数字货币的可能模型，以期抢占未来发展的先机。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对数字美
元（Digital Dollar）的讨论和研发动向更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拟从数字美元的发展背景及路
径分析入手，探讨数字美元的性质、基本特征、“冠军”模型及预期功能，预测数字美元的发展可能对中美
货币金融体系改革乃至国际货币金融秩序演进带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就中国的应对之策提出若干建议，
以期为中国央行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以下简称 DCEP）的健康发展及相关制度创
新提供有益参考。

一、数字美元的发展背景及路径
美国对于数字货币领域的关注已有数年，但对于数字美元的研发却是从 2020 年才开始的。鉴于数字货
币的创新势头在全球范围内与日俱增，美国决定探索和创造自己的数字美元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疫情）的暴发更是加速了美国研发数字美元的进程。
（一）数字美元的发展背景
研究表明，数字美元的提出与发展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其主要受以下因素推动：
一是美元创新的内在要求。众所周知，美元作为美国的官方货币，于 1792 年《铸币法案》
（Coinage Act）
通过后诞生，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创新。自 1913 年美国建立联邦储备系统（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以下简称美联储）以来，美元的发行一直由美联储控制，其发行严格限制于当地，其功能也仅限于供公众
使用以及用作银行系统的储备金。自 1871 年美国西联汇款（Western Union）首次使用电报网络汇款以来，


李仁真：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关蕴珈：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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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汇款的基本流程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依然是以来回发送信息并核对这些信息为基础的。这一过程
可能是缓慢的、昂贵的和不确定的，特别是国际交易时通常会遇到外汇汇率波动等情况。1美元的现有形式
和汇款流程的“慢节奏”已经不能满足当前人们对更迅速、更确定、更易获取且更复杂的货币的需求。为
了使美元成为一种便携的数字格式，能像文本一样轻松地发送，美国意图探索建立美元的新表现形式，以
实现美元的重大创新。
二是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热潮的客观带动，特别是中国央行关于 DCEP 试点和 Facebook 关于 Libra 运
行方案的刺激。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数字货币的研发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热潮。
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开始探索研发自己的法定数字货币，其中以中国人民银行的央行数字货币为代表。中
国对 DCEP 的研究始于 2014 年，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坚持双层运营、M0 替代、可控匿名的前提条件下，
于 2020 年 4 月基本完成了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现在正处于内部测试阶段。
2
中国在央行数字货币方面的研发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无疑对美元的主导地位施加了一定压力，客观上刺
激了数字美元的发展。与此同时，一些科技巨头和大型金融机构也开始探索研发自己的加密货币。例如
Facebook 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发布 Libra 白皮书（Libra White Paper），声称要建立一套简单的国际货币和为
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Libra 的出现意味着私人的、非国有的稳定币也可以作为跨境支付媒介，并
在跨境汇款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担心 Libra 一旦变成通行的支付工具，将会挑战美国的货币主权，并削弱
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美国官方迟迟未批准 Libra 的运行。迫于外部压力，Facebook 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发布了新版白皮书（Libra White Paper v2.0），对 Libra 项目进行了重大调整，以期使 Libra 成为美
国延伸美元霸权地位的数字推手。Facebook 关于 Libra 的实践无疑为美国探索央行数字货币提供了经验，推
动着数字美元项目的落地和实施方案的完善。
三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强力催化。2020 年初，新冠疫情突然暴发并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给各
国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灾难性影响。美国由于防控不力而导致国内疫情严重失控，到 3 月 27 日，
其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 8.3 万，跃居全球第一；截至 9 月底，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突破 700 万、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20 万。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客观上催生了数字货币新的应用场景和功能，推
动了数字货币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日益严峻的新冠疫情形势凸显了美国民众和政府对数字货币的需求。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极强，要防止人传人现象的发生，人们就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并减少接触，而现金
钞票作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有可能携带新型冠状病毒，成为病毒人际传播的载体，因而采用数字货币进
行非接触式支付，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病毒传播风险。因此，使用数字美元便成为美国民众在疫情下日
常生活的普遍需求。另一方面，利用数字美元又成为美国实施经济刺激和危机救助的一个重要选项。为了
应对新冠疫情，美国除了实施必要的货币金融政策措施来稳定金融市场之外，更需要出台具有针对性的经
济刺激政策和财政救助计划，而在新冠疫情下这些政策和计划的实施具有紧迫性。在这种情形下，利用数
字美元，不仅可以提高货币使用效率，而且能够节约大量成本，有望使美国国内财政和货币政策更迅速、
有效地实施。
（二）数字美元的发展路径
在美国，数字美元的发展存在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由数字美元基金会（Digital Dollar Foundation）
项目支持的非官方路径；一种是由国会议员提案推动的官方路径。
数字美元基金会是为支持数字美元项目（Digital Dollar Project），将美元转换为“基于区块链的全电子货
币”，以推进美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开发而创建的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它是由前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以下简称 CFTC）主席 J. Christopher Giancarlo、前 CFTC 首席创
The Digital Dollar Project, The Digital Dollar Project, https://www.digitaldollarproject.org/issue-briefing, visited on 30 Janua
ry 2020.
2
彭扬：
《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数字人民币研发正稳妥推进》
，http://www.cs.com.cn/xwzx/hg/202004/t20200418_6047297.html，
2020 年 4 月 18 日访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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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兼 LabCFTC 总监 Daniel Gorfine、投资者 Charles Giancarlo 同埃森哲公司于 2020 年 1 月合作创建的。
数字美元项目的目的在于通过召集和鼓励私营机构的思想领袖和行动者，对数字美元的潜在优势进行研究
和公开讨论，并提出可能的模型来支持公共部门进行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该项目将为数字美元建立一个
框架，使其可以满足全球金融系统和消费者的需求。32020 年 3 月 26 日，数字美元项目宣布了其首个咨询
小组的成员，这 22 位成员涉及银行业、资本市场、国际标准、反洗钱、货币政策、国家安全、隐私权及财
产权等多个领域，负责为创建数字美元的实施步骤提供指导。42020 年 5 月 28 日，数字美元项目发布了第
一份白皮书（Digital Dollar Project Whitepaper），详细描述了美国对美元代币化的需求和美元背景下开发数
字美元的优势，并概述了一系列数字美元的初始应用案例，为数字美元勾勒了雏形。数字美元项目的下一
步目标将是测试潜在的应用案例和试点项目，检验其数字美元模型的有效性，以确保创建数字美元的净收
益大于其实施带来的挑战和风险。5
2020 年 3 月，美国国会议员提出了多项涉及数字美元概念的法案，主要用于发放救济金和其他经济刺
激政策中的资金。例如，3 月 23 日，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 Maxine Waters 向国会提交了《保护消
费者、小餐馆、房主和流浪者直接家庭经济刺激法案》
（Protecting Consumers, Renters, Homeowners and People
Experiencing Homelessness，以下简称《保护法案》）。该法案对数字美元、数字美元钱包、成员银行、直通
式数字美元钱包、合格主体等进行了定义，并设计了美联储运营数字美元钱包的方案。6虽然美国国会最终
通过的经济刺激法案删掉了数字美元的相关内容，但很显然美国立法者已经关注并开始重视数字美元的创
建问题。同日，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参议员 Sherrod Brown 提出设立《全民银行法案》
（Banking for All Act）。该法案要求美联储成员银行为特定人和其他目的维护直通式数字美元钱包，其主要
内容包括数字美元的定义、成员银行维护直通式数字美元钱包的权限、非成员银行和信用合作社提供直通
式数字美元钱包的权限以及美联储为公众维护数字美元钱包的权限。72020 年 6 月 11 日，美国众议院金融
服务委员会举行了有关数字美元的听证会，主要讨论了使用美联储账户和数字工具改善经济刺激款项发放
的交付情况，与会人员在数字美元可以改善金融普惠的事项上达成了共识。可以预见，以联邦立法的形式
助推数字美元的发展已被提上了美国国会的议事日程，如何界定数字美元的定义、规范美联储的发行权限
以及保障数字美元的顺利运行将成为美国相关立法的重要内容。

二、数字美元的性质及运行模型
数字美元作为一个新兴的数字货币，其应当具有的性质、特征、运行方式与功能等都是值得探讨的问
题。综合考察美国的相关立法、有关数字美元的提案以及数字美元基金会的相关文件，重点分析由数字美
元项目白皮书推出的数字美元的“冠军”模型设计，可以对数字美元的性质和基本特征进行初步剖析，同时
对数字美元的运行方式及预期功能进行系统阐述。
（一）数字美元的性质
迄今为止，美国国内对数字美元的性质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将数字美元视为电子现金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 Maxine Waters 提
See The Digital Dollar Project, Former CFTC Chair Launches The Digital Dollar Project, https://www.digitaldollarproject.or
g/press-release, visited on 16 January 2020.
4
See The Digital Dollar Project, The Digital Dollar Project Names 22 New Advisory Group Members, https://www.digitaldo
llarproject.org/advisory-group-press-release, visited on 26 March 2020.
5
See The Digital Dollar Project, Digital Dollar Project Whitepaper,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e16627eb901b656f2c
174ca/t/5ecfc542da96fb2d2d5b5f15/1590674759958/Digital-Dollar-Project-Whitepaper_vF.pdf, visited on 28 May 2020.
6
See Rep.Waters,Maxine[D-CA-43], H.R.6321-Financial Protections and Assistance for America's Consumers, States, Business
es, and Vulnerable Populations Act,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house-bill/6321/text?q=%7B%22search%22%3
A%5B%22Protecting+Consumers%2C+Renters%2C+Homeowners+and+People+Experiencing+Homelessness%22%5D%7D&r=2&s
=5, visited on 23 March 2020.
7
See Sen.Brown, Sherrod[D-OH], S.3571-Banking for All Act,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3571/tex
t, visited on 23 March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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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保护法案》中，数字美元被列举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以美元价值表示的余额，由数字分类账分录组
成，在任何联邦储备银行的账户中记作负债；一种是电子价值单位，可由美联储系统理事会决定的合格金
融机构赎回。而数字美元钱包则是指由美联储代表任何人维护的数字钱包或账户，代表持有电子设备或服
务，用于存储可能与数字或物理身份相关的数字美元。在上述第一种情形中，美联储将向社会公众直接提
供数字美元钱包服务，这相当于美联储直接向实体部门开放资产负债表。在上述第二种情形中，
《保护法案》
在数字美元钱包的基础上还提出一个“直通式数字美元钱包”的概念，持有该钱包的成员银行应建立并维持
一个专门用于持有与数字钱包相关资产和负债的独立法人实体。在相关规定的作用下，美国商业银行将会
被强制变成数字美元钱包的运营机构，不过运营成本由美联储承担。
由此可见，
《保护法案》沿用了通常定义，将数字美元分为基于价值和基于账户两类，既指出了数字美
元是美联储的信用而非商业银行的信用，又着重强调了数字美元对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技术持开放态度。8但
是现有提案所涉的内容更多地是考虑通过基于账户的系统实现数字美元的利益分配功能，而不是将数字美
元作为代币化央行数字货币的一种形式。因此，对提案者而言，数字美元本质上是电子现金，主要用于建
立一个包括美联储、美联储成员银行、非美联储成员银行以及信用合作社在内的支付基础设施。
二是将数字美元视为央行数字货币。美国数字美元基金会认为，上述提案仅仅从功能的角度证明了数
字美元在数字时代的逐步形成，提案中有关数字美元的性质究竟是货币数字化还是现金电子化尚不清晰，
美联储与商业银行的职能角色如何区分、运行费用如何处理等实际操作问题尚没有解决。基金会提出的数
字美元项目正在探索的是利用代币化和相关技术创建全新模式的央行数字货币，从而使数字美元既可以提
供新的功能和实用程序进行支付，又能够满足公共部门的货币政策目标。在基金会的设想中，数字美元将
以美元为支撑，由美联储发行，与现有的法定货币和商业银行货币并行使用，通过现有的商业银行和受监
管中介机构的两级体系结构双层投放，可用于零售、批发和国际支付，根据需要可采用区块链、分布式账
本以及其他新技术。9
综上可知，数字美元基金会研究的数字美元不仅仅是美国政府的一个电子支付基础设施，而是一种与
钱包中的美元具有相同法律地位的央行数字货币。这种央行数字货币将得到美国政府的充分信任，代表了
现钞、央行储备之外的第三种央行货币形态，10因而更符合数字货币的发展方向。
（二）数字美元的基本特征
研究表明，数字美元本质上是一种央行数字货币，应当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基本特征：
其一，数字美元是法定货币的数字版本。法定货币是根据一国法规制定的、在特定政治管辖范围内得
到认可的货币，它是被用来解决公共与私人债务和履行财务义务（包括税收、合同、法律罚款以及赔偿金）
的一种货币形式。11依美国《1965 年铸币法案》
（Coinage Act of 1965）的规定，美元，包括联邦储备券以及
美联储银行和国家银行的流通钞票，是所有债务、公共收费、税收和应缴款项的法定货币，外国金币或银
币不是法定的债务货币。而数字美元正是美联储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是 M0 的组成部分，它将像美元一样
分发，并作为美元的补充用于以货币和储备进行的交易。12虽然美国当前尚没有在法律上赋予数字美元法定
货币的地位，但数字美元将由美联储发行并维护，直接以国家信用为担保，表现出鲜明的主权属性，是美
国法定货币进化的逻辑延伸。
其二，数字美元具备货币的属性和职能。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无论其形态如何、
姚前：《新冠肺炎疫情与数字美元》
，《中国金融》2020 年第 8 期，第 56 页。
See The Digital Dollar Project, Digital Dollar Project Whitepaper,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e16627eb901b656f2c
174ca/t/5ecfc542da96fb2d2d5b5f15/1590674759958/Digital-Dollar-Project-Whitepaper_vF.pdf, visited on 28 May 2020.
10
See The Digital Dollar Project, Digital Dollars: Electronic Cash vs Digital Currency, https://www.digitaldollarproject.org/ele
ctronic-cash-vs-digital-currency, visited on 15 May 2020.
11
See Jim Chappelow, Legal Tender,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l/legal-tender.asp, visited on 6 June 2018.
12
See The Digital Dollar Project, Digital Dollar Project Whitepaper,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e16627eb901b656f2
c174ca/t/5ecfc542da96fb2d2d5b5f15/1590674759958/Digital-Dollar-Project-Whitepaper_vF.pdf, visited on 28 Ma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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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何种介质，都需要具备五个职能, 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其中价值
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基本职能。央行数字货币由一国的中央银行发行，以国家信用作为价值交换的信
用背书，是法定货币性质的价值载体。因此，由美联储发行的数字美元不仅意味着交易方式的改变，而且
可以承担表现其他一切商品是否具有价值和衡量其价值量大小的职能。数字美元作为央行数字货币还具有
普遍接受性强、适用范围广、运行成本低、币值稳定等优势，既可以降低风险又可以提供结算的最终性，
能够更好地实现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在实际应用中，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对使用央行货币有着强烈
的偏好，这使数字美元能够更好地发挥法定货币的职能。
其三，数字美元是美元代币化的数字表现。央行数字货币通常可以根据基础数据结构和移动资金流程
的不同分为基于账户（account）和基于代币（token）的两种类别。13美国现行的支付机制都采用基于账户
的模式，数字美元作为基于代币的类型可以作为基于账户支付机制的补充。所谓代币化，具体是指将资产、
货物、权利或货币转换为区块链上的数字标记的行为。在基于代币的系统中，代币包含接收者验证交易合
法性所需的所有信息，接收者可以验证所传送的对象（即代币）
，不依赖潜在的集中账户分类账和身份验证。
因此，代币化可以提供更高水平的便携性、有效性、可编程性和可获取性，创造一种新的支付轨道以供中
央银行的资金收发。代币化数字美元作为一种新的金融媒介，通过与分布式账本技术等新的交易基础设施
相结合，既能够补充现有的美元格式，又能使美国的支付和金融基础设施现代化。14
（三）数字美元的“冠军”模型
一般而言，“冠军挑战者（Champion Challenger）”模型通常被用来确定某一项目的最佳解决方案，其中
“冠军”模型便代表了当前可以采用的最佳方法。鉴于数字美元的模型是影响数字美元价值的重要因素，数
字美元的“冠军”模型集中展示了代币化的美元将可能提供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作用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
方面的内容：15
第一，与现存的货币一起运行。数字美元将与美国现有的法定货币和商业银行货币并驾齐驱，它将反
映物理货币的诸多属性以及它与美国现有基于帐户的支付机制协同工作的能力。数字美元将作为美国的第
三种央行货币形式，可以与联邦储备券和准备金完全互换。数字美元还将有助于美国货币基础设施的升级，
并促进私营机构和市场的创新。因此，数字美元的提出与私营机构支付方式和稳定币的发展并不是对立的，
私营机构的相关创新需要围绕美元的公共基础设施展开。同时，数字美元具有互通性，它可以与国内外现
有的和未来的金融基础设施系统共存。这意味着，数字美元将与世界各地正在进行研究和试点的其他央行
数字货币并行发展。
第二，主要通过现有的商业银行和受监管的中介机构两层体系结构进行分配。在美国的两级银行体系
中，美联储为普通公众发行钞票，为银行系统发行储备。数字美元将维持两级分配结构：美联储向商业银
行和受监管的中介机构发行数字美元以换取外汇储备；商业银行以及受监管的中介机构将储备换成数字美
元，然后按照目前通过 ATM 机向客户发放实物现金的方式向终端用户分发数字美元。终端用户收到数字美
元后，可以将其保存在自己的数字钱包中，也可以将其存入银行可以借贷的银行帐户中。数字美元一旦被
用户兑换成银行帐户中的余额，它就可以与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其他款项互换。将美国当前的两极分配结
构作为数字美元运行的总体架构，既可以保留该结构相关的经济和法律优势，又可以推动该结构的创新。
第三，记录在新的交易基础设施上，可能由分布式账本技术提供信息。一般而言，分布式账本技术是
指通过实施同步规则来运行一种在网络成员之间共享、复制和同步的数据库，从而使多台存储分类账副本
的机器在交易顺序上达成“共识”。该技术的关键在于其自动化的能力，可以提高交易效率，不断增加交易
See Bank of England,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design,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
k/-/media/boe/files/paper/2020/central-bank-digital-currency-opportunities-challenges-and-design.pdf, visited on 5 March 2020.
14
See The Digital Dollar Project, Digital Dollar Project Whitepaper,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e16627eb901b656f2
c174ca/t/5ecfc542da96fb2d2d5b5f15/1590674759958/Digital-Dollar-Project-Whitepaper_vF.pdf, visited on 28 May 2020.
15
See The Digital Dollar Project, Digital Dollar Project Whitepaper,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e16627eb901b656f2
c174ca/t/5ecfc542da96fb2d2d5b5f15/1590674759958/Digital-Dollar-Project-Whitepaper_vF.pdf, visited on 28 Ma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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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量。因此，受分布式账本和去中心化技术的启发，新的支付基础设施既将使数字美元成为可能，又将
最大程度满足数字美元的运营需要。数字美元的“冠军”模型旨在与公共的、私人的以及新的公共—私人机
构共同探索分布式账本技术处理交易的能力，并为新的验证和治理网络制定一个框架。
（四）数字美元的预期功能
数字美元的预期功能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概括：16
第一，零售支付。数字美元既能为数字交易、即时对等支付和当面交易提供新的选择，又能够降低成
本，还能使支付轨道多样化。数字美元可以通过商业银行和可信赖的支付中介机构分发给终端用户，同时
通过诸如数字钱包等其他机制扩大其服务范围、促进金融包容和普惠。美国传统的金融基础设施存在资金
有效分配方面的持续缺陷和不足，同时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2017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 1400 万美国成年人没有银行账户，这使得美国政府无法采用一种更直接的支付方
式向这其中的许多人发放救济资金。而数字美元可以扩大目前没有银行账户人群获得数字金融服务和在不
以实物现金方式交易的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交易的能力。
第二，批发支付。美国当前的批发支付依赖于国家支付系统，一般通过在实时全额支付系统（Real Time
Gross Settlement）中使用美元来结算证券和进行其他大额支付。美国的大额批发交易以账户为基础，主要由
在美联储有账户的银行和支付提供商执行。代币化的数字美元将为美联储提供账户外资金的替代渠道，它
可以促进机构更广泛、更多样化地获得大额支付，并支持数字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问世。此外，从结算的
角度来看，代币化的数字美元可以提供原子交付（Atomic Delivery），即券款对付（Delivery versus Payment）
和同步交收（Payment versus Payment）
，这些潜在的方法可以减少欺诈和降低对手风险。
第三，国际支付。数字美元可以建立更直接的货币关系，降低风险，解决当今代理银行模式造成的时
间延迟，增强国际支付的竞争，推进金融市场一体化。在汇款支付方面，数字美元系统允许个人可以不通
过中介直接将资金转移到国外。在需要中介的情况下，该系统仍然可以减少汇款过程中的调节和人工干预，
从而降低转移资金的成本。由此可见，数字美元可以改善个人在全球范围内转移和使用美元的安全、效率
和成本。在跨境支付方面，数字美元将提供自动结算、贸易监督、风险管理等功能。这些功能将提高跨境
支付的效率，使前端模块化创新成为可能，并将改善相关贸易走廊中的用户体验。同时，在跨境和离岸交
易中使用数字美元既可以使央行货币满足数字化支付的要求，又可以使央行数字货币充分用于汇款、大额
支付以及离岸证券结算。

三、数字美元发展的潜在影响
分析表明，数字美元既是美元创新内在要求的具体表现，又是顺应数字货币发展趋势的重要举措，还
是应对新冠疫情危机的有效工具。由于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数字美元的发展对美国货币金融体
系的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演进以及中国货币金融政策的发展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对美国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的影响
从本质上讲，数字美元是美元在数字化时代的重大创新。它的出现能够超越美元的现有形式并对美国
的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带来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数字美元可以作为危机时期进
行经济调控和刺激的重要工具。如前所述，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凸显了人们在非接
触支付结算、普惠金融和提高货币管控效率等方面的需求。作为有效应对此类危机的手段，数字美元可以
充当一种创新型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通过数字美元钱包直接让美国政府的财政补贴精准且无接触地传递
到每个用户手中；同时，数字美元账户可以以更低门槛的形式为美国公民设立，这将有效地帮助没有银行
See The Digital Dollar Project, Digital Dollar Project Whitepaper,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e16627eb901b656f2
c174ca/t/5ecfc542da96fb2d2d5b5f15/1590674759958/Digital-Dollar-Project-Whitepaper_vF.pdf, visited on 28 Ma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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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的群体进行支付行为，以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17其次，数字美元可以扩大美元的支付范围、市场准入、
多样性和弹性。一般来说，数字美元将为数字交易提供新的选择、即时对等的支付和多样化的支付渠道，
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它能给予美元更大的自主权。数字美元通过提供更广泛的美元获取
渠道可以增加国内贸易的流动性，其数字化特点既能使商业贸易以更快速便捷的方式进行，又能使资金以
更有效的途径在国内经济中流动。最后，数字美元可以促进美国货币金融体系的完善。与物理现金一样，
数字美元所有权的转移即表明交易的完成。它与美国信用卡、电汇、个人支票、Zelle 和 Venmo 等非现金支
付方式截然不同，后者的结算必须等到银行将借贷双方的账目记录下来、进行核对之后才算完成。18数字美
元则通过直接交换数字商品和服务，就可以实现货币的无摩擦流动，这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国金融系统的性
质。
然而，数字美元作为一种央行数字货币，也可能会对美国的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如果公
众能够直接使用数字美元，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可能导致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或准
备金减少。为了应对数字美元的发行，商业银行不得不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或削减业务规模来进行补偿。如
果数字美元的需求不断增加，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会大幅增长，美联储需要向资金迅速大量外流的银
行提供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将承担信贷风险，并必须决定如何在银行间分配资金，从而为政治
干预打开大门。19由于数字货币使存款（M2-M0）向现金（M0）的转化变得十分便捷，金融恐慌和金融风
险一旦产生也会加速传染，进而加剧对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破坏。20另一方面，出于审慎监管和便捷执法
的考虑，数字美元不可能是完全匿名的、无法追踪的，而必须是中心化的数字货币。如果将数字美元设计
成可以全面监测的系统，虽然能够实现维护国家安全的广泛目标，但可能会削弱数字美元自身的透明度和
吸引力。这种中心化的数字美元可以使美联储自由访问有关个人和集体交易的数据，可能引发侵犯用户隐
私权的问题。同时，数字美元可以从性能上逐步取代现在使用的物理货币，对于有特殊需求和特殊理由不
能使用数字货币的群体来说，也可能会引起一定程度的不支持甚至反对。这些情形都将会影响美国的金融
稳定和社会稳定。
（二）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演进的影响
毋庸置疑，数字美元是数字经济时代美国金融科技创新的必然产物，它的发展必将会对国际贸易产生
积极的影响。一方面，数字美元可以增强国际交易的信心。美元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货币，其作用在于
以美元金融工具的有效性和美国金融市场（包括用于对冲美元汇率和利率风险的衍生品市场）的深度为基
础，利用美元进行国际交易。美元能够成为世界通用货币，主要取决于美国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发达的
经济和稳定的政治环境等因素。21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使用使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建立了相当强的依存
关系。较之于其他国家的央行数字货币，数字美元作为一种有效的交换和价值储存媒介相对稳定，可以给
使用者进行国际交易输入更多信心。另一方面，数字美元可以加强国际贸易的流动性。美元在国际交易中
的重要性使得美联储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创造国际流动性的“中央银行”。2020 年 3 月，美联储宣布提
高与一些国家央行的货币互换额度以加强全球美元的流动性，这显示了美元在有序的国际交易中的重要地
位。22数字美元将由美联储发行，美联储可以将数字美元通过美国国内银行系统直接发送给国外有需要的机
构，有利于实现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分配。数字美元兼具数字货币和美元的流动性，如果运用得当将

17

袁煜明，王蕊：
《火线视点：疫情下的美联储数字美元进展详解》，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4032244706318117&w
fr=spider&for=pc，2020 年 4 月 13 日访问。
18
See J. Christopher Giancarlo, Digital Dollar Project: Don’t Rush Digital Dollar During COVID-19 Crisis, https://www.coin
desk.com/digital-dollar-project-dont-rush-digital-dollar-during-covid-19-crisis, visited on 16 April 2020.
19
See Tobias Adrian,Tommaso Mancini-Griffoli,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4 Questions and Answers, https://blogs.imf.
org/2019/12/12/central-bank-digital-currencies-4-questions-and-answers/, visited on 12 September 2019.
20
范一飞：《中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论依据和架构选择》
，《中国金融》2016 年第 17 期，第 12 页。
21
See The Digital Dollar Project, Digital Dollar Project Whitepaper,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e16627eb901b656f2
c174ca/t/5ecfc542da96fb2d2d5b5f15/1590674759958/Digital-Dollar-Project-Whitepaper_vF.pdf, visited on 28 May 2020.
22
See The Digital Dollar Project, Digital Dollar Project Whitepaper,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e16627eb901b656f2
c174ca/t/5ecfc542da96fb2d2d5b5f15/1590674759958/Digital-Dollar-Project-Whitepaper_vF.pdf, visited on 28 Ma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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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历史经验表明，数字美元实质上是美国维护其美元霸主地位的工具，它的发展可能会对国际货币金融
体系的演进造成负面影响。一方面，数字美元会抑制其他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研发央行数字货币的活力。
资料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欧洲央行都发布了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调研报告，并将央
行数字货币问题的讨论提上了议事日程；瑞典、法国、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纷纷开展了央行数字货币
应用案例的研究；一些发展中国家更是抢抓央行数字货币研究兴起的机遇，以期扭转国内经济困境、完成
金融改革以及改变其依赖美元的现状，如委内瑞拉从 2020 年 1 月开始以石油币（Petro）出售和结算石油。
为了维护美元地位、形成数字美元“一家独大”的局面，美国将会利用各种手段限制其他国家、地区及国际
组织央行数字货币的进一步发展。而这一局面的形成会愈发遏制数字货币多元化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
数字美元会对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造成冲击。当前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世界各国要无条件地向
美国送上铸币税，承受美元币值变化的风险，被动地接受美国经济政策给自身带来的损失，在面对美国不
顾别国感受只考虑本国利益而制定的经济政策时束手无策。23在全球经济数字化的背景下，一个摆脱美元主
导地位的国际货币新体系亟待形成，数字货币便是推动新体系形成的重要工具。一旦美国在央行数字货币
研究和开发方面走在世界的前沿，美国可能会利用数字美元来加剧全球范围内的“货币战”和“贸易战”，从而
冲击他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时，美国很大程度上会向世界输出其以民主为旗帜、实质上是干涉主义的
价值观，作为其巩固美元霸权地位的手段。这些做法不仅会扰乱国际金融秩序，而且将会严重阻扰一个更
加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构建。
（三）对中国货币金融政策发展的影响
中国央行早在 2014 年便开始着手 DCEP 的研发，目前已经进入内部封闭试点测试阶段，在数字货币领
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中国研发的 DCEP 不仅顺应了国际货币多元化的趋势，还将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行稳
致远。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对外贸易国、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贸易逆差来源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大
宗商品进口国；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大宗商品进口广泛采用美元计价结算；中国还积累了超万亿美元的巨
额外汇储备——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对美元有着天然的敏感性。24数字美元与 DCEP 同属于央行数字货
币，美国和中国又分别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因
此数字美元势必会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
货币作为金融的载体，一国的国际货币权力直接影响着一国的国际金融话语权。25数字美元推出的目
标之一便是让美元继续满足担任国际稳定货币的条件，这充分透露了其维护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的真实目
的。DCEP 的率先研发可能将会触动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国为了削弱 DCEP 的先发优势、防止其不断拓展其
势力范围，必然会利用数字美元这一重要武器对其进行限制和打压，并采取一系列单方面制裁手段抑制其
跨境的自由流通、维持美元作为国际结算手段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缓解美元国际流动性逐渐萎缩的局
面。同时，数字美元与 DCEP 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会诱发国际货币矛盾与国际金融动荡风险，反过来影
响到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和深化。一方面，数字美元与 DCEP 之间的竞争可能带来的货币操作、汇率价格
过度波动等经济风险，不仅会降低国家和民众使用数字货币的兴趣和信心，而且会严重削弱 DCEP 自身的
效用及国际影响力。这可能将进一步阻碍 DCEP 在“一带一路”地区的乃至全球的推广，影响人民币国际化
的深入推进。另一方面，数字美元与 DCEP 之间的竞争可能诱发各种不可控的货币危机事件，进而影响货
币金融市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26数字美元在美元支持地区的推广势必会蚕食 DCEP 的生存空间，美国为打
压 DCEP 而利用美元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制裁会招致更激烈的反抗。在世界经济联系愈加紧密的背景下，
孙业霞：《从马克思国际货币职能看主权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弊端》
，《经济学家》2019 年第 3 期，第 94 页。
陈平，赵昌平：
《美元货币权力及其对中国的经济安全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6 期，第
71 页。
25
冯永琦，刘韧：《货币职能、货币权力与数字货币的未来》
，《经济学家》2020 年第 4 期，第 107 页。
26
参见保建云：
《主权数字货币、金融科技创新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兼论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及国际化》，
《人民论坛·学
术前沿》2020 年第 2 期，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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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会造成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平衡和不稳定，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目标的实现。
值得关注的是，数字美元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完全是负面的，它也可能对中国金融政策的完善和创新产
生一些正面的激励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数字美元的研发是由美国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
共同推进的，这就要求公共部门关键的货币和公共政策必须与私营机构的专门知识、创造力和活力相结合。
美国这种公私合作的方式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双方的优势，其有效性已经在之前启动太空计划和建立互联
网中得到了验证，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其次，数字美元的制度设计强调个人隐私权与必要的合规监管程
序之间的平衡，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中国数字经济对隐私权的保护并不是很充分，因此可以一定程度
上汲取美国先进的经验和做法。再次，数字美元项目提出了几个具体的应用案例，应用案例中数字美元的
应用主体包括美国的公共部门、私营机构、生态系统的利益相关者、清算结算机构、合作伙伴国家、联邦
政府和州政府等，应用范围也十分广泛。中国可以从中获取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根据国情和实际需要将有
益的部分化为己用。最后，数字美元的推进可以让中国始终保持向上奋进的态度，积极地采取各种措施来
应对数字美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将有利于中国数字货币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完善，进一步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中国的应对之策
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联储在制定政策时只考虑美国的短期利益，而不顾及自身政策
的外溢效应，使世界各国深受其害。2020 年 3 月，美联储宣布实行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这一举动不仅会
透支美元和美国的信用，而且会侵蚀全球金融稳定的基础。在这种背景下，数字美元的加速推进，将进一
步加剧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公平性和不稳定性。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金融市场，目前
已在数字货币研发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有必要采取及时而有效的应对之策，以在数字货币发展和国际货
币体系改革中发挥应有作用，推动国际货币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
（一）尽快推出 DCEP 并促进其国际流通
目前，中国已经具备发行和流通 DCEP 的必要条件，除国家主权独立且具有良好的主权信用、国内政
策大力支持研发 DCEP 并稳步推进以外，还具有诸多优势，表现在：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
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储备货币，其国际影响力正在稳步提升；移动支付、区块链与高速互联网技
术的发展居于世界前列；国内用户数量庞大且支付观念超前，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等。这些条件和优
势都为 DCEP 的正式落地提供了历史机遇和现实可能。为此，中国应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
优势，尽快正式推出 DCEP。首先，利用好移动支付技术带来的红利。中国移动支付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
使国内市场无现金化程度迅速升高，并在国外支付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移动支付技术的便捷性使
中国公民对移动支付等数字化支付方式的接受度很高。DCEP 的推出应以国内外市场的普及和国内消费者的
数字支付观念为坚实的基础。其次，利用好不断升级的金融科技。在 2019 年全球区块链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的排名中，前十名企业有七家来自中国，总的专利数量以数倍的优势领先于其他国家。数字货币的背后正
是运用了区块链技术。中国应将区块链技术的领先地位更好地运用于 DCEP 的研发中，推动其实施方案的
创新与发展。此外，DCEP 的推出离不开中国在国际上具有先发优势的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金融基础
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因此，充分利用这些先发优势，将是中国在 DCEP 的框架设计和推广应用方面超越数
字美元、成为数字货币领域领跑者的关键。
鉴于数字货币的发展是今后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和渠道，中国应当统筹谋划，依托“一带一
路”建设，促进 DCEP 的国际流通。“一带一路”建设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路径，为 DCEP 的国际流通
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空间。因此，当 DCEP 在国内实现稳健运行之后，中国可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
双边与多边贸易结算中通力合作，将 DCEP 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市场计价、支付、结算的主要货币，以逐
步取代现有的、以美元为基础的结算方式，从而规避美元带来的汇率转换、汇率波动及政策风险，促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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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贸易结算工具的多样化。同时，中国应当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倡导组建国际货币与金融合作联
盟，27以便为 DCEP 的国际流通保驾护航。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对 DCEP 进行广泛的布局，从而推动人民币
国际化的不断深化，使之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与投资货币，这不仅可以削弱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使沿
线各国能够逐步摆脱美国发起的经济制裁的负面影响，还可以带动“一带一路”国际货币和金融新治理体系
的构建。
（二）推动国内数字货币领域的标准化建设和制度创新
标准化建设是制度化的最高形式，也是推动数字货币领域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为了应
对数字美元的冲击，中国应当大力推动数字货币领域的标准化建设和制度创新，通过制订、发布和实施科
学合理的标准，并推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监管模式和制度，以获得最佳的货币秩序和社会效益。其主要
措施包括：
一是搭建数字货币的法律框架。DCEP 作为法定数字货币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国人民银行法》（以下简称《人民银行法》）第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人民
币管理条例》）规定了人民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地位，并对人民币的设计、印制、发行、流通和回收等活动进
行了规范。当前，中国法律法规中所称的人民币只包括纸币和硬币两种传统的形式，数字货币还没有被纳
入到法定的范畴中。为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尽快修正《人民银行
法》，在该法中加入“数字货币”的概念；国务院应当在此基础上及时修订《人民币管理条例》，将数字货币
放在与纸币和硬币同等的地位上；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应当依据“共同但有差别”的原则，在延续之
前针对纸币和硬币管理规定的同时，结合数字货币的特点，适当添加新的内容，以适应新形势下的现实需
求。
二是探索适应数字货币领域监管的新模式。数字货币在现实中的应用将会带来诸多复杂的监管问题。
为了规范数字货币的各项活动，维护金融秩序，并保证 DCEP 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中国应当建立与时俱
进的监管体制机制。首先，确立监管原则。其主要包含适度监管、灵活审慎、与传统金融体系融合之三原
则，28全面把握数字货币的监管方向。其次，明确监管部门及其职责权限。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货币金融
管理机关，应当率先承担起监管数字货币的重任。在未来数字货币的实际运行中，中国人民银行还需要携
手中国证监会、中国银保监会等多个部门，共同进行监督管理。最后，明确监管对象。一方面要监管交易
主体包括商业银行、消费者和使用者的行为，防范可能出现的违法行为并打击犯罪，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另一方面要监管交易所依赖的金融生态系统，保证数字货币从发行、流通到回收的所有环节都能得到
及时追溯和全面可控，以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三是鼓励数字货币领域的制度创新。为了应对数字美元的挑战，中国应积极鼓励和支持国内制度的创
新，推动中国掌握世界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主导权，具体内容包括：实施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国家战略，
明确产业政策；国家对数字技术研发企业和专业人才给予税费优惠，鼓励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国家加大
政策扶持和鼓励国内支付机构的大胆创新，不断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29鼓励国家队加民营队、大
中加小微同步创新，努力在数字技术的关键领域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使中国在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的关键
领域建立全球性竞争优势。30
（三）加强全球范围内数字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和规则构建
数字货币是未来货币市场竞争的制高点。虽然美国数字美元项目只支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
27

参见保建云：
《主权数字货币、金融科技创新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兼论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及国际化》
，
《人民论坛·学
术前沿》2020 年第 2 期，第 33 页。
28
参见范云朋，尹振涛：《数字货币的缘起、演进与监管进展》
，《征信》2020 年第 4 期，第 11 页。
29
参见杨东，马扬：
《与领导干部谈数字货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20 年版。
30
李礼辉：
《李礼辉：应研究发行由中国主导的全球数字货币实施方案》，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relnews/hk/2019-11-1
3/doc-iihnzhfy8935200.shtml，2019 年 11 月 13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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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银行、英国央行、瑞典央行等机构分享数字货币领域的经验和做法，而将中国排除在外，但是中国绝不
能“闭门造车”，而是应该采取积极开放的姿态，与其他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开展国际合作，以始终保持
数字金融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为数字金融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其一，增强全球范围内数字金融领域的互联互通。一方面，应注重数字金融领域信息的互联互通。中
国应当主动与世界保持必要沟通和联系，及时掌握数字金融领域的前沿信息，分享有关数字金融领域的创
新信息，同时合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以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和能力，顺应数字金融发展趋势。另一方面，
应注重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数字货币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使用依托于数字钱包、身份认证、加
密传输等诸多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在搭建好国内数字货币框架后，还要积极推动与世界各国数字金
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实现数字货币的深入发展。
其二，推动数字金融领域的国际规则构建。为了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需要
在共同维护数字金融现有国际规则的基础上共建数字金融活动的新规则，使这些国际规则对全球数字金融
活动参与者具有普遍约束力，以推动覆盖全球、深度融合、互利共赢数字金融市场的形成。31在数字金融国
际规则的制定中，中国应当表明关切并及时发声，以逐步增大中国的国际金融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具体
表现为：积极参与和开展高层级的对话，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这些重要的国际金融政策平
台充分发出中国声音；在国际相关政策讨论、规则标准制定、产品服务的竞争方面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利益，
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32
其三，加强数字金融领域的跨境监管合作。将 DCEP 推向国际舞台并灵活运用于跨境支付场景的实现，
离不开国家间双边和多边的监管合作。国家间可以通过签署条约、协定、备忘录等形式有效开展监管合作，
共同探讨数字金融领域出现的各项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这样，不仅能够有效缓解跨境监管可能造成的矛
盾和冲突，而且可以让 DCEP 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变革中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数字货币在全
球范围内的流动可能会带来洗钱、恐怖融资、避税以及欺诈等风险，这些风险不但有损于数字货币自身的
影响力，而且不利于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因此，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既应注重与各国监管机构
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又应建立和强化国家执法机构之间的调查和合作机制，还应逐步推动有关数字金
融监管合作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的完善。

何宏庆：《数字金融的发展困境与创新进路》
，《甘肃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 期，第 171 页。
王晓：
《央行王信等谈 Libra 及数字货币 中国如何应对》
，http://finance.sina.com.cn/blockchain/roll/2019-07-08/doc-ihytcitm04
80806.shtml，2019 年 7 月 8 日访问。
31
32

1583

我国应对数字服务税的内在困境与破解之道
蔡丽楠

摘 要:实体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换，突破传统税收征管实体联结度规则“壁垒”
，税法领域
的相关法律缺失，已不能有效解决数字经济时代线上线下税收不公的法律问题。当前面对数
字服务领域的税收问题，国际上或开征数字服务税或修改国内法律或等待国际统一规则的制
定。开征数字税的国家也从纳税起征条件、税率、征税对象、“安全港”条文的豁免条款等
方面存在差异，国内在应对“数字资产”所有者确定、运营商与客户之间“互益行为”
、无
形资产估值方面存在困境。面对数字税的开征，我国应从现实考量出发，转变“源头税收”
观念、强化数据信息机制在税收征管领域的应用并与国际协作的方式来应对这场数字税收领
域的革命性变化。
关键词:数字税；间接税；财产收入

一、问题的提出：数字服务税的启征
数字服务税即数字税（Digital Service Tax），数字企业缴纳的从一国用户参与中获得的
价值中所纳税款。以法国数字税落地开征为起点，数字税的开征是对各国重新划分税收管辖
权、解决价值创造地与利润征税地错配问题、缓解科技巨头与传统企业税负不公平的新举措。
数字经济产品所获价值与其所承担税负失平加重各国财政当局财政负担，以求公平价值及各
国税制差异和征管漏洞完善的原则征收数字税。
这场通过科技革命造就的财富革命在给企业家带来无数商机的同时也在给社会、文化和
教育等各界企业家带来无数的机遇。但在通往光明未来的路上却明示着一种警告：风险不仅
规模在扩大，而且速度也在加剧。在一家全球会计师事务所统计中，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很
大程度上妥善处理避税的问题，将会从跨国公司那里收入 40%以上的税收。这场财富革命
的浪潮正在挑战我国传统的税收领域，遵循国际税收中性原则的我国，在这场数字税浪潮中
应当秉持“乘风破浪”的姿态迎难而上还是“蓄势待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解决
的是我国在面对数字经济在税收立法、征管、惩罚等机制领域出现的问题是否能够迎刃而解，
及其数字经济巨头在我国境内的所获财富价值与所承担税负失衡是否加重我国的财政负担，
进而从我国自身的基础因素本身来探讨建立数字税的前景，对比当前国外建立数字税的国家
纵横分析，为我国未来建立数字税提供可选择的对策。

二、纵横分析：数字税的异域考察
（一）价值导向：数字税异域比较
1 .数字税纳征的起始条件

蔡丽楠：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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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负担并不总是由法律上要求的纳税人来承担，税收负担主体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价格
弹性，而生产要素的价格弹性又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及竞争程度等，因
[3]
此税收负担可能会发生转移，所得税和增值税都可能发生此种转移。 同时税收取决于资本、
劳动力和消费情况，因此资本若比劳动力更具有流动性，市场是充分竞争且运作良好的市场，
那么大部分税负将由工人承担。但如果在存有数字经济平台的资本流动，那么市场存在实体
线下与数字线上两种市场形式，此种大部分的税负将可能转移并由数字经济平台承担，对比
[4][5]
[6]
[7]
分析欧盟、英国
、法国 、西班牙 、马拉西亚等五个国家对数字税纳征的条件来看，对
数字税纳税主体的范围确定要从两个层面来确定：一是年度全球收入总额度计划；二是在财
政年度内在该国的应税收入额度。为方便对比分析，将采取图表方式并采取兑换为统一的欧
元汇率进行比较。
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针对第一个层面即该财政年度全球收入总额度法国、西班牙、
英国均采取与欧盟相一致的总额度标准，但对在财政年度内该国的应税收入额度采取了“单
一型”应税收入标准，这要与国内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国内居民对数字经济消费情况及其国
内宏观政策考量。除马来西亚国家采取完全“单一型”税收收入额度标准即外国服务供应商
采取“商对客”
（B2C）模式向马来西亚消费者提供数字服务的总价值超过 50 万马币征收数
字服务税之外，其他四个国家均采取财政年度内全球收入总额及该国财政年度数字收入总额
兼满足的方式征收数字税。

2 .税率横向分析
税率旨在确保数字业务支付反映从该国用户获得的价值而征收的税，采取收入而非利润
征税的税率要与国内数字业务水平相匹配。但在欧盟，企业的平均税率 23.2%与数字企业的
平均税率 9.5%严重失衡。今年 7 月 30 号，西班牙议会众议院批准引入数字服务税和金融交
易税，预计从 2021 年 1 月开始征收，适用税率为 3%。在征收数字税的国家中，对数字税
的税率没有统一的税率标准，税率从 3%-7.5%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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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税的征缴对象
对数字服务进行征收税收的前提就是要对国内数字服务进行征税对象的范围进行界定，
这也是数字经济税征收的困难之处，数字经济对无形资产的依赖及个人数据使用，造成从免
费产品产生的外部性中获取有价值的多边商业模式，往往难以估量合确定其所创造的价值。
[3]
涉及数字经济中的企业如何增加价值和获取利润，以及数字经济服务如何与来源地和居住
地的概念特征相关联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新的经商方式导致核心业务职能的转移，从而导
致征税权的不同分配及其税权流失。英国以“用户参与集中度”为中心的价值驱动力为标准
1
2
来衡量数字税的纳征范围，主要以搜索引擎 、社交媒体、在线市场交易平台 等为主要的纳
[4]
税主体范围，其他用户参与度不集中的数字平台则排除在外。 但在一些用户参与度集中的
平台比如在线销售自有商品、无线电广播、提供金融或支付活动的平台不被包括在其中。因
此，英国纳征范围包括以“用户参与”与“平台销售非自有商品所获价值”为主要内容的数
字税。欧盟采取的与用户参与创造的价值为特征的纳税与英国标准类似。但在法国，主要是
针对数字服务平台连接用户的规模以及在线广告数据分析为标准来进行数字服务平台界定
来征收。
(二)异域分析：数字税之功用
1 .临时税：过渡措施桥梁化
英国于 2020 年 4 月开始纳征的数字税旨在作为一种过度措施的临时税，承认基于收入
[2]
的税种的局限性和挑战性，最终会由全球解决方案替代. 全球化加速和增强了跨国公司的
流动性与盈利能力，对居住国的依赖度被弱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被打破，OECD 制定适
应国际税收的法律框架提上日程。为了解决跨国公司盈利与税负的公平问题，各个国家开始
纷纷制定法律来解决现有的突出问题。
英国在数字税方面拟议的方案有两个：一个是长期解决方案，全球年收入超过 5 亿英镑
的企业征收数字税；另一个就是临时解决方案，对全球收入 7.5 亿、对欧盟收入 5000 万欧
1

2

通过网站获取内容来定义搜索引擎的关键要素：查看超出平台本身提供的网页内容、在互联网上搜索内
容、利用平台和用户的紧密活动来获得收入等。
定义在线交易市场的关键要素：通过网站或应用程序交易、促进出售商品和服务交换的广告平台、用户
与平台互动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收入（包括从第三方获得的交易）
。在线销售自己的商品的在线平台排除在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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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收税。 同时在 2018 年欧盟就提出将数字经济活动征收数字税作为临时税，调整当前不
[8]
公平税收制度，保持成员国之间行动一致性。 尽管目前马来西亚在应对数字经济平台的问
题时只是从外国服务供应商在国内注册的法人的角度并采用在“B2C”领域征收数字税，但
这是马来西亚应对数字经济领域的一个突破。无论解决方案如何解决数字经济在税收领域的
问题，都将只是过渡性措施来应对数字经济时代到来中的税收征管问题的解决的一个阶段性
的成果。
[4]

2 .数字税：独立税的瞻瞩
数字税作为对大型数字经济平台征收的收入税，从本质上来看应归入到直接税或间接税
的一种，但从开征数字税的各个国家的角度来看数字税只是来应对当前国际经合组织及其各
个国家未能有效解决数字经济平台在经济发达国家的税收公平问题的一个法律措施。数字税
能够作为一个国家独立的税种以长期解决数字经济平台的问题有其存在可能性，线上线下模
式的显著区别造就了线上线下的税收税率及其征管都存在一些差异性，线上虚拟交易与线上
实物交易的显著差异，线上交易资产估值难以准确把握与线下实体交易价格确定等都会影响
税收征管问题。但从长远角度而言，企业的线下模式正在紧缩，线上的企业经营模式规模扩
张，未来的数字税作为独立税有其存在的可能性。
（三）安全港制度：数字企业的“保护衣”
1 .安全港制度基本原理解析
采取以收入为基础的征税对象中存在收入达到数字税征税标准但却利润率极低的企业，
为了应对企业支付能力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因此在法律措施中加入安全港条款
来列明免除征税的对象。安全港条款为一些企业提供法律层面上的“保护衣”来帮助处于初
期或规模较小的企业有与一些大型的企业有竞争的机会或者能力，往往在法律条文中以列举
的方式明确显示。安全港制度贯穿在法律中的方方面面，比如在公司法中企业私有化退市有
安全港条款等。
涉及到数字税中，这些条款并不能为小企业或者利润低的企业解决实质性的问题，但却
能够预防大型数字企业的垄断地位。
2 .安全港制度的法律实践条款
截止到目前开征数字税的国家中列举安全港条款的不在少数，其中英国对低利润的企业
或者亏损企业采取有选择性的“安全港制度”，
“安全港制度”的核心因素就是利润率。根据
规定企业可以根据利润率乘以收入范围乘以 X 的公式来计算企业的纳征数字税的负债情况，
[2]
X 为对低利润企业最有利的低利润率。 相应地，OECD 将特定的纳税人和交易排除在转让
价格法规之外，适用“安全港”条款。特别是针对较小的纳税人和较为复杂的交易，减轻了
[9]
合格纳税人的负担，也为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确定性及可接受程度。 “安全港”条款使发
展中国家能够优化其有限的资源，努力限制转让定价的问题。许多情况下，基于对纳税人进
行收入额而采取的独立交易的收税原则的代价太昂贵，公平原则的过高成本使得安全港条款
成为最佳选择。但如果仅从单方面采用安全港，跨国公司将面临双重征税或双重不征税的更
[9]
大风险，且导致国家之间的税收法规相抵触。
综上所述，安全港制度虽能列举一些符合条件的企业，但针对长期的企业发发展而言，
仍然有待细化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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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在困境：数字税的实践挑战
（一）数字业务模式对现存税法体系的挑战
1 .数字平台对“实体存在”税收规则的挑战
新的在线共享服务的形式的出现，原有的“信息壁垒”被打破，人们可以将自己特有的
技能和实物实行共享，达到资源充分利用。贸易自由化和运输成本的降低，各个行业企业利
用全球价值链的能力增强，在依赖技术和研发的行业中，企业的生产和研发可以集中管理，
而组装可以分散在不同国家，以充分利用劳动力和当地资源。数字经济平台利用网络地址实
现在一国内线上产品的销售，产品无论从国内、国外或者异国直接发货，在实行税收优惠政
策的多边往来的国家，企业可以选择低关税或者低税率的国家进行发货，从而实现避税达到
最大盈利。
国际税收以“源头征税”为税收征管规则，即在企业的创造价值的地方对利润进行征税，
通常根据税法体系而言，纳税人与该地区有联系才进行税收征管。但数字经济对原有商业经
济模式的打破，使得国内税法在面对这些变化时显得“无所适从”。比如没有实体业务的外
国数字平台在一国或地区所展开业务获得的收入是否需要以数字公司客户所在地进行征
税？如果需要，那么来源国进行征税应选择哪些相关的联系因素进行考量？例如 Amazon 是
一个来自美国的数字平台，在我国国内展开业务而获得收入，但在国内却没有实体业务且与
各个地区没有实际的联系，对其征税应以哪些因素进行考量是数字平台的对现行税法征管体
系首要的挑战。数字化使许多企业可以访问全球的大量客户，而无需在客户所在的国家拥有
任何的实体业务，业务平台通过用户数据资源而无需知道用户来源地而获利。因此，一些高
[10]
度数字化的企业正在实现“没有地方客户的规模经济”。 如若不进行税法体系改革，通过
现行国内税法规则难以实现线上线下税负平衡。
2 .运营商与客户之间的“互益行为”被弱化
早期在线零售商是通过数字化平台销售传统的有形商品和服务从而来适应实体店的商
业模式的一种在线中介，例如销售服装、书籍等。其他专门从事在线传统服务的销售，例如
在线保险经纪人等；业务的快速拓展，模糊了商品和服务的界限，在线广告从传统的广告业
务类型开始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之下变得越来越复杂。
创新依附科技造就不同商业模式，数字经济模式并不都符合用户与运营商平台互益行为
3
之类似行为。例如，TikTok 是一款拍摄音乐短视频的社区平台，从 2016 年从只专注于音乐
短视频基础功能到 2018 年上线内容营销产品工具再到游戏频道再到影视业务在线播放。Tik
Tok 最开始的业务只是提供软件平台供客户制作短视频上传、点赞、转发内容，社交目的与
税收目的无关。随着平台模式业务扩展产品营销、影视、游戏等与其他平台的合作，这时的
网络运营平台涉及业务内容与客户具有互易行为的经济活动。因此，在对数字经济征收税时
还应区分用户与平台的相互行为是否构成税法上的互易行为的经济活动。
（二）数字税模糊了传统税收中税种的界定
1 .传统定位的数字税种镜鉴
3

TikTok，即抖音，是由今日头条于 2016 年推出的一款短视频创作分享的社区平台，用户可以通过这款
软件选择歌曲，拍摄音乐短视频，形成自己的作品。经过几年的发展，业务模式不断扩展，到目前为止
业务包括：音乐短视频、上线店铺购物、游戏频道、影视播放等，截止到 2020 年 6 月，在最具价值全
球拼图 100 强中排名 79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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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来讲，数字税是具有兼所得税和增值税特征的特殊税种，介于直接税与间接税
之间。但由于数字税的目的是对公司所缴纳税额不足所做的一项补充，从这个角度而言，数
[11]
字税可以被定位为所得税，具有直接税的特征。 再者而言，数字税是直接对企业直接获利
或实际拥有财富的企业征税，完全是直接税的特征。在很多欧美发达国家都是偏重直接税，
而在我国是一增值税为主的间接税税制的国家，这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联系，从而决定了一
国内的税制结构。因此，从本质上来讲，数字税具有直接税的特征。
在但在经合组织《企业经营准则》第 7 条所规定，如果企业经营业务不满足常设机构设
立要求那么经合组织对企业的利润无需征税。因此，在双重征税协议的情况下，数字税没有
适用的范围。
2 .数字税的法律实践考究
欧盟官方认为数字税可以抵扣企业所得税，也可以单独作为一个税种开征，是否意味着
数字税是一种直接税？从数字税的征税对象来看，对数字型企业特定范围内的流转税征税，
与直接税定位并不相符。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全新的税种，也可以作为税制措施集合，全球税
制基本要素的两大规则：基于实体存在的联系规则及基于独立交易原则的“利润分配”规则，
在数字经济对无形资产的依赖及数据的中心化之下，全球税收体系的基础规则受到了挑战。
无形资产下的数据价值驱动行业的革命性变化，新的商业模式侵蚀现有税制，数字税的实施
却呈现间接税的特征。
综上所述，数字税其本身所具有的各种不确定性，为数字税的征管问题带来很大的难度，
在未解决更多问题之前不能盲目开征数字税，而是应基于国内的刚需及企业的软实力来分析
数字税是否必要。
(三)数据依赖路径化的数字平台资产难以量化
1 .高度依赖网络效应的数字经济平台收入
数字平台本身所具有的“数据依赖”、
“网络效应”、
“无形资产”的特征使得数字平台运
营收入难以确定。依数字平台不同分类其所或收入的方式不同。首先，数字运营平台通过引
流的方式吸引客户无形中增加收入，这种方式不是以客户通过直接消费的账单而产生，而是
以客户购买流量在运营平台浏览而间接产生，这是数字运营平台获得收入的一种方式。其次，
数字运营平台可以通过用户数据分析进行广告推广进行盈利，平台通过客户对商品分类、点
击数、关注度进行追踪并进行推广宣传，增加营收率。再次，数字平台提供平台供客户之间
的交易的服务。例如 Uber、eBay 等。
综上分析，数字平台通过数据依赖、网络效应方式而进行的业务模式与传统商业模式南
辕北辙。数据的无形性特征使得数字平台所带来的盈利难以量化，特别是广告效应、用户浏
览、平台追踪客户方式等为传统的税务部门征收带来很大的挑战。从征税的角度来看，平台
运营商也无法通过用户所在地位置的实际产生收入,有必要对现行实践中不适宜条款进行税
收征管改革。
2 .无形资产估值实践困境
OECD 针对 BEP 的行动计划中未有提及针对无形资产的估值问题，但无形资产的估值
是征收数字服务税的问题来源，如何界定由网络带来的无形资产及相互关联的价值往往难以
将其具体量化，但同时也是数字服务税所需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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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经济中，涉及到数字经济的服务与收入问题，有时被定义为收入有时被定义为服
务，合理界定服务与收入的界限才能将数字税征收对象更加具体化。无形资产的估值也是对
数字经济平台征管的前提条件，交易的隐蔽性程度比实体的线下模式更为甚。再者而言，税
务部门对交易的识别与评估更加困难。

四、破解之道：应对数字税的对策分析
（一）定位与延伸：税制改革的关键因素
1 .明晰无形资产所有者定位
数字税的开征归结到底是争夺国际税权的话语权，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改变了全球价值链
的分布，加速跨国公司功能和风险的整合。OECD 提出以“利润分配方法”比传统的单方面
的解决数字经济依赖价值创造地和公司所在地的方法更为适宜现在的状况，使用价值链分析
[12]
和“交易利润分配方法”来确定独立交易价格是可行的。 利润分配方法是实现利润与价值
创造之间更紧密的一种手段，但仍需进一步来分析利润分割因素，这些因素与价值创造紧密
相关。但在实践中实施利润分配方法时，如何确定、定位和评估与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中
的相关因素存在不确定性。OECD 在对无形资产所有者的位置进行定位时并没有明确进行定
[13]
位，而是强调了实际业务活动的位置； 众多 IT 巨头并不止存在一家研发中心，系统开发
人员和程序员只要可以访问网络，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无形资产的研发所在地不容易定
位。再者而言，Iphone 初始的研发地可能在美国，但生产地可能在其他国家，然后销售和分
销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因此，“利润分配方法”虽能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特征，但在对无形
资产所有者位置进行定位时仍需要进行细分。
无形资产所有者定位是体现国际税权与利润分配的前提，对其进行定位应从以下几点着
手：一是在一跨国企业进行线上多国交易时必然要从网络地址接入口进行到一国网络接入口
内，把控信息网络应用程序的入口备案制，实现交易量化、
管理有序化、安全可控化。二是厘清无形资产所有者进行业务活动范围的可税性，对不同无
形资产所有者的业务活动进行分类，整合数字企业平台的业务活动，合理定位平台业务的可
税性活动。
2 .源头税收规则的延伸
根据《经合组织税收协定范本》第 5 条和第 7 条规定，只有在非居民国家或地区设有常
设机构的地区或国家，公司才对其营业利润纳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已经实施了有关使用服
务器创建的“常设机构”准则。针对此种情况有的学者认为，不由非居民拥有或者租赁进行
[14]
交易的国内服务器不应该视为“常设机构”。 因此，此类非居民公司在其拥有客户的国家
若没有常设机构则无需缴税。数字经济特性使得现存的税法体系与实践脱节，在当前多数欧
洲国家相继开征数字税热潮之下，单一开征数字税是否与现存法律存在衔接及其存在漏洞无
法确定，在经合组织未解决数字税开征问题而制定出国际统一规则之前，转变国内税法征收
的观念，转为对实际操作中的问题所在突出重点来强化税务部门的征管。
据现存企业运行模式源头税收规则可以进行以下延伸：其一，一家企业若存在实体与线
上两种模式，遵循线下统一税率原则进行征税，避免线上线下税负不公；对其线上交易的税
收征管，遵循重要数字业务的方式进行，即根据客户付款的地方进行征税；其二，如若企业
只存在线上一种模式，则根据企业在每一年度内的收入情况进行适当比例的税收，比例的幅
度要衡量是否加重来企业的负担及国家或地区的财政负担。国际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欧盟
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指令，作为短期的解决方案即数字服务税提案，将重要数字业务而非常设
机构作为税收征管的主要规则。奥地利和法国也已单方面引入了数字服务税。线上的企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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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国内外一视同仁遵循该税收征管规则，税收征管部门升级线上征管信息通道与互联网平
台实现实时共享。
(二)国内完善：税收征管模式的突破
1 .单向纳税申报模式的转变
国内税法以纳税人“自主申报”，企业代为“征缴”为主的纳税模式，这导致纳税完全
以纳税人的自觉性和守法为主来申报税收，因此出现很多逃税情况的现实存在。而纳税机关
在这种情况下处于被动状态，很难发现逃税情况。
针对此种情况，围绕税务平台征收数字平台税收的权利主体地位，一方面，围绕由线下
纳税主体“自主申报”为基础，并由税务部门进行纳征；另一方面，针对线上数字经济平台
税务征缴，结合数字平台的数据依赖及网络效应的特性，建立电子商务登记制度，并加强电
子商务与税务部门数据共享，由以纳税人“自主申报”为主的税收申报模式扩展为税务机关
自主获得更多信息模式识别纳税义务人模式，简化税务管理机构和平台运营商的报告。
2 .数据共享模式的构建
OECD 在 2020 年 7 月 3 号发布了关于《共享经济平台经营商关于卖方的行为准则范本》
即 MRDP，该规则迎合数字经济时代的特征，将税务机关和平台经营商的信息进行联结，
确保信息共享和帮助纳税人遵守其税收义务，实现纳税人与税务部门信息互通机制，有利于
监督纳税人的纳税信息实现信息共享从而防止逃税漏税的产生。
实践中，各个政府机构及其实务部门相互独立，基于机构信息保护及客户资源的涉密，
很多实务部门不愿实现电子化信息互通以防止内部的隐秘信息被泄漏。国内信息进行互联互
通成为难题，为有效突破数据共享在实务部门流通，实务部门可以建立数据专享平台系统，
即避免了涉密信息的泄露也保护机构信息保护。
(三)国际协作：数字经济税收的规则重构
1 .国际协作以应对数字经济税收
目前已有多国采取数字税的方式对其国内的数字经济平台税收问题进行干预，囿于单方
面税收的局限性会造成国际税收规则的错综复杂，与 OECD 所秉承的统一的税收规则观念
并不相符。一方面，在缺乏国际统一规则引导下会造成双重征税或者双重不征税的风险，加
重大型数字化企业的社会责任，阻碍数字化企业的发展。尽管存在像英国一样的“安全港制
度”，但这一制度本身就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基于特定业务活动的利润率是否是固定的？
再比如英国数字平台业务活动是否阻碍有效竞争等；另一方面，单一的多国的法律规则的不
完整性增加了纳税公司的合规成本，降低了数字化企业对法律的可预测性。
国际协作以应对单边规则的不稳定性可以从以下两点来进行：一是国际协作的方式通过
数据分析、集中度比较、利润可视化锁定跨国企业在不同国家的盈利能力，划分企业在不同
国家的利润，以科学审慎方式合理纳税；二是国际数字税务部门的建构来解决国家数字企业
数据之间的分裂状态，通过协调争议、整合数据、划分利润的形式完成各国之间的数字税收。
2 .数字经济税收的未来展望
早在 2019 年 OECD 就提出了针对数字经济税收问题的第一大支柱方案的“统一方法”
来应对目前的问题的初步解决方法，紧接着 2020 年 1 月底经合组织同意对“统一方法”进
行修改，并将于 2020 年年底重点解决针对经济数字化挑战的关键问题工作任务。其中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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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针对联结度规则、利润分配规则、市场国家征税权的问题等，以期达成包容性的解决方案。
4
根据调查发现，到 2023 年将会有 60%以上的企业将网络视为数字化策略的核心， 数字经济
时代的产物已成为人们日常所需、政府政策贯彻落实的融合品。数字时代的到来不可逆转且
会顺势而上，法律规则的不完整性亟待解决且现在“亡羊补牢”并不为晚。

五、余论
数字经济在为现行税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执行税收提供了新的工具。以数据分析和用
户参与为主的数字业务模式已经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如果仅以现行税法体系难以应对数字
平台带来的困境，而数字业务巨头盈利能力与税负失衡，不仅对所在国税基产生负面影响，
而且可能导致实体与线上业务不公。本文从国际的视角出发，分析开征数字税国家在纳征主
体范围、税率横向分析及其征缴对象做了纵横考察，针对当前我国出现的针对大型数字企业
征管的法律空白及其开征数字税热潮之下，我国应理性对待税收领域的征管，从改革国内税
法的角度着手来应对以后的国际规则才是明智之举。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面到来，不仅席卷的是对当前的整个法律制度的细枝末节的修改，而
且在税收领域迎来全面的理念的革新。我们无法阻挡已经遭遇的众多的失去，但我们仍有信
心从国际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制度借鉴，当前数字税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还未得到解决，盲
目的追随并不符合当前我国制定法律的前提，有必要从国内税法体系进行入手进行修改以
“万变不离其宗”的姿态进行税法体系的革新来适应千变万化的科技领域。

4

Cisco 在《2020 年全球网络趋势报告》中指出全球化、数字化转型、业务自动化和可持续性正在塑造对
新网络的需求，数字化模式以大规模形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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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数字货币的本质意义与监管新况研究
陈胜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上海

200021）

摘 要:我国央行在数字货币方面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2014 年，至今已有六年。在过去几年中，中国人民银行以数
字货币研究院为核心，联合数家商业银行，从数字货币方案原型、数字票据等多维度研究央行数字货币的可行性。
2020 年 4 月 14 日，央行数字货币农行账户内测的截图在网上陆续出现，央行数字货币 DC/EP 钱包有 4 大主要功能，
包括 DC 兑换、钱包管理、DC 查询、以及钱包挂靠，同时还将支持扫码、汇款、碰一碰等多种交易方式。
DC/EP 具有可控匿名性，它既能保持现钞的属性和主要的价值特征，又能满足便携和匿名的要求。在满足一定匿名
性的同时，中国央行数字货币采用了中心化的管理模式，这与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去中心化数字货币有着本质区别，
也会给 DCEP 的监管带来新的便利。与比特币等一直宣传的近似于无限匿名的保密机制会给监管机制带来巨大挑战
和风险的不同，央行数字货币要求每一个账户的身份都是明确的，而区块链等技术使得每一枚数字货币都会记录这
枚数字货币的所有交易信息。因此，央行在帮货币持有人保护个人隐私，使得其免受商业银行窃取隐私打扰的同时，
也使得央行拥有了近乎绝对的知情权，可以有效打击洗钱等金融犯罪行为。在后续发展中，央行数字货币也需要一
定的配套设施：首先，从安装使用方面看，DC/EP 操作与一般 APP 并无差异，回避了比特币等加密货币较高使用
门槛的问题。使用 DC/EP，只需要下载 APP，并且完成注册、设置密码，最后绑定账户即可用来支付；其次，从支
付流程方面来看，DC/EP 与支付宝等第三方工具并无明显差异，符合我国居民已有的移动支付习惯；最后，从事经
营活动的商家也应做好充足的准备，为消费者使用数字货币提供便利。同时应该注意的是，DCEP 发行后，传统的
纸质货币和金属货币并不当然立即无效，其会在一段时间内甚至较长时间内与传统纸币处于一个共同使用的状况，
因此应循序渐进。
数字货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涌现除了区块链等技术的支持与不断发展，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中央银行的声誉及
整个金融体系的信用中介功能受到广泛质疑，货币“非国家化”的支持者不断增多。这是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货币“非
国家化”对法定货币的挑战。另外则是则是电子支付对现金的挑战，这在我国比较明显，近年来，支付宝、微信支
付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的使用率持续激增。可以看出，数字货币几乎是未来全球金融领域的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而
中国正很好地走在前列。如今，央行数字货币已经开始在多个地方试行，进程明显不断加快。突如其来的疫情，也
加速了央行数字货币推出的步伐，疫后时期，国家可能会加大投资与采购力度。中美贸易战后，美国开始对中国输
美商品加征关税，人民币汇率走低，国内市场民众对数字货币的需求增加。这些新形势新变化都会成为央行数字货
币加速进程的现实考虑。

一、央行数字货币为法定货币的数字化
2020 年 4 月 14 日，央行数字货币农行账户内测的截图在网上陆续出现，根据截图，央行数字货币 DC/EP 钱包
有 4 大主要功能，包括 DC 兑换、钱包管理、DC 查询、以及钱包挂靠。同时还将支持扫码、汇款、碰一碰等多种
交易方式。同时据中国农业银行内部人士透露：“人民银行和四大行，还有阿里和腾讯是央行数字货币内测的第一
站，试点工作将在成都、苏州、雄安和深圳展开。成都最先开始应用的商户是太古里。”
一石激起千重浪，一时间，关于 DC/EP 的讨论大量涌现，其中比特币，区块链等“高新”词语更是成为大家争
相讨论的热点。然而事实上，目前央行在技术路线选择上处于“赛马”、市场竞争优选的状态，
“区块链”等技术的
大量应用仍在实验阶段。这些热点除了博人眼球之外，并没有从本质上讲明 DCEP 作为新型货币本身的意义以及其
给法律监管带来的新的状况。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兼任上海市法学会银行法律与实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
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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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曾对 DC/EP 进行了清晰定义，即“其功能属性与纸钞完全一样，只不过是数字
化形态”，“是具有价值特征的数字支付工具”。由此可见，DC/EP 其实质上仍为我们常见的法定货币，即为一个国
家的政府或中央银行掌管的信用货币，以国家政府的信用作为担保，确保使用者在指定区域内可以使用限定货币实
现市场交换，是度量价格的工具、购买货物的媒介、保存财富的手段，是财产的所有者与市场关于交换权的契约，
本质上是所有者之间的约定，只不过 DC/EP 没有采取通常的纸质凭证形式。
而从定义我们可以推导出央行数字货币：
1. 由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发行意味着：这是由央行用其信用担保发行的的数字货币,具有无限法偿性，属于
法定货币的范畴，具有法定货币的地位。任何中国机构和个人均不能拒绝收付 DCEP。
2. 具有价值特征指的是：央行数字货币的功能与纸币地位相同，只是央行数字货币是以数字化的形式展现，需
下载手机数字钱包使用。但是与传统手机支付不同的是，央行数字货币支持“双离线支付”，即在没有网的情况下，
只要手机能够正常开机就可以进行支付。
3. 具有 M0 属性：现钞（纸币+硬币）的代替，促进现钞的“无纸化”。同时，它也将具有与现钞相同的价值尺
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价值贮藏的职能。此外，因为央行数字货币是现钞的代替，所以持有央行数字货币并不
会产生利息。（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可以按照货币流动性的强弱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即 M0、M1、M2 等。
）
M0：一般指的是流通中的现金
M1：一般包括 M0 + 各单位的活期存款，
M2：包括 M1 + 居民储蓄存款 + 单位定期存款 + 单位其他存款 + 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
4. 数字支付工具的用途：预计央行数字货币可以。
而由于央行数字货币的以上性质 ：
1）央行发行数字货币不改变流通中货币的债权债务关系。起初央行行使国家职能发行的货币是有着黄金等具
有真实价值的物品作为可兑换储备的。公众接受了央行发行的货币，就等于将黄金等有真实价值的物品借了央行，
而公众只持有兑付凭证，也就是说，货币是中央银行对公众的负债。当国家凭借国家信用强制规定法定货币而不再
依赖黄金储备时，这种信用关系和负债关系并没有改变。从这种角度来说，所有流通中的货币包括央行发行的数字
货币都是央行的负债。
2）在不影响现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前提下，央行数字货币不会强化顺周期效应。经济增长一般会经历萧条、
复苏、繁荣、危机完成一个完整的周期，在经济繁荣时，扩张的货币政策便是顺周期政策，在经济萧条时又变成逆
周期政策；类似地，紧缩的货币政策在经济繁荣时是逆周期政策，而在经济萧条时是顺周期政策。经济繁荣时扩张
的货币政策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经济萧条时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加大通货紧缩的压力，是为顺周期效应。由于央
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并不对现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影响，因此与顺周期效应天然隔绝。
3）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注重对 M0 货币的替代而不是对 M1、M2 货币的替代。在中国，目前 M1 和 M2 货币
在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电子化和数字化，支持 M1 和 M2 流转的银行间支付清算系统、商业银行行内系统以及非银
支付机构的各类网络支付手段的日益高效已经能够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在 M0 货币端目前仍存在三大比较
突出的问题：第一，现有 M0 的匿名性使其存在被用于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等风险；第二，互联网支付基于银行卡
账户紧耦合的模式无法满足公众对匿名支付的需求；第三，目前我国仍存在银行账户服务和通信网络覆盖不佳的地
区，当地公众对 M0 货币（现钞）的依赖程度还比较高。因此央行发行注重替代 M0 的数字货币是既符合国情又顺
应公众对小额高频支付业务的需求（根据不同级别的钱包设定交易限额和余额限额），同时还能有效防范 M0 货币
被用于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等风险。

二、 央行数字货币所需的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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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安装使用方面看，DC/EP 操作与一般 APP 并无差异，非常符合居民使用习惯，完全回避了比特币等
加密货币较高使用门槛的问题。使用 DC/EP，只需要下载 APP，并且完成注册、设置密码，最后绑定账户即可用来
支付。此外，穆长春曾表示 DC/EP 可以双离线支付。
“双离线支付”，是指收支双方都离线，也能进行支付。只要手
机有电，哪怕通信网络都断了也可以实现支付。比如地震中通信瘫痪的灾区、没有网络的地下超市或者飞机上，这
些场景中均无法使用银行卡以及第三方支付等工具，但仍可以使用 DC/EP 和现钞支付。
其次，从支付流程方面来看，DC/EP 与支付宝等第三方工具并无明显差异，符合我国居民已有的移动支付习惯。
用户绑定银行卡即可实现扫码支付、汇款和收付款等功能。居民可以通过 APP 将银行账户资产兑换成 DC/EP，并
使用数字钱包进行数字资产查询等操作。钱包分为四类，应该是类似银行卡对不同金额和不同使用场景设置的安全
防护措施。
从前文中央行数字货币的无限法偿性可以推出，拒收数字货币是一种违法行为，而从 DC/EP 内测版本来看，数
字货币的使用仅需一个 APP，两者之间摆脱了网络的束缚。而手机移动端伴随着之前微信、支付宝等扫码支付的推
广应该已经不成大的问题。从事经营活动的商家应该做好充足的准备，为消费者使用数字货币提供便利。同时应该
注意的是，DCEP 发行后，传统的纸质货币和金属货币并不当然立即无效，其会在一段时间内甚至较长时间内与传
统纸币处于一个共同使用的状况。由于中国幅员的辽阔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此应该循序渐进，有
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也要保持一定的宽容性。

三、 数字货币世界趋势，中国位居前列
数字货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涌现除了区块链等技术的支持与不断发展，还有就是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中央
银行的声誉及整个金融体系的信用中介功能受到广泛质疑，奥地利学派思想回潮，货币“非国家化”的支持者不断增
多。在此背景下，以比特币为代表的不以主权国家信用为价值支撑的去中心化可编程货币“横空出世”。有人甚至称
其为数字黄金，寄托取代法定货币的梦想。这是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私人货币与法定货币的“战争”，是货币“非国家
化”对法定货币的挑战。
另外则是则是电子支付对现金的挑战，这在我国比较明显，近年来，支付宝、微信支付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的使
用率持续激增，
“无现金社会”
“无现金城市”等词语在媒体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为一些第三方支付机构推广业务的
宣传口号。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货币在总体货币总量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自 2003
年以来，我国基础货币与 M2 比率下降了 5%，印度下降了 7%，欧元区则下降了 3%。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央
行货币（尤其是现金）在流通领域被技术更先进的电子支付方式乃至私人货币替代。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在 2019 年“创新经济论坛”上表示，数字货币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央行如果
不发行数字货币的话就会面临较大压力。朱民指出，上述压力包括来自市场的压力。目前市场上各种加密货币层出
不穷，虽然这些加密货币不是主权货币，但它们实际上正在侵蚀主权货币的领域。一些小国家的央行特别担心，如
果它不发行数字货币，所在国的主权货币很可能会被边缘化。全球不少央行大概在五六年前就已开始研究数字货币，
包括加拿大、中国、英国和新加坡等国在该领域是走在前面的。
因此可以得出，数字货币几乎是未来全球金融领域的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中国很好地走在前列，要保持住自
身的优势。而除了应对以上挑战的需要，数字货币还有以下优点：
1. 成本低：人民币印制、运输、防伪都需要成本；而数字货币的边际成本基本为零。
2. 满足匿名支付：微信和支付宝不能满足匿名支付的需求需要银行账户，商家都有记录可以查询，而现金和数
字货币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一般具有匿名性。
3. 反洗钱：区块链技术使得数字货币的资金变动每次都会被记录。
4.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国外公司或者个人不需要银行开户即可拥有和使用央行数字货币，极大的增加其流动性。

四、 DCEP 的监管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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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长春之前指出，DC/EP 具有可控匿名性。他指出，互联网支付、银行卡支付都是跟传统银行账户体系紧紧绑
定的，满足不了公众匿名消费的需求，不可能完全取代现钞支付。而实施了数字央行只要你不犯罪，你想进行一些
不想让别人知道的消费，这种隐私我们还是要保护的。而可控匿名的央行数字货币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它既能保持
现钞的属性和主要的价值特征，又能满足便携和匿名的要求。
在满足一定匿名性的同时，中国央行数字货币采用了中心化的管理模式，这与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去中心化数字
货币有着本质区别，也会给 DCEP 的监管带来新的便利。央行数字货币发行仍为双层运营投放体系，双层运营投放
体系下由指定的机构进行货币的队员，这需要中心化的管理以避免指定运营机构的货币出现超发，只要二元账户体
系和原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没有改变，央行的中心管理模式和地位也就不会改变。
与比特币等一直宣传的近似于无限匿名的保密机制会给监管机制带来巨大挑战和风险的不同，央行数字货币要
求每一个账户的身份都是明确的，而区块链等技术使得每一枚数字货币都会记录这枚数字货币的所有交易信息。因
此，央行在帮货币持有人保护个人隐私，使得其免受商业银行窃取隐私打扰的同时，也使得央行拥有了近乎绝对的
知情权，可以有效打击洗钱等金融犯罪行为。

五、 央行数字货币加速进程的现实考虑
我国央行在数字货币方面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2014 年，至今已有六年。如果说，2014 年周小川提出进行法定
数字货币研发是这一切的开端，那 2017 年央行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则是这个故事的转折。在过去的五年，中国人
民银行以数字货币研究院为核心，联合数家商业银行，从数字货币方案原型、数字票据等多维度研究央行数字货币
的可行性。2019 年 8 月 2 日，央行召开 2019 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明确指出下半年要加快推进我国法定数字货
币（DC/EP）的研发步伐，并及时跟踪国内外虚拟货币发展趋势。2020 年 4 月 14 日，央行数字货币已经开始在多
个地方试行，进程明显不断加快。
（一）新冠疫情的影响
2020 年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加速了央行数字货币推出的步伐。3 月初，国家发改委课题研究会称：“疫情是
数字经济的催化剂，快速、全面、精确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是高效决策的前提。疫后时期，国家可能会加大投资与采
购力度。央行数字货币可能会加快推出，成为流向全程可控的特殊‘专项资金’。央行数字货币，或成为‘新版四万亿’
定向刺激的选项，或将加速推出。”
央行数字货币具有支付无接触的特征。疫情期间，许多人担心现金会成为病毒传播的载体，给现金集体消毒更
是让人们记忆犹新。此外，相比起现金，在“后疫情时代”
，数字货币更有利于政府直接给人们进行“直升机撒钱”，
以及进行负利率刺激。非常时期，政府对采用新型技术的态度较之前也更为激进。
除了中国，身处全球金融顶端的美国，就在今年一改对央行数字货币的平淡态度。今年 2 月，美联储主席鲍威
尔表示美联储在研究和探讨央行数字货币；随后在 3 月，参众两院分别在国会提交了包含数字美元方案的经济刺激
方案，这是美国政要首次正式提出美联储数字货币。可以说，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是大势所趋，全球各国政府都在
加速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和布局。
（二）中美贸易摩擦，美国金融霸权
中美贸易战后，美国开始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人民币汇率走低，国内市场民众对数字货币的需求增加，
国家从舆论层面开始整顿，包括央视财经制作“聚焦代币市场乱象”专题，网信办对诸多区块链自媒体进行封号，
五部委接连发布风险提示等。而前年 6 月，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一个月内公布了 4 项专利申报。基于这些消息，
可以看出为，从 18 年 6 月份开始，中国从两个层面加强管制，一个是舆论层面对数字货币的引导和控制，另一个
是从央行层面建立民众对中国官方数字货币的信心，央行肯定接到了指示，要求加快研发法定数字货币的步伐。

1598

论货币的法律概念及其法律属性
——与张庆麟、杨立新二教授商榷
臧立
（外交学院国际法系/国际法研究所）

摘要：作者就货币的法律概念、法律属性以及人民币国际化问题，针对张庆麟教授和杨立新
教授的相关观点发表了一点个人观点。本论文目的不为批评，仅为秉承会议宗旨“以文会友”，
亦不构成对二教授之任何不尊重或人身攻击。
关键词：货币的法律概念、货币的法律属性、人民币国际化
关于货币的法律概念及其法律属性，一直是民商法和经济法领域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
是一个研究难度很大且相关研究成果往往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由于相关研究成果不多且多
种观点并存，也因而导致各国在相关政策制定及落实、相关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活动出现
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也或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现在货币金融市场秩序的混乱局面。因此，
虽然货币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属性是一个老问题，但它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且必须进一步深入
研究的问题。本人常年从事国际货币金融及相关法律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此一直有所
关注和思考。又由于很多同行和学生在讨论中经常援引张庆麟教授在《论货币的法律概念及
1
其法律属性》 和杨立新教授在《论货币的权利客体属性及其法律归置——以“一般等价物”
2
理论为核心》 中发表的观点，故本人为便于讨论，特不揣冒昧地以二人观点作伐，发表一
些不同意见，不为批评，实为向诸位师友求教和讨论，以求解惑，同时也期望本文能够对有
关部门和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批评素材。

一、 张、杨二教授的基本观点
为了便于讨论，并使我们的讨论更具有针对性，笔者首先对张、杨二位在前述两论文中
关于货币法律概念及法律特征的基本观点总结如下。下述总结如有遗漏或理解偏差，欢迎大
家和作者本人予以补充或纠正。
（一）张庆麟教授的观点
他认为：
（1）
“货币是动产”，货币共有两种形式：铸币和纸币。在金融发达的国家，实
物货币虽然不经常出现，而常以实际支付为目的以银行簿记的形式出现，但是，它仍然是以
实物货币为基础的，是实物货币的流通形式之一。电子货币需要二次结算才能实现款项的最
终回收，其“基本特征是通过相互交换电子信息来完成支付，而且都是以既有实体货币的存
在为其前提，以实体货币的价值为其价值，没有自己独立的信用创造力，只是实体货币的电
子化、数据化……是实体货币功能的扩展。从目前情况看，电子货币只是蕴含着可以执行货
币职能的某种可能性，还不能完全将其视之为通货。它并没有替代或将替代现金货币或存款
张庆麟：论货币的法律概念及其法律属性，《经济法论丛》 2003 年 02 期，第 164~186 页
杨立新，王竹：论货币的权利客体属性及其法律归置——以“一般等价物”理论为核心，
《中州学刊》2008
年第 4 期，http://www.aisixiang.com/data/68996.html，访问日期：2020 年 4 月 6 日。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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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而成为一种新的支付手段，它只是将实体的现金货币或存款货币这些既有的支付手段，
有电子化的方式传递、转移已在数字或者电子领域实现实体货币的部分职能”。
（2）
“货币由
国家发行”，认为“只有那些由国家或其当局依法发行作为通货的动产才构成货币。……货
币的国家主义是国家主权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逐渐对货币拥有主权或独占权力的结果。它
也是现代国家宪法所确立的立法原则。……货币的国家主义有双重含义，其第一层含义是指
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流通的交换媒介仅于它们是由国家所创设或者其他最高当局临时或事实
上行使国家主权而创立；该最高当局同时赋予该流通媒介以名义上的价值，该价值的大小通
常取决于其所含金属的价值，以及它们的购买力和对外价值。其第二层含义是指在法律上，
货币不能失去其地位，除非依法废止它。主权是货币管理与发行的前提。……货币发行权是
国家货币主权的外部表征。从法律的角度看，货币主权不仅仅包含货币发行权一种，它还包
括货币的、信用的、财政的和预算的政策，以及与货币概念相关联的一些措施，即货币的提
供与使用、通货膨胀的控制、利率、外汇管制等等。国家的货币主权包括发行权与流通全，
因而非由国家发布或至少未经国家授权而允许货币流通是对国家货币主权的否定。……所以，
作为在一国流通的货币，其纸币和硬币必须是由国家发行或者在国家的授权下发行与管
理。……私人发行的金属硬币是非法的，而私人发行的非金融代币尽管在实践中也广泛使用，
但它不构成货币。（3）“货币单位依基准定值（即货币必须有面值，以便依法清偿债务）”，
综合起来，即“只有那些由国家或依国家主权发行并依照明确的基准单位标准定值的动产才
是货币”。
（4）货币是一普遍的交易手段。
“具备了上述三个特征的动产，如果能够成为发行
国境内（或某个货币区域）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就构成为发行国（或该货币区域）的货币。
通常认为，在货币的诸多功能中交易媒介是其最基本的职能之一，并且是货币的基本特征，
3
这为一些著名的判例和知名学者的观点所支持。”
（二）杨立新教授的观点
他认为，我国民法学界对货币的一般等价物本质认识一直较为清晰，应该坚持从这个角
度对货币进行定义：货币是作为法定支付手段的一般等价物。它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法
定唯一性是货币的基本特征。所谓唯一性，是指随着商品交换的频繁出现，社会对一般等价
物的要求逐步趋同，最终必然会出现唯一的一般等价物。所谓法定性，即货币种类的确定并
不必然决定于社会的自发形成而依赖于法律的规定。这是货币的法律特征。
（2）国家信用性。
货币是信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体。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体现的是其工具理性的一
面。而货币的信用价值理性，体现的是其价值性的一面。货币的工具性特征是实现价值职能
的前提所在。……货币之购买力，并非基于作为货币之物质素材的价值，实因国家的强制同
用力及社会信赖。因此，货币的信用性不同于股票的公司信用性，具有国家属性，是国家信
用性，具有法律强制性。
（3）高度流通性，即货币可以支付一切公共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
位和人不得拒收。杨立新还引用了德国学者西美尔的观点来对货币高度流通性做了进一步说
明，即“货币的意义就在于被花掉；当货币静止不动时，根据其特有的价值与意义，就不再
4
成其为货币了……” 。

二、关于货币法律概念和法律特征的观点商榷
对于张、杨二位教授的上述观点，本人并不完全赞同。
（一）关于货币的法律概念

3

同 1。

4

[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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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无论是将货币定义为动产还是一般等价物，都是片面的和不准确的，也是不
符合法律规范的技术性要求的。
首先，将货币定义为动产这种技术性处理并不是给货币下定义，而是给货币进行归类和
定性；而从法律角度讲，将货币定性为动产的认知是片面的，也是错误的。本人之所以如此
认为，是因为货币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因应市场交易不断发展需要的过程，是一
个从实物货币形态向信用货币形态的发展过程。所谓实物货币，其实就是指货币以实际物体
来作为货币的表现形式。实物货币阶段可以划分为朴素的实物货币阶段和贵金属货币阶段。
实物货币往往受所出现地域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以及货币本身条件等多方面的影
响，出现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朴素的实物货币阶段初期，货币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用”，
也即其本身的使用价值，譬如，在人民经常食不果腹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货币就可能会主要
表现为可供食用的食物，如鱼、牛、羊、粮食、猎物；当饮食问题基本解决后，穿衣取暖或
者祭祀又可能成为基本需求，动物皮毛就可能会成为货币的一种；再发展下来，人们发现当
用来充作交换媒介的货币实物被消费后，能够与外部交换之货币的减少导致其无法顺利获得
所需的外部商品，于是，其它替代性实物货币应运而生，一些具有一定稀缺性的贝壳、石头
5
、金属等开始出现成为货币。由于这些替代性实物货币不被日常所消费，因而得以被越来
越多地留存并专门为交易所用，逐渐发展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交易媒介——货币。而之前出现
的那些实物货币也被一些人称之为“类似于货币的交易媒介”，也即准货币。由于贵金属稀
缺、生产成本高且产量有限、不便于携带且交易运输风险高，贵金属货币逐渐难以满足商品
流通的扩张性需求，代用货币逐渐产生，货币由贵金属货币阶段逐渐进入代用货币阶段。所
谓代用货币，其实就是贵金属货币的替代品，其代表黄金等贵金属发挥货币的职能。这个阶
段也被称为金本位制货币阶段。这个阶段，专门经营货币的行业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起来，
它们替客户保管金银、鉴别成色、兑换铸币等。在替客户保管金银时，需要向客户出具相应
的凭条。随着市场经济逐渐发展，这些凭条逐渐由保管金银的书面证明逐渐发展成为了交易
媒介，交易者并不需要用凭条兑取金银后用于支付交易款项，而直接用凭条进行支付。这些
凭条逐渐发展成为了后来的票据。而随着市场的优胜劣汰，少数票据逐渐在市场交易支付中
占据主流地位，成为了通货。由于这个阶段代用货币与贵金属货币并存，前者是后者的另类
体现，出票人需要承担应持票人提示兑换贵金属的义务，因而这个阶段又被称为金本位货币
阶段。在该阶段，代用货币的信用取决于其所代表的贵金属以及货币经营者的兑付能力，因
而这个阶段实际上也是由实物货币阶段向信用货币阶段发展的过渡阶段。再后来，随着经济
发展、信用制度日益完善和风险经营控制能力日益提高，货币经营者开始逐渐杠杆化发行代
用货币或票据，这些代用货币总额所代表的贵金属逐渐出现了与贵金属实际保有量相背离的
情形，代用货币持有人担心货币经营者信用泡沫崩溃，往往会为控制兑付风险而挤兑贵金属，
从而导致了金本位货币制度的解体。金本位货币制度解体后，纸币成为货币的主要表现形式
甚至唯一形式。货币进入完全信用货币阶段。在这个阶段，虽然纸币不再与贵金属直接挂钩，
但是纸币的信用和购买力仍然取决于货币发行者所拥有的贵金属储备、现钞、存款、票据以
及各种动产和不动产的价值。
通过上述对货币发展历史过程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货币作为一般商品等价物，其实
就是商品价值衡量工具和交易信用的体现与承载。也即所谓货币，就是能够用于作为商品交
易价值衡量工具和支付手段的信用媒介。这种信用媒介可以体现为任何形式，只要交易主体
5

有关资料显示，一直到 1925 年前后，南太平洋岛屿雅浦岛（归属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所流通的货币一直
是一种石头货币。这种石币通常被认为是石器时代的产物。雅浦岛并不出产这种石币的原材料，而是从约
500 公里外的帕劳岛采运过来。[日]板谷敏彦著，王宇新译：《世界金融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年 1
月第 1 版，第 23~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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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赋予这种媒介信用并且接受和使用它之，那么这种交易信用的体现形式就是货币。在实
物货币阶段，不被用于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载体就是动产，判断货币载体究竟是货币还是动
产的依据在于其是否用于商品交换的媒介，也即其究竟是作为物而存在，还是作为交易信用
和支付手段而存在。也即该阶段货币的法律特征就是它是动产价值和交易信用以及商品价值
衡量工具与支付手段的综合体现。而在金本位阶段，作为与贵金属货币等效交易信用和支付
手段体现的代用货币，其法律性质在本质上与今天的票据并没有根本性区别，是代用货币发
行者（出票人）对持币者（持票人）的贵金属兑付义务的体现，二者的区别在于代用货币是
通货，是一般商品等价物。在完全信用货币阶段，由于贵金属不再是货币，作为商品价值衡
量工具和支付手段的货币逐渐符号化，该符号可以是有形的（如纸币），也可以是无形的或
虚拟的（如电子化货币或记账式货币）
。在完全信用货币阶段，货币的法律特征主要体现为
它就是能够作为商品价值衡量工具和支付手段的信用符号。此时，货币信用不再体现为某种
动产，而是货币发行人和担保人综合经济实力的体现。
其次，关于用一般等价物理论来定义货币的法律概念的问题。之所以说这种做法片面和
不妥，主要原因在于从技术性要求角度来说，法律概念应该是严谨的尽可能确定性的。马克
思把货币定义为一般商品等价物的做法，实际上是归纳抽象法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是对
货币本质的高度抽象概括。但是，所谓“一般商品”是相对于“非一般商品”而言的，其内
涵相对确定，所以很容易理解和沟通，但是其外延却往往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
展呈现动态的变化，因而脱离了特定的具体时间和空间，反而很难以将其充分具象化。譬如，
在很长时间里，我国“一般商品”的外延是主要侧重在衣食领域的低端商品方面，而随着我
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一般商品的外延所涉商品领域不断拓宽，商品品种越来越多，质量
等级也越来越提高，很多曾经的所谓“高端奢侈品”逐渐被“一般商品”所涵盖。其次，所
谓“等价物”是就交换意义而言的，并不能望“中文”而生“等价值交换”的义。而且，马
克思所处的年代正是金本位货币制度的年代，将货币抽象为一般等价物后，也是很容易具象
为贵金属之类的物的。这个时期，对货币进行物权化理解、解读和定义并无不妥。但是，随
着货币进入信用货币阶段，无论是有形的纸币符号，还是无形的电子货币符号，都已经越来
越脱离了物权法中“动产之物”的外在表象，此时再对货币进行物权化解读和定义就非常之
不妥当了。简言之，在金本位制货币时代，货币的信用主要来自于其代表和体现的贵金属，
货币发行者对货币持有者承担的是依法兑现金银等贵金属的义务；而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
信用主要源自于货币发行者及其所属国家兑付金银等贵金属、其它货币以及一般和特殊商品
与服务的综合能力，货币发行者和信用担保人不再承担必须兑付金银贵金属的确定性义务。
因此，只要脱离了具体的时间节点和地域空间，无论从物权法上种类物的角度，还是从债权
法上种类债的角度，甚或特殊动产、特殊债权的角度，对货币进行解读和定义，都会有失于
片面性，也无法做到法律技术性所要求的内涵准确性和外延确定性。
（二）关于国家与货币
笔者认为，作为商品价值衡量工具和支付手段，货币在本质上不过是交易信用的体现罢
了，其发行和流通取决于货币所体现的信用等级，取决于其是否具有方便性和安全性，是否
由国家发行和是否法定化并不是货币的基本法律特征。正如前文所述，在实物货币阶段，作
为货币的实物同时也是具有商品价值的动产，拥有能够作为货币的实物即为拥有货币。贵金
属货币并不必然体现为铸币，其生产者也并不必然是国家。我国古代货币主要体现为金银和
铜钱，由于金银矿相对稀缺，铜钱和丝绸甚至粮食等也扮演着补充性货币的重要地位，统一
成色、质量的官银主要用于入库、发军饷或官薪以及赈灾等方面，禁止民间私人或商业组织
使用，后者在获得官银后必须将官银再熔炼成没有官方标记的银锭或散碎银块才能在日常交
易中使用。明朝中叶之所以闭关锁国，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西班牙将其在美洲熔炼的银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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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输入中国购买物资，导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明政府为了稳定经济，才采取了大
量关闭商贸口岸的做法。这个时期，只有市场上流通的铜钱是必须官方铸造的。在金本位制
货币时期，纸币（代用货币或可流通票据）的发行量往往取决于发行者所拥有的金银数量，
中央政府如果没有足够的金银储备作为基础信用保障，其发行的纸币可能会被市场所拒绝接
受或抛弃，譬如明朝也曾经大量发行银钞，但是由于明政府并不能保证其发行的巨额银钞按
票面兑付成银子，结果导致银钞严重贬值甚至在市场日常交易支付和结算中被交易主体所拒
绝。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政府金融改革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也就在于基于金本位发行的
金圆券既不能保证按官定比价兑付成黄金，也不能保证在全国流通，更不能用于作为稳定的
商品价格衡量工具和支付手段，从而导致其货币信用破产，并最终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
我国港澳台地区的货币发行也不是由中央政府负责或者授权的，尤其是香港货币的发行更是
直接由被确权的商业银行根据其外汇储备额度依联系汇率按比例发行，港币发行银行承诺对
港币持有人依其提示承担兑付外汇的法定义务，而香港政府则明确港币的法定货币地位。在
美国，法定货币是美元，发挥中央银行职能的美联储并不是政府机构，而是由私人银行组成
的；美联储发行美元取决于国会授权和联储储备资产的信用状况，并且需要美国政府向美联
储发债来换取美元，也即美元表现为美国中央政府对美联储的负债，中央政府以其财政收入
作为发债的信用担保，而美联储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发行的美元提供信用担保。美国 Facebook
公司以其资产作为信用担保推出虚拟加密货币 Libra 用于其社交网络交易，美联储公开为其
提供信用背书，从而使得 Libra 成为美国法定货币美元之外的一种货币形式。综上所述，货
币并非一定要法定化或全部法定化，非法定化的货币也并非都是非法的，但是，国家可以规
定非法定化货币为非法或者虽然不规定其为非法但可以对其发行和使用作出限制。货币作为
经济基础的重要构成部分，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主权肯定会对货币具有反作用力的。也即国
家主权对于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及可以起到正面的积极推动作用，也可以从反面起到削弱甚至
瓦解货币信用的作用。国家可以通过确定法定货币来为其作为商品价值衡量工具和支付手段
提供包括暴力手段在内的法律保障，并对货币的发行流通等基于各种社会化考虑进行制度化、
规范化约束和管理。当然，这种货币主权的行使并不必须体现为由国家来发行货币或者确定
法定货币甚至法定唯一货币。

三、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一点看法
国际贸易的进行和结算离不开国际货币。在金本位货币制度下，由于各国货币均与黄金
直接或间接挂钩，因而货币之间的汇兑和结算以及转移是相对简单和容易的。但是，在金本
位制度结束以后，各国货币信用不再局限于其所拥有的黄金储备，而是取决于包括黄金储备、
其它资产状况和经济发展状况等多种因素，从而引发了国际货币秩序的相对动荡化。这种情
况下，一些信用等级高、币值稳定且国际结算与转移相对容易的货币，就会受到国际市场的
欢迎，并逐渐成为国际基础性信用货币，其它国家因其货币信用经常受到这些国际基础性信
用货币的影响而不得不增加对此类货币的持有，从而使得本币相对于此类外币处在不利的境
地，一旦其持有的国际基础性货币贬值，那么本国不仅会面临外币购买力财富的损失，还会
使本币信用遭受不利影响。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促进本币的国际化并使之成为国际
基础性信用货币就成为一种选择。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目标和路径选择也是与此密切相关的。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各国国情不同，国家在货币发行和流通等领域所扮演的角色与
所发挥的作用自然也可以有所不同，其对货币信用的影响也自然会因此产生差异。以中美对
比为例，美国的货币发行机构是以私人银行为基础的美联储，其法定货币美元的发行取决于
美联储和美国政府的储备资产和资产营收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之一是全世界绝大多
数的黄金储备掌握在了美国手里，这使得美元得以在金本位货币制度的大背景下成为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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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性货币，其它国家为了使本币获得黄金信用而不得不想办法拼命获得美元并储备起来。
美元国际化的结果就是美国因自身市场交易信用严重不足而不得不在加息回购美元的同时
并杠杆化发行美元。这使得国际市场上美元资产规模与美国黄金储备规模日益严重背离。由
于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持续恶化，且其它国家不断将盈余的美元向美国兑付黄金运走，使得美
联储自身黄金储备资产规模不断萎缩，从而不仅使美联储发行美元的能力相应日益萎缩，也
加剧了美元的贬值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联邦政府自身的资产状况能够不断改善
的话，美元信用也是能够得到改善的。但是由于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费征收方面，而持
续性的减税和财政补贴等措施并没有改善美国政府财政收入状况不断恶化的局面，这就在客
观上使得美元国际处境反而进一步恶化了。而与此同时，美元发行能力和回购能力的弱化，
也使得美元无法通过增加国内市场流通性以与美国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规模相匹配，从而导
致了美元对外贬值与对内升值同时持续存在的尴尬局面，这也是导致美国实体产业对外转移
的间接原因之一。为了遏制美元不断对外贬值的局面，美国创造性地使美元与石油交易捆绑
性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美元继续成为国际交易的主要基础性货币。但是，在此种大背景下，
任何其它国际基础性信用货币的出现都会构成对美元国际地位的严重挑战，一旦大量国际交
易使用其它货币，势必会导致美元被大量抛售，从而引发美元危机。这种情况是美国绝对不
能接受和容忍的。这也是美国要对欧元进行狙击使其不能取代美元的关键原因。
与美国不同，新中国政府自建立以来，公有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国家无论在资产拥有
规模和质量上还是在商品供给上都占有绝对优势，这使得中国政府在货币发行发面具有无可
比拟且无可替代的信用优势。因此，中国中央政府成立中央银行并负责货币的发行和流通管
理等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且，由于中国政府拥有巨额资产信用，这使得中国中央银行获得
的货币发行规模上限空间很大，从而可以因应商品市场交易规模不断扩大而增长的货币需求
适时通过增发货币来保障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当中国市场经济出现衰退、交
易信用不足时，中国政府也可以通过增发货币或者通过出售资产回笼资产化货币以增加市场
交易信用，弥补流动性短缺，从而消除社会恐慌情绪，稳定甚至拉动经济增长。同时，长期
的国际贸易顺差使得中国拥有了巨额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这使得人民币在国际化的同时，
具有了成为国际基础性信用货币的潜质。但是，与欧元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基本相同，人民币
国际化必然会对美元的国际基础货币地位构成现实的巨大挑战，并必然会招致美国的狙击。
为了削弱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美国势必会在对人民币币值稳定性方面施加影响的同时，采
取各种手段以弱化中国国际贸易持续顺差的局面。对这两个方面，中国政府不能不提高警惕，
并提前预设解决方案。并且，相关方案的预设必须以尽可能稳定中国国际贸易环境和优化提
升国际内市场环境为大前提，因为对美欧贸易冲突在短期内对中国的冲击会更大，对人民币
国际化的负面影响也会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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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再审视
臧立
（外交学院国际法系）

摘 要：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其所建立的货币体
系本身，尤其是其建立于“美元与黄金挂钩、其它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基础上的固定汇率制
度，并且普遍认为这是美国为确保其霸主地位而设计的重要制度工具；而随着美元与黄金的
脱钩，又普遍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土崩瓦解了。对此类观点，笔者持审慎的批评态度。
笔者认为，那种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元霸权”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的观点，在逻
辑上是难以自洽的，在事实上也是自相矛盾的。笔者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首先是英国为在
二战中求生存、为二战后继续谋求大国地位而与美国互相妥协、交换筹码的产物，两国通过
一系列谈判完成了对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安排和领导权的交接，并从此完成了两国关系
由敌视彻底向亲密盟友关系的转变；布雷顿森林体系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国际货币金融
体系，而是一个闭环，还包括了国际复兴发展银行和 GATT，后者后来分别发展成为了今天
的世界银行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对世界经济的战后重建和快速发展
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它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很多国家战后货币信用不足和经济发展动
力不足的问题，美国固然有其霸权目的，但其因此而背负的大国责任也不容忽视；布雷顿森
林体系所确立的“双挂钩”货币体系，从一开始就存在重大缺陷，它实际上构成了对美国的重
大束缚，而美元与黄金在法律上的脱钩实际上是解放了美元和各国货币，而此种“脱钩”也并
非完全彻底的硬脱；回顾这段历史，中国可以汲取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有利于“人民币国
际化”的积极、稳妥进行。

长期以来，人们提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往往会习惯性地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指
1944 年 7 月，有关国家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会议上通过的“美元与黄金挂钩、
他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进而与黄金间接挂钩”的所谓“双挂钩”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布雷顿
森林体系奠定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属于美国霸权主义扩张的一部分；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
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很少有人会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仅指
国际货币金融制度吗？布雷顿森林协定签订后，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真的就建立了吗？如果是
这样，为什么要推出“马歇尔方案”，该方案真的只是援助方案吗？布雷顿森林协定为什么要
建立“双挂钩”的制度？该制度建立的目的真的只是为了确立“美元霸权”吗？如果是这样，为
什么其他国家不反对？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真的就崩溃了吗？如果崩溃
了，为什么会崩溃？如果没有，又是为什么？无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与否，正在重新回归
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政府又可以从中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呢？本文试图通过对布雷顿森林
体系的多视角重新审视，尽可能全面地回答上述问题。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缘起
众所周知，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前，存在两个不同的方案，即美国“联合国平准基金
方案”和英国“国际清算同盟方案”。因“联合国平准基金方案”是由美国财政部长助理怀特负
责提出的，故又称“怀特方案”；“国际清算同盟方案”是由英国财政部顾问凯恩斯负责拟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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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又称“凯恩斯方案”。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的两个国际协定《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
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是以美国“怀特方案”为基础、兼采了英国“凯恩斯方案”的部分内容制定
的，并非是“怀特方案”的全盘照搬。每每看到这两个方案，笔者就会不禁自问：英美两国究
竟是在什么背景下、出于什么目的分别提出“凯恩斯方案”和“换特方案”的？如果能够认真研
究一下两个“方案”出台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不难发现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典型
的法律与外交案例：布雷顿森林体系首先是英国为在二战中求生存、为二战后继续谋求大
国地位而与美国互相妥协、交换筹码的产物，两国通过一系列谈判完成了对战后国际政治
经济秩序的安排和领导权的交接，并从此完成了两国关系由敌视彻底向亲密盟友关系的转
变。可以这么说，这是一场双方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彼此的国际地位而进行的一场大型筹
码互换。经此之后，英美由之前长期的互相提防、互相挖坑甚至敌视关系，转变成了利益捆
绑的铁杆盟友关系；而曾经互相支持、互相利用的美法关系则逐渐被淡化甚至边缘化了。
笔者之所以作出上述结论，是基于以下事实和原因而作出的判断：我们知道，美国是一
个“商业立国”的国家，“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贸易机会均等”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美国从英国殖民地体系下独立的过程中，美英长期保持着敌对关系，而法国则基
于对英国的制衡考虑，对美国的抗英活动长期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但是，由于彼此存在严重
利益冲突，英法等国长期坚持对其本国和殖民地市场的高度封闭政策，美国拓展海外市场的
努力一直成效不彰，即使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了英法等国一边并为之付出了巨大代
价。吸取历史教训之后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一直保持“中立”地位，通过跟交战
双方贸易大发战争财。而在英法等国则因战争消耗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境，由于当时的英国
英镑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到 1939 年 12 月，英国财政部掌握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已经不过 5.45
亿英镑，而英国当时的年支出在 2 亿英镑左右；1940 年春希特勒德国席卷西欧大陆时，在
敦刻尔克大撤退时丢弃了大量军事装备的英军和法军都急需补充，这使得英国财政更加捉襟
见肘。考虑到英法已经无力现金支付军需物资费用，美国政府为了避免重蹈一战期间用美国
政府借贷为国内企业军售提供融资（即美国政府从银行贷款购买军用物资用于援助他国）从
而把政府陷入债务风险的覆辙，同时也为了继续同英法交易，并争取实现更多的战略目标，
专门于 1941 年 3 月 11 日出台了“租借法案”。该法案虽然允许英国无需马上付款就可以通过
“租借”得到军用物资，但并非是无条件的。根据该法案，有关行动必须对保护美国至关重要，
或者使美国能够获得一定的利益，此种利益“可以是付款、实物偿付或者财物，还可以是总
统认为满意的任何其他直接或间接的利益”。美国政府正是根据该法案要求英国在租借协议
中承诺对美国商品开放其包括殖民地在内的市场。而英国虽然财政极其困难且急需美国军用
物资，但是为了尽可能维护战后大国地位，英国政府不希望在开放市场方面作出太大让步，
希望继续保留英帝国得以维系且对英国对外国际地位至关重要的帝国特惠制度，这导致双方
经过数轮谈判仍然僵持不下。面对日益严峻的战争形势，英国希望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
的筹码来取得美国在租界协议方面的让步。英国毕竟是老牌殖民帝国，国际影响力不容小觑，
美国要真正获得并能顺利行使世界经济领导权离不开英国的支持；而英国也期望通过其他领
域的让步，换取美国在租借协议方面的让步，在尽可能保有传统势力范围的前提下，尽快稳
定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并为英国的东山再起保存实力。于是就有了“怀特方案”和“凯恩斯
方案”这两个方案的出台。这两个方案构成了两国关于国际经济领域领导权交易的谈判基础。
1

实际上，无论是怀特方案，还是凯恩斯方案，都希望能在保持传统金本位制度下固定汇
率制优点的前提下，兼采浮动汇率制的优点，并尽可能避免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的缺点，
唐欣语：
“从怀特方案、凯恩斯方案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一）
，《银行家》2010 年第 3 期，
http://www.docin.com/p-929263414.html，访问日期 2018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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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建一个汇率相对稳定、贸易自由且具有一定弹性的世界经济，从而避免 1930 年代的那
种货币战和贸易战。也正是基于此种考虑，两个方案都提出了“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主张
国际汇率应该在一般情况下保持稳定，而在出现“基础性失衡”的情况下，可予以调整；为应
对短期性的国际收支失衡，应该设立一种缓冲机制，以使逆差国能够通过政策调整获得实现
再平衡的机会。但是，或许是英国曾经经历过被迫放弃金本位制的教训，并且，鉴于英国在
向美国购买军用物资的过程中，黄金储备已经寥寥无几，而美国则积聚了全世界最多的黄金，
同时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凯恩斯方案”中有意回避了金本位制度，建议成立一个
多边国际清算同盟，并创设一种新的不受黄金束缚的世界货币作为普遍支付工具，并希望通
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稳定国际汇率体系和调节短期国际收支的不平等。而对于英国方案，
美国由于 1934 年《黄金储备法案》的出台，使得政府负有稳定美元黄金汇率的义务，而且
鉴于美国此时拥有全世界最多的黄金储备，美国不可能在美国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建议美国政
府放弃金本位制度；同时，毕竟金本位制存在诸多优点且更便于汇兑和更容易达到稳定国际
汇率的目的，“怀特方案”提出设立国际货币稳定基金，由各参加国共同出资设立基金，在成
员国有资金需求时按各自所出份额从基金中借入外汇，以确保货币的汇率稳定和自由汇兑，
从而促进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怀特方案”之所以如此建议，一个不
能回避的社会背景是：美国每年的财政税收是相对确定的，而其开支也是有相对严格的法律
约束的；美国是大发了战争财，但是发财的主要是美国军用物资生产商、经销商和银行，大
量的黄金储备也不是在美国政府手里，而是在以美联储为首的银行手里；美国政府并没有货
币发行权，政府往往需要通过向美联储为首的银行发债来达到获得资金的目的，战争期间美
国政府尚且可以根据国会授权向银行借款援助其他国家，而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如果要再
借款援助盟国战后重建将很难继续获得国会授权；在同盟国黄金储备主要集中在美国的情况
下，如果坚持金本位制，那些黄金储备极少的国家将因缺少黄金信用而难以发行本币，而国
际货币基金的设立和各国一定份额的占有，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国家货币信用不足
的问题，还可以减轻这些国家对美国政府的过度依赖，更可以确保美国对外债权的价值稳定。
可以说，“怀特方案”的核心是避免美国成为其他国家的“取钱罐”，力争将美国政府所承担的
国际义务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并为美国包括银行在内的企业争取更多的国际市场机
会，确保美国利益最大化。这就从一开始决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的资金盘子不可能很大（50
亿美元）；美国要保持控制权（美国占有的份额虽然只有 16%，但是要求重大事项必须 85%
以上投票权通过，也即美国拥有重大事项的最终否决权）；国际货币基金作用相对有限（盘
子小，各成员要按一定比例的黄金和本币全额缴纳其认缴份额资金）。
由于怀特方案中只提到了顺差国的调整，并没有提及逆差国的调整措施和战后欧洲
重建的资金来源等问题，而后者在“凯恩斯方案”中则有所涉及，因此，经过与会各国后来反
复谈判，最终在以“怀特方案”为主、兼采“凯恩斯方案”的基础上，起草了两个国际协定，即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如果说“怀特方案”更像一个“债权人方
案”、“凯恩斯方案”更像一个“债务人方案”的话，那么，这两个协定就是“债权人利益优先、
兼顾债务人利益”的协定。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闭环
布雷顿森林体系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而是一个闭环，还包括了
国际复兴发展银行和 GATT，后两者后来分别发展成为了今天的世界银行集团和世界贸易组
织。为什么说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闭环，同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协定》、
《国际复兴开发
银行协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而不是仅指《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呢？这个判断是基
于以下事实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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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战争中英国作为盟国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并且英国已经在《租借协议》相关
谈判中让出了在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中的主导权，从而确立了美国在战后西方
世界的领导者地位，但是，美国希望通过《租借协议》谈判迫使英国乃至法国等国开放其本
土和殖民势力范围市场的计划却落空了。这种结果无疑是令美国国内利益集团难以接受的，
因为对海外商业利益的追求是美国参与国际社会活动的根本原因。为了化解被动局面，美国
政府加大了对英法德等国殖民地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支持力度，并通过与新兴政权缔约实现
拓展开外市场的目的。但是，由于英法对其殖民地仍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并且随着战争的
结束，美国也丧失了通过军事援助迫使英法开放市场的筹码，美国不得不转而通过其掌控的
联合国对英美施压，迫其进一步开放市场。于是就有了经由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发起、美国主
导下的多边贸易组织谈判，也即《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谈判。关于《国际贸易组织宪章》的
谈判于 1946 年 2 月经由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发起后，虽然经过多轮谈判，但是进展缓慢。不
过，由于苏联东欧经过战后快速重建的强势崛起给了美英法巨大的压力，同时，西欧自身面
临着巨大的社会经济危机，这客观上给了美国新的筹码。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于 1944 年 7 月就签订了，但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直到 1945 年 12 月 27 日才同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成立。而在这个过程中，虽然英法等国也发行了货币，但是，由于其货币缺乏足够的黄金和
美元储备支持，因而其很难向这两个组织缴纳其认缴份额所需的有效货币。这使得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虽然已经成立，却无法正式启动业务运营。同时，由于英法等
国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有答应美国开放市场的要求，欧洲战场刚刚宣布结束，美国总统杜鲁门
就宣布《租借法案》到期，停止向盟国提供一切与战争无关的援助，包括美元贷款。由于《国
际货币基金协定》所确立的“双挂钩”制度已经为国际社会周知，英法等国发行的没有黄金和
美元支持的纸币并不被市场所完全承认和接受。这直接导致了英法等国由于缺乏真实有效的
货币流动性，使得市场陷入交易停滞的状态，一场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随时可能爆发。美国
著名学者约翰·斯帕尼尔曾经这样描述这个时期的西欧：“英国接近衰落的状况是整个欧洲衰
落的先兆，不过它的危机基本上是一种经济危机。作为一个岛国，它的国计民生依靠国际贸
易。[而在欧洲大陆，]德国战后已经成为废墟，成百万人面临的最根本的需要是寻找食物、
栖身之地和工作。在日常买卖中，香烟代替了货币成为最盛行的交换媒介，……香烟几乎可
以换来任何东西，黑市猖獗。到 1947 年末，一包香烟甚至相当于一个人工作一个月的全部
工资。盟国的食物定量分配指标为每人每天 1550 卡路里热量，这很难维持一个健康人的身
体需要……就连体面正派的姑娘，为了一两盒香烟、一双尼龙袜子或一份军队的口粮，也不
得不出卖肉体。人们为了活下去已顾不得廉耻。偷窃对于男孩子来说，就像卖淫对女孩子一
样，是一种谋生的好方法。而这种情况，在严寒袭来时，由于取暖没有燃料而更加严重。法
国工人没有足够的货物换取粮食和煤；农民就把耕地改为牧场，为自己留下更多的口粮，并
把多余的粮食喂牲畜。工人因为饥寒交迫，纷纷把选票投给法国共产党……”2复杂严峻的国
内国际经济和社会形势迫使英法等国不得不接受美国要求于 1946 年开始国际贸易减让的谈
判。1947 年 7 月，西欧国家提出了自己的重建计划，要求美国援助 220 亿美元，美国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援助计划，也即众所周知的“马歇尔计划”。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马歇
尔计划的实施时间节点非常耐人寻味：在《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谈判的同时，美国召集了包
括自己在内的 23 个国家于 1947 年 10 月 30 日在日内瓦签订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并于
同年底签订了《临时适用议定书》，使之于 194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美国国会于 1948 年初
通过了包含援助金额为 135 亿美元等内容的《政府支出议案》，同时 4 月，美国总统杜鲁门
签署了“马歇尔计划”，并批准设立经济合作总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简
[美] 约翰·斯帕尼尔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
，段若石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 5 月出版，
第 44-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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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ECA”）来负责实施。这些事实并非巧合，说明美国是把经济援助与英法等国的开放市场
水平相挂钩的。
马歇尔计划涉及的资金通常都先交付给欧洲各国的政府。由于欧洲国家在二战中几乎消
耗光了他们的所有外汇储备，因此马歇尔计划带来的援助几乎是他们的唯一外汇来源。虽然
这些外汇大多被用于进口急需的生活必需品，但是，为了解决货币信用发行不足的严峻问题，
西欧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对应基金（counterpart fund），将这些美元转换成为本地货币资金进
行使用，而这些美元则成为了重要的外汇储备。有了相当于黄金的美元储备，这些国家发行
的本国货币很容易就被市场所承认和接受，经济很快就重建复苏了起来。
尽管有了“马歇尔计划”的帮助，直到 1961 年，西欧才有 9 个国家第一次达到了《国际
货币基金协定》规定的其货币可以兑换美元的要求。换言之，虽然早在 1945 年底就成立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1961 年前的很长时间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建树。由此可见，布雷顿
森林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闭环，虽然布雷顿森林会议并没有通过涉及多边贸易的协定，但
是，没有这个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不健全的，也是无法真正启动和运行的。因为，当
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在主客观上都决定了，国际货币汇率体系的稳定、各国经济的战后重
建和自由贸易是稳定世界经济的三个不可或缺的支点，也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从一开始就
不仅仅是一个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而是一个闭环，还包括了国际复兴发展银行和 GATT，后
者后来分别发展成为了今天的世界银行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双挂钩”货币体系，从一开始就存
在重大缺陷，它实际上构成了对美国的重大束缚，而美元与黄金在法
律上的脱钩实际上是解放了美元和各国货币，而此种“脱钩”也并非完
全彻底的硬脱。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运行对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客观地讲，
无论是“马歇尔计划”，还是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在内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对战后世界经济的复苏和稳定发展虽然具有极其重要而且巨大的推动作
用，但是这种作用更多集中体现为类似杠杆支点方面，各国的主客观努力和牺牲仍然是世界
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而且，1961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作用时，由于各国为支
持其本币发行信用，客观上不得不多储备黄金和美元，这就必然会导致美元汇率被市场高估，
并进而使得美国产品价格被抬高，同时，由于各国大规模储备美元，就必然会遏制其对美国
产品的购买，这双重原因必然导致美国国际贸易逆差的长期存在。而市场基于美元长期保持
硬通货的认知，也更愿意在交易中使用和持有美元。这些都导致了大量美元的离岸化和美国
市场流动性的相对不足。
对于美国而言，美元是由美联储根据其黄金储备发行的，虽然可以适当地施加杠杆，但
是，由于金本位下的美元在本质上其实就是无条件承兑黄金的即期汇票，因此，无论如何，
美元的发行总量必需是总体可控的，不能过分背离其所拥有的黄金储备。这样一来，长期国
际贸易逆差的存在，不仅会导致美国对外的黄金负债越来越多，早晚会超过其黄金储备，导
致金不抵债，并进而危及美元的根本信用，还可能会导致美国经济自身流动性的长期不足，
最终导致美国经济的崩溃。为了解决这两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美国客观上必须通过各种正
当不正当的方式吸引美元回流或者赚取美元。总的来看，美国能够采取的手段不外乎以下几
种：
（1）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增加美国对外出口。为此，美国连续发起了多轮关贸总协定
多边谈判，并达成了一系列协议。但是，客观地讲，由于美国带头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这些谈判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减少作用有限。
（2）减少美国进口，为此美国不惜背负贸易保护
主义的骂名，逼迫日本等国搞“自愿出口限制措施”，先后将纺织品和服务贸易以及农产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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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贸总协定框架下拿了出来。
（3）迫使其他国家进一步削减投资市场壁垒，为美国资本进入
这些国家清除障碍。
（4）不断减税，以减轻国内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减税固然可以减轻美国
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压力，但是，减税措施对消费的刺激作用也加剧了贸易逆差，同时，这种
做法也加剧了美国财政收入不足以弥补其支出的矛盾问题。
（5）发债。为了回笼美元，美国
政府和企业发行了很多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最终使美国成为了世界最大债务国。而巨额债
务也增加了各国政府和国际市场对美国债券违约的担心；同时，债券利息的存在也增加了美
元的使用成本。
（6）不断增加投入，提高美国在高科技尖端技术和设备领域的领先性，使各
国在这些领域对美国产生依赖并高价购买美国产品。但是，技术进步是需要大量投入的，但
是，各种替代技术和设备的存在、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存在等等，有可能使新技术设备并不
然能够产生预期的高收益，甚至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7）找出黄金替代品对其进行投资和掌
控，并将其结算与美元绑定，比如石油。
（8）与相关贸易顺差各国密切合作，解决美元发行
未来信用不足的问题。
（9）利用市场经济自身的不足，不定期掀起金融风暴，攫取各国财富，
并兑换成美元回流国内。由于美元与黄金绑定了，美国想把美元贬值都是不可能的。从实际
效果来看，美国虽然采用了以上各种手段，但并没有使得美国国际贸易长期逆差的情况得到
根本性扭转，甚至美国政府最终不得不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
客观地讲，美国所采取的上述措施还是有相当效果的，如果没有决定参加越战，美国政
府所面临的形势还不会那么窘迫。本来，1961 年英法等国货币达到兑换美元要求后，美国
为了防止这些国家抛弃美元去兑换黄金，就联合这些国家成立了黄金总库，由英格兰银行负
责代理黄金总库来维持伦敦黄金价格，并采取措施阻止外国政府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这
是有利于美元作为国际基础货币保持稳定的。但是，随着越战不断扩大，胜利遥遥无期，而
美苏对抗越来越尖锐，苏联由守转攻而美国由攻转守，世界市场对美国渐渐失去信心，对第
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日益加剧，避险情绪高涨，加之美国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而市场又疯
传法国等国要以其巨额美元储备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储备早已流失殆尽等，从而引发了全球
性的美元危机。由于美元是杠杆化发行的，而美元的黄金含量是固定的，这就必然导致市场
上的美元和美国黄金储备不匹配的情况，只要市场引发美元挤兑黄金的风潮，美国肯定是无
法全部兑付黄金的。无奈之下，美国政府于 1971 年 8 月 15 日宣布停止履行对外国政府或中
央银行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1971 年 12 月，以《史密森协定》为标志，美元兑黄
金贬值，同时美联储正式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美元与黄金不再绑定了。为了应对
市场上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西方国家纷纷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实行了浮动汇率制，
并于 1976 年达成了《牙买加协定》，从而使浮动汇率在国际上正式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了。
1978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决通过了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修正案，正式删除了以
前有关黄金的所有规定。基于以上事实，很多人得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完全崩溃了的结论。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姑且不论广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还包括以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为首的世
界银行集团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而且后两者不仅继续存在着，还在国际经济社会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仅就狭义的仅指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言，表面上，国
际货币基金协定确立的“双挂钩”制度是崩溃了，但是，该协定确立的基本制度仍然存在并且
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该协定所确立的美元的国际最基础货币地位仍然没有根本动摇；同
时，美元同黄金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脱钩，脱钩的是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汇率，脱钩的是
美联储对外以黄金兑付美元的国际义务，脱钩的是黄金失去了基础货币地位，但是，美元和
黄金之间仍然是有交易价格的，美元仍然可以体现为对各种商品的购买力的。换言之，狭义
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没有崩溃，而只是有重大变化或者说变革而已。这种变革实际上解放了
美元，解放了美国，使其不再受制于有限的黄金储备，可以根据其社会经济的总量和发展情
况而及时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当然，也正是美元的束缚越来越少，出于控制风险的考虑，
国际货币市场出现了国际基础货币多元化的趋势，美元的基础货币地位越来越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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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能够从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在讨论中国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演变中获得那些经验教训之前，我们需要总结美国在布雷
顿森林体系的变动中有哪些得失，而这些得失基本上也就构成了中国可以汲取的经验教训。
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一个广义的制度整体，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所发展变化之外，
以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为主体的世界银行集团也发展变化很大，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也蜕变为了
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统而观之，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主要有以下几
方面的得与失可供我国借鉴，尤其是可供我国在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战略实践过程中进
行借鉴。
（一）对于任何一个货币国际化的国家而言，尤其是其货币作为国际基础货币的国家而
言，必须时刻警惕国家货币信用的稳定性，尽可能避免负面因素的产生以及加重。二战结束
以来，美国最应该检讨的是几次区域战争的加入甚至深度参与。尽管有些战争是出于钳制苏
联的考虑，但是，其应该优先考虑非战争的替代措施，即便是战争不可避免，也应该优先考
虑速战速决或者将战争约束在尽可能小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并尽可能转嫁战争成本。而事
实是，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越南战争，乃至中东战争，美国都深度参与了，而且巨额战争
成本基本上都是美国承担的。战争的相持不下，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国世界统治力和领导力
的信心；巨额的财政亏空，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国偿付能力的信心。这种情况下，美国长期
的贸易赤字很容易引发美元危机。而信心丧失所引发的恐慌情绪，更会使美元危机空前加剧。
有鉴于此，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维持参与人民币国际化国
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政治社会经济趋势的稳定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但是，鉴于所涉
及的一些国家处在传统的局势不稳定区域，中国的风险压力很大，中国政府必须提前考虑如
何控制和化解风险并尽早有针对性地制定预案。此外，中国经济处在转型期中，加之统一大
业很可能要通过武力完成，这些都可能对人民币的国际化过程产生重大影响，也需要提前提
出风控预案，相关改革措施宜稳不宜图快躁进。
（二）美元作为超级大国美国发行的货币，先天具有国际基础货币的强势地位，其价值
不仅取决于其黄金储备，也取决于其国家军事、财政、科技研发和产业化等方面的实力，更
取决了美联储为首的美国金融产业体系对国际金融的掌控和获利能力以及美元风险化解能
力。战后，为了竞争国际市场和规避各种风险，美国很多产业通过对外投资逐渐转移到了海
外，从而使得美国由“实体经济为主”的商业国家逐渐转变成了“金融资本产业为主”的商业国
家，而其国家战略也由“打开和占领他国商品市场”转变成了“打开和占领他国资本市场”，由
此，“输出和回收美元”成为了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核心任务，“打开他国资本市场、保护知
识产权、购买美国商品和金融战”成了美国对外经贸政策和谈判的主要内容。总的来看，美
国在这方面的运作是非常成功的。
在全球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仍然处在“一超多强”格局的大前提下，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美
元的国际基础货币地位目前仍然是无可撼动的，在此基础上，欧元、英镑、日元、澳元在国
际支付体系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这种大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展
开就不得不考虑一个重要问题：人民币的货币信用主要源自于哪些方面？一般认为，人民币
信用主要取决于中国的高速发展和长期贸易顺差，换言之，人民币信用在相当程度上源自于
中国所拥有的美元和黄金储备资产。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国际收支的平
衡问题，高度重视美元和黄金储备的数额稳定和保值增值问题。这本身就是相当具有挑战性
的。而一个很容易被忽视但是早晚必然会被国际市场发现并高度重视的因素是，中国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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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的产权体系、土地国有化且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运营模式、高税率和高效率的
税收体系等等的存在，使得中国政府具有超强的财政收入能力和市场干预能力，而这些因素
对货币锚值的确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人民币很可能会被迫
进一步大幅度升值。倘若如此，中国将很难回避“特里芬难题”的发生。这个不得不防。同时，
人民币在各国货币储备中的份额虽然目前很小，但是未来很可能会进一步增大，而且，即便
是目前情况下，也不能排除有关国家尤其是金融机构通过恶意操纵国际货币市场、通过使人
民币汇率上窜下跳牟利并扰乱中国经济的可能性。因此，中国政府对货币金融的监管必须进
一步强化，甚至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有必要明确保留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对国际收
支汇兑和转移问题进行强力干预的手段。
（注：《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再审视》是一个非常大而且可以从多视角去审视的题目，
作者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然数易其稿，仍然感觉其中疏漏甚多、词不达意之处甚多、意
犹未尽之处甚多、有待进一步研究阐释之处甚多，这里也只能作为引玉之砖，且供大家批判。
另外，本文引注较少，概因诸多观点大都是作者多年来从事相关研究所得，并且多在相关课
堂教学中屡屡提出过，其中可能有与其他学者观点雷同之处，纯属巧合，绝无抄袭剽窃之意，
更无此等下贱之心，故请读者以君子心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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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权问题研究
——基于 2019 年《证券法》的思考
侯娅玲

摘 要：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的背景下，我国证券市场开放水
平不断提高。上述因素同时从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上促使我国进一步完善证券法域外管辖权
制度。现有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制度存在诸多问题，新《证券法》中的域外管辖权确立标准过
于模糊，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的域外管辖权制度不够周延，存在着法律空白、法律滞后和
法律位阶较低的问题。美国行使证券法域外管辖权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上述问题，但是，美国
通过完善有关法律规定使得其证券法域外管辖权体系日益完善。美国完善证券法域外管辖权
制度体系的过程同时也是其解决有关法律冲突和管辖权冲突的过程。本文主张借鉴美国经验
并吸取其教训，通过细化新《证券法》中的域外管辖权标准并完善配套法律法规，从而完善
我国的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制度体系。
关键词：证券法；域外管辖权；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

引言
2014 年以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和沪伦通相继开通运行，境内外资本市场的融
合程度进一步提升。2018 年 6 月，我国开始允许境外发行人在境内发行中国存托凭证，境
外发行人在境内的融资渠道再次拓展。2019 年 6 月，我国科创板正式运作，为红筹企业的
境内上市打开了通道。此外，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这构
成了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宏观经济背景，也在客观上要求我国完善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制
度。
2020 年 3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新《证券法》第 2 条首次规定了域外管辖权，这是对证券
市场不断开放的法制回应。但是，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制度并非一个法律条文就能解决的问题，
而是一系列有机联系的制度体系，需要更科学的制度设计、更有力的执法与司法支持。美国
拥有全球最大且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证券市场，其在证券法域外管辖权方面的经验最为丰富，
能够为我国证券法域外适用制度的完善提供最佳的经验和最重要的教训。

一、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亟需完善我国证
券法域外管辖权制度
（一）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要求我国加快证券市场开放
人民币充分发挥国际货币的职能，最终必然是在金融市场上通过金融交易实现的。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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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求：中国资本市场研究报告（200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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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清晰地揭示了证券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发挥国际货币职能之间的关系。证券市场开放意味着
我国境内证券市场与境外证券市场实现了互联互通，人民币可以在这一相互联通的市场上自
由流通。我国证券市场开放的每一步，都涉及到对人民币跨境流动监管要求的变化。从 2005
年我国允许国际开发机构到境内发行熊猫债券，到 2014 年后我国陆续开放沪港通、深港通，
从 2006 年我国开始允许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以人民币或者外汇资金到境外进行投
资，到 2015 年我国允许境内人民币合格机构投资者（RQDII）汇出人民币资金投资于境外
人民币金融产品，人民币流出流入的渠道不断拓展，人民币发挥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和储藏
价值的市场空间也随之不断扩大。如果我国证券市场开放程度不足，使得外国投资者不能将
其金融资产便利地在境内和境外之间进行转移，那么，他们不会大量地投资于以人民币计价
的金融工具。2

图 5-1

证券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

美元国际化为我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当美元随着美国持续的贸易逆差源源不断地流
向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境外的美元持有人就产生了以美元进行投资或者存款的需要，美
国资本市场成为了满足上述投资需求的重要场所。美国拥有纽约这一发达的金融市场，纽约
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能够为全世界的美元持有人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而美国极为发达的
国债市场是境外美元持有人最重要的投资场所。美国证券市场与美元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对人
民币国际化的启示意义在于：高度开放、发达的证券市场是满足国际货币供需双方投融资需
求的重要场所，是实现货币储藏价值职能的牢固基础，而证券市场上的国债、股票等长期投
资工具则是促使货币持有人由投机性持有转向投资性持有的重要机制。如果我国证券市场开
放程度不高，那么，境内资本市场将难以承担起促进人民币成为投资货币的历史使命。

MERSCH Y. China-progressing towards financial market liberalisation and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N/OL]. (2014-02-26)[2020-10-10] https://www.bis.org/review/r140227b.pd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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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带一路”建设要求我国提高证券市场开放水平
截至到 2016 年底，“一带一路”中的重要贷款和证券投资中，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和
国家政策性银行占据了 90%以上的份额。具体如下表所示：3
表 1 “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来源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

52%

中国国家进出口银行

21%

中国国家发展银行

26%

丝路基金

1%

亚投行

少于 1%

新发展银行

少于 1%

上表清晰地展示了“一带一路”建设资金的来源情况，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
和践行者，提供了 90%以上的资金支持。其中，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政策性银行扮演
者无可替代的作用。这深刻地表明：第一，“一带一路”融资主要是通过间接融资即银行贷款
实现的，因而直接融资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在“一带一路”融资体系中未发挥应有的作用；第
二，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作为国家政策性银行的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发展银行，都代表
着官方资本。这说明，“一带一路”融资主要是通过官方途径实现的，私人金融资本尚未积极
主动参与其中。而私人资本，尤其是私人金融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途径就是证券
市场。
满足“一带一路”融资需求的证券市场，必然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这首先是因为，高
度开放的证券市场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多的融资机会。高度开放的市场，意味着境内
外的证券市场实现了互联互通。企业一旦进入全球资本市场，就能获得更多的融资机会。银
行、退休基金拥有大量的私人存款，如果再加上资本市场上的资本，仅在亚洲，这一资本将
达数万亿美元。4如果算上全球资本市场，这一数额更加巨大。“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需求
能够在这一庞大的资本市场中较好地满足。
其次，高度开放的资本市场能够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吸引力。资本的本性在于逐利，
为了获得更好的投资回报率，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 24 小时不间断地需找投资场所。2017
年，私人投资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已经达到了 621.4 亿元，同比增长 64.7%。5这说
明私人资本越来越多地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者的立场来看，其融
3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Report to Congress of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19）.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testimony.
Development Finance in Asia: U.S. Economic Strategy Amid China’s Belt and Road: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Fifteen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2018). p15.
4

5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2019）》，

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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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需求得到了较好的满足。从私人投资者的角度来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深入推
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也会持续改善，其对“一带一路”的投资需求也能够更好地
得到满足。国际投资者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渠道是证券市场，只有高度开放的证券
市场才能够使国际投资者共享“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最终提升“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吸
引力。
（三）开放资本市场需要我国确立证券法域外管辖权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就开始开放资本市场，但是，当时开放的主要是非证券市场。6确
切地说，当时我国将资本市场开放的重点放在了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而忽视了证券和其他投
资组合工具的使用。7因而，证券市场的开放以及与之相关的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制度远远滞
后于实践发展的需求。当我国于 2009 年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后，证券市场的相对封闭
使得人民币难以通过股票、债券等证券和证券衍生品发挥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和储藏价值的
职能。当我国在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证券市场开放水平不足的状况也极大地
制约了“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融资。境内上市公司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
之一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其深层根源则是由于申请程序复杂，审批周期长，限制条件
多，使得境内上市公司难以利用融资成本较低、资金来源较多的直接融资渠道发行股票、债
券等证券，而只能通过利率较高的商业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渠道获得“一带一路”建设所需
资金。8
按照开放的领域，证券市场开放可以分为融资性开放、投资性开放和服务性开放。其
中，融资性开放是指一国既允许境内机构到境外融资，又允许境外机构到境内融资。投资性
开放是一国允许境外投资者在境内证券市场进行投资，同时也允许境内投资者到境外证券市
场进行投资。服务性开放是指一国既允许境外金融服务机构到境内证券市场提供金融服务，
又允许境内的金融机构到境外提供金融服务、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竞争。9由于人民币国际化
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是通过境内外的投融资活动实现的，因而，本文主要关注证券
市场的投资性开放和融资性开放对证券法域外适用制度的客观需求。
一方面，证券市场融资性开放需要我国完善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制度。跨境发行与交易活
动是一系列的跨境活动。例如，跨境证券发行就包括向证券监管主管部门提交注册说明书、
制作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路演等。跨境证券交易更为复杂，涉及到交易合同签订的时间与
地点、合同履行的时间与地点、合同是否附有条件或者期限、欺诈行为发生的地点以及有关
外国法的规定等许多因素，使得证券交易地点的认定存在诸多困难。由于主权因素的存在，
这一系列行为被“切割”为不同的环节。不同国家可能对同一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都具有管
辖权。这对国际法上的客观属地原则和主管属地原则造成了挑战。对在我国发行证券的境外
发行人而言，其应当披露的大部分文件，如财务报告、内控报告等，都可能在境外制作，路
演也可能在境外多个国家或者地区进行，承销合同和分销合同也可能在境外签署，当发行人
在上述任何一个环节进行了与事实不符的虚假披露时，我国都可能根据新《证券法》第 2
条进行管辖。如果没有完善的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制度，不仅会使我国与外国发生管辖权冲突，
还可能导致我国境内证券市场的失序。
6

资本市场包括证券市场和非证券市场，前者建立在标准化证券的基础上，主要包括基础证券市场和证券
衍生品市场，后者的典型特征是没有标准化证券，主要由财务顾问、产权交易、项目融资、融资租赁、股
权投资、中长期信贷等内容构成。参见王国刚. 资本市场导论（下）2 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632.
7
郭树清：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监管研究，2012（6）：2.
8
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所：《我国上市公司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与挑战（2016）》：15.
9

彭岳. 跨境证券融资的法律规制：以境外公司在境内上市的监管为视角，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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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证券市场投资性开放需要我国完善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制度。证券法的投资性
开放制度涉及到境内居民的境外证券投资和境外居民的境内证券投资问题。投资者信心是证
券市场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而证券法域外管辖权是保护跨境投资者、维持跨境投资者信心
的重要保证。美国证券市场庞大的资金池是由全世界投资者共同建立的，跨境投资者之所以
愿意进入美国证券市场，是因为美国有最严格的投资者保护制度和不断发展的域外管辖权制
度。对于我国而言，如果跨境投资者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其将“用脚投票”
，选择离开
我国证券市场转而寻求投资者保护更为严格的境外证券市场。届时，我国境内证券市场资金
池的枯竭将会给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带来致命伤害。

二、确立并完善我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制度的可行性
确立并完善我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制度，具有极强的可行性。习惯国际法上的管辖权原
则为我国确立证券法域外管辖权提供了国际法上的可行性，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证券监管合
作机制则保证了域外管辖权的现实可操作性。
（一）符合国际法上的国家管辖权原则
根据习惯国际法，管辖权是国家的基本权利。一国对特定的人、物和行为可以根据属地
管辖原则、属人管辖原则、保护性管辖原则或者普遍性管辖原则进行管辖。其中，属地管辖
原则是最基本的管辖权依据，指一国对本国领域内的一切人、物和事件，除国际法公认的豁
免外，均有管辖的权利。国际社会在属地管辖原则实践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客观属地原则和
主观属地原则。属人管辖原则指国家对具有本国国籍的人有权进行管辖，无论该人是否位于
该国管辖范围之内。保护性管辖是指对于外国人在一国领域外侵害该国的国家或者公民重大
利益的犯罪行为，该国可以行使管辖。普遍性管辖原则是指各国对于严重危害国际和平与安
全以及全人类的某些特定的国际犯罪行为有管辖权，而无论此类犯罪行为发生的地点和罪犯
的国籍。10一国对于本国领域外的行为、人和物行使管辖权时，即为域外管辖权。11
我国新《证券法》第 2 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扰乱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市场秩序，损害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处理并追究法
律责任。这是我国第一次在证券基本法层面上明确规定了域外管辖权条款。从该规定本身来
看，我国对境外证券活动进行管辖的基础在于其对我国境内证券市场秩序或者投资者合法权
益造成损害，这符合国际法上的客观属地原则。实践中，根据客观属地原则对境外的证券发
行与交易行为进行管辖，是美国的一贯立场。在行使证券法域外管辖权的过程中，美国最初
采取的是司法管辖权单兵突进的方式。美国联邦法院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探索证券法域外
管辖权行使的标准，并发展出了行为标准、效果标准和交易标准。美国联邦法院以国际法上
的属地原则论证其行使证券法域外管辖权的合法性。具体而言，行为标准是指如果一国境内
的行为与境外的行为存在特定的联系，美国 SEC 或者联邦法院就将证券法域外适用于境外的
行为。效果标准是指，如果美国境外发生的行为对美国境内产生特定影响，美国将根据联邦
证券法对该境外行为进行管辖。交易标准是指，如果有关的证券交易在美国境内发生，那么，
美国证券法就会适用于所有与该证券交易有关的行为。由于判例法具有灵活性，美国在不同
时期通过遵循先例或者采用区分技术推翻先例的方式调整其行使证券法域外管辖权的限度。
判例法的灵活性使得美国在域外适用其证券法时能够适应不同时代和证券市场发展不同阶
段的要求。

10
11

《国际公法学》编写组.《国际公法学（第 2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121-124 页.
廖诗评：《国内法域外适用及其应对——以美国法域外适用措施为例》，环球法律评论 2019（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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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立场的不同，我国学者在研究美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权问题时，对美国的批评曾经
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当时，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滞后、开放水平较低，许多境内企业赴美上市。
由于不熟悉美国证券法，动辄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处罚或者在美国联邦法院遭遇集团诉
讼。彼时我国更多地扮演了发行人母国的角色。当前，我国已经从资本输入国成为资本输出
国，证券市场开放水平也极大提高。尤其是债券市场，几乎已经完全开放。站在资本市场所
在国的立场上，我国也开始重新思考证券法域外管辖权问题。证券市场开放需要证券法制保
驾护航，而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确立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制度，使得我国证券法能够适用于那
些发生在境外、对我国境内证券市场造成负面影响的行为。
在确立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制度时，只要我国有合理的制度设计，就不会违反国际法上
的管辖权原则，这成为我国确立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制度的国际法保障。
（二）我国已经建立了广泛的证券监管合作机制
由于证券法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一国在行使证券法域外管辖权时，彰显的是本国主权。
根据国际法的国家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一国在本国境内享有最高权力。外国主权行
为必须在获得本国的许可下，才能够在本国实施。否则，将会被视为侵害本国主权的国际不
法行为。目前，我国主要通过证券监管执法国际合作备忘录和法律互助条约两条途径，推动
证券法域外管辖权的实施。
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证监会已经与境外的证券监管机构签署了 73 个证券监管执法国
际合作备忘录，为我国证监会的跨境证券监管与执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例如，我国证监
会与欧盟 27 个成员国中的 17 个签署了关于证券期货监管执法的双边备忘录，这些成员国不
仅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重要经济体，还包括“避税天堂”马耳他、“欧洲的
心脏”卢森堡等经济体。其中，我国与德国之间的双边合作最具有代表性，这一方面是因为
德国在欧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国和德国资本市场融合日益深入。
1998 年，中国证监会与德国联邦证券监管委员会签署了双边《证券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2015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德意志交易所集团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共同设立了中欧国际
交易所。作为中欧资本市场沟通的重要平台，中欧国际交易所的使命之一就是为“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金融服务，支持人民币国际化。根据我国公司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可
以在中欧国际交易所发行上市 D 股。D 股发行人要同时遵守我国《公司法》、
《证券法》、
《国
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德国和欧盟的资本市场法律。目
前，中欧国际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正积极筹备沪德通，为中德双方优质上市公司到对方
证券市场通过发行存托凭证融资提供通道。正是基于上述背景，2019 年 1 月，中德双方证
券监管者更新了 1998 年签署的《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并于 2019 年 3 月签署了
《关于衍生品监管合作与信息交换的备忘录附函》，以加强双方在跨境衍生品监管方面的合
作。从中德双方的资本市场开放以及监管合作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资本市场的开放，应以
法律的有效实施为保障，这又需要监管者之间进行更为紧密的合作，合作的加深必将进一步
提升资本市场的开放水平，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可以预见，在我国开放资本市场的过程
中，这种情况会不断上演。
除了备忘录，法律互助条约也是证监会行使域外执法管辖权的重要途径。截至 2018 年
底，我国共签署了 19 个民刑事法律互助条约，43 个刑事法律互助条约和 20 个民商事法律
互助条约。12法律互助条约作为国家之间通过外交途径达成的协定，具有国际法上的效力，
双方应当严格遵守条约的规定。在联手打击跨境证券犯罪和过度投机方面，双边刑事法律互
12

该数据由外交部网站统计获得。最后访问时间 202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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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条约发挥了重要作用。13证监会通过条约规定的途径如司法部或者外交部等中央机关，通
过境外中央机关向境外有关机构提出协助请求。

三、我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从 2015 年《证券法》修订工作启动以来，我国证券市场经历了 2015 年下半年的股市
波动、2016 年注册制改革试点、2017 年债券通上线运行、2018 年存托凭证开始发行、沪伦
通启动等一系列对证券市场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无论市场如何变换，证券市场的开放是
始终不变的主旋律。随着这些制度和相关措施的推进，《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制度已成为资
本市场开放的制度瓶颈。为回应资本市场的需求，2019 年 12 月 28 日我国通过了修订后的
《证券法》（以下简称新《证券法》）。本次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在第 2 条明确规定了域外
管辖权制度。这意味着，在坚守了 20 多年的属地原则立场之后，我国终于在证券市场基本
法的层面上为《证券法》 “松绑”，为我国司法机关审理域外证券违法案件、为证券执法机
关进行域外调查与执法提供法律依据。
但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证券法》的域外管辖权规定仅是总则中的原则性要求，
在法律实施过程中，该规定因为过于模糊而操作性不强。此外，规制跨境证券发行与交易的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的域外适用规定也存在法律空白、法律冲突和法律滞后的问题。
（一）《证券法》中的域外管辖权制度及其评析
关于跨境发行与上市，新《证券法》总则第 2 条规定了域外管辖权确立的标准，14分则
第 78 条第 3 款规定了多重或者双重上市的同时披露要求，15附则第 224 条规定了境内企业
境外发行上市的要求。16可见，我国《证券法》中仅有 3 个条文涉及到跨境证券发行与交易，
表明我国立法者对证券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域外管辖权问题仍持较为保守的立场。
《证券法》第 2 条第 1 款虽然是域内管辖权的内容，但是，跨境证券发行与交易的“跨
境”性使《证券法》适用过程中出现了“域外适用域内化”的趋势，导致域外适用和域内适
用相互交织，进而成为我国推动域外管辖权时无法回避的问题。因而，此处的分析包括《证
券法》第 2 条第 1 款的域内管辖权规则和第 4 款的域外管辖权规则。
1.第 2 条第 1 款评析
我国现行《证券法》第 2 条第 1 款规定，境内的股票、公司债券、存托凭证和国务院依
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适用本法；本法未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该款规定了我国对境内证券发行与交易活动的管辖权，管辖的法律依据是《证券法》、
《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这是属地原则在《证券法》上的体现。跨境证券发行与
交易活动应当遵循资本市场所在地法，是各国通行做法，本来与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关系不大。
但是，跨境证券发行与交易的本质特征在于“跨境”，即一次完整的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可
13

韩龙：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制度建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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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条第 4 款规定，境外的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扰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市场秩序，损害境内投资者

合法权益的，依照该法有关规定处理并追究法律责任。
第 78 条第 3 款：证券同时在境内境外公开发行、交易的，其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外披露的信息，应当在
境内同时披露。
16
224 条：境内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到境外发行证券或者将其证券在境外上市交易，应对符合国务院的有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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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同时跨越多个国境。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模糊了境内与境外的界限，使一国很难
认定哪些行为发生于本国境内，哪些行为发生于本国境外，从而出现了证券法域外适用域内
化的现象，使得域内管辖权呈现出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令人琢磨不透。
实践中，一国完全可以基于对跨境证券发行与交易链条中境内行为的管辖实现对整个跨
境证券发行与交易的管辖。我国虽然尚未面临这一问题，但是，从美国证券市场开放和证券
法域外管辖权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窥见证券法域外适用域内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
个案中，美国法院将跨境违法行为中与美国有关的因素当地化，并将对境外因素的管辖建立
在对境内因素管辖的基础上。17具体而言，美国法院往往以美国国境为界，对整个证券发行
与交易行为进行“切割”，将其分为境内行为和境外行为。美国通过对境内行为的管辖，实
现对整个证券发行或交易过程的管辖。美国广泛采用的行为标准，其核心就在于认定哪些发
生在美国境内的行为可以构成证券法管辖的基础。如果美国境内的行为与境外的违法行为存
在特定的联系，如境内行为是促进境外违法行为的重要因素、是整个欺诈行为的重要环节，
联邦法院就可以根据证券法对有关境外行为进行管辖。在许多美国学者和法院看来，这是属
地原则的扩展，是对美国境内行为管辖的自然结果，因而，其所涉及的也只是域内管辖权问
题。18在采取严格行为标准的各巡回上诉法院，更是以制裁美国境内的证券违法行为为由，
对涉及到整个证券交易的所有当事人进行管辖。这一做法引发了严重的管辖权冲突和法律冲
突。在对美国证券法产生深刻影响的 2010 年莫里森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证券
法域外管辖权的“交易标准”，即只要涉及的证券交易行为发生在美国，美国联邦法院就可
以对整个证券交易行为进行管辖，即便有关的证券违法行为发生在美国境外。在宽泛的“交
易标准”之下，证券交易合同形成时间、购买指令的执行、证券权利的转移或者交易资金的
支付等等，都可能成为考察证券交易是否发生在美国、最终是否适用美国证券法的决定因素。
“域外适用域内化”使美国法院和 SEC 获得了广泛的管辖权，这立即引发了外国政府和外国
证券发行人的强烈反应。以至于在 Morrison 案件中，澳大利亚等外国政府以“法庭之友”
的身份向美国联邦法院提交抗议书。
证券法“域外适用域内化”在扩展本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权范围的同时，使得资本市场所
在地、跨境证券发行人母国和离岸地区都可以基于国际法上的管辖权原则对跨境证券发行与
交易进行管辖。从理论上讲，一国完全可以基于国家主权原则对跨境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进
行立法并依此进行管辖。然而，管辖权和法律冲突的程度、跨境证券监管和执法的难度构成
了一国行使域外管辖权的外在约束条件。例如在 2012 年“伦敦鲸”交易中，美国司法部和
SEC 对摩根大通伦敦首席办公室的两名交易员马丁和格劳特提起了刑事和民事诉讼，指控其
使用美国州际商务设施实施了证券欺诈，违反了美国证券法反欺诈规则。由于被告马丁为西
班牙人，美国随后向西班牙提出了引渡马丁的请求。这一引渡耗时将近 2 年，最终仍旧以失
败告终。因为西班牙认为，马丁是西班牙公民，所有涉案行为均发生在伦敦，因而美国没有
管辖权。美国司法部最后不得不撤销对马丁的刑事指控。这一事件不仅凸显了美国与西班牙
之间的法律冲突和利益冲突，更深刻地表明了一国跨境执法与司法活动所受到的外部制约。
因而，我国即便根据新《证券法》第 2 条第 1 款对境内的证券活动进行管辖，也应当清
醒地认识到证券发行与交易的“跨境性”对域外管辖权的行使带来的挑战，以避免与外国法
或者国际法发生冲突。这一目标的实现，同时还有赖于第 2 条第 4 款的制度设计和实施。

COLANGELO A. What i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J]. Cornell law review. 2014, 99(6):1332.
如美国著名证券法学者 Stephen J. Choi 就将行为标准归为法律适用的属地原则，而将效果标准归于域外
适用规则。See CHOI S. GUZMAN A. The dangerous extraterritoriality of American securities law [J].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business. 1996, 17(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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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2 条第 4 款评析
第 4 款规定了我国对境外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的管辖权。管辖的标准是境外证券行为扰
乱我国境内市场秩序或者损害我国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
可见，我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制度实质上采取了类似美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权的效果标
准，即境外行为对我国境内证券市场或者境内投资者造成损害时，就应当承担我国证券法上
的责任。但是，该款并未明确我国利益受到多大程度的损害，执法机关和当事人才可以依《证
券法》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如果对其进行文义解释，就会得出下列结论：只要我国证券
市场秩序被境外的证券行为扰乱了，或者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受到境外证券行为的危害，那
么，《证券法》均应适用。执法者进行域外执法时，会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境内利益受损和
境外行为之间因果关系难以认定，二是该标准既不符合效率原则，也不符合国际礼让和国际
合作原则。
首先，境外行为与境内证券市场或者投资者所受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认定。任何
开放的证券市场都会受到境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不仅包括宏观层面上的经济形
势、政治事件等，还包括微观层面上的个体行为。要判断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行为与证券市
场受到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非常困难。2010 年华尔街“股市闪崩”事件便是最好的例子。
2010 年 5 月 6 日，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剧烈下跌近 1000 点，导致 1 万亿美元市值蒸发，并
一度使得通用电气等知名公司的股价跌至 1 美分，引发了当时美国有史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经过近 5 年调查，美国司法部才向联邦法院提起刑事诉讼，指控英国交易员萨劳通过幌骗手
段和分层技术对标准普尔 500 股指期货合约进行了高频交易。这一交易发生在商品期货市
场，但其对美国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造成了巨大冲击，最终导致了美国股市的闪电崩盘。美
国向英国提出了引渡萨劳的请求。但审理萨劳引渡案件的英国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萨劳的
交易不一定市是造成华尔街股市闪崩的主要原因。许多研究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证据之
一是，当时进行标准普尔 500 股指期货交易的还有许多其他参与者，比如一家名为 Waddell
& Reed 的机构投资者迅速地卖出了 41 亿美元的股指期货。还有许多高频交易公司是净卖出
者，这也对闪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该案可以看出，证券市场受到了期货市场的影响，
而期货市场的波动又受到市场交易主体的影响。特定市场参与者是否造成了证券市场的波动
仍旧是一个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的命题。因而，要认定证券市场失序的直接原因，远比认
定市场操作、证券欺诈等典型证券市场违法行为要困难得多。我国《证券法》第 2 条第 4
款仅对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做原则上的规定而没有具体的制度支撑，缺乏可操作性，很难有效
震慑境外不法行为人。
其次，过于宽泛的效果标准不符合效率原则。效率原则是经济法的重要原则，作为经
济法的重要子部门法，证券法也应对遵循这一原则。但是新《证券法》第 2 条第 4 款的域外
管辖权标准，却未体现出这一价值取向，因为该款所确立的效果标准并不关注境外的证券发
行与交易行为对境内利益所造成损害的大小。从理论上讲，如果境外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对
境内产生的影响如此之小，以至于根据我国新《证券法》对其进行制裁是一种司法资源的浪
费时，就不应当将新《证券法》域外适用于该境外证券行为。即便积极推动证券法域外适用
的美国法院，也在多个案件中考虑“美国国会是否愿意将美国法院和执法机构的宝贵资源用
于跨境证券交易”。19美国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对效果标准作出了限制，认为只有当境外的
行为对美国造成了可预见的、重大的损害时，才可以将美国证券法适用于境外的行为。美国

Bersch v. Drexel Firestone, Inc., 519 F.2d 974, 985 (1975); IIT v. Vencap, Ltd., 519 F.2d 1001, 1017-1018
(CA2 197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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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还在个案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案件事实判断何谓“重大性”。20我国确立证券法域外管
辖权标准时，也应当考虑成本效益问题，衡量将我国证券法适用于境外的证券发行与交易是
否符合经济原则。新《证券法》第 2 条第 4 款所确立的原则显然不符合效率原则。
最后，第 2 条第 4 款所确立的效果标准仅考虑我国所受的损害，而未考虑外国的利益，
不符合国际礼让原则和国际合作原则。在美国行使证券法域外管辖权的初期，美国就采取了
这一立场。因而，在跨境证券活动中，无论外国当事人以及外国公共利益是否受到影响，美
国都不予考虑，只要美国境内的投资者利益或者证券市场的完整性受到损害，美国法院和
SEC 就会根据证券法追究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引
发了外国的强烈反应，促使外国纷纷制定阻却立法或强化保密法规定。出于国际社会的压力，
美国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自我限制。此后，联邦法院在审理跨境证券纠纷时，开始考虑外国的
利益，并进行利益平衡分析，认为当外国的利益超过美国利益时，联邦法院就应当拒绝行使
管辖权。美国最终将这一要求纳入 1987 年《第三次对外关系法重述》中。2018 年《美国第
四次对外关系法重述》更是通过合理性原则和反域外适用推定来限制美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权
的限度。在《对外关系法重述》而非《冲突法重述》中对证券法的域外管辖权进行规定，表
明美国已经充分认识到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引发的问题涉及到国际关系和国家利益，而不仅仅
是私人利益。此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通过行使规则制定权为跨境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
规定一系列的豁免制度，降低外国发行人所面临的美国证券法上的责任。然而，美国单方限
制措施始终是一种出于国际礼让的自我约束，而非一种国际法上的义务，美国完全可以通过
修改国内立法或者推翻已有判例法改变这种立场，再次退回到仅关注自身利益的单边主义立
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莫里森判决中的交易标准与《多德-弗兰克法》中的行为标准与效
果标准就是上述立场在最高法院和国会之间分歧的体现。
为了克服单边主义的局限性，美国最终回到了双边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立场，通过大量
的条约和备忘录协调跨境证券发行与交易中的法律冲突。美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制度发展的
历程表明，任何单边主义做法虽然可以获得短期的收益，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不仅损害
了外国的利益，最终还会损害本国的利益。我国新《证券法》的上述规定也不例外，如果涉
及到损害我国利益的境外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我国一概不考虑外国所受的影响，而只是机
械地适用《证券法》，这种做法也将使我国面临与美国同样的困境。届时，我国也会因过度
推动证券法的域外管辖权而引起外国发行人和外国政府的不满，甚至引发外交抗议，正如美
国在莫里森案件中的境遇：多个国家政府提交了法庭之友意见书或者外交抗议。新《证券法》
的上述规定很容易使我国从保守的属地原则滑向过于宽泛的效果原则，更可能使我国因违反
国际礼让和国际合作原则而陷入被动。
（二）其他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的域外管辖权制度及其评析
在规范跨境证券发行与交易方面，除了新《证券法》，我国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等规
范性文件中也存在域外管辖权制度。然而，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的域外管辖权制度存在着
法律空白、法律滞后和效力层级较低的问题，不利于我国对跨境证券活动进行规制。
1.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的域外管辖权制度
规范境外机构到境内发行上市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可分为两类，一类涉及到境外企业
到境内发行股票或者存托凭证，如 2018 年 《沪伦通存托凭证业务监管规定（试行）》关于
中国存托凭证（以下简称 CDR）的规定，2018 年《试点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者存托凭
证并上市监管工作实施办法》和《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上市后持续监管实施办
20

李国清：美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权问题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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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试行）
》等部门规章。另一类与境外机构在我国境内发行上市债券有关，如 2018 年中国
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发布的《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规范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上市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主要有 1994 年《国务院关于股份
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
（以下简称《到境外上市特别规定》）、2004 年《中
国证监会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和 2018 年 《沪伦通
存托凭证业务监管规定（试行）》下的全球存托凭证（以下简称 GDR）发行与上市的有关规
定等。
2.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行政法律和部门规章在规制跨境证券发行与交易活动中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存在着大量法律空白。当前，我国原则上不允许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 A 股，仅
允许创新型红筹企业在境内发行股票或者存托凭证。这实质上是我国在股票市场对外封闭的
大背景下所做出的例外规定，因而对发行主体有极为严格的要求，只有那些符合国家战略的
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才可能在我国境内发行股票或者存托凭证。具体而言，对于
已在境外上市的红筹企业，其市值不应低于 2000 亿元人民币，或者市值 200 亿元人民币以
上，且拥有自主研发、国际领先技术，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同行业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对于未在境外上市的红筹企业，其最近一年的营业收入不低于 30 亿元且估值不低于 200 亿
元人民币，或者营业收入快速增长，拥有自主研发、国际领先技术，在同业竞争中处于相对
优势地位。21试点红筹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注册地法律规定的要求，且最近
三年内不存在因重大违规受到监管部门处罚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22
除了这一通道之外，境外机构到我国募集资金，只能选择发行债券或者存托凭证。根据
境外发行人发行债券的交易场所，又分为交易所债券市场和以银行间债券市场为主体的场外
债券市场。目前，境外机构在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债应当满足《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
机构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对境外公司、境外金融机构、境外政府和国际开发机
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券进行了集中规定，其颁布标志着我国确立了境外机构在境内发
行债券的统一监管框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熊猫债券市场分割的局面。但是，
《全国银行
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也存在以下问题：
（1）在公司治理要求上，该
办法仅通过第 6 条对境外金融机构法人的公司治理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应具有良好的公司
治理机制和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这似乎意味着，境外非金融企业法人、国际开发机构等其
他境外机构的内部治理和风险管理体系是完善的、良好的。
（2）对于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债券
市场的交易，我国目前并未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境外机构发行的公司债券在银行间债券市
场交易的依据是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2008 年制定的
行业自律规范——《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司债券发行、登记托管、交易流通操作细则》。这意
味着，即便是自律规范，也没有对境外政府和国际开发机构等主体所发行债券的交易做出规
定。
此外，对于在交易所市场发行债券的境外机构，我国目前还未制定专门的法律规范，而
是“参照”适用 2018 年证监会发布的《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23该办法仅关注境
《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8]21 号），第 3 条。
《试点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并上市监管工作实施办法》（证监会公告[2018]13 号），第 11
条。
21

22

23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 70 条

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次级债券的发行、交易或转让，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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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证券市场公司债券的发行与交易问题，并不涉及到境外机构在境外的行为。但是境外机构
的主要经营管理和业务活动都发生在境外，如果其在境外从事违法行为导致公司股价下跌，
这必然会对我国境内投资者造成损害。但是该办法并未针对此类情形进行规范。因而，该办
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参照？又有多少内容可以参照？更重要的是，该办法仅针对公司债券，
其他类型的债券如境外政府债券、境外金融企业或者非金融企业发行的债券则不能参照适
用。这就意味着，我国在对境外机构的境内发债行为实行双轨制的同时，并没有对其在银行
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发行与交易债券进行专门的规定。大量的法律空白使得外国债券发
行和交易不得不面临着“一事一议”、个案审查做法，这也增加了境外机构在我国境内发行
债券的不确定性和融资成本。
就存托凭证而言，其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只能通过公募方式在我国境内募集资金。在现
行法律框架下，我国存托凭证（以下简称 CDR）与美国存托凭证（以下简称 ADR）存在较大
差异，表现为：CDR 仅有公募发行一种，而 ADR 的发行方式包括公募和私募；CDR 只能在
证券交易所内交易，而美国根据外国基础证券发行人进入美国证券市场的程度将 ADR 分为
三级，并规定了不同的披露要求和交易场所，CDR 这实质上相当于三级 ADR。与 ADR 相比，
我国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制度的适用对象非常有限。在这种法律语境之下，
《存托凭证发行
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域外管辖权规则——如第 5 条对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的资
格要求，第 21 条临时披露要求，第 29 条境外金融机构作为托管人所承担的职责等等——只
能在非常有限的场景得以适用。此外，2018 年 《沪伦通存托凭证业务监管规定（试行）》
规定了我国对境内上市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存托凭证的域外管辖权。其中，第 17 条第 2 款规
定了 7 种禁止境内上市公司在境外发行存托凭证的情形，第 18 条是对境内上市公司在境外
发行存托凭证的发行价格要求。这是基于属人管辖原则的域外管辖权，但是，该规定的适用
对象是在上交所上市的境内公司，其针对的行为是境内公司在境外发行存托凭证并在伦敦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行为。即如果境内公司未在境内上市，或者在境内深交所上市，其到境外发
行存托凭证并不受到该规定的约束。再或者，境内公司到境外发行股票或者存托凭证，但是
未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而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或者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等其他证券
交易所上市，都无需遵循该规定的要求。这些情形应当适用 1994 年《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
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
，然而该特别规定仅适用于境内股份有限公司在境外
发行上市股份或者股票的衍生产品的情形，发行债券及债券衍生品的境内公司则无需遵守本
规定。
（2）法律规范滞后。全面规范境内公司境外发行上市行为的规定见于《到境外上市特别
规定》。该特别规定颁布于 1994 年，距今已经 20 余年。该特别规定依据 1993 年《公司法》
第 85 条和第 155 条24制定的，《公司法》历经多次修改，第 85 条和第 155 条已经被删除，
随后规定于《证券法》第 238 条。但是，与我国注册制改革方向一致，2019 年修订的《证
券法》删除了原法第 238 条的行政审批要求，修改后的 224 条明确规定：境内企业直接或者
间接到境外发行证券或者将其证券在境外上市交易的，应当符合国务院的有关规定。这意味
着，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上市的，无需再经过证监会的批准。国务院也应根据这一授权制定
境内企业境外发行上市的规定。在上位法已经多次修改的背景下，《到境外上市特别规定》
仍然“不为所动”，有违反上位法的嫌疑，并使得法律适用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到境外
上市特别规定》中还有大量的需要行政审批的事项，无疑增加了境内公司境外发行上市的难

用本办法。境外注册公司在中国证监会监管的债券交易场所的债券发行、交易或转让，参照适用本办法。
24
1993 年《公司法》第 85 条：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向境外公开募集股份，具
体办法由国务院作出特别规定。第 155 条：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公司股票可以到境外上市，具体
办法由国务院作出特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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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此外，证券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很多内
容已经不适合当今证券市场开放的要求。例如，该规定要求境外上市外资股应以人民币标明
面值，以外币认购。许多境内公司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了上市，如果机械地要求其只能
以人民币表明面值，可能会使得这些境内公司面临着汇率风险。
（3）法律规范效力层级较低、缺乏统一的规定。如前所述，对跨境证券融资中的域外行
为或者主体进行规制的法律规范，除了《证券法》中关于域外管辖权的一般规定外，散见于
各类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范的制定主体主要是国务院和证监会，其制
定的法律规范涉及到境内机构的境外证券融资行为和在境内融资的境外机构在境外从事的
行为。对于前者，我国可基于属人管辖原则将证券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予以适用，对于后者，
我国则基于客观属地原则将我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予以适用。除了《到境外上市特别规定》
是以行政法规的形式产生的，其他的规范多是国务院通知、意见、证监会公告或者证监会令
的形式。各种法的渊源纵横交织，且效力层级较低，缺乏内在统一。此外，《证券法》第 2
条：规定公司债券的发行与交易应当遵守该法的要求，在该法未规定的前提下，适用《公司
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但是，我国并未制定相应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实践中，
规范证券发行与交易的法律规范大多属于效力层级较低的部门规章和大量自律监管机构制
定的行业规范。例如，对于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发行债券的境外机构，我国就通过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的自律规则来规范其信息披露行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债券发行管
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负责制定境外机构发行债券信息披露指引，
并对发行人信息披露进行评议和后续监督，对不能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的，应及时报告中国
人民银行。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四、完善我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制度的法律对策
完善我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制度，不仅需要在证券市场基本法《证券法》中做出完整规
定，还需要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美国在这一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既有值得
借鉴的经验，又有需要警惕的教训。美国不仅通过《多德-弗兰克法》对《1933 年证券法》
和《1934 年证券交易法》进行修订，将域外管辖权规则成文化，还通过其他成文法对美国
境外的证券违法行为进行追诉，如《反海外腐败法》授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打击境外的证
券腐败行为，通过美国司法部获取境外的司法协助等等。美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权是一个复杂
的制度体系，成文法和判例法相得益彰，共同维持着美国证券市场的秩序和美国投资者利益。
这对我国带来了有益的经验：证券市场开放必须辅之以完善的证券法制，尤其是域外管辖权
制度。同时，也应当看到，美国成文法和判例法之间不时会发生冲突，甚至判例法体系内部
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冲突，导致法院在适用有关的证券法域外管辖权规则时出现了相互冲突
的判决。法律体系的内在冲突引发了外国发行人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忧虑，因为其不确定自己
与美国发生的某些联系是否成为美国证券法的管辖对象。这对我国证券法制建设和证券市场
开放也敲响了警钟：一国证券法体系的内在冲突，尤其是域外管辖权制度的内在冲突，会极
大增加证券市场交易成本，从而降低该国证券市场对国际投资者和境外发行人的吸引力，从
而危及该国的证券市场国际化。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建议通过以下途径完善我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制度：
（一）完善《证券法》中的域外管辖权制度
首先，明确境内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证券法》应进一步明确，跨境证券发行与交易
中的哪些行为属于发生在“境内”的行为，哪些行为属于发生在“境外”的行为，以避免我

1625

国以域内管辖之名，行域外管辖之实。建议遵循行为中心主义，以行为为对象进行管辖。确
切地说，如果发生在境内的行为违反了我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那么，我国证券执法机关和
司法机关可以基于该行为的违法性对其进行调查、惩处。如果我国境内发生的行为不违反证
券法等法律法规，即便我国境内的行为与境外违法行为存在一定联系，我国也不能根据主观
或者客观属地原则对境外行为进行管辖。而只能根据第 2 条第 4 款的域外管辖权规定进行管
辖。
其次，细化我国《证券法》上的域外管辖权制度。在《证券法》总则中细化效果标准，
将对我国证券市场和投资者造成直接、可预见的、实质性损害的境外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纳
入该法的管辖之下。还应对详细规定跨境证券发行与交易中的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要求。逻
辑上讲，这类要求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在《证券法》中以专章形式进行规定，二是在《证
券法》中授权证监会等证券监管部门对跨境证券发行与交易可能涉及的注册要求、信息披露
要求和公司治理制定相应的监管规则。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迅速，如果通过全国人大常委
会进行立法，可能无法及时回应证券市场开放的需求，因而，本文认为，通过授权立法的形
式完善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制度更具有可行性。关于这一问题，下文有详细论述。
（二）完善《证券法》域外管辖权的配套法律规范
首先，制定行政法规或者规章，拓宽境外机构到我国境内股票市场融资的渠道。扩大在
我国发行与上市股票的境外机构的主体范围，允许注册地和主要经营活动地都在境外的公
司、企业法人等境外机构在我国境内股票市场融资。虽然我国出于谨慎目的仅允许试点创新
企业在境内发行股票，但是，随着我国证券市场开放的水平不断提高，境外机构到我国股票
市场融资的意愿也必然更加强烈。通过对创新型红筹企业的监管，我国监管机构也将积累更
多的监管与执法经验，这为拓宽到我国股票市场融资的主体范围提供了现实基础。
其次，对于到境内融资的境外机构，我国应对交易所债券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境外
机构债券的发行与交易进行分别规定。这主要是因为两类债券市场处于分割状态，二者在交
易方式、交易品种和结算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异，短期内难以实现统一。就银行间债券市场
而言，在现有《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基础上，由中国人
民银行通过部门规章的形式，制定《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债券交易管理办法》
，对
境外机构的信息披露要求、治理架构、债券发行和上市做出统一规定。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强化境外机构的信息披露要求。目前，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债时，境外机构信息
披露的依据主要是全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这一自律组织所制定的指引。此类指引是不具
有法律效力的自律规范，主要依赖监管手段和监管措施都较为有限的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实施，这不能有效震慑信息披露不实行为。因而，本文建议，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
机构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债券发行中信息披露的期限、内容和方式，在《全国银
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债券交易管理办法》中明确债券交易信息披露的期限、频率、内容。
（2）强化对境外机构公司治理的监管。虽然公司治理要求主要存在于公司法中，但是，21
世纪以来的历次重大证券市场欺诈事件使得各国监管者把公司治理要求推进到证券法领域。
对于到我国融资的境外机构，我国目前仅对银行间债券市场上的境外金融机构法人规定了公
司治理要求，对其他境外机构的内部治理尚未提出明确的法律要求，这不仅有区别对待之嫌，
还不利于维护我国证券市场的秩序和投资者利益。因而，本文建议，应要求在银行间债券市
场发行债券的境外金融机构法人、境外非金融企业法人、国际开发组织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
结构，使得其对境内投资者提供保护的水平应不低于我国法律规定的同等水平。
再次，对于到境外融资的境内机构，应根据新《证券法》第 224 条要求，由国务院制定
新的行政法规。该法规除了应当保留《到境外上市特别规定》中的合理制度之外，还要实现

1626

与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的修订同步。对于进行境内融资的境外机构，我国应就共性
问题制定行政法规。对于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上存在的个性问题，则由我国证监会和中
国人民银行分别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这一方面可以解决法律规范滞后的问题，另一方面也
使得现有法律体系能够实现内在的有机统一。
最后，适当扩大存托凭证的种类，建议我国允许 CDR 在场外市场进行交易。现行制度
规定 CDR 只能在场内交易，意味着基础证券发行人必须达到我国证券法律法规和证券交易
所设定的上市标准。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的挂牌交易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场内市场的上市标
准远高于场外市场的挂牌交易标准。将 CDR 限制于场内市场，将会使得大量的境外机构无
法通过 CDR 市场融资，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开放。

五、结语
证券法域外管辖权涉及到一国的管辖权，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关涉一国主权。证券
法天然具有公法色彩，这使得各国在确立证券法域外管辖权时都极为谨慎，以避免与国际法
或者外国法冲突。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实践始于半个多世纪之前，为我国提供了最佳的分析对
象。美国的实践表明，证券法域外管辖权是一系列制度的有机体，域外管辖权的限度既受制
于业已形成的习惯国际法上的管辖权原则，还取决于国内法上的相关规定。
我国确立证券法域外管辖权的根本原因是境内证券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升，其外因则
在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实施。虽然新《证券法》第 2
条第 4 款确立了域外管辖权，但是，该条款本身的模糊性不利于法律规定的具体落实。虽然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也有许多条款适用于境外的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但是，这些规定也
存在着法律空白、法律滞后等各种问题，需要系统全面地予以修改。因而，本文主张，除了
在《证券法》总则中完善域外管辖权条款外，还应对通过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形式规定更
加系统、细致的域外管辖权制度，从而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
战略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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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性”监管创新从何出发：信息与信用的链接交互为视

角
吴一楷
摘

要：经济学中“颠覆性创新”理论肯定了金融科技作为金融创新改变金融市场格局，实

质上是其本质在科技作用下不断打破信息与信用的交界。对于金融科技的监管仍要把握其关
于信息与信用之关系，金融科技赋予了传统非金融机构参与孵化新金融业态的可能，特别是
在全球疫情蔓延的今日，新-旧之间的倾轧，新-新之间的追赶以及新业态更新的常态化，是
需要在监管时予以关注的动态性特征。本文虽没有提出具体的监管措施，但是希望在对于信
息与信用的把握中判断风险所在，提供关于监管颠覆性创新的思路阐述。
关键词：金融科技；金融创新；信息与信用；颠覆性监管

随着科技与金融的交融越来越深，特别是随着全球疫情的蔓延，众多的小微公司、企业
（多为非传统金融机构）与个人都尝到了金融科技产品带来的“甜头”，资金需求者和资金
提供者虽然在量级上无法与传统的金融机构抗衡，但是基于科技所带来的信息流匹配，使得
其进行金融活动的效率愈发迅速。世纪初克里斯坦森对于“颠覆性创新”的理论阐述，深刻
地在如今的“金融科技”中引发共鸣与回响，其实质上是对于信息与信用的打破与重塑，随
着金融体量的迅速增大如气球般膨胀，其隐含的金融风险也需要进行及时的关注，传统金融
监管在不能完好容纳金融风险时，刺破气球外壳的危险将随时存在，根据金融科技的特征所
蕴含的风险，相应的监管改革应当聚焦何处，笔者将其称为“颠覆性”监管创新应该在何处
进行颠覆，将在下文进行详细分析。

一、以信息与信用视角解读金融科技
1

金融稳定理事会曾对金融科技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定义， 定义一出，基本上出现了两种
基本的思路：其一，将“互联网科技”作为其发展过程中的初级阶段，指出金融科技是“互
联网金融”发展至更高、更深层面的表现，即以科技为基底，例如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或者
区块链等技术创造出利于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的金融创新；其二，是
指出“互联网金融”和现今基于新兴技术创造出的创新都属于金融科技的范围，即同时涵盖
了两者。笔者认为，两种的区分在现实中并非产生特别明显的作用，可以根据历史沿革将其
作出狭义与广义的理解，金融科技所带来的创新可以分成两种模式：首先是，通过科技的形
式例如互联网提供金融产品，实现数字化的运行模式；其次是对利用创新科技例如区块链、
2

大数据、人工智能开发出新的金融产品，扩大金融服务的范围、方式。 由于现今我们能够


吴一楷，厦门大学 2020 级博士研究生。基金项目：本文为 2019 年度福建省社科规划省法学会专项“金融
科技的勃兴与监管科技运用的法律路径”（FJ2019TWFB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金融科技即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 2016 年 3 月提出的定义，金融科技是指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能够创
造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2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inancial Stability Implications from FinTech，Supervisory and Regulatory Issues that
Merit Authori- ties’Attention，June 2017，p. 7，http: / /www. fsb. org/wp - content/uploads/R270617. pdf，visited
on 2 marc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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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金融创新，很大程度上都是将互联网、科技与金融三者进行糅合运作，故在下文采取
广义的理解态度。
金融科技的本质是金融，是交易各方的跨期价值交换，即信用交换在应用和发展过程中
遵循金融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这种定义自金融产生以来并没有得到实质的改变，在其内核
没有改变的同时，既然金融是随着社会的便利需求与更多业态进行结合，那么其外在表现是
具有强烈差异性的。根据克里斯坦森在经济学上对“颠覆性创新”理论的表述，可以清晰地
抓住金融创新中“科技基因”所带来的特质，在介绍多样的以科技为基底的金融产品或者服
务模式时，要不断地阐述其本质，即金钱的时间化，只不过在当下金钱的时间化在科技作用
下不断打破信息与信用的交界。颠覆性创新理论是由哈佛商学院现代管理学理论家克雷
顿·M·克里斯汀生做出了清晰地表述，颠覆就是找到一种新路径，并不等同于劣质低廉的
更改，甚至与突破的意思不同，它并非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的维持性技术创新，而是找到一
3

种新的生产函数和模式，其中暗含着大量潜在的根本性的结构性改变。 以其观点分析金融
4

科技是否属于金融创新的路径，从四个特征的论述中可以得到肯定性结论， 若将其与信息
信用视角再度剖析，可以获得完全不一样的观感：首先，传统金融机构大多数虽然在实行产
品或者服务的推陈出新，但仅聚焦于传统主流客户，即对掌握的现有客户的信息进行不断的
更新即可凭借现有客户的信任获得收益，同时，国家政策的扶持使得客户对这些牢固的传统
金融机构不会产生信用风险的质疑，但实际上金融消费者处在灯下黑的状态，其无法了解其
消费的金融机构的信息如何、风险负担强弱，科技的运用使得信息与信用的分配法发生了倒
置变化，运用科技手段进入市场的新金融主体将信息完全置于金融消费者面前，金融消费者
对交易过程、产品或服务的动态信息、风险信息评估都有最直观的掌握和了解，且这类金融
消费者多为传统金融未予以关注的人群，随着科技力量的推进，新金融业态以让渡信息专有
权的过程获取金融消费者的信任，从而吸取资本而反馈到科技研发中，并以此力量不停开拓
新市场甚至挤压传统市场。观察到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第三方支付诸如阿里巴巴公司的支
付宝、腾讯开发的微信支付发展强劲甚至甚至直接取代银联；网贷平台以“金融脱媒”的特
质征服了无数资金需求者替代了银行的存在；股权众筹平台在交易所之外纷纷落地。金融科
技实际上是以科技手段，破坏了传统金融中信息与信用的分配状态，从而进入金融市场。
除了肉眼可见不断发展或者国人真正实际参与的第三方支付、网贷平台等，中国金融科
技同样聚焦的还有数字货币领域和以大数据识别开发的征信体系，数字货币是以区块链为底
层技术，致力于构建去中心化的货币体系，大数据识别开发的征信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对央行
征信造成冲击，作为金融科技的组成部分，这类产品或者服务实质上都是破坏了信息专有或
者信息透明度，提供给金融消费者信用支持。中国的金融科技在世界范围具有衍生力度强、
5

6

融合性高、发展速度迅猛的特性。 颠覆了金融领域原有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产业结构 。
金融监管需要颠覆性的创新，是因为金融科技虽然在整个运行模式与传统金融截然不同,
但是追溯其本质，仍然是金钱的时间化，只不过在科技作用下在信息与信用的深浅多寡之间
运用、流转，金融监管的颠覆性创新必然要求增加了社会控制成本以及凸显金融抑制色彩的

Clayton M. Christensen, The Innovator's Dilemma，Harper Collins Publisher, 1997, p. 15.
许多奇：《金融科技的“破坏性创新”本质与监管科技新思路》,《东方法学》2018 年第 3 期，第 4-13 页。
5
Visual Capitalist: 27 Fintech Unicorns, and Where They Were Born, (Sept 2016). EY & DBS: The Ris
e of FinTech in China: Redefining Financial Services, (November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ey.com/
Publication/vwLUAssets/ey-the-rise-of-fintech-in-china/$FILE/ey-the-rise-of-fintech-in-china.pdf (visited on 1
4 April 2019)
6
翟伟丽：《大数据时代的金融体系重构与资本市场变革》，《证券市场导报》2014 年第 2 期。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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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恶”， 但是这种恶在达到金融监管的目标，即控制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确保金融
行为有合理预期上却又极大的善意。颠覆性金融创新要求金融监管需要进行颠覆性改革，颠
覆性监管应在把握金融科技发展的动态特征进行改革，以下，将结合金融科技发展的模式分
析，围绕着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服务提供方式进行变革，欲回答颠覆性监管创新的问
题，首先要抓住这三个题眼，通过分析三者在金融科技的背景下的演化路径和演化速度，把
握其变化特征。

二、解构金融科技下的新业态
（一）新业态急剧压缩旧式金融的生存空间
1．新金融主体浮出水面
8

随着普惠金融的提倡 ，越来越多的传统非金融机构跃跃欲试地想要参与金融市场的重
新构造，其中主要包括非传统金融机构的大型科技公司、掌握新型科技的小微公司，甚至个
人作为金融主体参与市场竞争。随着金融科技化的趋势势不可挡，新金融主体在利用互联网
这个信息化程度极高的平台下，又以新技术类似于云计算、大数据等方式非常容易与有金融
需求的消费者进行直接对接，金融脱媒的程度不断顶破天花板。回望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金
9

融监管态势，金融抑制是我国长期监管政策秉持的色彩， 指的是传统金融监管中，类似于
商业银行、保险机构与证券机构才算的上真正的“金融机构”，所以政府将金融资源对于那
些非金融机构（如个人借贷公司、典当公司）因在资本金、审慎监管等标准下无法达到而被
摒弃，但是却仍然以法无禁止的状态存在于金融市场中，即没有纳入金融监管的体系中。这
种情况在金融科技为背景的市场下酝酿着很大的矛盾，根据中国网贷平台提供的 2019 年的
年度报告，公安机关打击“套路贷”行动也对部分互金机构及大数据公司带来了冲击。2019
年 9 月，大数据风控公司魔蝎数据和新颜科技的相关负责人在同一天被带走调查，由此拉
开了大数据行业大整顿的序幕，聚信立、天翼征信、公信宝、同盾科技子公司、51 信用卡、
10

考拉征信等诸多公司也被纳入调查行列。 这意味着金融抑制下能够保证传统金融机构的良
好运作，但是却不能保证非典型的金融机构或者平台有序生长，类似于 P2P 网贷平台，其由
于借贷双方对信息掌握程度较高，且不仅在放贷时间还是量级上都达到较高效率，但是其风
险性是倍数级递增，中国 P2P 网贷平台已经出现了像非法集资、一人多贷等问题。应该承认，
各业态的新金融主体不仅迅速繁衍超过传统金融机构的数量，而且在风险级别与数量上同样
递增，随着传统金融难以覆盖的金融主体庞大，将会出现不同于传统金融的“长尾风险”，

7

黎四奇: 《我国银行法律制度改革与完善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 页。
国务院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的通知中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了普惠金融的定义：立
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加大政策引导扶持、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以
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该通知确定农民、小微
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特殊群体为普惠金融主要服务对象。
9
马光远:《金融抑制是中国发生钱荒的真正根源》，http://opinion.hexun.com/2014-10-11/169220548. html。
10
参见中国网贷平台 2019 年年度报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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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基本理论符合金融科技下金融新主体不断扩大、繁衍并抢占金融市场，争夺金融消费的
12

规律。

2. 新产品或服务扩张
某些创新金融模式的出现是需要大型公司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运作力、科技掌控力作
为驱动，但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存在，更多的创新金融产品或者服务模式的出现，仅需要创
新金融主体掌握微量的科技元素，再利用信息与信用杠杆就可以完全实现。例如当下互联网
平台出现体量较大的 P2P 项目，或者某些数字货币的交易平台。传统的金融体系要求对信息
的掌握与自身信用的程度都是较高的，传统金融机构首先应当提供金融市场上或投资利益大，
或周期短，或风险小的信息，进而使金融消费者由于对信息的吸引交换个人信息，同时提供
担保兑付等手段获得金融消费者高度信任，从而完成一套金融消费过程。差别在于，新金融
产品或者服务模式出现于以互联网为运行平台中，存在投资效益回报更高更快、资金回笼迅
速、金融服务途径多样化等优点，且能够更加亲身具体地掌握交易对方的信息，使得金融消
费者的信任达到最大化，金融消费者在信用、信息与收益的博弈中倾向于选择接受一定程度
的信用风险而换取信息掌握更加直接，且优势明显的新金融产品或者服务。但是根据 2019
年网贷报告，在团贷网之后，包括鑫合汇、网利宝、信和大金融、捞财宝等在内的多家规模
较大的平台，均被司法机关介入。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以最大化程度席卷互联网，在信息
交换与信用方面与金融消费者进行了最大化的置换，这是理想状态下整个金融市场自发解决
13

了信息不对称与信用风险的问题， 但一旦信息出现了过度泄漏而损害金融消费者所有的金
融产品或者服务，或者由于信息欺诈导致金融消费无效，其直接后果针对金融消费者，甚至
对整个金融安造成威胁。
（二）新金融主体之间的争先现象
金融风险在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在不断碾压旧式金融的过程中，会出现颠覆性的风
险，那么在金融创新主体或者产品互相对抗的形势下，在上文分析到，2010 年支付宝与银
联合作的快捷支付功能为第三方支付领域奠定了新的基准，支付宝由原有的工具属性逐渐向
金融属性迁移，并基于电商平台垄断淘宝支付路径，成功打下第三方支付市场。腾讯借助财
付通与支付宝争夺国内第三方支付市场，但未能撼动支付宝的市场霸主地位。2013 年腾讯
在社交与支付领域实现技术融合，使得第三方支付技术的属性向社交支付界面迁移，由此带
来了该技术未来发展属性迁移的轨迹变更。第三方支付技术的轨迹迁移破坏了市场现有技术
范畴，重新定义了未来趋势，为腾讯在缺乏电商平台等优势的情形下成功开辟了新范畴下的
技术市场，为微信支付的市场侵蚀构筑了全新的技术环境。按照 2019 年第三方支付市场的
统计，两者的市场份额分别是 54%和 37%。微信支付通过开发社交属性与支付属性双结合的
模式，成功扭转了支付宝独占第三方支付市场的局面。新金融主体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实现
了对社会信息的全方位掌握，在定位社会功能并结合金融属性上有卓越特性，新金融主体之
间的竞争不仅是科学技术的竞争，更是对于信息的竞争，谁能在信息上完胜一步，谁就有更
可能抢占金融市场。
11

黎四奇: 《我国银行法律制度改革与完善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版。

12

长尾理论的基本原理是价值创新，通过创造市场规则挖掘传统市场边界之外的潜在需求，提供个性化产品

和服务，来自 https://wiki.mbalib.com/wiki/%E9%95%BF%E5%B0%BE%E7%90%86%E8%AE%BA，2020 年
10 月 6。
13

杨东：《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制——基于信息工具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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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金融业态更新常态化
新金融业态的发展路径可以预见：新金融主体压迫旧式金融的市场空间，在受到同类金
融主体的追赶甚至超越之后，需要不停地开拓新市场规模，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包括但是不
限于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型开展以寻求金融市场的二次打破，有助于拓展各种应用场景，构
建更为完善的金融科技生态圈。在上文谈到以支付宝为典型的第三方支付受到了腾讯公司开
发的微信支付的挑战之后，2013 年其与天弘基金跨界合作推出余额宝，打破了已有市场格
局，在实现自身飞跃的同时推动了中国基金市场的创新发展。支付宝由于积攒上亿客户规模，
14

体内留存大量沉淀基金， 余额宝为传统意义上无力购买基金的“底层群体“提供了金融服
务，实现电商与金融的结合，作为新业态真正打破了传统基金市场，改变基金行业竞争格局，
淘汰无数在金融池中难以出彩的基金公司。随后，天弘基金与支付宝联合构筑了第一期 IOE
架构，随后与阿里云合作构筑云端架构取代传统扩容，成为国内首个基于云计算开发的应用
15

系统。

三、解构金融科技风险
金融科技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而是以科技手段予以信息化、信用化处理，同样的，其没
有改变金融风险的内核，以下从外部与内部角度解析金融科技风险的特征。
（一）风险的泛化、动态化、难以识别特征
金融科技风险泛化首先表现在社会出现的 “泛金融化” 现象，即传统上必须依赖金融
机构才能获得的金融产品或者服务，现在可以由非金融机构或者个人提供。就如上文所述，
P2P、众筹等模式都可以在我国为金融消费者提供融资，这部分替代了银行或者交易所作为
筹资的主要渠道；第三方支付现在已经完全抢占了银联支付市场。原属于金融机构的传统金
融业务向新入行的非金融机构分流，后者利用自己的创新技术向客户提供低成本的产品，行
非主流金融消费者向主流消费者急剧扩张。区块链的出现，使支付不需要借助传统的金融机
构或者中央银行作为中央对手方即可在客户之间直接完成。金融科技降低了从事金融业务所
要求准入门槛，金融大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直观地，这必然导致风险的泛化。
而在提供跨行业、跨市场、跨机构金融服务的同时，金融科技风险传染性更强、波及面
更广、传播速度更快，这一动态特征也在上文对于新业态的模式解构中有所体现。由于新金
融主体的不断扩张、新金融产品或者服务的更新，以及新金融主体之间的同业竞争，它们具
有较高的相似性。目前，中国有成百上千家家利用互联网金融从业的金融科技公司，这些机
构之间风险传染比较迅速，波及范围也比较广泛，特别是互联网金融投资者的“羊群效应”
特征更加剧了风险的外溢性。P2P 网贷行业中某家网贷平台倒闭和“跑路”、其他平台受到
波及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基于技术层面的运用，参与的金融主体很难预测另外交易主体
的信息真实性，或者个人金融消费者很难判断经营体量巨大的平台是否具有信用风险，更困
难的是，甚至某些金融科技公司可以以技术手段将信息内容或者信用程度虚假化呈现，此中
具备的风险更难被察觉。

14

左红武，李泽建，周艳兰：《后发企业破坏性创新路径研究———基于互联网金融的多案例分析》，《重
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2 期，第 80-94 页。
15
左红武，李泽建，周艳兰：《后发企业破坏性创新路径研究———基于互联网金融的多案例分析》，《重
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2 期，第 80-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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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而链接的系统性风险
传统金融政策和业态形成的“大而不能倒”的系统重要性风险判断，在金融科技背景下
显得力不从心。由于新金融主体多为小而分散的小微公司，甚至是个人，这使金融科技风险
在金融系统内外之间的传递变得更为频繁，从而可能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除了新金融
主体之间、新金融主体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频繁交易，从而链接金融市场的大部分业态，出
于成本和技术的考虑，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将云计算、数据存储等服务外包
给第三方服务机构。如果众多的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将数据服务外包给同一家或者几家
第三方服务 机构，那么后者就成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基础设施，其倒闭就会危及整个
金融系统的安全，这在下文关于宏观审慎监管与系统重要性风险部分做详细阐述。
（三）是信息与信用的风险
在传统机构开拓业务是金融机构开展的金融科技 P2P 业务容易引发信用风险。一方面，
传统金融机构纷纷布 局金融科技业务，但是由于我国的征信体制的不 健全、信用录入数据
不完整、征信监管环境不完 善等原因，极易引发信用风险;另一方面，传统金 融机构为 P2P
平台提供资金托管服务，平台一旦 出现信用问题，产生信用危机，仅仅依赖于平台自 身制
定的项目审核和资金管理制度， 保障各投资 人的合法权益将会变得十分困难， 在这种情
况下 很容易引发对传统金融机构资金托管的责任追 究，导致信用风险爆发。
合作不自洽。二是金融机构在不断加强与第三方支付、众 筹等机构的合作时，由于合
作的不规范、违规行为 以及法律不完善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极易引发法 律风险。 第三方
支付机构通过资金存管账户形成 资金池，大量增加备付金，如果第三方支付机构在 挪用备
付金时出现问题，将会出现客户兑付困难， 从而引发法律风险。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金
融机 构在审核合作企业资质的过程中出现失误， 在后 续与不合格企业合作时如果出现非
法集资、 集资 诈骗、洗钱等违法问题，也容易引发法律风险，金 融机构也会受到很大影
响。
（四）技术风险
网络安全的问题在互联网金融发展之初就一直备受关注，互联网同样是金融科技的载体，
所以新金融主体在运用金融科技的过程中也会面临互联网原有的弊端，即技术风险。技术风
险是金融科技运用的黑洞，即融科技的技术风险容易引发互联网自身特性所带来的信息不对
称、交易不透明、身份不确定等风险，一旦信息泄漏、信用崩塌，这些风险极易引发金融行
业的道德风险。

四、颠覆性监管创新从何出发
（一）理念能动性不足
宏观审慎监管与分业监管在 08 年金融危机后一直作为主导金融市场秩序趋于平稳的原
则，其渗透的理念可以概括为定性、定点、定时的静态监管，似乎太过于关注一些庞大而危
机四伏的金融机构而忽略小微公司的力量，且分业模式导致监管灰色空间不断扩大，可以判
断藏在这种特点背后的风险在金融科技时代将会迅速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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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宏观审慎监管的重新考量
16

危机是新生理论出现的必要条件 ，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
更加注重宏观审慎监管和系统性风险防控，并进行了相应的监管体系变革。通过以亚太经济
体为样本的研究，各个国家在实施了宏观审慎监管之后，虽然程度上不一但在金融市场稳定
17

性的维持上效果显著，均降低了信贷市场泡沫。 宏观审慎监管是防范系统性风险最直接的
原则，其政策聚焦于系统重要性的认定。许多奇教授以社会网络分析观点解释了中国金融市
18

场从“大而不能倒”演化成“多而不能倒” ，就其具体含义，指的是传统的金融监管中，
只需要对整个金融市场稳定性起实质性影响的银行（或者金融机构）进行重点的修正、引领
与指导，那么那些微不足道的金融低位者并不能搅浑整个金融秩序的运行，演化成现如今的，
各种分散的小微公司、科技巨头（即一系列非典型金融机构）都能共同参与并且真正改变金
融秩序的运作。实际上，认定某个金融主体是否具备引发系统重要性风险主要有三个判断标
准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评估指引：初步考虑》已经得到体现，即规模性、
19

可替代性、关联性 ，以三个判断标准理解金融科技下系统重要性风险的主体不再是大型的
影响力巨大的金融机构便已足够。其中，规模反映一个机构在整个金融系统中地位，关联性
反映一个机构经营状况和风险对其他机构、交易对手和行业的影响，可替代性反映客户和其
20

他机构对该机构的依赖程度。 但是这三个判断标准在金融科技时代下判断某个主体是否具
备引发系统重要性风险的可能性上将时时收到威胁与质疑，首先以规模性切入，一手打造支
付宝平台的阿里巴巴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已经被腾讯公司开发的微信支付结合社交功能抢
占了半壁江山，甚至在未来有超越的趋势；而在关联性上，似乎所有平台构建之初并非指向
席卷大量的金融产品，但是在规模性得到保证以后，其掌握信息与利用信息的能力得到保障，
必然染指金融市场中的其他领域；基于关联性上的深度与广度拓展，可替代性同样得到不停
的缩小，相应的，一些虽然利用了技术但是无法牢固地占据市场的主体随之缩小。可见，在
一个由金融科技引发金融市场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探究某个金融主体系统重要性风险的高低，
必须将其置于动态的、可预测的过程之中才具备时效。
传统的以风险为本的审慎监管原则、理论和举措在面对金融科技各业态的迅猛发展已经
难以有效应对，而且金融科技带来的复杂消费行为使得现有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机制面临层
21

次性失效的风险。 宏观审慎监管在金融潜在风险席卷、蔓延加速，金融主体密度陡增的新
态势下，其具体目标中的内涵与恢复能力要求需要重塑。
2. 分业监管的畸形状态
而传统的分业监管模式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理想化构造，这种做法在金融监管初始发挥了
较大的作用，究其原因，是各业态交叉领域较少或者能够清晰地进行划分，但是随着传统金
融机构业务的交叉，逐渐造成了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监管套利严重、嵌套链条过长、金融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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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高企等一系列市场乱象。分业监管在传统的金融框架下已经对监管的挑战已形成严苛局面，
在颠覆性金融创新业态交叉越来越频繁之时更加捉襟见肘，主要表现在：第一，重复监管，
降低了监管效率。金融创新快速发展，不同的金融业务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间的区分
不再那么明显。在分业监管体制下，按照机构性质实行监管，各机构之间容易出现推诿、扯
皮的情形，从而降低了监管的效率。第二，监管真空。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机构并购浪潮的
冲击下，大型金融集团纷纷出现，但是日益出现的新的金融产品或新的金融机构并不能及时
的被纳入法律的规制之下，在利益的诱惑下，各监管机构容易被大型金融集团“俘获”，单
一机构的权威性难以和大型金融集团的规模相抗衡，从而违背其成立的初衷。第三，监管成
本过高。分业监管体制意味着一种行业就要有一种相对应的监管机构，随着金融产品创新力
的不断提高，也就意味着监管机构要不断的设立。这势必会造成机构设置过多，资源和人力
浪费的情形，金融监管机构直接和间接的监管成本都会相应增加，造成一项很大的额外负担。
第四，监管套利。大型金融集团还可以利用其业务的分散化、多样化等特点，将某项特定业
务或产品安排到服从成本最低或受强制性监管最少的部门或子公司，或是重新设计已有产品，
来降低其服从成本、甚至规避监管；与此同时，各金融监管机构为了防止客户流失，就可能
纷纷减轻其监管对象的负担，放松管制，弱化监管效果。
（二）法律与监管模式的滞后性
目前，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运行管理办法》《中国现代化
支付系统运行管理办法》《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规范，但金融科技
在支付行业的运用导致业务跨行业、跨市场特征显著，并涉及多个监管主体。以支付宝为例，
其转账业务受中国人民银行监管；蚂蚁花呗受银监会监管；其各种基金股票受证监会监管，
各监管部门监管职责的独立性与 FinTech 带来的支付业务交汇融合背道而驰。另外，考虑
到地方金融局、金融办等政府职能部门，易造成反应滞后、监管不力，延误救助时效。
在监管模式上，除了监管理念的问题，我国政府在金融监管主体确立上不够清晰。虽然
在 2018 年“一委一行两会”的新监管模式已经取代了从 2003 年开始运用的“一行三会”
金融分业监管模式，但是我国的互联网金融当前还没有明确的监管主体，在中央与地方金融
监管的责任划分上仍不清晰。
金融科技背景下风险加剧只是一个表象，其原因在于包括金融规则在内的原有金融监管
范式的固有缺陷。这些固有缺陷造成了金融科技创新业务要么因为无恰当的规则可以援用，
或者无监管机构监管，处于放任自流状态而导致风险不断累积; 要么到后来发生严重风险时，
不得不被监管机构严格限制或者禁止; 要么一开始就被监管机构基于传统的监管理念毫无
理由地扼杀在摇篮里。金融监管的转变也是在传统金融监管规则累积的问题达到一定程度时
才会发生。如果立法机构和监管机构遵循路径依赖，仍然按照现有的监管理念、体制、规则
去应对金融科技，显然很难实现既能发展金融科技又能保障金融安全的目的。金融监管规则
应在监管理念、监管体制、规则制定、规则实施等方面作出转变。如何在充分发挥金融科技
的驱动力的前提下有效控制和降低风险，是金融科技给监管带来的严峻考验。
监管技术性博弱是现代监管模式中较为脆弱的一个问题。痕迹管理是英国央行为了鼓励
金融创新，弥补金融监管的滞后性，而形成的依托科技手段，通过建立一套市场风险预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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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进行实时监管的方式。 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关于“监管科技”的理念注入，但是实践效
果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体现出来，这同样是颠覆性监管创新需要着重发力的关键之一。

五、结语
金融作为便于人类社会获取经济利益，产生经济利润的产物，一直随着人类社会的变化
而变化，金融科技是科技化、数字化时代下的产物。金融科技在经济学“颠覆性创新”理论
上站稳了脚跟，是因为其在没有改变传统金融的本质之外，运用科技力量，通过对非主流群
体的征服倾轧旧式金融，创造出夺取金融空间的新业态，最重要的是，这种金融目的的追求
依靠的是对信息与信用的链接交互中取得的。传统金融机构将金融主体、金融市场、产品和
交易模式，甚至将金融消费者的信息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再加上危机以来宏观审慎监管原则、
分业监管等原则传递出的金融抑制理念，换取了高度的信任以保障利润的收取。在虽然很大
程度上将整个金融体系稳定下来，但是整个金融市场存在着监管中空、监管套利、灰色空间
等一系列问题，进而形成稳定而僵化的局面。金融科技作为打破信息与信用交界的创新，放
低了金融主体获取信息的门槛，且信用价值在信息置换之中得到保证。但是信息与信用又是
风险频发的风口，颠覆性监管创新应当跟上脚步，在宏观层面，金融监管应该把握风险发作
的动态特征，了解颠覆性业态将会随时发生，而且在科技手段在风险的识别将变得异常困难；
微观层面，金融监管的思路就是了解到金融科技除了蕴含传统金融的本质（金钱的时间化处
理）之外，还需意识到其在过程中更是关于信息与信用的风险，是技术层面的风险，这是监
管措施的颠覆性改革的出发方向。

The Starting Point of "Disruptive" Regulatory Innovation: The Link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Credit
WU Yikai
See HM Treasury, Regulatory Innovation Plan, April 2017, available at http://www.gov.uk/government/pu
blications/hm-treasury-regulatory-innovation-plan (visited on 14 Apri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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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in economics confirms that fintech, as a financial
innovation, changes the structure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In essence, fintech breaks the boundary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credit under the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financial regul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o grasp the relationship of information and credit, financial
technology gives the traditional non-financial institutions may participate in hatching new
financial forms, especially in the global outbreak spread today, new -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 between the new chase and update of new forms of normalized,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attention is needed in the regulatory. Although this paper does not put forward
specific regulatory response measures, it hopes to judge the risks in the grasp of information and
credit,and provide an elaboration on the ideas of regulatory disruptive innovation.
Key words: Fintech; Financial innovation; Information and credit; Disruptive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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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货币监管的国际比较
夏伯琛
（西安交通大学，陕西西安 710049）
摘 要：随着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货币向数字价值转移系统
归入成为人类货币体系的发展趋势。数字货币在交易成本、交易效率、透明度、安全性等方面的优势引
起全球范围广泛关注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与风险，各国均对其有效监管进行了积极探索。
关键词：数字货币；监管；国际比较

近年来，在金融领域随着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金融服务、管理模式、
交易规则等方面出现了巨大变革。在这之中，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有如金融科技时代的弄潮儿，
其在交易成本、交易效率、透明度、安全性等方面的优势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货币向数字价
值转移系统归入似乎成为了时代发展趋势，预示着人类货币体系新的发展方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许
多问题与风险也随之暴露出来，例如币值波动剧烈、沦为洗钱等犯罪工具、威胁消费者权益、促生高系
统性风险的影子货币体系等等。如何在不扼杀金融科技创新活力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监管、维护金融系
统的稳定成为当前的重要国际问题。

一、数字货币的发展脉络与监管挑战
纵观人类货币的发展历史，无论是从实物到贵金属还是从贵金属到纸币，每一次革新都是由技术进
步与经济发展所催生的。数字货币的出现，不仅是货币形态的改变，也更深层次地表明社会发展的新阶
段。
从定义来看，数字货币的概念是指没有发行主体，可以进行点对点传输的虚拟货币。国际清算银行
将其定义为通过数据交换实现交易、流通与价值储存功能的价值的数字表现形式，欧洲银行管理局认为
数字货币是一种非央行发行、不与法定货币挂钩但是可以作为支付、交易或存储手段的价值数字化表示，
与之类似的定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中也有提到。数字货币的发行不依托中央控制中心，以特定
的算法依托互联网实现全球交易。其持有者匿名获得由随机字符组成的网络地址，支付与交易均由网络
节点进行集中管理。2008 年，比特币概念作为数字货币的先驱首次被提出，颠覆式转变了货币的发行与
支付方式。经过十年的发展，该范畴内的数字货币的种类已经有六百多个，总市值超过 300 亿美元，其
中比特币、以太坊、瑞波币、门罗币几种数字货币占有绝大部分市值。目前来看，由于流动性较低以及
不具备内在价值，价格受消费者感受与期望影响而导致巨大波动，大部分持有者并没有把数字货币作为
一种交易媒介，而更多将其作为投资工具。
从实现方式来看，相对主流的是基于区块链技术，通过去中心化、去信任等方法，以密码学方法让
参与系统的多个节点将某一时间内的交易数据加密并记录于数据区块，并且产生唯一加密标识来链接下
一区块与数据校验，并同时采用分布式账簿技术，使所有节点都存储数据。1这种方式具有去中心化、
篡改困难、信息透明、高自治度等特点，可以脱离货币当局，也不依赖商业银行等中介，参与者之间独
立平等，通过协议连接。分布式账簿跨越国界与机构的限制，对流通与交易的每个环节予以记录，如实
反映数字货币的整个生命周期，使数字货币不可伪造、无法篡改。单向信息加密算法确保了信息的可追
溯性，杜绝了假币隐患。因为是通过散布在全球的节点共同认证，打破了国界与币种的局限，可以避免
汇率波动，因而具有天然的国际化属性。当前来看数字货币及区块链项目所使用的主要融资手段是
夏伯琛：1993 年 8 月，男，宁夏，汉族，博士在读，西安交通大学。
谢平和，石午光：《数字加密货币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金融研究》201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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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Initial Coin Offering)，即通过发行与流通可以代替货币的凭证实施融资，参与者首先获得初始产生
的加密货币再兑换为法币。以 2016 年完成融资的基于以太坊平台的众筹项目 the DAO 为例，通过 ICO
募集到了 1150 万以太币，约合 1.6 亿美元。随着数字货币与区块链的走热，ICO 发展十分迅猛，但是由
于缺乏有效监管，国内很多 ICO 本质与区块链并没有关系，但是只依靠理论框架就可以融资上亿元，高
收益率催生了大量泡沫。
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匿名服务、多重属性与外延性影响等特点带来了更高的监管挑战。没有了传
统经济中央结算机构的保障，在网络中只有一个交易链，导致传统监管模式并不适用于数字货币。由于
数字货币提供的匿名服务以及供应商对交易链的模糊处理，监管者面临的监管难度大幅上升，很容易被
犯罪分子进行资金来源与目的的隐藏。2数字货币所具有的商品、货币以及支付系统的多重属性使其难
以适用各范畴的法律规定，而随着其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如何在充分顾及各国家法律规定差异的基础上
寻找到合适的国际化标准成为燃眉之急。除此之外，数字货币对税收、外汇管制、金融稳定、资本流动
等方面产生的外延性影响也是当前监管所面临的重要关注点。欧洲银行管理局曾对数字货币发展所暴露
的风险点进行列举，并划分为五个大类，分别是以预期使用风险、投资交易风险为代表的用户类风险，
以市场风险、商家风险为代表的市场参与者风险，以洗钱、恐怖融资、金融犯罪为代表的财务稳健类风
险，以信用风险、法律风险为代表的监管机构风险以及支付系统风险。

二、数字货币监管的国际比较
从各国家地区对待数字货币的态度来看，各国政府及监管机构对非法定数字货币的态度并不相同，
但均承认数字货币背后的技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日本、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
家对其持支持与鼓励的态度，并推行了一些激励政策。日本在承认数字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合法性的同时，
还免除其交易税；英国以“沙盒监管”模式为数字货币的发展提供了更宽松的试验空间；加拿大对主流数
字货币的发展比较支持，并且认为 ICO 代币符合证券范畴，逐渐实现 ICO 项目的合法化；澳大利亚在
2017 年批准了相关交易法规，并且取消了之前的双重征税；新加坡把数字货币作为商品处理，并未对其
支付与流通进行过多干预。美国、法国、俄罗斯、中国等国家对数字货币的态度相对谨慎。2017 年 3
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缺乏足够监管为由对首个比特币 ETF 申请进行了拒绝，同年 7 月美国商品期
货交易委员会授予了首张数字货币衍生品交易牌照，但同时强调该授权并不表示监管部门对以比特币为
代表的各类数字货币的广泛使用表示支持。法国在 2018 年成立了工作组来制定数字货币监管的相关法
律法规，以避免围绕数字货币进行的洗钱、逃税及其他犯罪资助活动，2019 年法国金融市场监管局再次
强调将对数字货币衍生品进行加强监管。俄罗斯在 2014 年因缺乏国家实体经济支持、高风险、高投机
性等禁止了数字货币的交易，并关停了多家相关网站和社区，但近些年政府对数字货币的态度有所缓和，
2016 年该禁令被废止，在 2017 年俄罗斯中央银行批准了俄罗斯第一家合法数字货币交易所 Voskhod。
中国有关监管部门虽然明确了数字货币的商品属性，但对金融机构与支付机构开展非法定数字货币相关
业务进行了明令禁止，并且关停了国内的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在 G20 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发布
的联合公报中，定义了数字货币的资产性质，在承认其在经济效率与包容性等方面优势的同时也对洗钱、
逃税、恐怖融资等问题表示关注，并认为由于缺乏主权货币的关键属性，数字货币可能会影响金融稳定，
呼吁全球范围制定国际标准来对非法定数字货币的风险进行加强监测。
从各国家地区对数字货币进行监管的主要方式来看，主要可以划分为道义劝告、市场准入监管、完
善法规、泛化监管以及完全禁止五类。道义劝告的监管方式不直接干预数字货币发展，而是通过强调风
险等方式对使用者与投资者进行劝说。法国监管当局曾依据国内法律向公众提醒，数字货币可以作为记
账单位，但是如果作为支付方式或是货币，并没有相关法律来维护持有者的权益。意大利银行也曾提醒
公众数字货币的发行、监管以及法币兑换均不在监管当局的监管之中，在欺诈、平台关停、银行破产等
情况下缺乏监管保障措施，存款保险制度在此方面尚未覆盖。一些国家从市场准入方面切入，对数字货
币的相关机构进行限制性监管，例如要求机构提前注册、法币兑换授权等。瑞士管理当局要求经营业务
涉及数字货币的金融机构必须在当地财政监管部门注册；美国加州出台的监管法案也规定这类机构必须
2

焦瑾璞等：《数字货币与普惠金融发展——理论框架、国际实践与监管体系》
，《金融监管研究》2015 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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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业务监管部门颁发的许可；法国金融审慎监管局则要求数字货币与法币、基金间进行流通需提供专
门授权。多数国家都采取了完善法规，使现有法律规定适用于数字货币监管的方式。例如肯尼亚针对比
特币手机支付平台制定了 NPSA 法规，规定由肯尼亚中央银行对数字货币进行审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
监管报告制度。美国纽约州颁布的《虚拟货币监管法案》对比特币的业务规则及监管流程进行了相对细
致的规定。再者是通过对原有监管范围的扩大，把反洗钱、反逃税等传统交易监管方式应用于数字货币
的监管，英国、意大利等国家均发布过这类规定。最后是完全禁止数字货币的使用以及基于数字货币的
金融活动和中间商服务。

三、数字货币的监管经验与趋势
第一，需要从立法上明确数字货币的本质属性。如果各国家部门仅围绕自身职能对数字货币进行监
管，就会陷入监管的被动状态。很多国家的相关政府部门虽然看似各司其职对数字货币涉及的主体与行
为进行了规范，但是无论是将数字货币作为支付工具、课税标的还是证券来进行管理，其实际效果都依
然离监管目标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考虑到数字货币的复杂性与技术发展的难以预见性，更应该充分考
虑数字货币的发展前景，从法律层面确定其本质，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制定监管政策，提升监管效果。
第二，要加强国际协调，建立统一完整的监管框架。数字货币的天然国际化属性使其对国家监管政
策具有极高的反应敏感度。国家相关监管措施的出台会使数字货币的币值与交易量大幅波动，但是难解
根源，这对维护金融稳定、金融犯罪行为治理等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各国政府都应该以较强的国
际合作意识来积极探索国际间的监管合作，要充分发挥 G20 全球政策的协调作用，积极构建统一完整的
监管框架，规范数字货币的发展，打击围绕数字货币进行的犯罪，保障金融安全。
第三，要积极探索新技术的应用，提高监管效率。目前来看，人工智能、密码技术、分布式账本等
都新技术都在监管方面焕发出活力，以新技术来对新的业态进行管理是重要的发展方向，也是必然的发
展趋势。例如，可以有效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来进行数字货币市场参与者与监管者间的信息共享，通过
这些数据的利用来对洗钱、逃税等活动进行监管与打击。通过人工智能与密码技术来提高安全性，实时
对可疑交易进行识别。这可以为相关部门对非法交易的遏制提供重要的技术助力，大大提高监管的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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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路径：数字贸易时代的跨境监管合作
张炯 1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 999077 )

摘 要：数字技术正在多方面、多维度地改变全球贸易，而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却因数
字贸易涉及到个人隐私、信息网络安全以及金融安全等国家关切的问题而难以通过传统多边
谈判的方式达成一致，致使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远远滞后数字技术的发展。因此，在认识到
多边谈判相对停滞的现状以及数字贸易问题在本质上属于监管问题后，为打破停滞状态，推
动全球数字经贸的发展，应当改革传统贸易谈判“讨价还价”的谈判方式，转而注重监管合作
战略的达成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以互相承认协议为底层构架的多边互相承认协议，以期通
过这种监管合作的方式消除数字壁垒（监管合作——互相承认协议——多边互相承认协议）
同时保护国家的基本关切。
关键字：数字贸易；监管合作

New Pathway：Cross-Border Regulatory Cooperation in an Era of Digital Trade
ZHANG Jiong

Abstract：Digital technology is changing global trade in many aspects and dimensions. However,
the formulation of global digital trade rules is difficult to reach an agreement through traditional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 because digital trade involves issues of national concern such as personal
privacy, information network security and financial security. As a resul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rules lags far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refore, in order to
break the stagna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digital economy and trade, after we
realized that the nature of digital trade issue is in fact regulatory issues，we think that we should
reform the traditional "bargaining" negotiation mode into the achievement of regulatory
cooperation strategy and the 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 based on it, at the same time，set up a
simple way of accession for the 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 to make it become a multilateral
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 (regulatory cooperation - 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 multilateral 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 .We hope that this approach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rules while protecting the fundamental concerns of the state.
Key words：Digital trade;regulatory cooperation

一、引言
数字技术正在以一种基础性的方式重塑传统跨境经贸活动，为跨境贸易创造了新的机遇
与发展方向[1]。在过去，跨国贸易的参与者主要为大型跨国公司，小微企业以及私营企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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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高昂的前期成本、边界复杂性、距离障碍以及贸易壁垒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参与到跨境
贸易当中，而如今，小微企业与私营企业主不仅能够轻松地参与到跨国贸易当中，而且成为
了跨境数字贸易的受益者之一[2]。除此以外，工业产业的数字化[3]，金融服务产业的全球化、
科技化、自动化以及能源去中心化的发展都在整体层面上都促进了消费者消费成本的减少以
及企业入场机会的增加。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发布的报告（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 New Era of Global Flows）指出，数字化的发展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参与者的转变、经营方式的变化以及经济利益的流动方向三个方面。而对世界经济发展
以及全球贸易的影响，该份报告通过计量经济法的分析方法进一步指出：“与没有任何流动
的世界相比，全球货物流动、外国直接投资和数据流动使当前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大
约 10%[4]。”美国《数字贸易与美国贸易政策》
（Digital Trade and US Trade Policy）的研究报
告也指出：“在 2017 年，数字经济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6.9%，并且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
领域：
（1）信息与通信技术部门和基础设施（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ICT)
sector and underlying infrastructure.）；（2）数字交易或电子商务（Digital transactions or
e‐commerce.）；（3）数字内容与媒体（Digital content or media.）[5]。”从上述数据可得，
数字贸易已经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6]，然而，实际情况却远没有数据所反映的
那样积极，正如 Chander[7]所阐述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各国政府和各国监管机构组成
的世界，不同的国家对待技术、社会以及政策的不同正在挑战互联网提供的全球化机会。”
跨国数字贸易作为一种根植于数字技术以及信息交流的贸易形式正在面临着挑战，且这种挑
战基于跨国数字贸易的本质与特征在深度、广度以及对技术层面要求上而有别于传统跨国贸
易所带来的挑战，根据孙杰[8]对数字贸易的内涵所进行的界定，数字贸易的表现形式（亦或
称定义）可以从狭义、广义两个角度进行进行阐述：“从狭义角度说来说，数字贸易仅包括
可数字化交易的产品，但广义地看，还应该包括通过电子商务完成的，主要是与货物贸易相
关的服务贸易以及由此促成的货物贸易。”因此，根据该定义并结合陈维涛[9]、吴伟华[6]的研
究，可以认为跨国数字贸易所面临的挑战除了强调现有的贸易规则和承诺适用于广义意义上
的数字贸易之外，还要面临狭义层面的数字贸易造成的数字壁垒，包括数据存储本地化、隐
私保护、数据跨境流动、源代码规则、知识产权保护等与个人、商业隐私保护等与公民生活
息息相关的事项以及信息网络安全、金融安全高度等国家安全1相关连的事项。数字贸易始
于 20 世纪后期，在认识到其对贸易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后，数字贸易获得了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广泛关注，然而直至今日世贸组织仍没有专门针对数字贸易
的多边协定，仅部分 WTO 的多边协定涉及到了数字贸易，如《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2
and Trade, GATT） 、全球电子商务宣言（Declaration on Global Electronic Commerce）以及
与 贸 易 有 关 的 知 识 产 权 协 定 （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其余涉及跨国数字贸易的协定多为区域间或者国家间的单边协议或者复边
协议，如《美墨加三国协议》（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2017 于
阿根廷召开的 WTO 部长级会议大约有 70 个国家就“为今后世贸组织关于电子商务贸易相关
方面的谈判共同开展探索性工作”展开议定3，然而，这仅仅是初步性质的探索，就谈判能否
1

传统的“二元论”国安安全理论已经无法保护国家发展的安全需要，在此种情况下,“非传统的无穷大”国家安
全论成为一种趋势,导致从“扁平化”的国家安全体系向“立体化”进行转变。尽管“国家安全”的概念和内涵难
以确定,但是纵观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惯例,“国家安全”作为“信息安全”或“网络安全”的一种,已经是一种共
识。详见张舵. 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8.
2
虽然 GATT1994 第 21 条、GATS 第 14 条都明确规定了国家安全的例外，即给予成员国根据本国根本利益
限制或禁止数据跨境流动的自由裁量权。但当成员国产生争议时而诉诸 WTO 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时，虽然
WTO 承认国家规则的列外，但是在解决跨境数据流动问题上却存在适用及裁定上的困难,其主要原因在于
WTO 对国家主权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也难以裁量数据本地化措施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3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Joint Statement on Electronic Commerce’, WT/MIN(17)/60 (13Dec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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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解决涉及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与个人、商业隐私保护以及信息安全保护高度相连的
事项仍然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事实上该会议确实未取得突破性成果），因此，在某种程
度上，我们基本上认为国际贸易体系规则的发展仍未达到能够满足数字贸易继续发展所需要
的程度[10]。然而，就单边或复边协议来讲，我们发现如《美墨加三国协议》等较为完善的
国家间协议不仅就传统的贸易壁垒问题以及根植于信息技术产生的数字壁垒进行了广泛的
规定，还进一步同意就包括基于风险的网络安全、隐私、中小企业和亚太经合组织跨境隐私
规则在内的一系列壁垒问题开展合作进行促进。我们在此基础上结合麦肯锡国际研究院的研
究结论[4]（“ 虽然有更多的国家参与到数字贸易当中，但全球流动仍然集中在一些相对较小
的主要国家集团中。”）以及 USMAN[10]的观点（“传统多边谈判主要围绕“关税”、“补贴”等
问题而展开（如：你降低我的牛肉关税，我就降低你的棉花关税），然而这种传统的谈判无
法解决数字贸易产生的数字壁垒。”）我们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跨国数字贸易因数据、信
息的流动往往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以及一国公民隐私等最基本的问题4，致使建立在
数字贸易上的壁垒相比于传统贸易壁垒往往更加难以通过传统的谈判签订多边协定的方式
进行解决，进而致使涉及数字贸易的谈判所达成的结果只能通过区域间的协定或者协作完
成。”我们依据该结论以及部分国家针对数字贸易所设主要壁垒（见表一）
，我们认为，传统
的谈判方式在对待处理数字贸易的问题上正处于一种相对停滞的状态，因此，考虑到数字贸
易的前景以及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为促使更多的国家广泛参与到数字贸易中（ 数
字贸易发展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加速以目标明确的方式参与数字贸易以实现巨大的增长潜
力[4]。）实现一种全球性的共赢，有必要改变谈判的方式以及谈判所针对的对象。而关于如
何改变谈判方式以及谈判所针对的对象，在认识到数字贸易的问题在本质上属于监管问题后
（根据 J.López González 、M. Jouanjean[11]的观点：“在目前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中，各国政府
所面临的监管挑战不仅仅只是在管理数字而引发的问题方面，还应确保数字贸易带来的机遇
和利益能够被获得和共享。”USMAN[10]在此结论基础上更进
表一

美国
所
设

欧盟

俄罗斯

巴西

印度

·互联网服务壁
垒

·数据本地化
障碍

·互联网服务壁
垒

·互联网服务
壁垒

美国所设数字
中介责任

壁
垒

壁垒较少

零星税
·数据本地化壁
垒
隐私规定
非个人资料
规例

数字产品
责任
本地处理和
存储要求
·技术壁垒
加密限制
·其他问题

中介责任
对共享驱动的
歧视性规定
·数据本地化壁
垒
数据局域化要
求

限制外国投
资 者 B2C 电
子商务
中介责任
外国数字
广告税
·数据本地化

ber2017),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filename=q:/WT/MIN17/60.pdf; ‘Some WTO M
embers Push for E-Commerce Rules as Broader Deal Fails’, Reuters (13 December,www.reuters.com/article
/us-trade-wto-digital/some-wto-members-to-push-for-e-commerce-rulesas-broader-deal-fails-idUSKBN1E72YV.
4

除此以外，涉及数字贸易的一些基本理念的分歧也是造成传统谈判模式难以启动实质性进展的原因，如对
“文化产品例外”未能达成一致。
数字贸易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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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问题
跨境合同规
则

知识产权
执法

外国政府采购
要求
·技术壁垒
源代码传输
要求

障碍
公共资助
的数据存
储要求
·技术壁垒
加密限制
信息与通
信技术产
品测试要
求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 2018 年外贸壁垒国家贸易评估报告、以及美国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协定
的谈判以及 2016 年 11 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提交的电子商务提案、2017 年 7 月向亚太经合组织秘书
处提交的《促进数字贸易的基本要素》等文件整理而得。

一步得出：“在现代数字贸易体系中，数字贸易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监管问题。”马述
忠 [12]也认为而数字贸易的监管体系,不仅涉及监管机构与法律规范,还强调对数字贸易中的
关键要素一一数据进行监管。）我们认为应当改革传统贸易谈判“讨价还价”的谈判方式，转
而注重监管合作战略的达成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以互相承认协议为底层构架的多边互相
承认协议，以期通过这种监管合作的方式消除数字壁垒（监管合作——互相承认协议——多
边互相承认协议）同时保护国家的基本关切。

二、跨国数字贸易带给国内外规则制定者的挑战
跨国数字贸易带给国内监管机构的挑战可以归结为管辖权、法律适用以及执法权等方面
的问题[13]。而在国际层面，对于具有政策、法规讨论组织决策权的组织机构如世界贸易组
织，挑战则在于如何使成员国就由于跨境贸易而产生的敏感性数据、信息的监管事项在成员
国之间达成一致[14],[15]。事实上这些挑战并非是历史上未曾遭遇过的全新挑战，但因数字技
术的发展，这些挑战在规模上、宽度上和难度上则是史无前例的。
（一）主权国家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数字贸易带给主权国家的挑战可以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权国家的管辖权范
围受到其主权边界的限制，而数据信息在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跨境流动却突破了主权国家的管
辖权范围。公民对法治的信心来源于“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与“执法必严”，意即当某一主
体违法时，受害人或者监管者能够通过法律的途径使违法者付出相应的代价与惩罚[16]。然
而，数字技术背景下执法权的实施却明显受到了一定的阻碍。第二，就传统监管体系来说，
通常是由中央监管机构制定细致的监管规则，地方监管机构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对这些规则加
以调整并执行，监管机构须确保在其监管下的某一产业或某一部门的行为合规，以保护消费
者或者该产业不会受到违规行为的侵害。然而，就数字贸易监管体系而言，作为拥有众多参
与者的分散贸易系统，监管权的行使往往会涉及一系列部门的交叉管辖，而这种交叉管辖则
可能会导致监管部门产生相互推诿或者相互争夺管辖权的现象，进而使得传统监管体系难以
应对。第三，当某一监管机构调整或者修订某一类实体参与数字贸易的活动规则时，可能会
导致国内的其它监管机构重新审视与其处境相似实体的应为法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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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通过相互竞争的监管方式有利于提升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但究其本质只是一种部分
的、拼凑的监管方式，且由于监管格局不断变化，因缺乏一种普遍的共同监管标准，致使监
管服务不能真正在普遍基础上提供。第四方面涉及许可证的问题，通常情况下，许可证并非
难以取得，即便是境外公司也可以通过其在某国境内的代表处或者办公室向当地主管机构申
请办理某类许可证，但是当某一类型的许可证明确要求被许可人只能在本国境内从事许可经
营的事项时，跨境贸易就丧失了其合法性基础[17]。
（二）国际规则的制定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国际数字规则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各参与者基于其经贸发展情况、文化发展情况以
及安全因素的考量对规则的制定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导致在实际上出现一种众口难调的状态，
因而致使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相比国内规则制定者更难以取得具有现实意义的成果[18]。
世界贸易组织下的多边谈判工作在具体突破性成果取得上已经停滞多年，唯一的例外就是
《贸易便利化协定》。尽管，有学者争辩认为这种停滞并非是因为数字贸易而导致的停滞，
因为《服务贸易总协定》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已经提供了一
个能够涵盖涉及跨境数字贸易问题的模板[19]，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理由如下：第一，
就 WTO 成员国谈判所关切的事项来说，农业贸易无疑是其中之一，且因为农产品贸易是极
为敏感极其复杂的问题,它涉及一国的粮食安全战略、政治力量对比、地理环境与气候、生
产结构、就业、出口国与进口国的利益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其谈判进程也极为艰难[2O]，
然而，与数字贸易不同的是，农产品贸易并不是无法在谈判中达成共识，因农业实物交易的
特点，其流动性、存量、交割、关税以及前述等问题仍然是可以通过谈判而解决的，最好的
证明就是乌拉圭回合当中达成的《农产品协定》；第二，安提瓜诉美国博彩案，虽然安提瓜
在 WTO 上诉机构中获得了胜诉，不幸地是安提瓜诉美国赌博案并不是解决数字贸易的样板
或者灵丹妙药，因为直至今日安提瓜还仍未获得补救。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技术世界里，
长达十几年的争端解决过程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第三，就《服务贸易总协定》来说，服务的
分类问题是 GATS 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如将优步（Uber）划分为传统运输服务还是信息
服务的问题仍处于模糊的边界。数字贸易的产生使得商品和服务的定义界限越来越模糊，无
论是现有以海关为主的货物贸易统计分类，还是以《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２０１０》和《国
际收支与国际投资头寸手册》为指引的服务贸易统计分类，都不足以涵盖以数字贸易为代表
的各类新型贸易。此外，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数字贸易使得跨国销售信息难以准确捕捉，各国
贸易数据的统计变得更加复杂，政策制订者难以有效判断国家间贸易与投资受益的真实状况
[21]
。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改变了的提供或支持传统服务的方式，可能会使这种分类工作
变得越来越复杂。除了分类问题以外，GATS 还要受制于一系列例外事项，如安全、隐私和
公共秩序等国家所关切的事项；第四，争端解决的问题。WTO 的争端解决规则、执行规则
以及报复规则皆旨在打击贸易限制，然而，很多主权国家对数字贸易进行立法监管的原因而
是基于国家安全、隐私等其它理由，因而，这些立法规定本身及其应用执行方式则很有可能
影响及阻碍数字贸易流动。第四，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岛国等相关国家，由于自身电信与
互联网等基础设施较差，反对将数字贸易及跨境电子商务议题纳入多边贸易框架下讨论。而
反观美国却因其在全球范围内领先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以及基于一些其它因素的考量，其主
张在合法目的下，各贸易体应采取互联网自由开放、保持免税的电子传输、禁止强制性本地
化的措施（规则）。美国相比反对跨境数据的流动，更加重视跨国数据流动所带来的利益，
而且因为其强大的文化实力，其也未对文化产品作例外规定。但这些规则与条件对于数字技
术不发达的国家是基本上无法接受的，因此，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说，针对数字贸易的多
边谈判确实处于一种相对失灵的状态，因为传统贸易传统针对的是关税减让、补贴等事项，
而基本上不涉及国家安全、个人隐私、金融交易以及互联网安全等国家关切，因而难以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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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取得一个全球性的统一贸易规则[22]。除此以外，WTO 下的跨境贸易规则的制定势必包
含报复规则，因而使得谈判主体不愿轻易做出一些承诺或者在某项规定上达成一致。

三、跨国数字贸易的监管合作框架
WTO 对成员国的国内监管规定以及这些监管规定可能规定的国内贸易限制条款具有重
要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始于关贸总协定时期，国家被要求创造更透明的监管规定以及避免设
定公开性歧视规定。WTO 的谈判特点在于追求一种所有成员国都一致同意的硬性规定
（hard-and-fast rules），然而这种谈判风格却不适用于涉及内容过于复杂，难以在谈判主体间
取得一致的数字贸易。因此，规则制定者有必要改变传统的“讨价还价”的谈判方式，并且在
监管合作的背景下转变“一致同意”谈判的目标为“一致承认”。在监管合作下达成的互相承认
协议应当规定国内监管机构在贸易监管中的首要地位，使受监管的实体在监管机构的监管下
能够跨境运作，并且同时只受国内监管。这种做法应在其进程中具有充分的透明度，并保持
一个开放的对话论坛，以便能够继续进行更新和改革。
（一）监管合作、监管合作协议以及互相承认协议的概念阐明
在进行更加具体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对一些可能导致误会或者具有歧义的概念进行明确
界定。监管合作是一个宽泛的术语，可以包括一系列的互动，如从讨论、分享经验到确定受
强制执行约束的主体。监管合作协议则是将监管合作确定的合作内容协议化，以使其产生约
束效力。互相承认协议则是指在每个国家的监管机构都有自己的监管标准的同时承认对方的
监管机构所确定的监管标准[23]。
（二）监管合作的合理性以及缺陷
从现实角度出发去考虑，监管合作的方式确实能够规避掉或者说是克服数字贸易给国家
规则制定者、国际规则制定者带来的挑战。国内监管机构对本国公民负责，并认为本国法律
是最适合保护本国公民的法律，因而如果通过监管合作的方式，通过达成互相承认协议，则
不会损害国内法的效力，而且，就执法管辖权来说，通过相互承认，监管者能够对与本国存
在互相承认关系的国家就其在数字贸易活动中违背监管规范的事项请求对方的监管机构进
行执法活动，或在未达成监管协议的前提下通过与对方国家监管机构的合作使其按照合作协
议对发生在其境内的违背监管规范的事项进行管辖。除此以外，监管合作，特别是在此基础
上达成的互相承认协议能够为消除数字贸易壁垒起到积极的影响，尽管互相承认协议也涉及
硬性规定和明确的执行规定，但这种规定属于国内规定，因而不需要所谓的达成一致。监管
合作也可以增强国家之间的彼此信任与信息的相互流动，信任是任何国内或国际监管制度的
关键因素，定期的讨论和合作，都可以帮助建立起执行硬性规则所需的信任。世界各地都有
这样的例子：监管合作——以相互承认为重点——导致在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上取得具体成果，
如印度与意大利谈判，允许印度专业人员通过意大利认证远程开展服务[24]。然而，毫无疑
问，通过监管合作的方式迎接数字贸易带来的挑战存在一些缺陷。从国家实践来说，相互承
认协定只在双边或区域谈判而不是多边谈判中成功，因而该种方法也是一种具有实验性质和
开创性质的解决数字贸易规则问题的新途径，但通过注重监管合作战略的达成以及在此基础
上构建的以相互承认协议为底层构架的多边相互承认协议，我们相信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
变数字贸易规则的现状。
（三）监管合作框架的路径指引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在 USMAN、J. López González 、M. Jouanjean 等学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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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一步的进行创新，将监管合作框架分为八个指引步骤，这八个指引不仅标明了监管合作
的谈判或者商定的展开路径，同时也构成了整个监管合作的基本框架。第一步，在监管合作
的框架中，国家参与者应当首先理清国内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实际上许多国家监管机构的
监管目标在很多方面都是相同的，仅在实现监管的手段存在不同。因此，如果能够首先在这
些相同的监管目标上达成一致的话，那么便能够为达成总体监管合作创造强硬的基础；第二
步，正确的谈判参与者。如果想要达成监管合作协议，正确的参与者将会对谈判的达成起到
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过去，信息的间隔往往是阻碍监管合作协议达成的关键因素，而间
隔存在的原因则在于传统的谈判人员并不是监管人员，监管人员往往难以直接获取相关谈判
信息，或者说其对信息的获取往往是被动的，因此，监管合作协议的谈判应当囊括监管人员，
并由这些对监管活动最为了解的人主导，如交通和信息技术部长将最适合作为自动驾驶汽车
跨境监管标准的谈判者。另外，应当开放企业代表、消费者代表以及产业界代表的发声渠道，
中小型企业在跨国数字贸易的参与数量上是毋庸置疑要广于大型企业、跨国企业，但在影响
力上却远不及大型企业、跨国企业，在加之规则的制定者主要着眼于宏观层面的因素，针对
WTO 框架下数字贸易中电子商务规则的制定与现实需求所存在的差距，从 2016 年初开始,
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就在多种场合提到 eWTO 概念,希望能够建立一套由企业间先行
协商,再由政府认可的有利于中小企业自由贸易的商业规则，因而很有必要考虑中小企业、
消费者的呼声以及建议；第三步，在合作讨论展开前一些具有实质意义的监管原则应当被确
定。如技术中立化原则与透明度原则；第四步，以达成互相承认协议为主要目标。为商定具
体监管合作协定而展开商议或者谈判时，应当争取达成互相承认协议，但如果无法就相互承
认协议达成一致时，应当退一步先就具体监管协定达成一致，如果仍不能达成一致的话，应
先就信息共享进行讨论，正如前文所述，信息的互通能够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以信息
共享为基础为监管合作协定达成打造信任基础。应当注意的是涉及监管合作协议任何一部分
的任何讨论都应当以高度透明的方式进行。高度透明的谈判方式不仅有利于国家监管机构之
间增强相互信任，也利于增强国家之间、国民之间的信任；第五步，就是执法问题。当出现
违背监管合作的事项时，应当由地方执法机构对违法主体进行惩处，但如果地方执法机构在
执法时出现歧视性活动时，就应当引入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进行解决，如国际仲裁。因此，很
有必要在监管协定中明确规定执法管辖问题以及出现歧视性执法活动后的争端解决问题；第
六步就是在达成监管合作协定后应当引入审计和监管审查机制对条例进行定期审查，对由于
外部情况不断变化或者技术更新后而导致的不符合监管合作协定的条例进行复核与审查。第
七步，监管者应当设立一个为达成互相承认协议而设定最后期限的备忘录以防止互相承认协
议被无限期拖延的局面出现，如《加拿大-欧盟全面经贸协定》
（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CETA)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第八步，也是最后最核心的一步，
为使互相承认协议能够成为多边互相承认协议，很有必要采取一种开放的姿态设定简易的加
入方式使新成员能够轻易的加入到其中。

四、结语
数字贸易对全球经贸发展的正向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针对传统多边贸易谈判在突
破性成果取得上的停滞状态，为推动全球数字经贸的发展，针对数字贸易所涉及的新型壁垒
以及其所触及的国家关切等传统谈判方式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当尝试监管合作这种非传
统，但却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新型解决路径，改变传统多边谈判“讨价还价”的谈判方式，
将谈判诉求从“一致同意”到“一致承认”进行转变，并以监管合作战略为出发点将互相承认协
议设置为谈判或者商定的主要目标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构建以互相承认协议为底层构架的多
边互相承认协议，以期通过这种监管合作的方式消除数字壁垒，同时保护国家的基本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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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与反思：数字货币及其区块链技术
蔡锦璇

摘 要：国际逐渐进入后疫情时期，经济全球化将进入新一个台阶，国别往来与境域交易将
更注重科技应用及数字货币的运用。比特币为代表性货币，以区块链为底层基础性技术，数
字货币将以其低成本、高效流通等特点，在后疫情时期得到充分的认可与发展，推动数字经
济的发展促进贸易便易及往来。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发展的作为支撑角度，梳理数字经
济、数字货币及其区块链技术关系，解释区块链应用与数字货币运用的必要性，指出区块链
金融的挑战与监管困境，并探讨数字货币的推进路径，以期对数字经济发展作出展望。
关键词：数字货币；区块链技术

一、引言
2020 年全球在新型冠状病毒的打击下，各国各行业经济遭受重创，而亚马逊首席执行
官贝佐斯在刚刚过去的 7 个月时间里，个人资产净增 740 亿美元。2020 年 4 月 7 日，福布
斯发布第 34 期年度全球亿万富豪榜，列出了全球最富有的人士。千亿美元级富豪杰夫·贝
佐斯（Jeff Bezos）以 1130 亿美元蝉联榜首。2020 年 3 月始，美股出现历史性熔断，次数高
达四次，而亚马逊的股票持续上升 7 月 1 日创下新高，收盘涨 4.35%，达到 2878.7 美元，
公司市值也达到了 1.44 万亿美元的新高。亚马逊股票的节节升高，是贝佐斯财富累积的重
要来源，股盘高涨背后的原因是在于疫情的影响下，居家防护的民众加大了以亚马逊电商为
首的网购次数及频率，数字经济迎来又一个发展高峰。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跨境电商支付
总额规模以每年 5%的速度增长。以 2017 年为例，我国跨境进口零售交易规模达到 5100 亿
人民币，在全球跨境支付市场中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与欧元区。2020 年 8 月 14 日，商务
部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提及“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
湾区及中西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10 月 6 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副行长范一飞在 2020 年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Sibos 虚拟会议上透露，央行数字货
币目前已经处理 313 万笔交易。上述如此庞大的数字经济交易量，主要是通过数字货币的支
付制度完成，但数字货币具体究竟是什么、其概念内涵和特征又是什么、及其技术运用是如
何配套适用等问题亟需探讨。

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字货币
数字经济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里程碑式成果，虽然国际尚未对数字经济有统一的、通用
的定义，但其主要特征是以数字技术为技术支持，以数字货币作为交易、流通流转、分配和
再分配的经济形态。2016 年 G20《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开宗明义在第 2
段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
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
列经济活动”；尔后，2019 年《二十国集团关于贸易和数字经济的部长声明》中呼吁关注数
字经济货币中的安全。各国、各机构与人们都在不断刷新对互联网经济的认识，重新了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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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与数字货币等诸概念。
关于“数字货币”概念，因互联网的超预设发展及各种因素参杂，其定义一直随着时间
不断变化发展，未能有统一的定义，甚至也有多种称谓，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 以下简称 FATF)常用“virtual currencies/
assets ”（ 虚 拟 货 币 / 虚 拟 资 产 ） 还 可 分 为 “ convertible (or open) virtual currency ” 和
“non-convertible (or closed) virtual currency”、G20 使用“digital currencies”，我国央行数字
货币用“DC/EP (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这些概念或多或少在本质上有一
定的差异，但究其目的，都是致力于研究经济货币的虚拟化和数字化的发展并建立相应完整
的应用、监管机制链条。
数字货币广义上包括电子货虚拟货币和加密货币。有学者认为电子货币是使用电子化方
1
式将代表一定财富的现金或存款数字化，本质上是法定纸质的数字化。 也有学者认为，中
2
央银行发行的主权数字货币具有信用担保，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溯本求源，数字货币源
3
于电子货币，电子货币最早可追溯到 1983 年，由 Chaum 提出的电子货币概念。 2008 年，
一名化名为山本聪的技术者把区块链技术带入社会视野，其分布式记账、去中心化、高度加
密性和信任机制等技术，应用于数字货币并使得数字经济和数字货币得到真正的发展。经多
为学者分析并总结，自 2008 年后，数字货币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化阶段，第一代数字货币被
称为比特币类，主要采用区块链技术构架；第二代称为稳定代币，主要特征是有明确的货币
4
发行者；第三代数字货币即为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 由此可归纳把前两代货币均
为私人数字货币，因此如今数字货币大体分为私人数字货币与法定数字货币，人们日程生活
中的在一众电商平台的网购及日常消费电子支付等货币，归属私人数字货币类。社会对数字
货币尚在初步的认识运用阶段，各学界也在潜心于数字货币的全面研究及应用管理探讨。

三、数字货币中的区块链技术
数字货币只是一种存在于各种媒介记录中的虚拟经济资产，本质上并无实物形态，虽然
人工智能社会雏形已初步出现，但实际上，社会各界仍基于庞大的人工劳动力与实体物质基
础，这无疑对发展完善数字经济的虚拟货币是巨大难题。以期对数字货币的透彻了解，需从
其主要应用技术的认识着手，即区块链技术。
国际清算银行认为区块链式法定数字货币是由中央银行发行，以区块链技术产生的代币
5
形式存在，并可以广泛获得的数字形式货币； 区块链式私人货币则是基于区块链这一底层
技术，实现快速便捷的跨境支付、清算结算等传统货币缺失的功能。区块链式数字货币的特
征主要有四个，分别为国家主权背书、区块链技术架构、广泛可得和数字形式，其中国家主
权背书是区块链式法定数字货币独有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央行数字货币并不一定是区
块链式法定货币，因为中国人民银行在推进央行数字货币方面明确提出不预设技术路线，区
6
块链只是被选技术之一； 也有区别于区块链式私人数字货币的稳定代币，包括 Facebook 提
出的天秤币，美国财政部批准的 USDT 等，这类数字货币有明确的货币发行者，具有信用
1

庄雷,赵成国.区块链技术创新下数字货币的演化研究:理论与框架[J].经济学家,2017(05):76-83.

2

李建军,朱烨辰.数字货币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7(10):115-127.

3

管弋铭,伍旭川.数字货币发展：典型特征、演化路径与监管导向[J/OL].金融经济学研究:1-16[2020-07-20].

4

冯永琦,刘韧.货币职能、货币权力与数字货币的未来[J].经济学家,2020(04):99-109.

5

李海波.区块链式法定数字货币体系在跨境支付领域内的应用研究[J].金融与经济,2020(06):69-74.

6

李海波.区块链式法定数字货币体系在跨境支付领域内的应用研究[J].金融与经济,2020(06):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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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础，盯着以美元为主的资产来保持币值稳定。 所以，有学者把区块链式数字货币的市场
总结为，以区块链式私人数字货币（比特币类）为主导，多种币种与市场共存的格局，对世
8
界经济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综上所述，认识数字货币，需认识区块链技术，从其运行技术了解数字货币适用于市场、
应用流通的规律。区块链是数字货币主要采用的一种底层技术，以一串密码学方法相关联产
生的数据块生成多批次比特币类的数字货币网易交易信息，在验证信息的有效性后生成下一
9
个区块。 通过区块链技术，对每个区块的第一笔交易进行特殊化处理，该交易产生一枚由
该区块创造者拥有的新的电子货币。这个过程称为“挖坑”，这样的节点也被称为“矿工”
，
这就增加了节点支持该网络的激励，实现分布式记账，达到区中心化效果，而且其功能也满
足不参与“挖矿”以发行货币的用户，用户只需要加入节点，也可以支持有或交易货币。从
狭义角度来讲，区块链能够按照时间顺序将数据区块以顺序相连的方式组成链式数据结构，
通过密码学技术确保不可篡改和不可伪造的分布式记账；从广义上来讲，区块链技术指的是
通过块链式数据结构验证存储数据，通过分布式节点共识算法生成数据、更新数据，引用去
10
中心化的密码学技术保证数据传输安全和访问安全。
区块链浓缩了诸多密码技术，决定着数字货币发行、价值产生与物化、交易流通的特征，
还能提供数字货币防伪、交易身份隐私等安全与隐私保护功能，为跨境跨域交易提供了迅捷
便利的途径，因此，区块链技术构成了密码货币和价值互联网的基因，称为数字货币构架的
基础，数字货币的应用发展与区块链技术有重要且紧密的联系。

四、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的关系
区块链技术的运用紧系数字货币的发展，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在近几年区块链技术得
到了高速的发展，成为网络金融领域中的重磅技术。其应用已从最初的数字货币延伸至金融、
互联网、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公开“点名”指出，“需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
和产业创新发展”，全球很多国家也纷纷将区块链看作一项战略要地，通过制定政策、研制
标准、发布白皮书、推进产业发展等措施来发展和应用区块链技术。“制度提供人类在其中
相互影响的框架，使协作和竞争的关系得以确定，从而构成一个社会特别是构成了一种经济
11
秩序” 在一个经济体中，制度的有效组合将由寻求节省交易成本的代理人塑造，众所周知，
区块链技术是一种便捷高效的智能技术，一方面，它能有效地为社会经济生活节约成本，有
利于经济在数字化下的分配与再分配的市场制度；另一方面，它也能满足节约交易的目的，
构架新型数字社会下的经济组织与企业制度结构，其研发投入与应用是一种互相影响的结果，
在某种程度来说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区块链技术的安全，紧系数字经济安全。数字货币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区
块链技术是数字货币的重要技术，区块链技术的安全效能与数字经济的安全需求紧密联系。
在技术层面，区块链系统构建的基本安全目标是通过密码学和网络安全等手段，保护区块链

7

管弋铭,伍旭川.数字货币发展：典型特征、演化路径与监管导向[J/OL].金融经济学研究:1-16[2020-07-20].

8

柯达.数字货币监管路径的反思与重构——从“货币的法律”到“作为法律的货币”[J].商业研
究,2019(07):133-142.

9

拜亚萌,邓小鸿.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节点访问风险预警系统设计[J].现代电子技术,2020,43(13):69-72+80.

10

秦波,陈李昌豪,伍前红,张一锋,钟林,郑海彬.比特币与法定数字货币[J].密码学报,2017,4(02):176-186.

11

汪青松.区块链作为治理机制的优劣分析与法律挑战[J].社会科学研究,2019(04):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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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统中的数据安全、信任机制、隐私保护、智能合约安全 和内容安全。在法律层面，早在
2014 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开始对数字货币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在全球央行中率先成立数字
货币研究所，并分别在 2016 年与 2018 年陆续发布《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
2015 年 12 月，英国政府发布了《分布式账本技术：超越区块链》，预测区块链将引起新一
轮技术变革，建议加快区块链理论推广与开发安全应用进程。全球很多国家也纷纷将区块链
看作一项战略经济安全要地，通过制定政策、研制标准、发布白皮书和推进产业发展等措施
来发展和应用区块链技术……通过一系列的指导意见与试点的实行，以期保障经济安全。

五、区块链技术的挑战及监管
尽管“科技是把双刃剑”这类话语已是老生常谈的陈词滥调，但区块链诞生的时间距今
不足十三年，仍是一匹数字科技的“黑马”技术，虽然得到广泛认可和探索应用，但区块链
技术的隐患已为金融市场带来不少挑战。
区块链展现出蓬勃生命力的同时，自身的安全性问题逐渐显露，不法分子利用区块链进
行灰黑色产业牟利，区块链数字货币应用安全威胁也呈现高发态势，各大交易平台被盗事件
频发、智能合约漏洞凸显、匿名交易实施犯罪等安全事件更加引发公众对区块链安全性的质
疑和对其发展前景的忧虑。运用区块链技术的私人数字货币具有灵活性、隐匿性等特征，如
若任由灵活性过高导致难以监管的（类）比特币等私人发行的数字货币野蛮生长，必将导致
货币入侵和金融污染，严重侵蚀法定货币的地位，干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金融政策的运行
13
与传导，并未洗钱、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地下资金通道。
区块链技术仍是一项存在技术漏洞的新生技术，一旦出现漏洞与安全隐患，所波及的金
融安全与货币市场将产生无法估计的连锁反应。区块链系统并非毫无漏洞，就像任何建立在
14
计算机代码上的系统一样，区块链存在基本脆弱性。 区块链技术依赖于现代密码技术，而
密码技术本身具有缺陷，其运行过程中不排除被缺陷执行的风险，这将导致建立其之上的交
易系统陷入瓦解混乱的情况。其次，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约系统需通过精心设计，这设计过
程中可能存在错误和安全缺陷，而区块链是一种直接携带资产或权利的系统，错误的出现对
系统使用者将是非常危险的。同时，区块链是由人类设计实现和使用的系统，即使通过计算
机代码来客观执行表达，仍无法在本质上摆脱其设计者的主观意图，很容易受到私自行为的
攻击和操作，正如洗钱和非法交易等金融犯罪，其违法行为甚至可以延伸至破坏其他领域，
为各领域带来严重的风险和挑战。
区块链的普及与数字货币中区块链技术的广泛使用，无疑需要法律机制的支撑。就目前
我国既有法律合规而言,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虽无专门立法，但并非无法可依, 国内法律对区
块链技术的规制主要体现在信息安全领域立法、平台监管、电子证据、公司法等方面。基本
法层面上，在刑法领域中，能适用于区块链的刑法规范主要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
“拒
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
罪名；能适用于区块链的一般民事法律规范，主要包含在关于个人信息安全及网络财产、民
事责任条款中；其他相关的法规主要包括作为其上位法的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领域立法，例如
《网络安全法》、
《电子商务法》、《电子签名法》等。

12

智能合约是区块链技术的核心技术，运行原理是通过计算机脚本语言将节点上交易双方的承诺电子化，
并设置触发条件，当预先设置的条件满足后，合约将自动触发。

13

师秀霞.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3(02):32-41.

14

姚梅.区块链与法律之互生关系探析[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01):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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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对私人数字货币还是法定数字货币，都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监管政策，
但在我国仍是一个立法空白的现状。虽有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防范代币
发行融资风险通知》、
《关于防范以“虚拟货币”“区块链”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
等进行监管规制，但数字货币加速了货币流通速度和资产转换速度，也加剧了金融恐慌和金
15
融风险的传染， 仍需成熟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
国际上，一些国家政府正开始考虑虚拟货币支付产品与服务带来的一系列监管问题。特
别是在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方面, 一些国家正在采取监管行动；而另一些国家由于虚拟货币支
付产品与服务在该国的使用仍处于发展中, 所以正在监控和研究其发展及其潜在的洗钱和
恐怖融资风险。对一些国家来说, 建立有效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监管机制, 可能需要对虚拟
货币支付产品与服务进行更加透彻的了解。尽管如此, 虚拟货币支付产品与服务的快速发展、
日益强大的功能、日益普及及其全球性, 使得各国有必要采取行动, 以识别和降低虚拟货币
支付产品与服务带来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
在智能科技领域与数字社会治理方面，1995 年欧盟已制定了《数据保护指令》，2016
年，欧盟又新制定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是
迄今全世界数据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最系统、权利义务责任最清晰的立法，为各界的数字技
术运用提供参考意义与指导方向。在处理数字货币问题与监管难题的时候，领先的 GDPR
仍未能完全解决区块链独特性技术的定性问题，如数据控制者与处理者的认定问题，如主体
的权利义务区分难题等。因此，这些监管与执行暂时未发展至完善阶段，仍需各界各国甚至
跨领域联合执法，协作司法。

六、数字货币的发展路径与展望
维基数据显示，2018 年 8 月 19 日，全球的数字货币已超过 1600 种并仍呈增长态势；
据谷歌统计，2020 年 1 月，全球数字货币已达至 2000 多种；截至 2020 年 9 月 9 日，全球
数字货币已高达 6955 种，占市场价值达 3247.16 亿美元。数字货币在短短的 8 个月期间，
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数字货币之所以能够快速兴起并迅猛发展，与其本身诸多优点是分不开
的。数字货币的交易上的便节，流通上的低成本，区域上的广布都满足了经济发展的流通环
节的必要条件，推动了数字经济及经济社会智能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新冠疫情受
创的经济损失。
疫情的特殊原因放大了数字货币及其区块链技术的优点，使之更加崭露头角，但推动数
字经济发展的数字货币未得到一致的认可和区分标准，以发行权力作为标准，数字货币区分
为国家中央银行所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及私人数字货币。在对数字货币已有一定认识的基
础上，下文对其发展路径作初步的概括与展望。
私人数字货币的发展样态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代表性的重要一环为法定数字货币提
供价值支撑与信誉代表。央行表示称“数字货币可以降低传统纸币发行、流通的高昂成本，
提升经济交易活动的便利性和透明度，减少洗钱、逃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
”在技术上，私
人数字货币属于新兴投资产品，在无形中成为数字经济的试点成品，是区块链技术最早的应
用场景之一，其技术除了高安全性和高保密性的技术属性，还通过代表性的共识机制技术，
解决了数字货币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支付难题，为人们对互联网技术的虚拟交易提供
了技术支撑与信誉支持。在交易价值上，据国家互金委对其交易量分布情况统计，“二级市

15

何德旭.姚博. 人民币数字货币法定化的实践、影响及对策建议[J]. 金融评论, 2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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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场“平台交易市场已是私人数字货币交易市场的”枢纽中心“， 私人数字货币逐渐为数字
交易构成成一个广阔且相对稳定的平台，为数字货币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架构。
当前数字货币以私人数字货币为主，法定数字货币进入调研探索并试点阶段。虽然数字
货币呈现“喷井”态势发展，但其中的私人数字货币占了绝大多数，只有厄瓜多尔、突尼斯、
塞内加尔和马绍尔群岛等国家和地区发行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但据国际清算银行货币经济
部调查统计显示，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正在对央行数字货币进行研究，“许多正在从概念
17
性工作进展到实验和概念证明，并与其他中央银行开展合作” 。我国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前
期似乎已经明确了发行数字货币的预期及挑战，在 2014 年，人民银行下属的数字货币研究
所就开始进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可行性的研究，随后几年又对数字货币领域一系列的重点问
题发表了许多研究报告，对多种因素的考量与试验经验的参考进行了深度分析研究。虽然未
来法定数字货币的认可与发展呈现乐观态势，但短期内法定数字货币不可能取代私人数字货
币，但能够弥补国家货币公信力，更安全、高效、快捷地推进中央经济。
区块链等加密技术的升级与完善，将把针对私人数字货币监管的包围圈缩小，为法定数
字货币开辟新的机遇，扫除发展障碍。法定私人货币的发行主要采用二元机制模式，即，或
单一机制模式，主要原理是利用区块链代表性的“去中心化”和“分布式记账”技术，为数
字交易实现国家流通货币的“点对点”模式交易。尽管私人数字货币为数字货币的发展与应
用作出巨大贡献，但就其本质而言，仍属“非法定数字货币“，其带来的风险也是不容忽视
的。在性质上，它不是国家承认的货币而是商品，一旦在交易上产生纠纷，其模糊的经济属
性和法律属性的界定将为权利义务的区分带来难题，若涉及区域或国际的地域国别等复杂因
素，在界定边界上更是难上加难。在交易上，私人数字货币的市值增长迅猛且虚高，价值性
堪忧，存在暴涨暴跌的价格剧烈波动风险。在技术安全上，区块链与密码学技术的广泛应用，
技术漏洞开始被攻击，影响交易安全，2014 年，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 Mt. Gox 因为
黑客攻击导致 80 余万个比特币被盗而破产，缺乏技术的维稳与支持，私人数字货币的弱点
显而易见。在持有者及用途上，因其匿名性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性，私人数字货币的广泛使用
可能增加被用作违法犯罪的概率。加强对非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管力度，既是保护数字经济建
构的稳定性，又是保护虚拟交易安全，发展数字货币。

七、结语
法学家莱西格是网络法的领头人，他多次强调网络科技，数字技术的重要性，他认为代
码就是法律，它控制着人们的上网行为。这些代码是区块链技术中密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使得区块链称为互联网运作的创新性框架，无论代码能否被当作法律功能，区块链技术的使
用运行都需有法可依。第四次科技时代已经来临，随着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和互联网技术的
升级，线上与线下生活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虚拟货币可适用于现实生活中的交易，又可
18
在互联网端口实现跨境适用。 其中，这些模糊界限的界定，交易过程的具体流程规则，更
需要原则性的指导。
张文显教授指出，智能社会是风险变数最大的社会也是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形态。社会出
于正在形成以算法为中心的智能社会，法律的需要更开放和兼容，给新事物的出现和使用留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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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松,王帅.私人数字货币监管法律问题研究[J].盛京法律评论,2017,4(02):61-74.
克里斯蒂安·巴隆提尼,亨利·霍尔顿,徐菁.谨慎前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调查[J].金融市场研
究,2019(05):114-124.
郑戈.区块链与未来法治[J].东方法学,2018(03):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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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充分、更方便的借口。然而张文显教授亦指出，
“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安全、
19
区块链陷阱等方面的法律规制均需要国际思维和国际协调”。 面对区块链技术与数字经济社
会，一方面既要理解数字货币的发行和使用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和趋势，应加大力度提高科技
研发和运用的原创度、透明度与开放度；另一方面又要提高安全审查技术与国际合作机制，
保持严格落实监管的态度，对非法利用区块链技术以牟利或破坏数字货币的行为进行严厉打
击。
无论是网络法的思考还是法理的反思，学者们一致认为使数字社会、区块链技术回归法
律有可行性与必要性。数字社会究其本质而言仍是基于生产关系的社会，其运行则需配备规
则的指导，建于传统社会的设备基础之上，产生或适调出有效的法律法规，将更有利于数字
社会的运作。另一方面，以区块链技术为例，区块链仍存在局限和难题，其脆弱性需要配套
的工具或经验，有针对性地提供保护措施或解决方法，否则数字社会的运行，数字经济的交
易就像脱缰之马，秩序一旦缺堤，后果将不堪设想。无论如何，我们已处于演变发展的时代
洪流，科技革新成为当今的主要角色，未来尚不可知，我们必须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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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world is gradually entering the post-epidemic perio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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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encounting a new stag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regional transactions will be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use of digital currency. With
bitcoin as the representative currency and blockchain as the underlying basic technology, digital
currency will be fully recognized and developed in the post epidemic period with its
characteristics of low cost and efficient circul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facilitate trade. From a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urrency basing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currency and its blockchain technology, explains the necessity of blockchain application and
digital currency application, points out the challenges and regulatory difficulties of blockchain
finance, and discusses the promotion path of digital currency, so as to make a prospe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 : digital currency ; blockchai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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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货币的风险识别及我国的应对之策
郎平

摘 要：自 2008 年比特币诞生以来，依托于数字网络开放性和共享技术可复制性的虚拟货
币，币种增势迅猛。但虚拟货币币值的不稳定性、交易的匿名性、存储方式的电子化，使其
交易中滋生了价格波动风险、欺诈风险、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虚拟货币在传统金融系
统之外运营，滋生的风险通常也会被隔离在传统的金融系统之外。然而，虚拟货币与法定货
币之间的兑换却打破了虚拟货币与传统金融服务系统之间的“隔离带”，导致虚拟货币交易
中滋生的风险可能会波及到传统金融服务系统，影响金融的稳定性。本文对虚拟货币交易中
滋生的风险展开分析，并从国内对虚拟货币监管措施的实施现状、国外对虚拟货币的立法现
状两个方面，阐述了我国监管机构在防范虚拟货币风险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对此，本文
从确定监管对象、融入监管技术、寻求国际监管合作三个方面为我国防范虚拟货币风险提供
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虚拟货币；风险；挑战；监管

一、问题的提出
货币是金融系统循环的血液，而金融机构凭借自身构筑的信用基础，依靠货币产生的时
间错配作为中介方，服务于资金的供需双方。2008 年的“金融海啸”破坏了金融机构赖以
生存的信用基础，同时也为金融的脱媒化提供了契机，诞生了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比特
币。比特币无需发行机构发行，也无需提供信用担保，只需社区成员认可其价值即可。[1]
可见，“去中心化”的比特币在传统金融服务系统之外运营，同时币值具有不稳定性。其后
以“去中心化”为“模板”的虚拟货币币种增势迅猛，截止 2020 年 9 与 27 日，CoinMarketCap
网站可进行交易的加密货币[2]已有 7186 种，全球市值超过 2365 多亿美元。3如今国外的大
部分监管机构依据加密货币的服务功能，将其分为虚拟货币和数字代币（或数字令牌）两类。
[4]
而且已经由投资者、投机者和用户形成的比特币生态系统，[5]也因虚拟货币币种的增加在
不断扩张。但是虚拟货币币值的不稳定性，吸引了大量的投机者，同时交易的匿名性也为“黑
客”提供了“庇护所”，相伴而生的价格波动风险、欺诈风险、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
可能随时会损害虚拟货币生态系统中参与者利益，也可能会威胁到金融的稳定性。因此，各
国监管机构已开始研究虚拟货币对投资者的潜在风险以及对国内经济的潜在威胁。[6]欧洲银
行管理局（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确定了 70 多种虚拟货币风险。[7]除此之外，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指出，至少有两种风险应被视为已对金融的稳定性构成威胁：一是金融
稳定时期的脱媒风险；二是在金融系统面临压力时期的运营风险。而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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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货币报告》（2015）指明脱媒性是虚拟货币的必备特性之一。可见，虚拟货币自身固有的
“脱媒性”，因交易滋生的价格波动风险、欺诈风险、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都会威胁
到金融的稳定性。因交易滋生的价格波动风险、欺诈风险、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有何特
点，会给监管机构带来哪些挑战，监管机构又该如何应对？因此，本文将以此“问题导向”
为脉络展开论述，为我国监管机构防范虚拟货币风险提供可行性建议。

二、虚拟货币交易中滋生的风险分析
自 2008 年虚拟货币“鼻祖”比特币诞生以来，由投资者、投机者和用户形成的虚拟货
币生态系统在不断扩张。而虚拟货币币值的不稳定、存储方式的电子化以及交易的匿名性滋
生了价格波动风险、欺诈风险、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首先，下文对虚拟货币交易中滋
生的风险展开分析，为监管机构防范虚拟货币风险提供识别路径。
（一）价格波动风险
2017-2018 年虚拟货币价格暴涨、暴跌，在加密货币交易排行榜前十的比特币（如图一
所示）、以太坊、瑞波币、莱特币价格波动剧烈，而其他虚拟货币也会在某一时间段出现价
格的剧烈波动。众所周知，金融系统内部的不稳定可能源于对货币的投机性攻击。[8]虚拟货
币币值的不稳定性增加了投机者恶意炒作和人为价格操纵的投机性攻击频率，导致虚拟货币
价格波动频繁。在 2018 年，专家们研究发现 2017 年比特币价格的剧烈波动主要是因为投机
者利用另一种虚拟货币泰达币（Tether）对其进行价格操纵导致的，[9]而且不止一次在 24 小
时内出现价值下跌 50%的情况。若国家的主权货币在 24 小时内波动 50％，其国内经济必将
遭受重创。[10]虚拟货币的“去中心化”将其置身于传统的金融系统之外，其价格波动风险
似乎并不会影响到金融的稳定性。但是，美联储已经发出警告“如果以目前的速度继续增加
虚拟货币的投资可能会影响金融的稳定性 。”[11]因为大部分虚拟货币交易所并不只为某一
种虚拟货币交易提供服务，而是会同时为多种虚拟货币交易提供服务，而且进行兑换的币种
也不局限于虚拟货币。例如 Binance 虚拟货币交易所，可同时为 752 种虚拟货币交易提供服
务，可兑换的配对币种包括美元、比特币、以太坊、欧元等，24 小时内的交易量可达到 540
多亿人民币。[12]币种间的兑换可能包括：一是虚拟货币间的兑换；二是虚拟货币与主权货
币间的兑换；三是主权货币之间的兑换。币种间的兑换使得虚拟货币与传统金融服务系统之
间具有了关联性。例如，中国的比特币交易市场份额占亚洲比特币交易市场份额的大部分，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风险投资者在比特币交易市场使用了 BTCC、OKCoin、Huobi。[13]虚拟
货币间、人民币与虚拟货币间的兑换存在隐性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意味着虚拟货币的价格
波动风险可能也会冲击到我国的金融市场，进而影响到我国金融的稳定性。
图一：比特币价格变动图[14]

Jacob Goldsmith, The Imf Must Develop Best Practices Before Government-Backed Cryptocurrencies
Destabilize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34 Emory Int'l L. Rev. 595, 599 (2020).
9
Gina Conheady, The EU Approach to ICO Regulation, Bloomberg (Mar. 23, 2018). 网 址 ：
https://www.algoodbody.com/insights-publications/the-eu-approach-to-ico-regulation-a-friendlier-regulatory-fram
ework-for-ico，访问于 2020 年 10 月 4 日。
10
David Yermack, Bitcoin Lacks the Properties of a Real Currency, MIT Tech. Rev. (Feb. 18, 2014).
11
Carlos Manzano, Racing to Regul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Virtual Currency Regulation in Alaska and
the Proposed Alaska Money Services Act, 35 Alaska L. Rev. 239, 248 (2018).
12
说 明 ： 此 数 据 以 2020 年 9 月 15 日 的 数 据 为 准 。 网 址 ：
https://coinmarketcap.com/zh/exchanges/binance/#markets，访问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
8

13

Fiammetta Piazza, Bitcoin in the Dark Web: A Shadow over Banking Secrecy and A Call for Global Response,

26 S. Cal. Interdisc. L.J. 521, 539 (2017).
14

图片来源：https://coinmarketcap.com/zh/currencies/bitcoin/,访问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

1661

（二）欺诈风险
虚拟货币交易的不可逆性、匿名性，导致欺诈风险发生频率过高，已引起国外监管机构
的密切关注。欧洲银行管理局（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在 2015 年确定了 70 多种虚拟
货币风险，并指出其中许多风险与虚拟货币交易所的规模及可靠性有关联性。[15]据考证，
在北美每家虚拟货币公司平均只有 12 名员工，[16]而从事比特币交易服务的虚拟货币交易所
的平均寿命也只有 381 天。[17]实际上，虚拟货币交易所的规模及可靠性与欺诈风险之间的
关联性最强。主要是因为小规模的虚拟货币交易所的抗风险能力较弱，因无法承受欺诈风险
带来的损失只能选择破产。例如，在澳大利亚，一个由 18 岁孩子经营的比特币中介服务平
台 Inputs.io，因遭受“黑客”欺诈性的自我交易而破产。[18]然而，事实证明规模大的虚拟货
币交易所的可靠性有时也会因欺诈风险而受到影响。例如，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 Mt. Gox
破产案。负责调查 Mt. Gox 案的东京警察认为，被盗的 85 万个比特币中，只有 7000 枚比特
币的丢失可以归罪到黑客，Mt. Gox 本身就存在大规模的欺诈性交易。[19]其中的欺诈性交易
主要包括：Mt. Gox 内部人员的监守自盗、以及其他虚拟货币交易所利用市场信息不对称与
其完成的欺诈性交易。因此，虚拟货币交易中滋生的欺诈风险是导致 Mt. Gox 破产的主要原
因。Eric Engle（2016）认为加密货币不仅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且加密货币中的比特币
是庞氏骗局、市场操纵、“哄抬股价与逢高卖出”（pump and dump）相结合的不良资产。
[20]
可见，虚拟货币交易中滋生的欺诈风险来源更广泛、更复杂、更隐秘，其产生的危害性
后果也更严重，致使小规模的货币交易所、大规模的货币交易所的可靠性都可能会因遭受欺
诈风险而受到影响。2017 年 7 月 7 日，波兰国家银行 Narodowy Bank Polski（NBP）和财政
监督管理局发表联合评论，指出虚拟货币交易中存在欺诈风险。[21]但并未给出虚拟货币欺
诈风险的防范建议。虽然我国明确禁止虚拟货币交易，但是私主体间的虚拟货币交易仍然很
活跃，虚拟货币交易滋生的欺诈风险来源已经升级为“网络诈骗”。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区块
链旗号炒作“虚拟货币”进行诈骗。例如，2019 年 12 月，山西省太原市警方破获一起区块
链虚拟货币网络诈骗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72 名，捣毁作案窝点 4 个，涉案金额 3000 余万
元。[22]
从各国对虚拟货币交易中欺诈风险的管制经验表明，虚拟货币交易中的欺诈风险主要来
源有：一是“黑客”的欺诈性自我交易。二是来虚拟货币交易所利用“信息不对称”促成的
欺诈性交易。三是来源于虚拟货币交易所内部人员的监守自盗。四是来源于网络诈骗。然而，
欺诈风险不仅会滋生在虚拟货币交易中，而且也会滋生在数字代币交易中，其波及范围更广，
涉及交易主体也更多。但是由于虚拟货币交易的匿名性、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计算机技术
的应用等，导致监管机构对来源更广泛、更复杂、更隐秘的欺诈风险更难以管控。对此我国
监管机构已经多次发布有关虚拟货币欺诈风险的警示，但遭受虚拟货币欺诈风险的事件仍有
发生。
（三）技术风险
以电子方式创建、存储是虚拟货币的典型特征之一。[23]因此，虚拟货币区块链分布式
系统的安全性是虚拟货币存储安全的保障。但目前虚拟货币区块链分布式系统中存在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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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漏洞”就是“硬分叉”。所谓“硬分叉”是指每当现有区块链底层协议中有一小部分
代码发生变化，则会退出现有底层协议并采用一份新的底层协议，此时就会发生“硬分叉”。
因为这些新的底层协议与被改代码前的底层协议并不兼容（如图二所示）。[24]国际清算银
行对“硬分叉”的定义是：“硬分叉是区块链底层协议存在的根本性缺陷（即去中心化共识
所具有的脆弱性），对加密货币账簿的更新，使用，信任都存在潜在影响。”[25]虚拟货币
因“硬分叉”受到影响的一个实例就是：由于以太坊区块链底层协议在第 666 行的代码应该
是大写“T”而不是小写“t”，[26]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sation，
简称“DAO”）的一个程序员需要修复该漏洞，该漏洞的修复使区块链底层协议出现了“硬
分叉”，导致市值 5500 万美元的以太坊（ethereum）被“黑客”盗走。因此，计算机复杂
算法中因疏忽引起的“硬分叉”，可能会导致虚拟货币的重大损失。如果将“硬分叉”与公
司分立进行对比，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公司分立通常是根据计划和决策来进行的，其
结果具有可预见性，而“硬分叉”往往是由计算机系统中的意外漏洞引起的。
虚拟货币因“硬分叉”引起的风险，能否将其归类为操作风险？根据巴塞尔协议Ⅱ，操
作风险是指由于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系统，或者由于外部事件所引起的直接
或间接损失的风险。[27]操作风险涵盖内部程序、人员、信息技术系统、外部事件这四类风
险因子，由此衍生出内部欺诈，外部欺诈，就业制度和工作场所安全，客户、产品和业务活
动，实物资产损坏，业务中断和系统故障，执行、交割和流程管理这七大类型操作风险事件。
[28]
虚拟货币因“硬分叉”引起的风险事件与操作风险事件具有两点相似性：一是虚拟货币
因“硬分叉”引起的风险事件与操作风险中系统软件故障事件具有相似性。因为有关计算机
代码修复问题可以将其归类为计算机系统的软件故障。二是虚拟货币因“硬分叉”导致“黑
客”盗窃致损事件与外部欺诈中系统安全导致黑客攻击致损事件具有相似性。因为二者都是
因系统出现问题引起黑客攻击而致损的。但是，虚拟货币因“硬分叉”引起的风险与操作风
险却存在明显的不同：首先，风险的来源不同。系列巴塞尔协议中都是有关银行金融风险防
范与监管的规定，因此操作风险来源于银行业系统。但是虚拟货币的“脱媒化”却将其置身
于了传统的金融服务系统之外。因此，“硬分叉”引起的风险与操作风险的来源并不相同。
其次，受计算机系统软件故障、“黑客攻击”的影响程度不同。传统金融服务系统并不完全
依托于数字网络，受计算机系统软件故障、“黑客攻击”的影响程度不大；而虚拟货币却完
全依托于开放的数字网络，可能会因攻击者产生广泛影响”。[29]除此之外，虚拟货币存储
的安全性也会因计算机系统故障而受到重大影响。最后，计算机技术的应用理念不同。传统
金融服务系统因业务竞争可能会存在技术垄断现象，不会因计算机技术问题产生连锁反应，
而虚拟货币强调技术共享。因此，虚拟货币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可能会发生在单个节点中，也
可能会发生在相互关联的节点中，从而产生连锁反应，具有关联性强、传染性高的特征。综
上所述，两种风险虽然相似，但是其来源，受计算机系统软件故障、“黑客攻击”的影响程
度，计算机技术的应用理念都不相同。因此，不能简单的将虚拟货币区块链底层协议中“硬
分叉”引起的风险归类为巴塞尔协议Ⅱ中的操作风险。应该将这种风险独立于传统金融系统
的风险类别之外，将其独立的概括为另一种风险形式——技术风险。目前，区块链底层协议
中的“硬分叉”是在线虚拟货币交易中发现的“安全漏洞”之一，此类技术风险尚无解决方
案。然而，区块链分布式系统今后却面临更多的技术挑战。众所周知，区块链的核心是分布
式共识，虽然无人强迫虚拟货币参与者采用新的区块链底层协议，但鉴于区块链的网络效应，
虚拟货币生态系统中的每个参与者都在寻找对区块链网络底层协议有重大影响的计算机技

参阅网站：https://wiki.mbalib.com/wiki/%E7%A1%AC%E5%88%86%E5%8F%89，访问于 2020 年 9 月 13
日。
25
资料来源：the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 Annual Report 2018，网址：chrome-extension://i
bllepbpahcoppkjjllbabhnigcbffpi/file:///D:/ChromeCoreDownloads/ar2018e5.pdf，访问于 2020 年 9 月 13 日。
24

26

William Magnuson, Financial Regulation in the Bitcoin Era, 23 Stan. J.L. Bus. & Fin. 159, 193 (2018).

韩龙著：金融法与国际金融法前沿问题，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23 页。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教材编写组编：金融是从风险管理理论与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259-262 页。
29
资料来源：http://empgridservices.com/resources/lloyds-emerging-risk-report-2015/，访问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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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从而可以“签署”一份有利于自己的区块链底层协议，而这种有重大影响的计算机技术
可能会使虚拟货币区块链分布式系统面临更加复杂的技术风险，引起的后果也将更加严重。
金融系统具有脆弱性，然而，虚拟货币交易中潜在的技术风险却具有金融系统风险关联
性强、传染性高的特征。因此，我国监管机构亟需在监管中融入监管技术对其加以防范。
图二：“硬分叉”图示[30]

（四）网络安全风险
网络安全风险与技术风险的风险来源实际并不一样。如果说技术风险是现行虚拟货币分
布式系统所存在的“硬伤”导致的，那么网络安全风险则主要是人为因素导致的。当下网络
盗窃、网络攻击已经成为聚焦于虚拟货币交易的风险频发地。主要是由于黑客盗取虚拟货币
的“私钥”，进而以“自我交易”的形式完成虚拟货币所有权的转移。然而虚拟货币由于其
匿名性，以及其交易的不可逆性，导致“不合法”的交易一旦完成，受损者是没有任何途径
挽回其损失的。例如，2018 年 1 月 27 日， 日本加密币交易所 Coincheck 表示，受黑客攻击
损失了价值约 5.3 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而遭受网络攻击币安被盗事件引起的反应更剧烈。黑
客通过网络钓鱼和病毒等网络攻击，从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盗窃了 7000 个比特
币，占其总额的 2%，不到一小时内导致比特币的价值下降了约 3％。[31]可见，网络盗窃、
网络攻击这些网络安全风险都是由“黑客”的人为因素引起。
然而，除“黑客”的人为因素之外，像比特币这样的公开的、未经许可的区块链共识机
制，可能会被某些具有强大计算能力的参与者“利用”。例如，就当下的比特币和以太坊而
言，少数矿池控制的哈希算力已超过了该网络总哈希算力的 50％。如果这些参与者串通，
他们将有机会审查某些交易，甚至可能通过“达成共识”而篡改交易历史。[32]这种来源于
“合法”交易而引起的网络安全风险带来的损失将不可估量。实际上，数字网络高度的互操
作性、广泛的连接性、快捷的传输速度会大大增风险传染的可能性。[33]因此，虚拟货币“滋
生”的这种网络安全风险有时会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后果。

图示来源：“V. Cryptocurrencies: looking beyond the hype”，网址：chrome-extension://ibllepbpahcoppkj
jllbabhnigcbffpi/https://www.bis.org/publ/arpdf/ar2018e5.pdf。访问于 2020 年 9 月 13 日。
31
资料来源：“世界最大虚拟货币交易所 7000 枚比特币被盗 CEO 回应”，
网址：https://tech.163.com/19/0509/16/EEOEQFD800097U7R.html，访问于 2020 年 9 月 13 日。
32
Alexis Collomb et. al.,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 A Risk-Based Approach to the
Regulation of Icos, 10 Eur. J. Risk Reg. 263 (2019).
33
Elizabeth Sara Ross, Nobody Puts Blockchain in A Corner: The Disruptive Role of Blockchain Technol
30

ogy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and Current Regulatory Issues, 25 Cath. U.J.L. & Tech. 353, 38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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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虚拟货币交易中滋生的价格波动风险、欺诈风险、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的主
要“诱因”有三个：一是虚拟货币币值的不稳定性；二是虚拟货币存储方式的电子化；三是
交易的匿名性。并且由于数字网络的传播渠道更广，传播速度更快，导致虚拟货币交易中单
独发生的风险，有时可能会联动发生，而交易的匿名性导致监管机构难以确定真实的交易者，
这反而增加了价格波动风险、欺诈风险、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的发生频率。因此，虚拟
货币交易中滋生的价格波动风险、欺诈风险、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比传统金融风险实际
上更复杂、更隐秘、更难以管控，加大了我国监管机构对虚拟货币风险的防范难度。

三、 我国防范虚拟货币交易风险面临的“难题”
虚拟货币交易中滋生的价格波动风险、欺诈风险、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需要防范，
但我国监管机构在管制虚拟货币交易、防范其风险的过程中却遇到了“难题”。因此，本部
分将从国内虚拟货币监管措施的实施情况、国外对虚拟货币的立法现状这两个方面对其进行
阐述：
（一）国内防范虚拟货币交易风险面临的“难题”
虚拟货币的“去中心化”促使虚拟货币交易市场的分散程度越来越大，由此滋生的价格
波动风险、欺诈风险、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会因数字网络高度的互操作性、广泛的连接
性、快捷的传输速度而增加风险传染的可能性。[34]因此，全面禁止虚拟货币交易，防止金
融市场受到虚拟货币的风险冲击成为我国监管机构的重任。如何有效防范风险，取决于金融
监管机构对“行为者”行为监督的有效性。金融监管机构对传统金融风险的防范路径通常如
下：首先，对金融活动参与者提出合规性要求。其次，确定金融活动参与者。最后，要求金
融活动参与者披露相关信息。但是，在监管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对虚拟货币风险实施监管时，
却遇到了如下问题：一是虚拟货币不存在法律上可供监管的实体机构，加之虚拟货币交易的
匿名性，监管机构更难以确定虚货币交易的参与者，导致防范传统金融风险的监管路径“寸
步难行”。例如，在区块链分布式系统中的比特币，通过电子方式创建并存储，创建者中本
聪。由于比特币的注册是以“出生日期”注册，但该出生日期是任意的，并非注册者本人真
实信息，因此对中本聪本人的一切真实信息“扑朔迷离”。二是虚拟货币的“跨境获取”带
来的“管辖权冲突”问题，导致国内的监管机构对跨境的虚拟货币交易方监管受阻。国际清
算银行（BIS）总结了“跨境获取”这一概念：第一，储存于区块链的虚拟货币，可通过全
球数字网络进行交易。这些交易不会根据地理位置来区分用户，用户可以随时跨境转移有价
值的虚拟货币。第二，交易的速度与付款人、收款人所在地无关。第三，在主权国的权力机
关对跨境交易进行限制的情况下，其很难对“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交易施加同等限制。[35]
可见，虚拟货币的“跨境获取”已成为国内监管机构亟需解决的“难题”。
（二）各国对虚拟货币立法呈现“分散化”趋势
目前，各国对虚拟货币的立法表明当下对虚拟货币的管制并未达成共识。美国国会法律
图书馆对四十个国家对虚拟货币的立法情况展开调查，发现各国对虚拟货币的态度、管制措
施都不相同。这四十个国家对虚拟货币的立法现状可以将其分为四类（如表一所示），但这
仅能得出目前各国对虚拟货币立法呈现“分散化”的结论，并不能发现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有
何影响。因此，需要对虚拟货币立法也呈现“分散化”的美国继续展开分析。美国“各监管
机构根据法律授权，可对虚拟货币自主指导。”[36]例如，联邦机构之间发布的虚拟货币指
34

Elizabeth Sara Ross, Nobody Puts Blockchain in A Corner: The Disruptive Role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and Current Regulatory Issues, 25 Cath. U.J.L. & Tech. 353, 385 (2017).
35

Bank for Int’l Settlements (BIS), Committee on Payments and Market Infrastructures, DigitalCurrencies, 1, 10

(Nov. 2015).
36

Michael C. Tomkies & Lindsay P. Valentine, Virtual Currency: A Commodity, Property, Security, or Payment

Substitute?, Banking & Fin. Servic 反 而 会 加 大 我 国 监 管 机 构 对 虚 拟 货 币 管 制 的 难 度 es Pol'y Rep.
1,2(July,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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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将虚拟货币视为商品；国税局（IRS）发布了 2014-21 号
通知，将虚拟货币视为财产对其予以征税；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将其视为证券，专注于
虚拟货币的首次上市买卖，包括初始代币发行（ICO）；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
（FinCEN）2018 年发布指南，将虚拟货币定义为一种交换媒介，在某些环境中其运作方式
类似于货币，但不具有法币的所有职能，并要求虚拟货币交易必须遵守反洗钱要求。在某种
特殊情况下虚拟货币可视为“货币”。可见，美国各联邦机构对虚拟货币的立法具有明显的
部门特色，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取决于具体的联邦机构，各联邦机构依据其部门法律对虚拟
货币进行管制，不仅加剧了虚拟货币监管的不确定性，而且还恶化了其监管环境。实际上，
美国对虚拟货币立法的“分散化”给监管带来的不利影响也反映出当下的国际监管环境。各
国对虚拟货币立法的“分散化”会扩大虚拟货币参与者对法律的可选择性，虚拟货币参与者
会选择使其获益最大的国家的法律作为“保护伞”，这反而会加剧各国对虚拟货币监管的不
确定性，恶化其监管环境。这对明确禁止虚拟货币交易的我国来说，这种不利影响尤为突出。
表一：四十国对虚拟货币的立法现状一览表
类别

第一类：
尚未采取行动

国家（地区）

[37]

主要内容

奥尔德尼、阿根廷、澳大
利亚、比利时、加拿大、
智利、克罗地亚、塞浦路
斯、丹麦、爱沙尼亚、欧
盟、法国、希腊、印度、
印度尼西亚、爱尔兰、意
采取观望的态度。
大利、日本、马来西亚、
马耳他、荷兰、新西兰、
尼加拉瓜、波兰、中国（香
港、台湾）、葡萄牙、俄
罗斯、新加坡、韩国、土
耳其

英国

英国声明“目前比特币不受监管”。但英国税
务部门和海关部门已将比特币列为“单一用途
凭证”，应缴纳 10-20％的增值税。

挪威、西班牙、芬兰

将比特币视为财产，应缴纳高达 25％的增值
税。

斯洛文尼亚、以色列

比特币的利润作为应税收入进行评估。

第三类：

泰国

泰国银行规定使用比特币是非法的。

禁止或严格限制
虚拟货币的使用

中国（大陆）

严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服务，并采取有效措
施防止支付通道用于虚拟货币交易。

第二类：
对虚拟货币征税

37

说明：详细信息来源于“Andrea Borroni，Bitcoins: Regulatory Patterns，Banking & Finance Law Review.32,47

（November, 2016）”一文，本人将其整理成表格的形式，并对部分内容做了补充。实际上这是美国国会
法律图书馆对四十个国家有关比特币的监管措施的调查。表中没有汇总美国的虚拟货币监管措施，因为美
国目前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措施从联邦到州的规定不一，而且州与州的监管措施也不一样，涉及到具体的监
管措施时文中会具体提及。

1666

冰岛

虽然没有完全禁止使用比特币，《外汇法》已
禁止使用比特币进行外汇交易。

巴西

2013 年 10 月 9 日，巴西颁布了第 12,865 号
法律，该法律为移动支付系统的标准化以及包
括比特币在内的电子货币的创建，创造了可能
性。

德国

德国将比特币交易所视为“必须严格遵守运营
标准”的金融服务公司，包括满足初始资本要
求，持有特定的专业资格证以及向德国金融监
管机构 BaFin 汇报交易情况。

瑞典

虽然未创建虚拟货币的监管框架，但认为比特
币满足金融服务要件，因此必须遵守强制性报
告的规定。

第四类：
承认虚拟货币是
货币

四、我国防范虚拟货币风险的应对之策
为解决国内防范虚拟货币交易风险面临的“难题”，以及各国对虚拟货币立法的“分散
化”给我国监管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本部分将从以下三个方面为我国监管机构对虚拟货币
交易的管制及其风险的防范提供可行性参考建议。
（一）监管虚拟货币交易服务中介机构
我国虽然明确禁止虚拟货币交易，但是虚拟货币交易的匿名性，数字网络的开放性，以
及人民币与虚拟货币间兑换存在的隐性关联性，导致无法有效遏制私主体间的的交易，也不
能完全将虚拟货币交易中滋生的风险隔离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之外。但是虚拟货币欠缺法律上
的实体机构，如果监管机构将合规性要求强加于虚拟货币本身，根本无法捕捉虚拟货币交易
风险。对此，我国监管机构替换了监管对象——主要是监管虚拟货币交易所。2017 年，国
家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对境内的 10 家虚拟货币交易场所进行了清理和整
顿，使境内虚拟货币交易的全球份额已从最初的 90%以上下降至不足 5%，有效避免了下半
年以来全球虚拟货币价格暴涨、暴跌导致的虚拟货币泡沫，阻隔了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
[38]
这是监管虚拟货币之外的实体机构取得成功的“胜利”，也验证了监管虚拟货币交易服
务中介机构的可行性。
但是我国监管机构在监管中也发现两个问题：一是代币发行或虚拟货币的炒作花样翻
新。虚拟货币交易的匿名性导致虚拟货币交易市场上“鱼龙混杂”、币值的不稳定性又给投
机者提供了价格操纵的空间。对此，我国监管机构采取的措施是密切监测代币发行、虚拟货
币的炒作。二是设置在境内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在海外注册并继续向境内提供虚拟货币交易
服务。主要是由于目前各国对虚拟货币的立法呈现出“分散化”趋势，那些允许虚拟货币交
易的国家对虚拟货币交易服务的中介机构的规定通常包括限制许可、特别许可、比特币执照
等方式，在其国内从事虚拟货币交易服务的中介机构只要满足“准入”条件，就会受到法人
注册国的属人管辖权保护。由于虚拟货币交易的匿名性、“跨境获取”这两大优势，我国的
监管机构难以确定国内的交易方，而虚拟货币交易又不受国界限制，“出海”的虚拟货币交
易所虽然可以确定，但是已在境外注册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却会受到注册国属人管辖权的保
护。因此，监管机构只能对这些“出海”的虚拟货币交易所，但其在境内的服务器采取措施。

信息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常抓不懈 持续防范 ICO 和虚拟货币交易风险”，网址：
http://shanghai.pbc.gov.cn/fzhshanghai/113571/3629984/index.html。访问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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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国监管机构对 124 家“出海”的虚拟货币服务中介机构进行监测，采取首要措施就
是对“出海”的虚拟货币交易所进行“封堵”。其次是通过支付结算系统对“客户”进行监
视。主要流程是：客户识别、风险提示、建立监测排查机制、停止为可疑交易提供支付服务、
强制关闭虚拟货币交易账户。以上监管路径为防范虚拟货币泡沫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起到
了很好的效果，但却存在监管对象单一、监管成本高、监管效率低的不足的问题。
因此，为有效遏制我国私主体间的虚拟货币交易，防范虚拟货币交易滋生的风险，我国
监管机构应该在监管虚拟货币交易所的基础上，拓展监管对象，对虚拟货币交易服务中介机
构进行分类监管。因为虚拟货币交易服务中介机构实际上并不仅限于虚拟货币交易所，还包
括虚拟货币托管方、虚拟货币钱包等。在分类监管的基础上，可以精准厘定海外虚拟货币交
易服务中介机构的“合规性”依据，从而为我国监管机构监管措施的实施减少阻力。除此之
外，还可以结合确定的监管对象，识别虚拟货币交易中滋生风险，提前实施防范措施。但是
由于虚拟货币的“跨境获取”以及计算技术的应运的不断升级，监管机构要降低监管成本、
提高监管效率还需要两个助力：一是在监管中融入监管技术；二是寻求国际监管合作。
（二）融入有效的监管技术——监管沙盒
在金融监管中融入有效的监管技术，不仅不会遏制金融创新，而且可以对滋生的风险起
到管控、缓释的作用。监管技术（Regulatory Technology）是指将金融技术用于监管和监督
目的。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认为，“监管技术，通常包括应用于监管以提高效率和透明度
的任何技术创新。” [39]目前，最早在监管中融入的监管技术是英国推行的监管沙盒计划。
由于监管沙盒计划的实施是以比例原则为基础的。因此，在监管中融入监管沙盒好处有：一
是有助于监管机构监管效率的提升与监管成本的下降；二是协助监管机构更好地权衡金融创
新给社会带来的利弊，从而实现金融创新的最佳开放程度；三是有助于监管机构捕捉金融创
新产品滋生的风险。截止 2019 年 12 月，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推出监管沙盒计划的国家或地
区超过 20 多个（如表二所示）。监管沙盒的运行包括四个阶段：申请许可阶段、测试阶段、
退出阶段、反馈阶段。根据各国的实践证明，监管沙盒的条件越确定，对缓释风险越有效。
但是由于监管沙盒适用范围的有限性，英国的金融行为监管局（FCA）提出可以在监管中融
入的另一种新的监管技术——沙盒保护伞（许可开发平台）。由监管机构授权独立的非盈利
公司来运营“沙盒”，被授权的非盈利公司可以允许未经授权的创新企业在其保护下经营。
沙盒保护伞不仅可以监管金融创新活动的合规性，而且也可以对金融创新产品滋生的风险进
行管理。
2020 年 1 月 14 日，我国向社会正式公示了首批的 6 个纳入“监管沙盒”试点的创新应
用。[40]“监管沙盒”主要以交易数据、流程数据、风险数据等多项数据为核心和驱动因素，
可以打通各个金融领域中的信息孤岛，打破和消除监管壁垒，提升监管实效。[41]虚拟货币
作为金融创新的产物之一，适用监管沙盒可能是目前能有效防范虚拟货币风险最有效的监管
方法。因此，可以尝试将监管沙盒应用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有助于借助数据捕捉“异常”交
易，进而对私主体间的虚拟货币交易发挥监管效用，进而将虚拟货币风险完全“隔离”到我
国的金融市场之外。除此之外，监管机构在融入监管技术进行监管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以下两
点：一是监管机构需要聚焦于风险基本面。在监管中不能一味的寻求监管技术的创新，而是
要专注于监管技术能够发挥的监管效用。[42]其次，考虑与监管活动相匹配的法规的制定与
补充，以便监管机构有法可依，防止监管机构面临被诉的风险。
George Walker, Financial Technology Law-A New Beginning and A New Future, 50 Int'l Law. 137, 143 (2017).
资料来源：杭州中心支行：“宁波市中心支行指导宁波银行申报‘快审快贷产品’入围国家首批金融科
技‘监管沙盒’试点”，网址：http://hangzhou.pbc.gov.cn/hangzhou/2927497/3964645/index.html，访问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
41
资料来源：广州分行：“全国人大代表王景武：试点‘监管沙盒’创新金融监管”，网址：
http://guangzhou.pbc.gov.cn/guangzhou/129196/134740/3778149/3791292/index.html，访问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
42
Dirk A. Zetzsche et. al., Regulating A Revolution: From Regulatory Sandboxes to Smart Regulation, 23
Fordham J. Corp. & Fin. L. 3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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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推出监管沙盒计划的国际（地区）及时间一览表
国家（地区）

时间

国家（地区）

时间

英国

2016.4

中国香港

2016.9

印度尼西亚

2016.9

马来西亚

2016.10

新加坡

2016.11

阿布扎比

2016.11

澳大利亚

2016.12

毛里求斯

2017.1

荷兰

2017.1

文莱达鲁萨兰国

2017.2

2017.2

泰国

2017.3

巴林

2017.6

瑞士

2017.8

墨西哥

2018.3

美国亚利桑那州

2018.7

迪拜

2019.1

韩国

2019.3

巴西

2019.6

美国犹他州

2019.7

印度

2019.8

中国（大陆）

2020.1

推出监管沙盒计
加拿大
划的国家（地区）

（三）寻求国际监管合作——构建虚拟货币监管框架
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开展离不开国际金融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
银行作为两大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对国际金融监管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2016 年 7 月 5
日拉加德连任 IMF 主席时，IMF 声明其目标是：确保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性，以及国际合
作。这一“共识”至今都在各国的遵守下延续；而国际清算银行下的常设监督机构巴塞尔委
员会为应对金融风险制定的系列巴塞尔协议是各国监管合作的“见证”。当下各国对虚拟货
币立法呈现出的“分散化”趋势，不仅会恶化虚拟货币的监管环境，而且由于虚拟货币的“跨
境获取”导致监管机构在监管过程所面临“管辖权冲突”问题，都亟需通过国际监管合作途
径来解决。因此，为有效防范虚拟货币交易中滋生的风险，我国应积极加入对虚拟货币的国
际监管合作，与各国共同构建国际虚拟货币监管框架来改善当下的虚拟货币监管环境。
国际清算银行委员会的监管委员会，即支付和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在 2015
年 12 月出具了一份报告，表明对虚拟货币的监管应该采取全球监管的路径，并且确定了五
种监管措施。五种监管措施如下：第一种，道德劝说。虚拟货币作为金融创新的产物，有利
于推动经济发展。同时，虚拟货币交易中滋生的风险又会冲击到金融市场。所以各国监管机
构对虚拟货币监管态度、采取的监管措施都不一致，但是道德劝说对虚拟货币的监管却具有
“普适性”。因为其强调的是对用户和投资者使用道德劝说的方式来降低虚拟货币参与者的
活跃度，进而缩小虚拟货币风险的波及程度。第二种，监管具体的实体机构。监管机构对传
统金融风险的防范持太小而不用担心，大点儿而不能忽略，太大而不能倒的监管态度。但是，
由于虚拟货币风险的形式、来源、传播渠道都与传统金融风险不同。那些不干预虚拟货币发
展的国家，并不意味着对虚拟货币风险也持放任态度。因此，虚拟货币风险实际上是各国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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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机构密切关注的重点。所以，各国的监管机构可以通过国内立法，针对特定类型的实体机
构制定具体的监管法规。例如，对虚拟货币交易提供服务的实体机构进行监管。这些实体机
构包括：一是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如虚拟货币交易所。二是能够让虚拟货
币用户可以进行存储和交易的“媒介”。如虚拟货币承兑工具、“数字钱包”等应用程序。
第三种，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解释。监管机构可以评估现有监管措施是否适用于虚拟货币及
其虚拟货币中介机构，并通过法律解释来弥补现有法律法规中因滞后性存在的不足。第四种，
采用功能性监管措施。即监管机构对传统支付方式以及金融机构的合规性要求，可适用于虚
拟货币交易双方，以及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例如，监管机构为了规制反洗
钱问题，可能会将“了解您的客户（KYC）”的要求适用于虚拟货币的交易双方。第五种，
明确禁止。监管机构可在其管辖范围内要求禁止使用虚拟货币。既禁止任何有关虚拟货币交
易的金融活动。这五种监管措施不仅对各国防范虚拟货币风险具有重大借鉴意义，而且也为
各国共同构建国际虚拟货币监管框架提供了参考“范本”，尤其前四种监管措施，对各国共
同构建虚拟货币监管框架，达成“监管共识”具有可行性参考。

结语
CoinMarketCap 网站每天都会显示上千种虚拟货币交易信息，以及涉及上百亿人民币的
交易额信息，但这或许仅是虚拟货币交易市场中的“冰山一角”。开放的数字网络不仅模糊
了虚拟货币交易间的国界，而且也凭借币种间的兑换使其将传统的金融服务系统紧密相连，
导致虚拟货币交易中滋生的价格波动风险、欺诈风险、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可能会随时
冲击到我国的金融市场，影响我国金融的稳定性，而各国对虚拟货币分散的立法反而恶化了
我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环境。因此，我国监管机构在监管措施的实施过程中不仅要精准识别
虚拟货币交易中滋生的风险类型、确定监管对象，而且还需要融入监管技术，积极加入国际
监管合作，从而全方位提升对虚拟货币交易风险的监管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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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证券监管中的机制创新：监管依赖
杨凌

前言
为了解决市场分割问题，以国际证监会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IOSCO）为代表的国际标准制定主体基于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监管当局的实践
提出了以监管依赖为核心的监管合作方案，其中监管依赖（deference）主要指,在监管跨境
活动的市场参与主体时，相关监管当局给予对方信赖（reliance）的做法。1由于提出的时间
较晚，目前针对“监管依赖”的研究较少，对其源流脉络和实施要点的讨论也不多。当下，中
国正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在推动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深度参与国际证券监管合
作时，及时把握发展动向，全面分析新近趋势，既是积极参与规则构建的前提，也是自身改
革镜鉴的需要。有鉴于此，本文从市场分割问题入手，梳理归纳监管依赖在国际证券监管领
域中的提出和发展，分析研讨其实现的核心要点与最佳实践，最后评价监管依赖的优缺点并
结合中国实践作出展望，力求为中国完善跨境证券监管合作机制，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提供有
益参考。

一、后危机时代国际证券监管的困境：市场分割问题
次贷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以二十国集团（G20）为主导一直在着力推进国际金融监管
改革，在改革实施的过程中，国际金融市场不仅没有如期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反而出现
了日益严重的市场分割现象。根据相关研究，市场分割是指国际金融市场因金融监管的差异
而发生的分隔或碎片化，从而使作为有机整体一部分的市场与其他市场自由联系能力下降的
情况。2国际证券领域的市场分割现象与各国或地区间证券监管规则的差异以及各国或地区
间实施国际证券监管标准的差异密相关，同时，一些与证券监管紧密联系的法律法规（比如
金融信息共享方面的规则）的差异和冲突，以及各类具有域外管辖效力（extraterritorial effect）
的监管规则也会引起市场分割现象。3从事相关业务的跨境金融机构在这些监管规则和政策
的影响下，经常面临着相互冲突或重叠的监管要求，其合规成本大为增加，因此难以开展相
关的跨境证券业务。随着跨境业务的减少，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证券市场逐渐丧失彼此的联系，
最终形成了国际证券市场分割的状况。
以场外衍生品市场为例。次贷危机后，国际社会在 G20 的主导下达成了改革共识，形
成了场外衍生品监管改革的总体方案，内容涉及强制中央清算制度、非中央清算衍生品更高
资本要求、非中央清算衍生品最低标准保证金制度、交易报告库制度、标准化合约场外衍生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 2020 年年会青年优秀论文奖参评论文
See IOSCO, Good Practices on Process for Deference, https://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
D659.pdf, visited on 2 October 2020.
关于“Deference”一词的翻译，参见中国证监会网站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gjb/gjzjhzz/ioscogkwj/
201907/t20190723_359650.html，访问日期 2020 年 10 月 3 日。
2
See FSB, FSB Report on Market Fragmentation, https://www.fsb.org/wp-content/uploads/P040619-2.pdf, vi
sited on 20 August 2019.
3
See IOSCO, Market Fragmentation and Cros-border Regulation, https://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
IOSCOPD629.pdf, visited on 2 October 20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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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交易所或交易平台制度等方面。4然而，在落实改革的过程中，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为了
加强对市场的监管，也为了维护自身核心金融利益，附加了一些带有域外管辖效力的监管规
则。比如美国《商品交易法案》规定，只要相关监管机构认为相关互换交易对美国市场有直
接和显著影响，或者相关交易行为有规避美国监管规则的嫌疑，就可以依据条例对其进行监
管；5而欧盟的《欧盟市场基础设施条例》也规定，外国机构与非欧盟实体进行衍生品交易，
该合约在欧盟内部具有直接、重大且可预见的影响，或该合约被认为是有意规避欧盟规定的
清算义务，那么该交易就需要在被欧盟认可的中央对手方进行中央清算。6根据国际掉期与
衍生工具协会（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 ISDA）的有关报告，由于这
些长臂管辖规则的影响，美欧之间的衍生品业务需要遵守两地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监管要求，
很大部分从事相关业务的金融机构因而不得不退出国际市场，最终造成了国际衍生品市场分
割的状况。7
市场分割会带来多个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是限制了金融产品本身的风险管理能力，比如
前文提及的互换衍生品，它是一种全球化特征很强的风险对冲的工具，交易双方一般依据各
类金融产品的流动性灵活使用一种或多种交易工具来设计合同，目的是利用不同产品或交易
工具之间不同的流动性来对冲风险。如果通过某类地域化的监管规则将其强行与某个地域或
交易平台绑定，那么其对冲风险的能力将大为减弱；二是影响了资本市场多种功能发挥，在
市场分割的状态下，市场间自由联系的能力减弱，不同市场间各类产品的价格差异拉大，市
场的价格发现和风险定价功能都会受到影响，也容易产生同质化和周期性问题，引发金融不
稳定；三是削弱了跨境证券监管合作的基础，市场分割的状态下，监管规则“本地化”的趋势
加强，监管信息难以全面交流，各个国家或地区监管当局有效合作的难度大增。
现阶段市场分割问题已经蔓延到国际证券领域的多种业务活动中，涉及各方面的规则差
异，从衍生品的集中交易和清算规则到非中央清算衍生品的保证金和资本要求，从衍生品的
交易数据报告规则到一般金融信息数据共享规则，甚至还涉及会计监管方面的规则，8可以
说已经成为了当前国际证券监管方面的重要问题。站在全球金融治理的角度来看，市场分割
问题与传统国际证券监管框架的一些固有缺陷密不可分，一是软法为主的规则框架缺乏约束
力，致使相关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间未能得到完整、及时、一致地实施，
同时危机后国际社会的利益分歧仍旧严重，保护主义情绪高涨，一些主要国家决定是否在国
际和国内层面遵守国际标准，首先考虑是否有利于提升国家利益，而不会设想是否有利于增
进全球金融稳定或者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9二是主要的证券跨境监管合作制度和工具，如
监管备忘录等，多数关注个别监管事项，内容以程序为主，在协调实体规则方面作用有限，
相关改革又有待落实；三是有关国际组织和标准制定主体尚未形成高效能的多边系统治理体
系，金融监管地域性和金融市场全球性的根本矛盾尖锐，依赖个别主要监管当局从少数几个
本土市场出发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的有效性和稳定性的做法日渐乏力。

4

See FSB, FSB Report on Market Fragmentation, https://www.fsb.org/wp-content/uploads/P040619-2.pdf, vi
sited on 20 August 2019.
5
See U.S., United States Code Annotated, Tile 7 Chapter 1 Section 2 (i)
6
See E.U., Regulation (EU) No 648/201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Title II Articl
e 4.1.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601630592941&uri=CELEX:32012R0648
7
See ISDA, Cross-Border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OTC Derivatives: A Empirical Analysis, https://www.i
sda.org/a/cSiDE/cross-border-fragmentation-an-empirical-analysis.pdf, visited on 2 October 2020.
8
See IOSCO, Market Fragmentation and Cross-border Regulation, https://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
/IOSCOPD629.pdf, visited on 2 October 2020.
See also ISDA, Regulatory Driven Market Fragmentation, https://www.isda.org/a/wpgME/Regulatory-DrivenMarket-Fragmentation-January-2019-1.pdf, visited on 2 October 2020.
9
参见张庆麟，李家春：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金融稳定理事会：问题、挑战及其出路》，《武大国际法评论》
第 2014 年第十七卷（第 1 期）
，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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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证券监管依赖理念在国际证券监管领域的提出及发展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市场分割问题，一些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监管当局采取了各种尝试。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odity Future Trading Commission, CFTC）采取了合规替代的
系列措施，10欧盟在衍生品监管方面确立了等效认可制度，11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
澳大利亚的监管当局之间构建了相互承认监管合作平台。12不过，这些措施成效有限，一是
局限在个别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监管当局之间，较少涉及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无法有
效在全球层面解决市场分割问题；二是主要集中在金融衍生品领域，较少涉及国际证券市场
其他方面的市场分割问题；三是实施方式多样但并不协调，流程透明度低，启动和退出机制
不成熟，实际效用有限；13四是危机后保护主义兴起，有关措施成为了个别大国利用市场实
力施压的工具，甚至加速了市场分割的形成。
与此同时，随着市场分割现象在全球金融市场的不断滋生，国际社会也开始从整体上讨
论和思考相关问题。其中，在 G20 峰会的引领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的组织下，以 IOSCO 为代表的国际证券标准制定和监管协调组织结合各监管当局的
相关实践，提出了一套以监管依赖理念为核心的应对方案。
根据 IOSCO 的界定，监管依赖（deference）是一个总括（overarching）的泛指（generic）
概念，与实践中的豁免、替代合规、认可、等效、通行证等监管机制相关，它指在监管跨境
活动的市场参与主体时，相关监管当局给予对方信赖（reliance）的做法。14从理论上看，监
管依赖在理念上可以追溯到欧盟法上的相互承认原则，对“监管依赖”这一具体想法的探讨则
源自 2007 年 Ethiopis Tafara 的论文，该论文基于金融全球化的趋势，鼓励美国监管当局改
革其框架，采取合规替代措施，减少美国金融机构在海外投资时面对的监管负担。15在国际
政策层面，监管依赖的类似表述最早出现在 2013 年 G20 圣彼得堡峰会的公报文件中。该公
报提出，为了解决市场分割问题，根据监管和执行制度质量的好坏，在结果相似的情况下，
通过非歧视的方式，各辖区和监管机构应能相互认可（be able to defer）对方的监管，并适
当尊重母国的监管制度。16以此为起点，国际社会以 IOSCO 为平台系统而持续地关注和讨
论国际证券监管合作与监管依赖问题，在 FSB 和 IOSCO 等有关国际组织和标准制定主体的
推动下，已先后形成了数份标志性文件。
2015 年，IOSCO 发表了《IOSCO 跨境监管工作小组最终报告》
（下称《最终报告》）
，
报告指出，随着全球证券市场的发展，跨境金融活动增多，母国和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的沟
通和合作越来越重要。各监管当局在实践中形成的主要跨境证券监管合作模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国民待遇方式，主要指东道国或地区的监管当局对本国境内的外国机构采取和本国或本
地机构相同的准入和持续监管要求，而不考虑外国监管框架的有效性和可比性，同时一般采
10

美国最近一次对其合规替代工具的改革是在 2020 年 9 月，See U.S.,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 Title 1
7 Part 23. https://www.cftc.gov/sites/default/files/2020/09/2020-16489a.pdf.
11
See E.U., Regulation (EU) No 648/201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Title II Artic
le 1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601630592941&uri=CELEX:32012R0648
12
See IOSCO, Market Fragmentation and Cros-border Regulation, https://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
/IOSCOPD629.pdf, visited on 2 October 2020.
13
See also ISDA, Regulatory Driven Market Fragmentation, https://www.isda.org/a/wpgME/Regulatory-Driv
en-Market-Fragmentation-January-2019-1.pdf, visited on 2 October 2020.
14
See IOSCO, Good Practices on Process for Deference, https://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
D659.pdf, visited on 2 October 2020.
15
Ethiopis Tafara and Robert J Peterson, A Blueprint for Cross Border Access to U.S.Investor: A New I
nternational Framework, Ha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48, No.1, P.31-68, 2007
16
参见二十国集团：
《二十国集团圣彼得堡峰会领导人声明》
，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075597.
shtml，2019 年 9 月 2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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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豁免或替代合规的方式避免监管重叠；二是认可方式，指一国或地区监管当局经评估后认
为某一外国或地区监管体系与其等效，进而最大程度地减少在跨境金融活动方面的监管重叠；
三是通行证方式，指多个国家或地区同时采用同一套监管规则，从事跨境金融活动的机构只
需在一地获取一次市场准入便可同时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开展业务活动。在以上各类方式中，
通过认可结合相关国际标准实现有效替代或等效替代是跨境监管合作模式发展的主要方向，
未来要在兼顾新兴市场国家立场的前提下，出台系列原则和标准，合理优化相关流程。17《最
终报告》形成于 IOSCO 对各类监管合作方式的系统梳理，它提出了结合国际标准实现有效
替代或等效替代的思路，奠定了日后监管依赖理念提出和发展的基础。
2019 年，
市场分割现象成为当年 G20 大阪峰会的关键议题。
受 G20 领导人峰会的委派，
FSB 针对国际金融领域的市场分割现象出台了报告，提出了国际金融领域内市场分割现象的
概念、表现、成因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18同时，IOSCO 也同步就国际证券监管领域内的市
场分割现象进行了研究，并由跨境监管工作小组撰写形成了《市场分割和跨境监管报告》
（下
称《跨境监管报告》）
。报告回顾了《最终报告》中的三种主要监管合作模式，在经过对市场
分割的概念、成因及相关案例分析研判后，基于 G20 圣彼得堡峰会公报文件的表述以及实
践中的认可、等效、合规替代等机制提出了监管依赖这一概念，同时建议加强、优化实现监
管依赖的相关机制。报告指出，2015 年以来，IOSCO 成员间的监管依赖有所增加，尤其是
在场外衍生品领域，替代合规、认可、等效的工具使用增加显著，各个国家和地区普遍认为
监管依赖有助于减轻市场分割并促进全球市场形成，进一步促进监管依赖是有益的，但实现
监管依赖的相关机制仍然存在透明度不高、评估标准多样、效率低下等问题，下一步工作包
括促进相互理解、加强合作、优化监管依赖流程等。19《跨境监管报告》来自于 IOSCO 跨
境工作小组对其成果的持续发展，它提出了监管依赖的概念，把监管依赖作为应对方式与市
场分割问题联系起来，标志着监管依赖理念在国际证券监管领域的初步确立。
2020 年 6 月，基于之前的成果，IOSCO 进一步推出了《监管依赖流程中的最佳实践》
（下称《最佳实践》）
，以评估环节为核心就如何有效实现监管依赖总结了一系列要点。该文
件指出，实现监管依赖的相关机制需要以监管结果为考量基准，以充分监管合作为支撑，能
及时识别和管控风险，并具备透明度和充分的灵活。基于以上理念，文件着重关注了以下几
个问题：一是提升透明度的相关安排；二是评估的内容和标准；三是实现监管依赖的监管当
局需要特别关注的重要因素，比如境外机构给本土市场带来的各类风险；四是实现监管依赖
过程中各方的交流与合作问题；五是监管依赖相关实现机制中的撤回和退出问题。20《最佳
实践》进一步丰富了监管依赖理念的内容，并提出了基本的实施框架和流程，至此，监管依
赖作为一套具体的国际证券监管合作方案基本成型。
梳理上述文件可以发现，监管依赖在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中，在 IOSCO 等组织的有序
推动下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实践到经验、从概念到方案的过程，可以说，监管依赖及其
相关机制已经从少数国家和地区的应对实践“升级”为一个兼具理念和规范的全球化的证券
监管合作制度安排。今天看来，监管依赖从提出到发展所经历的几个阶段典型地体现了当前
国际证券监管合作规则的形成范式，第一阶段是次贷危机后到 2015 年，个别主要金融市场

17

See IOSCO, IOSCO Task Force on Cross-Border Regulation Final Report, https://www.iosco.org/library/
pubdocs/pdf/IOSCOPD507.pdf, vistied on 2 October 2020.
18
See FSB, FSB Report on Market Fragmentation, https://www.fsb.org/wp-content/uploads/P040619-2.pdf,
visited on 20 August 2019.
19
See IOSCO，Market Fragmentation & Cross-border Regulation, https://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
IOSCOPD629.pdf, visited on 21 August 2019.
20
See IOSCO, Good Practices on Process for Deference, https://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
D659.pdf, visited on 2 Octo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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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管当局在自身监管改革实践中首先遇到一定问题并形成应对经验，这些经验随后经过监
管对话、监管交流与监管合作又逐渐传播到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继而引起国际社会层面的
关注和讨论；第二阶段是 2015 年至 2019 年，国际组织和标准制定主体依托现有的国际金融
治理机制结合相关经验和共识形成了一套体系化的且具普适性的监管合作方案，并开始在国
际范围内推广适用；第三阶段是 2019 年后，有关国际组织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基于各方的
反馈进一步形成更合理和更具可操作性的方案，并开始根据实践发展把相关标准和规范与已
有的规则体系挂钩实现进一步“事实上的硬化”21。

三、实现监管依赖的核心要点与最佳实践
目前，作为一种正在发展和完善的合作理念和方式，监管依赖的相关实现机制在实践中
往往存在透明度不足、实施范围和标准不一、实施效率较低等问题。受 G20 大阪峰会及金
融稳定理事会的委托，IOSCO 在总结已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参考了欧盟委员会的建议
以及支付和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的相关经验后，形成了前文提及的《最佳实践》，22为准确
把握监管依赖的功能及运行提供了重要参考。
《最佳实践》以评估环节为核心，把实现监管
依赖的基本流程分为事前（涉及信息收集和共享）、评估（涉及对监管框架等的分析研判）、
事后（涉及后续的监控、调整或退出）三个阶段，并结合各阶段提出共 11 条最佳操作建议。
这些建议可以归纳成五个方面的核心要点：一是基于监管结果等效，实现监管依赖的各个监
管体系应该在保护投资者、维护市场完整性和控制系统风险方面产生类似的监管效果；二是
管控金融风险，监管依赖应该基于对风险的评估，其实施应体现对金融风险的管控；三是确
保程序明晰，实现监管依赖的流程应该尽可能透明、清晰；四是加强监管合作，实现监管依
赖的机制应建立在各方加强互信、共同协作的基础上；五是具备充足的制度弹性，实现监管
依赖的机制应为各方的监管变革留有一定空间。
（一）基于监管结果等效
在保护投资者、维护市场完整性和控制系统性风险方面产生等同或基本相似的监管结果
是实现监管依赖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前提。实践中，对于如何判断监管效果的等同或相似存在
两类不同的做法，一种是对相关监管条文进行逐条比对，另一种是从整体结果出发进行比较。
美国 CFTC 早期在适用替代合规制度时采用逐条对比方式23，随后为了进一步减少监管负担，
推广合规替代，结合欧盟衍生品监管框架的等效认可机制进行了改革，目前在最新立法中已
转向了比较整体结果的思路。24
按照《最佳实践》的建议，要实现监管效果的等同或相似，应该基于监管结果进行评估，
具体应考量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被评估法域的监管法律框架与评估标准的整体相符程度；
二是被评估法域中的监管权性质及相关的监管实践，包括被评估法域中监管当局分享、接受
和保护非公开信息的能力，三是评估法域监管当局与被评估法域监管当局的关系；四是被评
估法域监管当局执法权的性质和权能，包括其对外合作的能力，比如该当局其是否 MMOU
21

廖凡：
《跨境金融监管合作：现状、问题和出路》
，
《政治与法律》2018 年 12 期，第 2 页。
See IOSCO, Good Practices on Process for Deference, https://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
D659.pdf, visited on 2 October 2020.
23
See CFTC, Interpretive Guidance and Policy Statement Regarding Compliance with
Certain Swap Regulations, https://www.cftc.gov/sites/default/files/idc/groups/public/@newsroom/documents/file
/crossborder_factsheet_final.pdf, visited on 2 October 2020.
关于 CFTC 的早期实践参见唐波、黄骜：
《“替代合规”制度的创新对国际监管合作的影响与挑战》
，
《金融法
学家》
，第 91 页。
24
See U.S.,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 Title 17 Part 23. https://www.cftc.gov/sites/default/files/2020/09/20
20-16489a.pdf.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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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EMMOU 的签署方，是否参与了其他双边或多边协议，
是否落实了在 MMOU 或 EMMOU
中的承诺等；四是其他有关组织或机构对被评估法域监管法律框架的相关分析，包括其框架
的可比性（comparability）、对有关国际标准的实施情况等。25
（二）管控金融风险
有效管控风险是金融监管的基本目标。在一国金融开放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外部
金融风险的冲击，外部风险的性质及其程度往往是监管当局订立、实施、调整其监管政策的
重要考量因素。为了更有效和精确地管控风险，《最佳实践》提出，监管当局在评估过程中
应该考量被评估法域的金融机构是否会给评估法域的市场以及投资者带来外部风险，以及该
风险是何种性质和程度。26
在目前的监管实践中，一些监管当局采取了分级管理的办法，把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与
非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评估分开。比如在最新修订的《欧盟市场基础设施条例》中，如果
一个外国中央交易对手方被认为对欧盟或者其成员国具有系统重要性或者可能具有系统重
要性，那么该机构只有在满足一定要求后才能在欧盟开展清算业务。27而美国 CFTC 对在美
国互换衍生品市场开展业务的非美国机构也采取了类似的两分管理法，28同时美国证券和交
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在考虑是否豁免某一外国清算机构的
注册义务时，也会考虑该机构在美国市场的参与度和业务量。29这类做法有其合理性，因为
在实施监管依赖后，被评估法域中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措施，如交易报告、强制
中央清算等要求往往会对评估法域的金融稳定产生直接而显著的影响，而其他一些措施，如
从业资格或者交易机制方面的限制则更多体现当地市场的运作习惯，对评估法域的影响相对
不那么明显。不过，该做法在分类依据上也存在不足，参考《最佳实践》的观点，这类规定
仅以是否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为监管条件，但境外非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对评估方投资者同
样能产生金融风险，因此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看这种分类或许过于简单。30在对待系统
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问题上，一些监管当局在评估时还会附加监管权限方面的条件，比如获取
《最佳实践》认为，从精确管控
机构的经营报告、参加监管联席会议或者危机管理小组等，
31
风险的角度看这样的做法值得借鉴。
（三）确保程序明晰
公开透明是实现高效金融监管的必要条件，也是开展跨境证券监管的合作的重要前提。
由于实现监管依赖的机制在各国或地区的具体表现形式多样，使用场景各异，相关流程和程
序因此也各不相同，评估各方，特别是被评估法域的监管当局经常发现监管依赖实现机制中
的评估过程不够明晰，因而不愿选择这一路径。为了改善该问题，
《最佳操作》明确提出了

25

See IOSCO, Good Practices on Process for Deference, https://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
D659.pdf, visited on 2 October 2020.
26
See IOSCO, Good Practices on Process for Deference, https://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
D659.pdf, visited on 2 October 2020.
27
See E.U., Regulation (EU) No 648/201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Title II Artic
le 21.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601630592941&uri=CELEX:32012R0648
28
See U.S.,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 Title 17 Part 23.
See also CFTC, Cross-Border Application of the Registration Thresholds and Certain Requirements Applic
able to Swap Dealers and Major Swap Participants, https://www.cftc.gov/sites/default/files/2020/09/2020-164
89a.pdf, visited on 2 October 2020
29
See SEC, Standards for Covered Clearing Agencies, https://www.sec.gov/rules/final/2016/34-78961.pdf, vi
sited on 2 October 2020
30
See IOSCO, Good Practices on Process for Deference, https://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
D659.pdf, visited on 2 October 2020.
31
See IOSCO, Good Practices on Process for Deference, https://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
D659.pdf, visited on 2 Octo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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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其一，评估法域的监管当局应该采取最适当的安排确保评估过程的透明度，为此，监管
当局可以通过信息公开或直接立法的方式明确评估启动要求等一些程序性问题。比如新加坡、
欧盟以及瑞士都通过立法把评估的要求和标准确定下来，美国的监管当局就互换市场的合规
替代流程发布了详细的问卷及指引，澳大利亚的监管当局也就相关问题发布了指引及咨询文
件。
其二，评估法域与被评估法域应该事先针对各类问题展开探讨、达成共识，比如评估的
步骤及其实施方式、评估的标准及方法、通过评估的条件与限制、评估的总体时间框架以及
双方交流过程中可能涉及的语言和文本翻译等问题。
其三，有关各监管当局可以参考以下评估流程设计。该设计分为对法域的评估和对机构
评估两大类，共分为五步：32

对法域的评估

对单个机构的评估

第一步

一般不需要正式的申请，由
东道国监管当局与母国监管
当局接洽并发出调查问卷

一般由机构向东道国监管当
局申请，申请中材料中一般
包含机构母国监管框架的基
本情况以及机构将如何符合
相关审核标准的描述

第二步

东道国监管当局对相关信息
进行书面审核和分析

东道国监管当局对相关信息
进行书面审核与分析

第三步

东道国监管当局确定后续需
要沟通的问题并与母国监管
当局进一步交流

东道国监管当局就相关问题
询问申请机构

第四步

东道国监管当局对母国监管
当局的回应进行分析，必要
时可以进行公开咨询

东道国监管当局在适当情况
下与机构母国的监管当局接
洽

第五步

东道国监管当局决定是否通
过评估，并采取适当方式公
布通过结果

东道国监管当局决定是否通
过评估，通过后机构依要求
进入注册、授权等后续程序

（四）加强监管合作
监管依赖一般涉及两个甚至多个监管体系，因此，各监管当局充分合作是完成评估、顺
32

See IOSCO, Good Practices on Process for Deference, https://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
D659.pdf, visited on 2 Octo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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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实现监管依赖的关键因素。实现监管依赖需要多方面、全流程的监管合作，既涉及评估过
程中的信息交流和共享，也涉及事后实施阶段的监控、调整或者撤回，既包括对评估本身的
交流和反馈，也包括对监管体系的介绍和说明。
为了进一步加强双方在监管依赖中的监管合作，除了在评估早期注重考察有关方面的监
管合作能力外，
《最佳实践》还提出了以下建议，
其一，明确各方的合作定位。为了确保监管依赖的顺利实现，评估法域的监管当局可以
与被评估法域的监管当局或被评估机构建立一个贯穿全程的、较高层次的交流合作安排，还
可以协商设立具体的进度节点以加强对总体进程的有效管控。同时，被评估法域的监管当局
或者被评估机构也要考虑如何与评估法域的监管当局进行全面的建设性合作，包括在一些实
证调查环节扮演关键角色，确保相关流程顺利推进。
其二，充分反馈评估结果。在评估的结束阶段，
《最佳实践》建议评估法域的监管当局
在告知被评估机构或被评估法域的监管当局结果时，应厘清事实依据，反馈关键信息，增进
双方对评估结果的理解，为后续进程提供便利，也为其他申请提供模板和经验。
其三，及时更新监管发展。在评估完成后，如果被评估法域的监管框架发生了对监管依
赖有影响的变化，被评估法域的监管当局应该通过国际监管交流平台或者其他机制与评估法
域的监管当局共享信息。当评估法域的监管框架发生可能引起监管依赖评估结果调整的变化
时，评估法域的监管当局也要尽早地告知被评估法域的监管当局，以便后者可以关注事态的
发展并及时作出适当的行动。33
在目前的监管实践中，澳大利亚、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日本的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合作
是较为值得借鉴的案例。 2016 年，以上各监管当局针对保证金交易方面的监管规则的相互
认可问题共同构建了一套评估框架，该框架主要包含三大目标，一是加强各方对彼此的保证
金交易规则的了解；二是通过相互讨论、听证和咨询的方式使相互认可的评估过程更高效；
三是优化各方对初始保证金模型的许可过程。基于这些目标，各方根据相关国际协议选择了
八类评估议题线上讨论，同时还统一协调了认可结果的公布时间等事项。经协商后框架约定，
在评估的过程中各方共用一份基础调查问卷，一些后续的个别调查和分析将在监管当局间相
互共享，而在评估决定上各监管当局完整保留各自的权力，一方的决定对另一方仅为借鉴和
参考，但认可通过后，可以对认可开始的时间进行整体协调。34 后续实践证明，这一框架
通过充分监管合作和高度的信息互通，在完整保留了监管权力的前提下提高了评估的透明度
和可信度，节约了监管资源，大大提高了实现监管依赖的速度。
（五）具备充足的制度弹性
由于监管依赖往往涉及一个或多个的监管体系，因此其实现机制在设计上必须具备充分
的弹性，允许被评估法域调整自身的监管框架或法律体系。评估法域的监管机构在被评估法
域确保未来形成等同或类似监管效果的前提下，应尽可能不因该变动而改变或者撤销已有的
认同性的评估结果。
保持制度弹性有多重必要，一是顺应金融市场不断创新的客观规律；二是为市场提供稳

33

See IOSCO, Good Practices on Process for Deference, https://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
D659.pdf, visited on 2 October 2020.
34
See IOSCO，Market Fragmentation & Cross-border Regulation, https://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
IOSCOPD629.pdf, visited on 21 Augus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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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预期，减少不必要的市场波动；三是节省监管资源，避免重复投入；四是鼓励监管多元化，
避免监管同质化，维持国际证券监管体系的健康发展；五是利于监管依赖本身的推广适用。
为此，根据《最佳操作》的建议，有关监管当局可以采用以下做法：
其一，适当情况下以附条件的方式实现监管依赖。假如在经过充分评估后，评估法域的
监管当局发现整体结果不理想，但又认为双方的监管框架和法律体系存在一定的相似点或重
合点，那么在合适的情况下可以以附条件的方式实现监管依赖。附条件的具体形式大致有三
种，一是修改相关条款，增加实现监管依赖的前提条件；二是限制范围，只就双方监管效果
等同或相似的部分实现监管依赖；三是限定期间，比如当被评估法域即将出台某项评估法域
监管当局认为是必要的立法时，评估法域监管当局可以限定实现监管依赖的时间以等待该项
立法的生效。附条件的做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跨境证券业务活动提供了开展的空间，有
关监管当局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适用该做法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市场分割现象。35
其二，确立合适的撤销和补救程序。证券监管与一国或地区的核心利益紧密相连，在开
展监管对话、附加条件限制等措施都无法发生作用时，作为最后手段，有关监管当局可以通
过设置适当的退出机制维护自身利益，隔绝风险传导。为此，监管当局之间首先可以共同确
立识别程序，确定撤销监管依赖的具体情形。在实践中，为了有效预判撤销监管依赖决定所
带来的复杂后果，为撤销决定提供正当理由，欧盟监管当局还会就撤销进行公开咨询。36在
决定撤销监管依赖后，评估法域的监管当局应通过一定的程序通知被评估方，并在职权范围
内尽可能提供相应的补救。在协商补救措施时，双方可以考虑采用替代性的工具或措施，避
免骤然撤销或突然中止监管依赖决定所产生的副作用。同时，还可以考虑对撤销决定设立一
定的申诉或审查程序，给予被评估法域或机构一定的救济途径。最后，在实施撤销决定时，
各方应为市场的重新调节留有空间，尽量采取提前通知、预设期限等风险缓释措施以保护相
关投资者，维护市场完整，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37
《最佳实践》作为一套相对完整的实施方案，为监管依赖的完善和推广提供了重要参考，
其亮点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明确了实现监管依赖的基本流程、标准和实施要点，把监管依
赖从理念发展为一套可行的实施方案，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二
是评估环节与国际标准挂钩，加强了与监管备忘录等传统监管合作机制的衔接与互动，提高
了监管依赖评估环节的公信力与公正性，也为既有的国际标准和规则提供了“硬化”的机会；
三是鼓励监管合作、平等协商，强调程序明晰与多边协调，回应了各方在核心利益层面的关
切，避免了监管依赖沦为个别国家规则输出的工具。

四、对监管依赖的评价与展望
总的来说，监管依赖的提出和发展，反映了次贷危机后十余年来国际社会应对市场分割
问题、推进国际证券监管合作的努力，体现了国际证券跨境监管合作机制的革新和转变。监
管依赖作为一种跨境监管合作的路径，被证明能有效地提高跨境监管合作水平，促进全球市
场的统一：相较于监管备忘录等传统跨境合作工具，它更侧重实体层面的调整，强调监管实
效层面的比较，有益于对外部风险的管控和对投资者的保护；相较于域外管辖的监管思路，
35

See IOSCO, Good Practices on Process for Deference, https://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
D659.pdf, visited on 2 October 2020.
36
See E.U., Regulation (EU) No 648/201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Title III Cha
per 4 Article 25，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601630592941&uri=CELEX:32012R
0648
37
See IOSCO, Good Practices on Process for Deference, https://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
D659.pdf, visited on 2 Octo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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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更强调监管者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更适合金融全球化语境下多元化发展的监管场景，有利
于减少监管冲突、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统一和完整；相较于替代合规、等效等机制，它扩展
了相关理念的适用范围，使之不再停留于局部国家和地区在局部市场的实践中。
从全球金融治理的角度看，监管依赖作为加强跨境金融监管合作的一类做法，立足于对
统一化、中心化改革路径的反思，38强调监管规则间的多元并存，有利于缓和金融全球化与
金融监管地域化的基本矛盾，以更务实和灵活的方式促进了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协调。作为
一种全球化的制度安排，监管依赖亦有别于“小多边”那类靠个别金融强国或集团利用市场地
位进行规则输出的做法，39更强调与相关国际标准相衔接，更侧重从国际金融治理框架出发
探索监管合作模式，更有助于监管者之间平等协商，实现对彼此核心利益的相互关切，更有
利于国际证券监管体系的长远发展。
但是，作为一种正在发展和完善的合作理念和方式，监管依赖也有一些不足，一是核心
概念不够明晰，国际证券监管理念和框架在国内层面的转化和适用必须基于明确的法律概念
和清晰的法律适用边界，而目前有关国际组织和标准制定主体对监管依赖的相关表述仍较为
笼统，有待厘清；二是有关文件对多边场景下的问题关注不够，对实务界比较关注的监管依
赖多边实现机制和连锁式的监管依赖实现机制缺乏足够探讨，需要补充。
虽然监管依赖的实践并不长，有关的机制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理论问题也有
待深入探索，但我们应该有所预期，随着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在可见的将来，监管依赖将
会成为跨境证券监管合作领域中的重要理念和主要合作机制。对此，中国应该把握契机，依
托现有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积极表达自身关切，在国际层面主动参与监管依赖理念、规则和
实现机制的构建，同时要灵活借鉴有关国际经验，丰富和完善与监管依赖相关的跨境证券监
管合作工具箱，为自身资本市场的开放提供稳定预期和有效保障。
中国发展证券监管依赖及其实现机制有其必要性。短期来看，全球经济形势下滑，国际
证券监管合作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个别主要金融大国在资本市场的监管问题上频繁打出政
治牌，借国内立法的幌子行域外管辖之实，企图通过操弄政治概念混淆监管技术上的专业问
题。在这样的困难与挑战下，中国有关监管当局既要坚持对话与合作，也要稳守底线，必须
根据双方市场发展的同与不同合理设置包括监管依赖在内的各类合作方案，实现对我国金融
监管核心利益的有力维护。长期来看，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在开放的道路上快速前行，各类措
施持续出台，如 2020 年 9 月中国证监会等三部门发布的《合格境外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管理办法》就进一步放开了额度限制，开启了期货市场国际
化的新进程。40在后续的开放进程中，中国同样难免遇到市场分割问题，这就要求有关监管
当局保有清晰的预判，提前构建相应的监管合作机制，努力走在市场曲线前面，营造良性的
发展预期。
中国发展证券依赖及其实现机制也有现实的可行性。2015 年，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
会签署监管合作备忘录，建立大陆与香港的基金管理互认安排，明确在大陆销售的香港互认
基金在投资交易、资产保管、估值核算、费率安排、基金的税收、持有人大会、法律文件变
更、终止与合并、撤销认可等事项都根据香港证监会的监管要求和基金法律文件的约定执行。

38

参见李敏，涂晟：
《国际金融衍生品监管中的相互认可制度探析》
，
《证券法律评论》2017 年卷，第 238
页。
39
See John C. Coffee, Extraterritorial Financial Regulation: Why E.T. Can’t Come Home, 99 Cornell Law Review,
1259-1297 (2014).
40
参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管管理委员会令第 17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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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该安排建立后，相关投资交易活动蓬勃发展，陆港金融合作进一步深化。在今天看来，这
一举措典型地体现了监管依赖的理念，是监管依赖在中国监管框架内的成功尝试。

结合国际经验，未来中国发展证券监管依赖及其实现机制可以在以下方面着力，一是梳
理监管依赖实现机制的法律基础，中国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是否具有认可外国监管效果的权
力，目前在相关法律框架内并不明晰。香港互认基金的例子说明，监管依赖作为一种特别的
监管安排是存在的于监管实践中的，未来可以考虑通过立法把它上升为一项更正式的常备制
度安排。如果说新《证券法》确立的域外管辖权为证券监管机构提供了“行使权力”的选择，
42
那么在更有利于实现立法目标的前提下，
《证券法》是否同样可以为监管机构提供“保留权
力”的选择和依据呢，这些都值得进一步讨论和研究；二是构建相应的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
护规则，信息披露与投资者保护制度往往与本地市场密切相关，是市场各方面特征的集中体
现，即便发展水平相同，各个市场在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方面往往也有巨大差别。基于现
实考量，中国监管当局在构建相关合作安排时，有必要就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问题做特别
的规定，妥善维护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基本利益；三是确立适当的退出规则，考察《香港
互认基金管理暂行规定》的有关内容，涉及退出的部分不多，相关的救济机制和风险缓释安
排仍有待确立，正如《最佳实践》所指出的，一个合适的退出机制可以有效维护自身市场利
益、隔绝风险传导，因此，此类规则在将来的监管安排中应当及时加入。
最后必须指出，发展证券监管依赖及其实现机制还需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
多边主义，走团结合作之路。参与构建证券监管依赖、有效推动解决市场分割问题是中国参
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良好契机。在实施监管依赖的问题上，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同
各主要国际金融市场，以及 FSB，IOSCO 等国际组织有着充分的合作基础和广泛的共同利
益，一方面，中国实现金融开放需要不断深化改革，提高监管水平，打造高水平金融开放和
高水平监管的金招牌，在监管专业上缩小与先进国家或地区的差距。另一方面，在“后疫情
时代”，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期待与中国市场互联互通，实现更深度融合，共享中国金融市
场深度开放与稳健发展的红利。同时，FSB 和 IOSCO 等国际组织无论是在议题设置抑或是
政策实施层面都比以往更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因此，我们应积极参与相关讨论，提
出中国方案，摆出中国实践，分享中国理念，与各国一起营造更有效的监管合作体系，形成
更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

41

参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管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12 号。

42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 2 条第四款，第 177 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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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金融的风险溯源与监管创新研究
陈斌彬

摘 要：科技是金融业发展的催化剂，作为区块链技术与金融业的深度融合，区块链金融既
是当前我国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一个新应用场景，更是席卷整个金融业的一种破坏性创新。这
种破坏性创新一方面凭借其去中心化、去信任化、集体维护和可编程延展的模式特征实现了
金融交易的安全、高效与透明；另一方面又带有与生俱来的技术风险和道德风险。这种技术
风险和道德风险一旦管控不当，就会与传统金融业固有的三大风险相互叠加交织，从而造成
极大的金融系统性风险隐患。鉴此，我国监管当局有必要立基区块链和金融相互融合的风险
复合特质，通过引入包容性监管理念，构建多元监管主体、施行功能监管模式、充实规范体
系及借鉴境外“监管沙盒”等以搭建一个顺乎当前我国区块链金融运行常情的，既能确保市
场稳定、风险可控又能实现创新激励，推动其发展壮大的法律监管体系。
关键词：区块链金融；数字货币；ICO；监管沙盒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各类虚拟数字货币在全球的涌现，作为其底层技术的区
块链日益引起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及央行的关注
与重视，并一跃成为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一个新高地。与之相应，利用区块链技术赋能以助力
传统行业转型升级渐成为各行各业的热点话题。在这其中，一贯重视技术发展、数据分析与
交易信用的金融业无疑成为区块链技术最青睐和最先落地的应用领域。事实亦然，虽然今天
全球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已超越了早期的比特币范畴，扩展到知识产权管理、产品溯源、能源
医疗等非金融领域，但迄今在金融业的应用却是其最频发和最成熟的核心领域。以区块链为
底层技术的区块链金融俨然成为各国传统金融创新转型的代名词。根据普华永道 2018 年对
全球 1308 家金融机构的调查，发现 2018 年前将区块链嵌入商业流程的金融机构占比高达
1
55%，而到 2019 年底，这个比例已上升至 70%。
与国外类似，我国当前对区块链技术的探索也主要是围绕金融领域展开。如 2016 年下
半年以来，以人民银行的区块链数字票据交易平台、百度金融发行的区块链技术支持的 ABS、
深圳微众银行和上海瑞华银行联合开发的区块链贷款清算系统与中国银联积分兑换系统为
代表的区块链金融平台就开始接二连三出现。特别地，随着平安银行、民生银行和中国外汇
交易中心相继加入国际金融创新公司 R3 的区块链联盟，越来越多的国内金融机构和科技公
司纷纷把区块链金融纳入自身未来必不可缺的商业发展规划。根据中国软件开发联盟
(CSDN)发布的《2018－2019 中国开发者调查报告》，在我国现有注册的区块链应用项目中，



陈斌彬（1977-），男，福建漳浦人，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法学博士（后）。基金项目：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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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据参见普法永道：《2019 全球金融科技报告》，https://www.pwc.com/gx/en/industries/financial-servic
es/fintech-surve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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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块链金融是呼声最高的应用落地方向，其占所有区块链应用场景的 63%。 而在 2019 年，
国家对区块链金融关注的热度更是有增无减：先是 8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
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
研究等创新应用；接着在 10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举行的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更是强调要把区块链作为我国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推动区块链和实体经济深
3
度融合，解决中小企业贷款融资难、银行贷款难、部门监管难等问题。 足见，发展区块链
对完善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与普惠性，乃至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意义非凡。其成为我国政府和业界的重要共识已无疑义。
鉴此，在举国上下对发展区块链怀有美好愿望和抱以极大热情的当下，如何保持冷静头
脑，凝聚上述的共识，将总书记依法治网的指示落实到区块链管理中,推动区块链安全有序
地发展，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网络强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的目标无疑成为摆在我国管理
层面前亟待解决的一大重要课题。本文不揣浅陋，试图对区块链金融的运作机理及其典型场
景应用作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其可能潜藏的风险，最后聚焦到监管治理的视角，从理
念重塑和路径转换两个维度探索我国实现区块链金融健康发展的治理创新之策。

二、区块链金融的概念、本质与特征
（一）区块链金融及其本质
“区块链（Blockchain）”一词最早由日裔美籍的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在 2008
年的《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
（Bitcoin：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一文中提出。中本聪自己创造了第一个区块，即“创世区块”，并指出“区块链本质上是一
个分布式账本数据库，也是电子现金系统即比特币的核心技术”。通俗地说，区块链就是指
由一个个数据区块通过某种特殊算法关联而成的总账本或数据库。在这其中，每一个数据区
块就好比总账本中的一页账单，其同时记录了在某一个特定时间段内系统发生的所有权益转
移关系信息（如交易数据信息）的合集，并且形成一个密钥用于验证其信息的有效性和作为
下一个区块的识别点或者接口。可以说，区块链的“区块”就是代表每一次交易活动，而区
块链的“链”就是记载该交易活动的账本。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块链的链条因各种持续
不断的交易活动通过各个模块账本的同时记录连接而得以无限地被延伸拉长。
与之相应，所谓区块链金融，顾名思义就是指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详言之。
其是对在区块链技术和金融业务多重交错、融合和渗透的基础上衍化形成的各种金融服务方
式和融资方式的一种统称，是所有金融交易活动（区块）与分布式金融账本（链）的有机结
合体。科技是金融发展的催化剂。区块链技术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可以促进更有效的数字资产
转移，包括更有效的信用验证、所有权验证、所有权转让和合同执行。故从技术维度看，区
块链技术迎合了金融活动去中介、去担保、去信任的诉求，极大地增强了区块链和金融市场
的契合度，较大程度上实现“金融脱媒”和降低金融业的运营成本。就此而言，区块链技术
是支撑区块链金融的基础性技术手段，可以被视为区块链金融的供给端。而另一方面，从业
务维度看，任何具体的金融领域，无论是金融产品，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抑或是金融基础设

2

从全球范围来看，已有 21 个国家或地区对区块链金融展开不懈探索。像花期银行、汇丰银行、巴克莱银
行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等国际金融巨头，或通过投资，或通过设立区块链实验室自行开发产品等方式，开始
大规模布局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项目。数据来源: CSDN( 中国软件开发联盟) 《2018- 2019 中国开发者调查
报告》( 区块链领域) ，第 12 页。
3
佚名：《习近平：加快和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应用》，https://news.sina.com.cn/c/xl/2019-10-25/doc-i
icezuev4944389.shtml，2019-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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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等都是区块链技术发挥功能效应的落脚点，故而可被视为区块链金融的需求端。
总之，无论区块链金融今后会再衍生和创造出何种金融业态，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
就是“区块链金融”是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其是借助区块链技术将传统金融体系
的基础制度和交易规则固化在底层协议中，通过智能合约自动触发执行，本质上依然没有超
越以信用为基础，以货币为对象的资金融通的范畴。其运行仍需遵循金融业务的内在规律。
（二）区块链金融的核心特征
由于区块链技术的植入和改造，区块链金融除了具有传统金融业的一般特征之外，还深
深烙上了区块链独有的技术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区块链金融的产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1. 去中心化
传统的金融在支付清算上是以银行作为中心化模式，而区块链金融最大的优势在于去中
心化，采用分布式（distributed ledger）方式存储和 P2P 的对等网络架构传输数据。即在区块
链交易系统上，没有一个公共的中心服务器，任意节点地位平等，不存在“中心”与“非中
心”之分。它们均无需借助中心化的管理机构或第三方（如银行等金融中介）的中转而直接
进行点对点的数据传输或价值转移。以跨境电汇为例，境内买方至少要经过汇出行、中央银
行、代理银行与境外收款行四个机构才能完成对境外卖方的支付。而这里的每一个机构都有
自己的处理系统，构成支付环节的中心节点。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使支付难以为继。然与之
不同，区块链金融中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境支付，则可以借助比特币或 OKD 等虚拟货币，
将买方所在地的法币转换为代币，再在卖方所在地将该代币转换为其所在地的法币，从而去
除中转银行的作用，实现买卖双方点对点的快速低成本支付。
2． 去信任化
金融的本质就是在信用，任何金融活动都是建立在一定信任基础之上的。对此，传统金
融依靠的是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如监管机构、征信机构、评级机构等力量建立起信用机制，从
而解决交易双方之间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互信问题。而与之不同，区块链金融的任何交易的
进行是不以双方事前的相互信任为前提的。这是因为区块链系统软件的算法是开源的，数据
是向系统所有用户开放。其运行过程中的每一笔交易不仅全网的用户都能看到，而且一旦通
过密码学、时间戳等技术处理后被以哈希值形式记录在区块中，就会被集体认证和永久存储
起来。在如此强大的共识协议机制下，若有人想篡改伪造其中的数据，需要同时计算该区块
以及它上下所有联接区块的特征码，不仅难度非常大，而且付出的代价往往是得不偿失的。
4
尤其是当区块链足够长的时候，这种篡改更是几无可能。 可见，区块链金融不仅大大破解
了传统金融交易中困扰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而且还使得传统的信用评价在系统内变得无关紧
要，从而彻底地解决交易中的“拜占庭将军”问题。就此而言，区块链金融具有去信任而达
成信任，实现“不信之信”的独特优势。
3． 集体维护
传统金融对数据采用的是中心系统维护的模式，而区块链金融系统是由不特定的多数人
集体维护的。这是因为区块链网络中的任一节点产生的交易数据必须依赖链上其他节点的确
认才能有效地纳入整个链条中。就此而言，每个节点既是区块链的组成部分，又是数据的维
护者。区块链业界把节点维护区块链数据的行为形象称为“挖矿”。即一旦有新的交易产生，
在系统相应通证（Token）奖励的刺激下，节点矿工就会竞相进行记账。系统会选择某一时
4

参见潘闻闻：《区块链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国金融》2016 年第 16 期，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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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记账最快最好的节点，认定其为新增的账本内容并发给全网其它节点进行备份转发。如
此，系统中的每个参与节点都有一本随时更新完整的共识账本可供利用。无疑，这种维护集
体化的模式使得区块链存储数据具有很高的安全度。因为即使个别节点出现错误、造假或被
篡改，但只要多数节点是正确的（比特币是 51%的节点），则少数必须服从多数，整个区块
链账本的真实性依旧可以得到保证。
4． 可编程延展
传统金融的交易系统可扩展性较差，例如用于股票现货交易的系统很难实现期货期权交
易的功能，但区块链金融采用公开协商一致的协议，通过脚本编程代码即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形式为链上各种交易设置触发条件，使得各节点无须人工的干预就能自动安全地
实现各种复杂类型的交易，具有很强的延展性。例如，把债券发行、转让等交易部署在区块
5
链上，就能借助智能合约对债券交易进行编写、执行，提升债券交易智能化、自动化。 2015
年 8 月，智能合约平台巴比特 Symbiont 便在区块链中首次发行了“智能债券（TM）”，免
去了传统的手工中后台操作，并完全自动运行。可以说，区块链技术与智能合约两相成全。
前者保证了后者的性能，后者拓展了前者的应用领域。

三、当前区块链金融的典型应用场景
区块链并未脱离互联网，它与微信、支付宝一样，仍是建立在互联网应用层之上的软件
技术。当前，按照网络参与节点（电脑）的范围程度大小，区块链金融可分为公有链金融、
私有链金融、联盟链金融三种类型。就公开范围程度区分，公有链完全对世界开放，任何对
象可以主动进出，不存在限制。私有链只对特定的人开放，遵守组织制定的各项规则。联盟
6
链的开放程度介于公有链和私有链之间，仅限于联盟成员参与。 而从发展阶段看，截至目
前，全球区块链金融的应用场景主要集中在以比特币为代表的 1.0 阶段和以以太坊为代表的
7
2.0 阶段。 其在形态上主要表现为“区块链+货币”、“区块链+银行”、“区块链+证券”
与“区块链+保险”四种典型的应用场景。需要注意的是，每一种场景的应用绝非单一的，
内容涵盖数字货币发行、支付清算、供应链金融、证券交易、保险、征信等。亦即消费者通
过上述的任一区块链平台即可享受购买到他们所需的各种金融服务或产品。这些场景均具有
跨时空、跨行业和跨领域的混业经营特征和贯穿多层次市场体系的属性。
（一）区块链+货币
“区块链+货币”即指以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的数字货币（crypto currency）。这种数字
货币分为不与法定货币挂钩的数字货币和和与法定货币挂钩的数字货币两种。前者又称社群
数字货币，包括最早的比特币及近几年市面上出现的其他数字货币，如以太币、狗币、莱特
币等。这些数字货币纯为私人所设计发行。它们虽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但是以社群的认可
5

张晓燕等著：《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与监管》，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7 页。
践中的区块链金融更多的是采用联盟链金融的形式。这是因为联盟链本身不仅限制了参与者的身份与读写
权限，能提供较公有链更好的隐私保护，而且写入速度得益于节点数量的可控性和共识机制的差异，效率
也较公有链更高，能更容易满足高吞吐量场景下的金融业务需求。
7
这里的区块链 1.0、2.0 和 3.0 阶段的划分是源自美国经济学家梅兰妮斯万（Melanie Swan）的总结。在
斯万看来，区块链 1.0 是虚拟数字货币的应用阶段。该阶段主要产生了各类与转账、汇款和数字化支付相
关的，基于密码学的虚拟货币应用，比特币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区块链 2.0 是智能合约阶段。该阶
段主要产生除虚拟货币之外，基于智能合约的各类金融业务的区块链应用，如依托区块链实现的股票、债
券、贷款、抵押、众筹、金融衍生品等金融交易。以太坊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区块链 3.0 是自治阶段。
该阶段区块链将与人工智能嫁接，产生超越货币和金融领域的泛行业应用。相关分类内容请参见[美]梅兰
妮斯万：《区块链：新经济蓝图及导读》，龚鸣等译，新星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6-20 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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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做书，故仅在互联网上流转，不具有传统货币本身所应有的信用担保价值和流通功效，
充其量只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或资产。人们持有它们更多是为了在交换中赚取差价。据统计，
截至 2020 年 2 月 8 日，全球有 5096 种社群数字货币在 20445 个交易平台上进行交易，
市值超过 2805 亿美元，每天交易金额超过 134 亿美元。其中比特币为最大的区块链网络，
占到总市值的 63.3%，具有绝对的垄断地位。8而后者既包括由各国央行直接发行并以所在
国家的信用背书，同现金一样可在社会流通的法定数字货币，如 2015 年厄瓜多尔率先推出
的国家版数字货币；也包括虽为私人机构发行，但与法定货币资产挂钩的数字货币，如 2019
年 6 月 18 日 Facebook 发布的加密货币 Libra。其就是与一篮子主流法定货币和短期政府公
债等低风险储备资产挂钩的，有真实资产作为后盾的数字货币。从全球范围看，各国央行均
在支持和推进研发由政府背书的数字货币。根据国际清算银行 2020 年 1 月发布的数据显示，
全球 66 家央行中，80%的央行正在研究数字货币，10%的央行即将发行本国中央银行的数字
货币。而历经五年的研发，我国人民银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数字货币 DCEP（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的各项发行工作在 2019 年底已基本就绪。9目前该数字货币正
由央行牵头在各大商业银行内部进行落地场景的测试，极有望成为全球率先被推出的法定数
10
字货币。
（二）区块链+银行

“区块链+银行”主要指向基于区块链技术所进行的价值转移即支付结算活动。11传统
的支付结算的共性是以银行作为中心展开。尤其在前述的跨境支付场合，其还涉及货币兑换
的问题，因而还要有售购汇机构的参与，加之一国外汇监管政策变动可能形成的掣肘，这种
支付不仅耗时长，而且费用高昂。然与之不同，区块链的跨境电子支付可以从两个方面对传
统的支付方式进行优化。首先是区块链去中心化的运营特征可以实现跨国收付款账户之间点
对点的交互，从而有效简化现有支付流程，降低中介费用；其次是区块链的可延展性使之无
须人工干预就能实现 24 小时不间断的服务，使支付近乎于“实时”完成，在提高支付效率
的同时大大减少在途资金。目前，美国的瑞玻公司 Ripple、比特币初创公司 Abra 和区块链
支付公司 Oklink 已在全球紧锣密鼓地开展布局区块链跨境支付研发试验。在这其中，Ripple
专门为泰国暹罗商业银行（SCB）设计的区块链技术金融平台已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成功上
线，并开始为其客户在泰国和日本之间提供实时汇款服务。2017 年 3 月，我国首个区块链
跨境领域项目即招商银行区块链直联跨境支付技术在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成功落地应用。
2018 年 9 月，中国银行通过区块链跨境支付系统，成功完成河北雄安与韩国首尔两地间客
户的美元国际汇款，开启了国内商业银行首笔应用自主研发区块链支付系统完成的国际汇款
业务。
（三）区块链+证券
“区块链+证券”是指基于区块链技术所进行的证券发行、交易、登记、存管与交割清
算等活动。在这其中，证券发行是区块链最重要的应用方向。2015 年 12 月，美国 SEC 通
过了 Overstock 公司的 S-3 公开发行证券申请，允许其通过区块链公开发行证券。这是 SEC
首次公开批准以区块链技术开展证券发行交易业务。现阶段，国外主要围绕搭建区块链平台
为证券发行提供服务展开。像 2015 年 NASDAQ 推出首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私人股权交易市场
数据来源于 Percentage of Total Market Capitalization, CoinMarketCap, https://coinmarketcap.com/charts/.
参见佚名：《中国央行数字货币 DCEP：全球第一大主权数字货币》https://new.qq.com/rain/a/2019110
4A086LW00，2019-11-10。截至本文落笔之时，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分别在 2020 年 4 月和 8 月在农行和建
行
10
截至本文落笔之时，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已于 2020 年 4 月和 8 月在农行和建行分别完成了内部测试工作。
11
朱娟：《我国区块链金融的法律规制——基于智慧监管的视角》，《法学》2018 年第 11 期，第 131 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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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q 就是典型的一例。Linq 是一个私人股权管理工具，能够展示如何在区块链技术上实现
资产交易，客户可以查看证券历史发行记录，并且能在不需要第三方公信机构的情况下自由
转让证券，实现证券登记。发行人能够对每轮融资的发行股价以及期权的比例进行管理，从
而极大缩短结算时间，简化交易流程。金融科技的运用使证券交易自动化、便捷化，减少人
工环节，使登记结算更加透明简化。此外，前段被我国管理层紧急叫停的基于数字货币进行
的首次代币发行（Initial Coin Offering，以下简称 ICO）等融资活动亦属区块链证券的
范畴。与传统的 IPO 昂贵且周期漫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分布式且去中心化的 ICO 不
仅流程简便，而且融资效率高，很为不符银行信贷资质或缺少风投资本的初创企业所青睐。
（四）区块链+保险
“区块链+保险”是指基于区块链技术开展的各类保险业务和保险活动。区块链的去信
任化和集体维护的共识机制不仅可让保险服务流程更透明，增加交易的可信度和很好地解决
保险信息安全问题，而且其还可通过智能合约技术撇开传统保险业中“人”的作用和影响，
实现智能理赔，从而使保险服务更便捷高效。2016 年 3 月和 7 月，我国阳光保险分别推出
了基于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阳光贝”积分服务和微信保险卡“飞常惠”航空意外险，开启
了国内区块链保险产品研发与销售的先河。2018 年 8 月，法国保险巨头安盛保险集团开发
的名为“Fizzy”则成为国际上首款自动化销售和索赔的新区块链保险产品。该保险公司把
投保协议条款写入区块链智能合约中，通过与全球空中交通数据库连接，不断监视航班数据。
如果航班延误 2 小时以上，其会通过执行智能合约自动触发赔偿机制，将赔偿金转入到投保
人的信用卡账户中，不仅降低人工成本，还提升了投保人的客户体验。由此可见，无论是国
内还是国外，区块链在保险领域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四、区块链金融的风险隐忧及其对现有金融监管的挑战
（一）区块链金融的风险隐忧
毋庸置疑，在“泛中心化”、“去信任化”、“集体维护”和“可编程延展”的底层架
构技术支撑下，区块链金融不仅可以去除传统金融活动中银行所处的中心地位，实现点对点
交易，而且还能彻底解决交易中的相互信任问题，使交易无须借助外部人工的力量就能按照
预设条件自动地触发进行。无疑，这些都是以往传统金融乃至互联网金融所不能具备或无法
企及的。就此而言，我们称区块链金融是一种颠覆性创新，必将重塑未来的金融服务业并不
为过。然而，“创新”与“风险”往往是一体两面的，就像太阳再大总会有阴影。区块链金
融的创新亦不例外。其潜藏的风险隐患既有自身技术安全漏洞和缺陷带来的，更有人为不当
操作和违法使用所引发的。
1.

区块链金融蕴含的技术风险

从区块链金融的实践进展来看，目前全球尚处于开发与测试阶段，缺乏成熟稳定产品，
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技术风险。概括而言，这种技术风险可以呈现为以下的三种情形：
其一是区块链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存储机制不仅会在存储上占用巨大的空间，而且也会导
致大量的节点冗余。由于区块链采用分布式数据管理，因此以区块链为技术支撑的交易在理
论上需要获得系统中所有节点的验证。在加入的节点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一份交易的达成则
需要更长的确认时间。这就导致了交易时间被延长、交易量低及对存储空间膨胀的抗压能力
差等风险；
其二是源代码漏洞公开后被黑客利用攻击的风险。如所周知，区块链技术实现的要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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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其源代码必须向全网的参与节点公开。而源代码是一个软件的基本构造，故其公开后一
旦存有被黑客识别的漏洞就容易给他们创造攻击系统的机会，从而出现财产损失的严重风险。
12
2014 年 2 月 28 日世界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 Mt.Gox 之所以出现 85 万个比特币被盗，损失
4 亿美元而最终陷于破产倒闭就是黑客们针对其源代码框架存有的漏洞发起攻击所致。根据
相关智库提供的数据，2011 年到 2018 年 4 月，全球范围内因区块链安全事件造成的损失多
13
达 28.64 亿美元。
其三是智能合约自我刚性循环执行所引发的风险。如前所述，智能合约是作为区块链交
易的执行机制而存在。其是将开发者将事先设计好的协议通过代码的形式嵌入系统，在排除
人工干预的情况下由系统自动执行交易协议。由于执行智能合约的代码只能识别数据，不能
辨别人的目的与动机。即便合约中存在着重大误解或是欺诈情形，或是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
以损害第三人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其也无法对此进行识别并终止执行或提供可修改的替
代方案。进言之，这种技术上的漏洞使得合同法上的合同变更、撤销和解除等制度根本无从
适用，灵活性严重不足。一旦合约被攻击篡改，其只能将错就错地执行交易。2016 年 6 月，
黑客通过以太坊的去中心化组织 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智能合约项
目的漏洞进行恶意输入，造成错误命令执行，以致价值 6000 万美元的 350 万个以太加密货
币外溢流失，令其用户损失惨重。对此，交易的不可逆使得以太坊只能对区块链进行硬分叉，
14
在其他未受污染链条的基础上另起炉灶，从而引起区块链的信任危机。 基于此，有学者认
为，区块链的智能合约之能应用于类似自动售货机（vending machine）的场景，简单且利于
15
标准化。 更有甚者认为，“智能合约并不安全，且不具扩展性。其只是不成熟的实验性科
16
技。如非必要，切勿在其上运行关键任务应用！”
2.

区块链金融蕴含的道德风险

区块链金融的研发与应用，很大程度上是在信息数据、程序代码、算法系统等基础上进
行，而这些技术对于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而言又明显缺乏可理解性，由此形成的“技术黑箱”
会给区块链金融的研发主体和经营主体创造更多的不透明空间，从而形成滋生和放任道德风
险的土壤。易言之，区块链金融蕴含的道德风险主要源自于技术研发者和平台经营者的道德
风险。首先，从技术研发者角度观之，研发区块链金融的都是互联网领域内的翘楚。在“代
码即为法律”的链圈文化中，定制规则的权力自然落在拥有技术优势的研发者手里。一旦他
们试图在某个区块链项目的研发过程中设置操作暗门，则其窥探隐私，或者暗中收集数据、
引入不公平算法等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发生则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是故，当大多数人对
区块链代码尚处于无知或半无知的时候，一旦缺乏行业技术标准和外部第三方监管，我们很
难保证区块链金融研发者不会去寻求利用技术开发的先机牟求私利。

12

2016 年 10 月，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聚焦区块链领域的知名开源软件，综合考虑用户数量、受关注程度以
及更新频率等情况，选取了 25 款具有代表性的区块链软件，包括 Dogecoin、Ripple、Litecoin、Dash、Ethereum
Wallet 等，结合漏洞扫描工具和人工审计，进行了安全检测，结果发现这些软件代码存在高危安全漏洞和
安全隐患高达 746 个。参见佚名：《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区块链源代码报告，多平台暴露重大安全漏
洞》，https://www.zhongbi.net/news/blocknews/24278.html，2019-11-1。
13
何凯玲：《区块链产业安全分析报告发布，安全已成区块链挑战》，http://finance.sina.com.cn/blockchain/r
oll/2018-05-10/doc-ihaichqz4793056.shtml，2019-11-11.
14
参见李有星,王琳：《金融科技监管的合作治理路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 期，第 214-226 页。
15
See Raskin M. The law and legality of smart contracts. The Georgetown Law Technology Review,Vol.1,
2017,pp.306.
16
参见凯文·沃巴赫,林少伟：《信任,但需要验证:论区块链为何需要法律》，《东方法学》2018 年第 4 期，
第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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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经营者角度而言，由于区块链金融中节点之间的交换所遵循的是固定的计算机算
法，在区块链中，每个参与节点的身份并非是真名实姓，而是一串数字代码。例如，比特币
依赖于区块链，区块链由全世界通过匿名交易分类账链接在一起的匿名计算机运行。数字货
币通过计算机处理能力、互联网技术以及密码学来实现自动化，以便将价值从一个人转移到
另一个人。正因为区块链去中心化的运营模式和交易的匿名不可逆，区块链金融很容易为不
法份子所利用，沦为洗钱诈骗的平台。比特币就曾因此蒙受阴影。如 2013 年 10 月被美国联
邦调查局(FBI)强制关闭的“丝绸之路”（Silk Road）就是利用了匿名网络 TOR 建立市场，
17
并以比特币为信用工具，用以买卖双方交易毒品和其他物品。 于我国而言，区块链金融对
于普通公众而言还是一个陌生概念，很多初创企业往往借此打着技术创新的幌子，以提供投
资理财为名将区块链金融包装为大众的“造富神话”进行吹嘘炒作，甚至偏离区块链技术的
发展轨迹进行非法集资和构造庞氏骗局。前几年大量涌现的 ICO 就是典型的例证。由于彼
时 ICO 融资存在“平台无监管”，“项目无审核”与“投资无门槛”的“三无”要求，由
此导致以 ICO 融资乱象扎推，各类风险聚集。2017 年 6 月，央行专门组织相关专业人士研
究了大量的 ICO 白皮书，得出的结论是“90%的 ICO 项目涉嫌非法集资和主观故意诈骗，真
正募集资金用作项目投资的 ICO，其实连 1%都不到”。如此的 ICO 发行被滥用的窘境曾使
不明就里的投资者蒙受巨大的损失，并一度严重扰乱经济金融秩序，终使人民银行、网信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七部委不得不于 2017 年 9 月 4 日
18
联合发布公告，紧急叫停所有代币发行融资活动。 由此可见，区块链金融因为经营者不当
行为引发的金融风险不可小觑。
（二）对区块链金融施以监管的必要性
由上可见，区块链金融能够按照何种价值取向和运行规则发挥作用，却又不可避免地建
立在研发者和经营者自身的动机之上。简言之，程序和算法如何设置，数据在何种范围内搜
集并按何种规则使用，交易的流程如何规范，取决于金融科技自身是否自始便具备公平合理
19
透明的秉性。 而技术并非独立于人的精神世界，故区块链金融欲实现这种公平合理透明的
秉性，一方面除了要求研发者在技术层面对症下药、不断攻坚以弥补和减少交易时延、源代
码漏洞等技术缺陷的努力之外，另一方面更需要防范研发者和经营者在研发和应用阶段可能
滋生的道德风险。然而，在区块链金融自身“去中心化”运营模式下，这种涉及人性的风险
防范和化解显然是无法通过纯粹的技术措施得以实现，只能求助于外部第三方监管机构的力
量。
再者，区块链金融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之上，是互联网金融的升级版。其受众范围广，
多个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因区块相互联结形成长链，具有非常明显的公众性，每一个节点都
有可能成为风险的传染通道。倘若对上述的技术风险和道德风险放任不管，则要么其任何一
个环节流程出现技术漏洞和网络黑客攻击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瘫痪，要么其会在金融业、科技
企业和市场基础设施运营企业之间得以传递放大，从而交织膨胀成更大范围的金融风险，危
及社会稳定。同时，在笔者看来，区块链金融本质上既属于金融业范畴，则金融业中传统的
信用风险、流动性险性和操作风险不仅同样存在，而且它们经过了复杂的结构安排和程序编
码变得更加复杂隐蔽、发生的频率更高，容易出现“同买同卖，同涨同跌”顺周期效应，放
17

李杨,程斌琪：《“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金融科技合作体系构建与金融外交升级》，《清华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5 期，第 113 页。
18

具体内容参见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 工商总局、 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七
部委联合发行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19
袁康、邓阳立：《道德风险视阈下的金融科技应用及其规制》，《证券市场导报》2019 年第 7 期，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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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场共振和波动，从而出现同质溢出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区块链金融的这种价值互联网
不能也不应成为监管的飞地。现任的英格兰银行行长 Mark Carney 为此在 2017 年特别撰文
指出，政策制定者必须为了保持金融稳定对金融科技的风险进行管理。中国银行前行长，现
任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工作小组组长李礼辉也表示，政府极有必要介入区块链技
20
术规则和法律规则的制定权。 而在 2019 年 10 月 24 日刚刚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区块链技
术发展现状和趋势的专题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高屋建瓴地指示要加强对区块链
技术的引导和规范……积极探索发展规律和探索建立适应区块链技术机制的安全保障体
21
系……把依法治网落实到区块链管理上。 足见，从风险防范的角度看，对区块链金融活动
实施监管不仅必要，而且意义重大。由政府部门或第三方机构对金融活动实施双峰监管（审
慎监管和行为监管）是当前大多数国家为防范金融风险所普遍采取的做法，区块链金融也不
例外。以 ICO 为例，晚近以来，随着 ICO 项目规模和风险的快速累计，境外越来越多的国
家一改观望态度，陆续着手对之施以严格的监管措施，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1

境外主要国家对“区块链+货币”活动的监管措施一览表

监管的路径

监管措施内容

22

实施的国家

开始实施的时
间

发布警告ICO存在项目欺诈风险，建议有经

英国

2017年9月12日

澳大利亚

2017年9月28日

发表ICO投资者风险教育与提示声明。

美国

2017年7月29日

对具体利益相

对数字货币发行平台的监管（包括保存记

美国

2017年9月29日

关者的规制

录、审慎措施、发布公告、执行反洗钱等方

对数字货币交易的监管（包括保存记录、发

美国、法国、德国、加

2017年9月

布公告、执行反洗钱等方面要求）

拿大、新加坡、瑞典

验投资者投资，并且应做好损失全部股权的
准备

公开监管指南，警告投资者必须对ICO发行
中隐含的风险和欺诈有所警惕

面要求）。

要求ICO融资行为遵循证券法要求进行信

美国

2017年9月

息披露，在SEC处注册登记。

20

孙忠：《李礼辉：监管层应介入区块链规则制定》，《上海证券报》2016 年 9 月 24 日第 2 版。
佚名：《习近平：加快和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应用》，https://news.sina.com.cn/c/xl/2019-10
-25/doc-iicezuev4944389.shtml，2019-10-25.
22
See BIS. Digital Currencies: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http://www.bis.org/cpmi/pub
l/d137.htm.2019-11-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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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有规则的

将现有法律框架（如税法）经过解释应用于

扩大解释

调整数字货币或数字货币的发行机构

禁止规定

美国

禁止数字货币为标的物的金融工具

瑞士

2017年12月5日

禁止各类ICO以及基于信用的数字货币交

韩国

2017年9月29日

易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18年发布的数字货币报告及相关国家公布的数字货币政策综合整理。

五、我国区块链金融监管的理念重塑与路径转换
（一）我国区块链金融的法律监管现状及评析
我国对区块链金融的法律监管实践肇端于 2013 年，可谓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国家彼
时就针对“区块链+货币”在不同发展时期集中突显出的各种问题分别出台相应的规制文件。
这些文件包括 2013 年 12 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
2017 年 9 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颁发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2018
年 1 月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发布的《关于开展为非法数字货币交易提供支付服务自査整
改工作的通知》、2018 年 8 月中国银保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以“虚拟货
币”“区块链”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以及 2018 年 9 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上海市金融办联合发布的《常抓不懈、持续防范 ICO 和虚拟货币交易风险》公告。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2019 年 1 月 10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颁布了 《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
规定》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令第 3 号)。该规定作为中国第一个由中央国家机关颁布的
专门针对“区块链”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当然也适用于区块链金融。其从区块链信息服务的提
供者、监管者的监督管理和行业自律及社会监督、监管备案方式和相应的法律责任等主要方
面予以规定。总结和梳理这些监管文件（见表 2），我们不难发现当前我国在区块链金融监
管上存在理念滞后、体制单一、手段僵化和规范模糊等不足。

表2

颁发时间

2013年12

颁发主体

中国人民银行、工信

我国区块链金融的监管文件及内容

文件名称

《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

部、银监会、证监会和

文件的主要内容

不承认比特币的货币地位，禁止金融机
构和支付机构开展与比特币相关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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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5日

保监会

的通知》

务；禁止以比特币为产品或服务定价，
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买卖比特币。

2017年9月

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

《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

将ICO定性为非法行为，禁止各类代币

4日

信办、工业和信息化

资风险的公告》

发行融资活动，要求已完成ICO的组织

部、 工商总局、银监

和个人应当做出清退等安排。禁止代币

会、证监会、保监会

融资交易平台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
“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兑换业务；禁
止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开展与代币
发行融资交易相关的业务。

2018年1月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

《关于开展为非法数字

9日

理部

货币交易提供支付服务

禁止为数字货币交易提供支付服务。

自査整改工作的通知》

2018年8月

中国银保监会、中央网

《关于防范以“虚拟货

警示广大公众理性看待区块链，尤其是

24日

信办、公安部、人民银

币”“区块链”名义进

那些以“金融创新”为噱头，实质是“借

行、市场监管总局

行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 新还旧”的庞氏骗局。

2018年9月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

《常抓不懈、持续防范

继续将ICO定性为一种非法公开融资和

18日

部、上海市金融办

ICO和虚拟货币交易风

涉嫌犯罪的行为，提醒广大消费者和投

险》

资者应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不要盲目跟
风炒作。

2019年1月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

界定了区块链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和使

10日

室

规定》

用者，对区块链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
任，监管者即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
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监管责任及相
应的法律责任作了规定。

首先，理念滞后是指我国监管当局过分注重区块链金融的风险防范而忽视对其的创新激
励。作为金融科技的重要创新，区块链金融属于新生事物，监管当局理应对其进行全面深入
的了解，在有效防范风险、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创新激励多个价值追求之间取得合理平衡。以
ICO 为例，其作为区块链项目通行的融资方式，属于全球性投资现象，并非我国的独创。虽
然我国的 ICO 项目在 2016 年至 2017 年间一度鱼龙混杂，炒作盛行，造成了彼时融资秩序
的紊乱，但这绝非 ICO 这种融资方式的“原罪”，而恰恰是国家从一开始就对之置若罔闻、
缺乏监管所致。如今，在历经放任 ICO 野蛮生长带来风险频发的锥心之痛后，监管当局又
谈“险”色变，对其持严格禁止态度，体现出对区块链金融风险的深切担忧以及对发展金融
23
科技的高度谨慎，从而放弃金融创新而追求金融稳定的单一价值。 显然，这种建立在金融
23

朱娟：《我国区块链金融的法律规制——基于智慧监管的视角》，《法学》2018 年第 11 期，第 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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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为指导的监管理念与区块链金融天生寻求创新突围的品性格格不入。
其次，体制单一系指目前我国对包括区块链金融在内的整个金融监管模式仍以多边分业
监管为主。虽然区块链技术作为互联网金融的底层技术架构，是金融脱媒运动与金融混业经
营趋势一剂强大的催化剂。但从上表可见，其规制主体仍然并未突破以“一行三（两）会”
为主的多部委联合监管的格局。无疑，这种多头分业的监管模式显然无法有效应对具有跨时
空、跨行业和跨领域经营特征的区块链金融。其不仅会造成监管真空和监管漏洞，而且还会
出现监管冲突和监管重叠，加重合规成本，不利于整体风险的把握和处置。
再次，手段僵化是指我国监管当局对区块链金融的监管手段过于机械刚性，既无交涉裁
量的余地，又无预测和限制的尺度。从上表可见，目前我国监管当局对区块链金融采取的是
清一色的取缔方法。这从 2013 年的“禁止开展比特币相关业务”到 2017 年的“禁止从事代
币发行融资相关业务”及至 2018 的“禁止为数字货币交易提供支付服务”的严禁规定足见
一斑。采用这种严厉的禁止手段看似可以一劳永逸地消弭 ICO 炒作带来的风险，但实则适
得其反。很多 ICO 平台从地上转为地下，要么改头换面成 IFO、IEO 形式或以 IMO 方式打
24
着共享经济的旗号卷土重来，继续在国内炒作； 要么干脆“出海”在境外注册并通过部署
境外服务器继续向境内原有客户提供交易服务，从而在 2017 年下半年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炒
币”热。如此的“禁而不止”再次突显了传统的严防死守型监管在应对复杂多变的金融科技
时不仅捉衿见肘，而且会徒增监管与被监管者之间无休止的“道魔之争”，加剧我国金融体
系自下而上的不稳定性。
最后，规范模糊是指我国监管当局对区块链金融的法律规范依据并不明确、适用性较差。
以表 2 中的《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为例，该规定也只有区区的 24 条，但衡诸全文，
其不仅对一些基本概念界定不明，而且很多法条的规定在操作要求上都十分的模糊。前者如
规定并未明确界定“区块链技术”“信息服务”“技术”和“系统”的区别、区块链信息服
务的主体等。后者如第 9 条对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开发上线新产品、新应用、新功能的，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进行的 “安全评估”。
这里面的“有关规定”是指什么规定？如何评估？评估时间多长？都没提及。这就导致区块
链金融领域的相关主体及其行为处于无所适从之中。还有其第 14 条规定“国家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信息实行定期查验，区块链信息服务提
供者应当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管理系统，提供相关信息”。而这里的定期
查验如何进行？时间多长？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如果不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区块链信息服
务备案管理系统，提供相关信息，需要承担何种后果？所有的这些都付诸阙如。可见，这种
丝毫不具备可预测性，完全依凭行政命令的栅栏化，运动式监管不仅不利于区块链金融创新
与消费者保护，即便对监管主体全力以赴的防范与化解重大风险的价值追求的实现亦明显不
25
利。
（二）我国区块链金融监管理念之重塑：从金融排斥到金融包容
允许风险存在是金融制度设计的基本前提，违背该基本前提的金融制度设计与其说是控
制金融风险的制度，不如说是扼杀金融的规则。当然，承认风险不是金融制度的根本目的，
如何控制风险的程度才是金融制度的核心。出现问题是事物演进中的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而且事物发展中所内含的“失败是成功之母”的经验也给我们揭示了人类往往是在总结自己
IFO、IEO、IMO 分别是首次分叉发行（Initial Fork Offering）、首次交易发行（Initial Exchange Offering）
和首次矿机发行（Initial Miner Offering）的英文简称。它们同 ICO 一样，都是属于未经批准的公开融资行
为。
25
朱娟：《我国区块链金融的法律规制——基于智慧监管的视角》，《法学》2018 年第 11 期，第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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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他人的经验中取得进步与超越的。 因此，在区块链金融监管上，我国一方面当然要汲取
上述 ICO 整治的教训，尽快将各种区块链金融产品或服务纳入法律监管范畴；另一方面，
更应积极寻求一种切合我国区块链金融发展实际的监管理念。而且，从逻辑上讲，后者才是
我们构建法律制度的根基所在。对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安德烈·施莱弗曾言，任何制度安
27
排都需要在“无序”和“专制”两种社会成本之间权衡。 笔者亦主张我们应从辩证法的角
度审视区块链金融：既不能因为心怕其可能带来庞氏骗局等负效应而对之施以严苛监管；也
不能因为它代表现代金融科技发展方向而任之野蛮生长。进言之，对尚处在探索和试验阶段
的区块链金融，监管当局对之应有更持平和包容的理解。比如，对于依托区块链项目进行
ICO、IFO、IEO、IMO 等代币融资行为，监管当局自然不能不管，因为其运行中存在诸多
法律风险（如其运用模式不当，可能构成非法集资；平台缺乏对资金来源合法性的审查就有
被用作洗钱工具；项目缺乏审核和披露要求就可能构成庞氏骗局），但又不能因为存在上述
风险就对其简单采取行政控制和打压，取缔和阻碍其发展壮大。相反地，我们应该注意到其
处在发展初期阶段的现实，容许它有一定的试错空间。一言以蔽之，科学合理的区块链金融
监管既非完全的放宽管制，也非完全的一棍子打死，而是宽严相济，堵疏结合。
总之，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会推动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但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
监管当局应当在坚持底线的同时，恪守包容性的监管理念，为行业的创新发展腾出一定的空
间。惟其如此，，监管当局才能刚柔并举，搭建顺乎当前我国区块链金融运行常情的，既能
确保市场稳定、风险可控又能实现创新激励，推动其发展壮大的监管框架。
（三）我国应对区块链金融的监管革新
技术的革新往往会带来社会生活颠覆性的变化。区块链技术作为信息技术又一次飞跃发
展的典型代表，进入金融应用领域不过区区十年光景，但其独特的运行逻辑和方式给金融监
管当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是不言而喻的。传统的以监管当局为中心的命令控制型的监管手段
已经跟不上区块链金融发展的现实。因此基于区块链金融的特殊性和独特的经营模式，我国
监管当局应与时俱进，选择区别于传统金融机构的监管思路、监管制度和监管方式，以此在
维护区块链金融市场活力与风险防范之间求得平衡。具体而言，笔者建议我国除了要树立起
上述包容性的监管理念之外，还应着手采取如下的改革应对之策：
1. 调整监管思路，从政府单一治理到多元共治
前已述及，区块链金融运行的一大特征就是“去中心化”，即区块链交易信息（账本）
由每个参与者（节点）共同维护。节点之间的交易信息通过加密技术和数学算法进行集体同
步记录和保存，无需经第三方权威机构的确认就能达到自证其信。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
“去中心化”所要去掉和反对的只是那些操纵和控制整个交易的中心节点，更多的是强调各
个节点（主体）之间的地位平等和协同互动，并不意味着没有“中心”的存在。进言之，区
块链金融交易之所以不存在“中心”与“非中心”之分，恰是因为每个交易节点都是中心之
故。因此，与其说区块链金融是“去中心化”，还不如说它是“泛中心化”或“多中心化”。
而这种“泛中心化”或“多中心化”本质上“不是凭借某一个中心权威，通过一体化的上级
指挥与下级服从的长链条来维系自身的运转，而是受特定规则制约并在社会一般规则体系中

26

黎四奇：“对我国证券监管理念的批判与反思——一个监管者角色定位的问题”，《经济法论丛》2009
年第 2 期。
27
这边的“无序”是指私人损害他人利益而导致社会成本增加，而“专制”则指政府或官员损害私人利益而
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参见[美]安德烈·施莱弗：《理解监管》，吴敬琏主编：《比较》（第 16 辑），中
信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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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各自的定位以实现相互关系的整合”。 无疑，区块链金融的这种“泛中心化”或“多
中心化”运营模式必然对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一监管模式提出制度变革的诉求。这就要
求我们调整监管思路，从政府单一的治理模式变到由政府、行业协会和区块链平台构成的多
中心治理模式。在这种多中心治理模式中，各监管主体相互独立，地位平等，政府虽是协调
牵头者，但其首要角色也是为行业协会、其它社会主体及第三方平台等共同发挥监管职能创
造条件，而非直接进行干预。换言之，监管行动究竟是由单个监管机构进行，还是几个监管
主体在一定规模的基础上进行，抑或在所有监管主体参与的基础上进行，取决于区块链金融
风险出现的领域和风险的严重程度，以及监管行动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效应的要求。可见，
构建多元化的监管主体共治机制不仅能有效整合全社会的监管力量，实现监管的系统化和整
体化，而且拥有单一的政府监管所不能具备的动态性和灵活性，能有效避免重复性支出和提
高监管的实效性。
2．优化监管模式，从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
如所周知，我国的金融管理体制长期适用机构监管，即将金融机构类型作为划分监管权
限的依据，同一类型的金融机构均由特定的监管者监管。具体到实践中，就是“一行三（两）
会”各管一摊。然而，区块链技术嵌入互联网金融成为区块链金融后，互联网将由信息互联
进入价值互联时代，顺应了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强化了其跨行业、跨市场的特性，从而
进一步模糊了机构属性。换言之，任何一种区块链金融应用场景都不是简单的某种金融业态
所能涵盖。例如，在区块链金融复杂化应用场景中，存在着代码编写者、软件开发者、平台
提供者、网络节点等众多参与主体，这些主体糅合形成的区块链金融的法律性质和属性在现
有的金融规则体系下模糊难辨。这使得机构监管越发力不从心。又如，各种虚拟数字货币、
ICO，IEO、IFO 等法律性质也难确定，无法简单按照机构类型划分监管职责。而与之不同，
“功能监管”模式关注的是金融产品或业务所实现的基本功能，即监管机构行使监管权的依
据不是源于特定对象的机构类型，而是该机构发行的产品或提供的业务功能。其基本理念是
功能相似的金融产品或业务应当受到相似的监管，而不论该产品或业务是由何种类型的金融
29
机构所提供。 在目前多边监管转向统一监管各方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境下，实施分业的功能
性监管似乎更具现实操作性。是故，笔者建议我国应关注区块链金融的业务本质，根据其业
务属性，进行功能监管。即不论是金融机构还是科技企业，只要是涉及或从事同类金融业务，
就应取得法定金融牌照，遵循相同的业务规则和风险管理要求，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

充实规范体系，从反面的简单禁令到正面的监管指引

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并不表明市场不需要中心化的央行和监管机构。相反地，区块链金融
的应用仍需要根据央行和监管部门设置的标准规范来施行，否则不足以保障市场参与者的合
法利益。区块链金融之所以近年来屡被黑客攻击或被利用为违法工具，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
未能对之依法规制。虽然我国已颁发了不少涉及比特币和 ICO 的监管文件，但这些文件都
是反面的禁令，即以不承认监管对象的合法性为预设前提而对之一概加以封杀，未能形成正
面的引导性规则。在笔者看来，虽然目前我国区块链金融的应用尚处于试点探索阶段，规模
化应用不高，但仍要警惕和防范区块链上述潜在的技术风险和道德风险。为此，笔者建议我
国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完善和充实区块链金融的规范体系：一是尽快制定区块链金融的技术安
全标准。作为一种技术驱动型的金融创新，虽然区块链金融自身蕴含着种种不可避免的技术
28

[美]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毛寿农译，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77 页。
“功能监管”的提法最早见诸于美国哈佛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C. Merton）
1993 年发表的《功能视角下的金融体系运营与监管》一文。在该文中，默顿主张对发挥同一金融功能的不
同金融机构所开展的类似业务与金融活动进行大体相同的监管。自此，功能监管的概念开始得到学术界和
业界的关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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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但制定和统一区块链技术开发和应用标准如设备安全、数据安全、系统安全、密钥安
全标准，共识机制标准、分布式账簿的记账标准、数据接口标准、智能合约标准等不仅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确保投资者资金因项目技术漏洞遭致黑客攻击盗取的风险，还能从源头上抑制
研发人员在技术开发上可能滋生的道德风险。为此，建议我国可以对标现行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关于区块链技术标准的倡议，结合本国实情先行制定统一的区块链金融的技术标准，
以为区块链技术的规范开发和应用提供指南和预期；二是制定区块链金融运作的基本流程规
范。包括对区块链金融机构的分级分类制度，市场准入制度、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公开发行
审核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有序的退出制度等。在这些规范中，首当其冲的是准入制度的构
建，其对甄别和剔除那些打着“区块链技术”旗号从事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非法活动的“伪
创新”至关重要。2017 年 4 月 28 日上海市互联网金融协会颁发的《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区
块链技术应用自律规则》对此便有所体现，该规则第 4 条规定，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的区块
链技术应用在面向社会前应当通过具备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测试和评估，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
独立法律意见书；同时应当客观、及时、准确地进行相关信息披露，不做虚假、夸大及误导
性宣传。第 6 条明确规定，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不能因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豁免、排除或限制
任何法律法规。应用区块链技术必须通过相关风控与合规部门进行风险管控与合规评估，严
格遵守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因此， “一行两会”等相关监管部门应积极研究区块链技术
应用于金融市场的可行性和应用方式，听取行业和技术专家的意见，通过全面了解区块链技
术，评估该技术在社会、法律和市场等方面的潜在影响从而制定行之有效的区块链技术准入
要求，以从源头上确保区块链金融走向良性健康，规范合法的轨道。
4.

改进监管方法，从刚性的令行禁止到软性的监管沙盒

怎样监管，采用何种监管方法，这是确定区块链金融多中心监管主体之后必须考虑的核
心问题。如所周知，我国区块链金融目前还远未定型，发展方向和应用场景有待观察。鉴此，
监管当局实施监管时应对出现的一些问题适当保持一定的容忍度和弹性，不能再恪守以往命
令控制型手段，要求被监管对象一刀切地适用同一监管规则。在此，引入“监管沙盒”
（Regulatory Sandbox）可有效破解上述的监管刚性，实现监管与创新的有效平衡。“监管
沙盒”最早由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于 2016 年 5 月 9 日正式实施，而后为阿布扎比、新加坡、
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部门所效仿。其
指的监管当局为了促进地区金融创新和金融科技发展，让部分取得许可的金融科技企业，在
一定时间和有限范围内测试新金融产品、新金融模式或新业务流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对测试
项目降低准入门槛和放宽监管限制。在“监管沙盒”中，金融科技企业是可以将其创新方案
在一定范围的现实生活中进行实践而不用担心受到监管部门的查处，但整个测试过程必须自
始至终置于监管部门的监控之下。只有监管部门评估该创新方案不会对金融消费者造成损害
前提下才会正式授权其在沙盒之外予以推广。由此可见，监管沙盒本质上是一种金融产品创
新的测试机制，其与既防风险又促创新的包容性监管理念高度契合，完全可以运用到区块链
金融当中。在此，针对当前“禁而不止”的 ICO 融资行为，笔者建议我国监管当局可以尝
试推行中国版的“监管沙盒”，在沙盒内对一些有价值的 ICO 项目的上市审批、投资者限
制、信息披露等实施监管豁免或提供个别指导，允许它们开展测试而不必顾及风险后果。如
此，监管当局就可在测试中把握 ICO 项目的技术细节、创新行为和产品特点，从而调整监
管的频度和力度，最终建立契合区块链技术创新以及行业发展特定的 ICO 监管框架。

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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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说：“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 将这句古谚类比到区块链金融
的监管上，我们也可以说：正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创新空间，区块链金融才需要法律的监管。
因为区块链金融本应因创新而出生，当然也要依靠创新而成长。创新之于区块链金融就好比
空气和水之于人体。没有创新，区块链金融也就失去了生命线。就此而言，监管若不能为区
块链金融的创新保驾护航也就失去了意义。然而，人们对区块链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及其泛
化的隐忧又决定了监管是须臾不可少的。虽然区块链金融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适用的起步阶段，
但其曾经引发的金融乱象和风险已让国人不可小觑。所谓“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
对监管当局来说，如何应与时俱进，针对区块链金融独特的经营模式和其急需通过创新寻求
壮大发展的实际，选择区别于传统金融机构的监管思路、监管制度和监管方式，以此实现区
块链金融市场活力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并且，这种挑战绝非毕其功
于一役，而将伴随区块链金融发展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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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加密货币运行的法律基础研究
——以货币信任与信用为视角
宋阳

陈莹*

摘 要：技术信任和法律信任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大多数数字加密货币依托区块
链为底层技术，形成以技术信任为基础的“去中心化”货币信用机制。而传统货币是依托国家
和权威第三方以及法律的为基础货币信任模式。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的信任机制并不能完全
取代货币的传统信任基础。货币的价值源于社会信任及其自身信用，数字加密货币目前面临
严重的技术和程序限制，并且在各个国家接受程度不尽一致，难以单独建立起使社会群体信
任的货币信任方式。所以数字加密货币信任机制的建立，一方面要依靠其自身技术和内部规
则的成熟，一方面离不开国家信任背书，从而促进法律治理和区块链技术自动化治理的结合，
形成全新的治理模式，使法律规则和技术规则混合，形成全新的货币信任机制。
关键词：数字加密货币；区块链技术；监管政策；信任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2008 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一些人将金融市场失灵的原因归结于政府操纵货币的货币
政策。他们试图另起炉灶地创造出一套独立于外部控制的货币支付体系。中本聪作为货币自
由主义的引导者，认为需要建立一种“去信用化”的电子交易系统。1在将金融危机归罪于政
府的思维引导下，比特币这种数字加密货币就是试图摆脱国家对于货币流通的政治干预而被
发明的。2但少有国家政府会愿意主动放弃对货币运行的控制与监管。这是因为一方面，新
技术伴随着新风险，新风险意味着不同的监管政策。对数字加密货币不同法律定位影响着监
管规则。随着数字加密货币的广泛适用和国家政治法律之间的“对质”，数字加密货币成为一
些犯罪行为的栖息地，如 ICO 诈骗、洗钱和逃税等犯罪。截至 2018 年，估计非法活动交易
约占目前流通的五大数字加密货币交易的 20%。这表明，在现实世界中每天大概有 6 亿美
元的非法交易。3另外一方面，数字加密货币会影响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数字加密货币在
交易中发挥着“货币”职能，各国央行可能会逐渐失去对货币总量的控制。因此，绝大多数国
家采取了谨慎态度，限制数字加密货币发展。
可是数字加密货币本身的灵活性、便利性、安全性的诸多特点又极大地引起了各国商家
和消费者的兴趣，国家的完全禁止不但很难起到效果，反而会让放松管制的其他国家获得意

*

宋阳（1981-），天津市人，河北大学法学院研究员，法学博士；陈莹（1996-），河北邢台人，河北大学
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1
See Satoshi Nakamoto, “Bitcoin: A Peer- to- 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available at https://bitcoin.or
g/en/ bitcoin paper.last visited on April 21,2020.
2
See Philipp Hacker, Regulating Blockchain: Techno- Social and Legal Challenges, Oxford University Pr
ess, 2019,p.95.
3
See Corinne Ramey, 'The Crypto Crime Wave is Here' ('The Future of Everything5, Wall Street Journal,
26 Apri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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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收益。这样一来国家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数字加密货币在市场上的运行。那么如何构
建稳妥、有效、安全的加密货币运行机制便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议题。

二、新技术对数字加密货币信任与信用形成的辅助作用
数字加密货币核心是区块链技术，旨在消除各方之间任何和所有中介的使用。其信任机
制的建立也是依托其底层区块链技术的特征，通过一种技术手段，将分散共识机制与加密验
证结合起来，代码将提供系统运行所需的必要信任，完成“去中心化”的信任体制，它没有任
何国家背书，就是单纯依靠算法信任背书，这也是区块链技术下数字加密货币系统的自我监
管模式。传统货币政策是公私混合的结果，它通过私人和国家机制运作。国家指定法定货币，
建立一般货币法律框架，并在必要时进行干预，以防止危机和确保金融稳定或保障其他公共
政策目标。它依靠国家干预保障货币安全，以此取得社会群体的信任。数字加密货币信任机
制模式以其自身技术为主，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新型技术运行路径。
数字加密货币运行的技术路径而言可以概括为以下过程：首先，区块链构建起一个加密
平台，各方可以相互隐藏和保护自己的相关信息，利用链上分散的分类账，用来记录所有使
用数字加密货币进行的交易行为，完成“去中心化”的记账。区别于传统货币中央服务器记账
的模式，分类账不会掌握在一个中央实体手中，而是同时存放在多个计算机并向公众公布。
分类账本身将定期更新，以反映在此期间发生的任何新交易，所有与网络连接的计算机将更
新他们的分类账副本。想要篡改数据账本，其难度不是传统货币依靠的中央服务器，而是必
须达到 50%以上的电脑攻击才能成功，这个成本巨大。4因此，分类账的使用一来能够抵抗
破坏或操纵其中所含数据的行为，提升公众对信任程度；二来能够实时方便地进行审计和核
实，使用者可自助更新自身的数字加密货币钱包进行查看，不需要通过银行查询，是一种成
本低且便利的方式。第二，哈希函数的防篡改功能为数字加密货币的信任构建保驾护航。账
本信息的内容通过使用哈希函数进行压缩和时间戳，价值单位（数字加密货币的变动）通过
公钥和私钥加密进行保护。并且每次交易都应使用新的公私钥配对，以防止它们与一个共同
所有者相关联。为使用者的隐私又加强一道防线。在一个交易完成的过程中，交易双方通过
公私密钥进行交易开始，区块链节点也开始工作，一旦单个交易结束，电子钱包软件将会发
送有关各方的信息、分配的电子钱包地址、日期和时间戳以及发送方可能包含的各种其他消
息。网络上的每个节点随后收集所有这些信息，然后将其缩减为另一个字母数字字符串这使
得信息能够被压缩，并进一步减少到一个更小的、可管理的数据块中。这串字符被称为“散
列”，它作为加密过程中的附加层，用于保护事务的安全。然而不论是多大的文本，都会被
压缩到 64 个字符，产生一个新的哈希代码，并且改变哈希函数结构。节点通过创建链中的
下一个块来表示对该块的接受，使用接受块的哈希作为上一个哈希，表示已完成交易，账本
更新也完成。5由此，借助于哈希函数的特性，账本的记录不会被篡改。并且永久记录，防
止多重支付。第三，矿工的挖矿行为被视为数字加密货币“发行”方式。矿工通过挖矿得到货
币奖励，获得这一次的记账权（铸币权），矿工们更新区块链并独立验证交易，以换取他们
工作时收到的数字加密货币。矿工的奖励有助于确保系统得到维护，在矿工的持续操作和维
护中快速更新。因此系统是一个自我强化完善的系统。另外，数字加密货币的挖掘受到算法
限制，并非无限发行，例如比特币的发行总量为 2100 万个，随着挖矿的时间和规模的提升，

See Muharem Kianieff,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The Law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Routledge Press,
(2019),p.7.
5
See Muharem Kianieff,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The Law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Routledge Press,
(2019),p.9-1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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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矿工挖到的数量在每四年呈一次递减。6这个底层协议源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考量，
从而形成一个防止过度发行的系统。这些是依靠区块链自身系统构建的信任机制方案，是对
金融危机下央行、国家等金融控制失灵情况下导致的技术取代信任的回应。
数字加密货币信任机制与传统货币信任机制的本质不同在于是否去“中心化”，是技术信
任还是法律信任。技术信任取代传统中介信任机制一直是人类社会持久的追求。7而疏忽了
技术与法律本身都是信任手段。二者可以相辅相助，相得益彰，而非对立关系。在多数人的
意识形态中，数字加密货币宣称的“去中心化”信任机制与权威性第三方的信任模式是对立
面。第三方的介入会使这种信任模式削弱，甚至背离数字加密货币问世的初衷。这种思想其
实是数字加密货币扩展的“困局”所在，提到“数字加密货币”，公众和当局具有强烈的意识形
态旗帜—基于对当今国家金融机构不满，私体机构所发行的反监管、去中心、倡导自由主义
的货币技术信任模式。因此它会“犯错”，它会带来不可回转的损失。而人们往往忽略了数字
加密货币所依托的区块链实质则为一种技术，技术与货币可以作为两个主体，技术也应该和
意识形态分离。在 2018 年的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施蒂格利茨和罗伯特•希勒等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在内的众多人士都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比特币和作为比特币之技术基础的区块
链有着不同的未来发展前景，即使比特币可能前途未卜，但区块链技术却还远未发挥它的巨
大潜质，具有无可限量的前景这种观点在数字加密货币风险越发强烈的背景下，成为了主流
声音。对技术的判断不应当因为它会“犯错”而产生偏见，例如互联网一开始为满足军事指挥
和控制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那当今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一定赞成军国主义吗？8互联网萌
芽期亦是主张“抗监管”，经历了突破现有法律框架、冲破现有制度到被驯服和利用的过程。
时至今日，互联网已经成为国家“监管手段”。这说明，技术一旦形成，就独立于开发人员的
意识形态，具有独立性和中立性，当然不可否认开发人员的意识形态会在一定程度保留下来，
但是随着技术的应用推广，新的利用群体则会赋予他不同的意识形态，例如，短信最初是为
商业而创建的，现在主要用于生活。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该技术的结构特征以及如何平
衡风险和利益，而不是限于开发人员赋予该技术的“意识形态”。因此，技术是中立的，可善
亦可恶，可促进社会进步，可阻碍社会进程。要使数字加密货币更好的为社会所用，应该解
决它“可以”成为什么，而非它“本来”是什么，不能因为其去中心化的缺点而全然忽视中心化
的优点。所以，对于“完全去中心化”的讨论是没有必要，技术信任与国家信任孰好孰坏的讨
论也是没有必要的。如今数字加密货币交易所的介入，数字钱包的使用、第三方信任源的引
入，都表明区块链自由主义概念的核心原则之一的点对点去中心化原则，无疑将被削弱。9
基于技术的中立性，虽然许多国家对数字加密货币采取规避态度，但是对其底层技术—
区块链，采取高度重视态度。有些国家已经发行国家电子货币或者正在研究可行性，产生了
本国法律所承认信任的“法定电子货币”，其中日本发行了 J-Coin 币，瑞典发行了电子克朗
（e-Krona），委内瑞拉发行了石油币（Petro），阿联酋发行了 emCash 币。英国经济分析机
构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受 Crypto 公司委托对一些国家就加密电
子货币的信任度进行了民意调查， 2020 年 1-2 月进行，包括美国、英国、韩国、法国、澳
大利亚、新加坡、巴西、土耳其、越南、南非、菲律宾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 3000
多公民参与了调查。结果显示，54%的民众表示信任其政府或央行发行的加密电子货币，对
于私人机构发行的数字加密货币，信任度只有 26%。这些数字化货币一方面依托先进的数
参见贾丽平：《比特币的理论、实践与影响》，《国际金融研究》2013 年第 12 期。
参见郑戈：《区块链与未来法治》，《东方法学》2018 年第 3 期。
8
See Philipp Hacker, Regulating Blockchain: Techno- Social and Legal Challeng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
s,（2019）,p.295.
9
See Muharem Kianieff,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The Law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Routledge Press,
(2019),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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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术—区块链。另一方面，将传统货币长期演进过程中成熟的法律保障机制得以继承，不
存在私体所发行的“数字加密货币”的法律风险，故无论与传统货币或是数字加密货币相比，
都有强大的竞争力。最重要的是，这些“法定数字货币”一开始就是合法合规，满足了消费者
既便捷又安全的期待。
私体发行的数字加密货币意图规避国际法和国内法的特性，势必会影响消费者对这项技
术的认知，因为消费者深深地懂得，“程序员”制定的规则不可能将消费者利益放在首位。不
可否认加密货币在跨境支付领域为用户带来显著的成本节约，但是这一切都在既定法律框架
外运作，一旦使用变得普遍，合规合法性是吸引所有消费者的重要条件。现如今，在区块链
技术下的数字加密货币的运作，并没有成熟的消费者保护机制，如美国金融业监管局提出了
以下几个重要的监管难题： 1、如何使用密钥对块进行签名和加密，以防止在整个周期中未
经授权的访问、修改或丢失，钥匙会定期变动以防止暴力破解吗？2、什么样的密钥大小和
密码算法能够提供足够的保护，防止对区块链网络密码安全的攻击？3、如果密钥泄露，如
何识别和撤销欺诈交易？谁会对此负责？涉及受损密钥的历史事务是否可以信任？4、为确
保区块链的完整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有哪些激励或惩罚因素？5、谁负责被欺诈消费者合
法权益保护？6、对于不同的当事人，如参与者、监管机构、执法部门或保险公司，将如何
处理安全事件的适当通知？7、考虑了哪些方法（如多重签名技术）来增强资产的安全性？
每种方法的优缺点是什么？10上述几个问题直接构成了加密货币的技术解决方案的“痛点”和
“难题”。
诚然，现在的区块链技术和开发人员还未给出以上问题的完美解决方案。数字加密货币
利益和风险不明确，比如极端的价格波动和市场流动性差，由于市场的分散和持有者高度集
中，更加助长了操纵和不当行为。操作和技术上的弱点使这些漏洞更加复杂，一系列重大的
加密资产盗窃案11就是明证。12因此，如果它要取代任何现有的支付机制，它必须提供比现
有系统更多的优势。那就是以安全为基础的高效率、低成本。目前从消费者保护的角度和从
监管的角度来看，加密货币虽然实现了效率的飞跃，但它留下的问题多于答案。国家信任背
书的传统货币模式即使有“失信”情况，也优于处在发展初期不完善的以区块链技术为信任机
制的数字加密货币。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以下几点：
（1）短期内公众对私体发行的数字加密货币的信任度
不会超过传统法定货币，也就是说，社会群体对于国家保障的货币信任机制的信任远高于技
术保障的货币信任机制。
（2）在预见范围内，只要国家不放弃对货币的控制，随着数字加密
货币自身规则的不断完善，技术的不断更新强化，可能会成为法定货币的替代品，而非能达
到取而代之的地位。
（3）货币数字化成为一种趋势，国家利用区块链技术发行的数字加密货
币为法定货币，私人机构利用区块链技术发行的数字加密货币法律属性却未予明确。可见数
字加密货币在本质上与法定货币无异，只是不同国家对数字加密货币的态度不太一致，因此
数字加密货币在国家制定法律上的定位在不同国家必然是不一致的，这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数字货币在不同国家发展和接受度的不平衡。
综上，以区块链技术为信任基础的数字加密货币信任机制并不能完全通过新技术来解
See FINRA,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Implications ofBlockchain for the Se curities Industry,(201
7), available at https://empirica-software.com/implications-blockchain-securities-industry/.last visited on April
21,2020.
11
如 2016 年以太网遭到了盗窃，核心开发人员决定采用一种能够收回资金的硬分叉技术。他们决定重新编
写能够实现分叉的修订软件，并说服网络的大部分矿工采用修订后的软件。如此解决方案，则会违反区块
链不可变的原则。
12
See Muharem Kianieff,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The Law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Routledge Pres
s,(2019),p.197-20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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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国家的态度仍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货币使用者的信任。以传统货币信任模式作为比较，
由于其能够得到国家的强力支持以及信用保障，即使在国家和央行的管控成本高、存在失灵
情况下，也能获得社会群体中的绝大多数成员的信任。所以说再先进的区块链技术也不能独
立满足货币发行所需要的“货币信用”。只能说技术可以用来弥补现有法律运作方式中的不
足，成为限制官僚机构在货币运行中的寻租行为的外在制约以及提高法律运作的效率的辅助
工具。13总之，电子加密货币虽然以区块链技术为技术路径，但是如果说单凭技术就足以构
建起“货币”这种公共物品运行的全部法律基础的说法无疑是异想天开。

三、货币信任与信用形成的基础的理论展开
承前文所述，新技术不可能成为货币运行的根本基础，货币运行的根本基础在于社会对
货币的信任以及货币自身的信用。基于公众的信任和货币自身的信用，人民才敢于将货币存
进银行，而不是在得到货币后就将其转换为其他财富。可以说信任和信用是货币系统正常运
转的基石。但是与任何其他社会价值一样，信任和信用需要约束机制，以保障“失信”情况下
正当权益得以保护。发行货币和维护货币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货币信任机制
是金融稳定的重中之重。以下部分将论述社会群体对货币信任机制的认同、进化演变过程，
说明在当今市场经济体系中，技术信任可以作为货币信任机制的组成部分，弥补第三方信任
的不足，并且随着数字加密货币内部规则的不断完善发展、技术的不断成熟，社会信任度和
交易使用度的提升，会在一定程度成为法定货币的代替品。
在没有货币的时代，最常见的交易方式便是“以物易物”来各取所需，没有一种共有交换
媒介。随着商品和服务的日益多元化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人们逐渐意识到采用一种共同的交
换媒介，可以降低交易和生产成本。这就是货币产生的主要原因，货币出现的另一原因是国
家税收的需要，在货币出现之前，只要能用于国家需要的，如服务、实物、贵重物品都可以
被征收来缴税，之后为了便利，货币则为税务机关根据其应履行的纳税义务而发行的代币，
货币其价值来源于法律的赋予，评估的基础来源于社会实践的信任。14。因此，货币是一种
制度，一种人为设计的约束，构成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互动。这也说明，货币以社会群体的信
任为基础，构成国家的政治权力之一，国家干预成为货币信任的保障。根据曼恩主张的国家
货币理论，只有国家法律被确认为“货币”的货币才具有货币的法律性质。15 是依托国家的政
治力量建立起来的信任机制，国家拥有货币发行的垄断权。曼恩的观点可追溯到德国经济学
家纳普的主张，纳普在 1905 年写道，只有由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才具有“金钱”的性质，货
币的价值法律由确定的，而不是由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材料决定。16 由此，根据国家货币理
论，数字加密货币并不属于“货币”，而是法定货币支付的一种技术手段。其思想逻辑在于只
有国家保障形成的货币信任机制才具有权威性。
但是对于政府发行货币的垄断权，也有许多学者提出的质疑，哈耶克教授就是其中的代
表性人物，他认为：他认为金钱是人民拜托政府奴役，获取自由的最伟大工具。17在他看来，
困扰西方自由世界经济的根本问题是通货膨胀，18而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国家对货币的政治控
制。换言之，政府对货币的垄断剥夺了私人银行生产优质货币的权利。19所以他坚决主张将
13
14
15
16
17
18
19

参见郑戈：《区块链与未来法治》，《东方法学》2018 年第 3 期。
See Simon Gleeson, The Legal Concept of Mon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p,35.
See Charles Proctor, Mann on the Legal Aspect of Money (7th ed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p.15.
See Charles Proctor, Mann on the Legal Aspect of Money (7th ed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6.
参见哈耶克：《通往奴隶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
参见哈耶克：《哈耶克文选》，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
参见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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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发行完全私有化。20通过市场竞争促使私人银行打造良币以获取发钞利润，21并且通过
调整发钞数量等方法来保证其所发行的钞票具有足够的购买力。22哈耶克理论的基本逻辑在
于，货币不应取决于各个主权国家的意愿，但保留了“中间机构（中央银行、信贷机构、金
融基础设施）”等概念。只是将原有的由原有的以国家为单一中心的垄断格局演变为私人银
行为主体的多中心的竞争格局。23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国家以及任何第三方中介难以承担维
护全球金融稳定的重任。乔纳森•梅西在《声誉至死：重构华尔街的金融信用体系》一书中
指出：“在这场金融危机期间，信用评级机构似乎被发行方所操控。然而，美国证监会被大
型信用评级机构操控得似乎更加彻底。”24金融风暴下，社会群体对国家以及其他第三方的
信任产生了危机，国家失去了信用，人们在如此信任较低的货币机制下寻求“信任的代替品”，
而数字加密货币顺势而生，其初衷就是建立“去中心化”、“无需信任”的货币体系，无需第三
方介入，建立以区块链技术为依托的货币信任机制。
然而，问题在于货币的生命在于信任，在于社会群体的信任度与使用度。19 世纪的萨
维尼和 20 世纪中叶的努斯鲍姆作为社会货币理论的发起人，指出货币取决于社会的态度，
既在商业实践中所表现的态度，而非国家的规定。努斯鲍姆在其著作《法律中的金钱-国内
和国际》写到：“赋予金钱生命的过程不完全是‘习惯法’的过程。它不会产生新的法律规范。
如同新型可转让票据的出现一样，它只会扩大在原有货币行为规则的情况下适用的范围。社
会货币理论不否认国家对货币行使权力这一事实。但法律理论也必须关注异常和有争议的情
况。这是对国家货币理论的考验。”25因此，他们的逻辑在于社会群体的信任态度是决定数
字加密货币是否为货币的重中之重，也确定了国家在货币中的作用。而社会信任在于该货币
背后依靠的制度是否完善，那去中心化的货币信任模式是否能得到赢得社会群体的信任，国
家甚至国际权威性组织的认可，担任起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重担？
传统经济学家认为货币的三个基本职能是：记账单位；交换媒介；价值储存。26首先，
在数字加密货币作为记账单位方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观点，数字加密货币
不能直接衡量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而是根据给定的数字加密货币的汇率，以法定货币表示价
值。故数字加密货币不是一种独立的记账单位。所以，接受数字加密货币支付的当事人需以
法定货币报价，基于特定时间点的汇率转为数字加密货币价格。 27并且由于数字加密货币
价值不稳定，在交易所之间，同一时间其价格可能不相同。由于价值高，如果应用到零售方
面，可能要精确到小数点后好几位，无形中增加了交易成本。28在其作为交换媒介方面，目
前数字加密货币规模小、接受范围有限，大大限制了它们作为一种交换媒介的使用。并且，
数字加密货币如果一直没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状态，缺乏信任机制，则只能在双方同意使用
的情况下使用。在其作为价值储存方面，根据 IMF 分析，数字加密货币价格的高波动性极
大地影响了它们作为可靠的价值储存手段。到目前为止，数字加密货币的价格大幅波动，并
且远高于各国货币的价值波动性。29 如比特币在 2011 年初为 0.3 美元，短时间蹿涨到 30 美
20

参见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年。
参见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年。
22
参见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年。
23
参见杨延超：《论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 期。
24
参见乔纳森•梅西：《声誉至死：重构华尔街的金融信用体系》，汤光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81 页。
25
See Arthur Nussbaum, Money in the Law—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1950), p.8.
26
See K.L.Macintosh,How to Encourage Global Electronic Commerce:The Case for Private Currencies on the
Internet,11(3) Summer,Harvard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756(1998).
27
See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Virtual Currencies and Beyond: Initial Considerations,(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chainnode.com/doc/401.last visited on April 21,2020.
28
参见谢平、石午光《数字加密货币研究:一个文献综述》，《金融研究》2015 年第 1 期。
29
See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Virtual Currencies and Beyond: Initial Considerations,(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chainnode.com/doc/401.last visited on April 2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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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13 年 11 月份甚至超过 1300 美元，之后迅速回落，市场波动率在该年达到了 143%，
超过了该年全球股市最高涨幅 110%的波动性。数字加密货币的价值不稳定，导致一些经济
学家倾向于将数字加密货币归类为投资资产而不是货币。30在传统经济学家看来，数字加密
货币缺乏货币职能，极高的价值波动性使其难以取得社会群体信任，在目前阶段，数字加密
货币不可以成为货币。
对于传统经济学家的观点，著名货币金融法专家西蒙•格莱森表示完全不能认同，他指
出“货币并不以价值存储、记账符号、交换媒介三种职能为限，毋宁说货币的这三种职能可
以使得货币具有价值，但货币价值的外延可能要远超上述三种职能”。31以价值储存为例，
几乎任何商品都可以成为储存价值的作用，如金条、房产、钻石甚至债务。32凯恩斯在《就
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将货币视为价值储存的想法是荒谬的。33他提出：“货币的
重要性从本质上说是从它是连接现在和未来的纽带而来的。”34货币只是作为无风险的财产，
可以在任何时间可以兑换成任何东西，与其他财产相比是一种安全的价值储备，但是在高通
货膨胀时期，这一作用就没有了。所以为了履行这一职能，货币都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永久
性，与金本位时代不同，货币本身的价值不是由商品的任何属性决定的，也不是由生产商品
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一个行为人对一件商品的重视程度。35所以它只是一个表
征，为了流通而创造的价值，其来源于社会的信任度和履行纳税义务的潜在效用。因此，即
使我们认为在银行储存的个人账户存款是虚拟的，只是一个账目符号，也是可行的。由此审
视数字加密货币是否具有价值储存功能，关键在于它是否稳定且可信赖。去中心化的数字加
密货币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受市场而不是政策调节，故相较于传统货币而言，更具有储藏
价值。36正如有些学者试图从价值储存功能方面分析解决“哈恩难题”37，价值储存的手段有
很多，相对于货币，黄金和房产以及一些稀有品更有储藏价值。关于反对记账单位是“悖论”
的观点，这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构建。38在买卖中，价格必须是抽象的，否则交易不是销售
而是易货，如果价格是必须是抽象的，那么价格单位也必须是抽象的。数字加密货币以分布
式账本实现记账，其自始就有记账单位的功能。或者换一种思路，在新货币经济学说 BFH
系统看来，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并非是自然演进的,而是法律限制或政府管制的必然结果。
在自由放任的竞争性市场条件下,不一定存在集记账功能和交换手段两大职能于一身的货
币，货币职能特别是交易媒介和记账单位两种职能可以由不同的资产或商品分别承担,也就
是货币的两大职能将被分离。他们提出，在货币消失的情况下，交易中的标价问题将由人为
定义的记账单位来解决。39而数字加密货币正符合这一理论构想，可以实现记账单位和交换
媒介的分离，以数字加密货币作为交换媒介，以传统法定货币作为记账符号。综上，他们看
来货币的三个职能本来就是悖论，抛开货币三个职能，数字加密货币随着社会群体的使用度
的提升，以区块链技术为依托的货币信任机制得到社会群体肯定后，会成为一种新型货币。
学者们经过长期对货币本质探究，最终将货币定格于被普遍认可的记账符号。笔者也赞
同该观点。在当今社会，国家货币论作为主流学说的情况下，数字加密货币要想成为社会普
See An Economic Appraisal’ in Handbook of Digital Currency, edited by David Lee Kuo Chuen (Elsevier
2015), 32; Dirk Baur, Lee Adrian, and Hong Kihoon,‘Bitcoin: Currency or Investment?’ (2014).
31
See Simon Gleeson, The Legal Concept of Mon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p,65.
32
See Simon Gleeson, The Legal Concept of Mon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p,66.
33
参见约翰·恩格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辛怡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 年。
34
参见约翰·恩格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辛怡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 年。
35
See Menger,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 ,(1976),p, 120.
36
参见漆彤、卓峻帆：《数字加密货币的法律属性与监管框架》，《财经法学》2019 年第 4 期。
37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哈恩(F.H.Hahn)提出的：“为什么没有内在价值的纸币与商品和劳务相交换的过程中会
具有正的价值？”，被称为哈恩难题。
38
See Simon Gleeson, The Legal Concept of Mon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p,7.
39
参见焦成焕：《新货币经济理论》，吉林大学 2005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80-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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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认可的法律效果，需要国家或者其他第三方权威机构的立法和强制力保障。一方面，在于
数字加密货币自身技术、内部规则不够成熟，如上文分析，数字加密货币当前价值波动大，
私钥一旦丢失，数字钱包的数字加密货币难以取出等问题。另一方面，首先，没有完全的去
中心化和完全的自由主义，正如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指出：“自由放任这种东西一点
儿都不自然，自由市场从来不会仅仅通过让事情自然发展就自动形成？自由放任政策本身是
由国家强力推行的。”40数字加密货币不可能脱离国家监管，如数字加密货币的种类多种多
样，一旦被认为货币，则货币总量难以控制。势必会影响全球金融秩序和体系的稳定。故国
家的中介作用不能被技术完全取代。再次，货币作为一项政治性权力，国家不会让步于私体
机构，并且私体机构也承担不了这项重任。如在美国，宪法赋予国会铸造货币和调节货币价
值的权力，只有铸币厂和美联储才能制造硬币和货币，只有美元是法定货币。因此，根据美
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的意见，与真正的货币相比，数字加密货币是一种交换媒
介，它在某些环境中像货币一样运作，但不具备法定货币的所有属性。41
随着网络世界中越来越依赖于代码和算法，有学者借用中世纪商人之间完全独立于国家
政 府 具 有 自 治 性 特 征 的 商 人 法 （ Lex Mercatoria ）， 类 比 地 提 出 了 自 治 密 码 法 （ Lex
Cryptographia）的概念。有学者预测这种新的规则体系将会导致出现一个新的法律子集。该
法律子集由“通过自动执行的智能合约和分散（自治）的组织管理的规则”组成，从而形成一
种完全依靠算法和代码运行的法律秩序。而区块链正是实现这种新的法律秩序的根本媒介。
因此，从法学的角度来看，需要人们改变对“法律”的内涵以及发生作用机理的底层认知。42分
布式账本技术可能对当代法律制度产生变革性影响，在自治密码法领域，法律首先通过立法
创建，然后通过加密智能合约实施，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是一种革命性的做法，一是减少双
方当事人违约风险，二是政府可以将法律翻译成代码，嵌入到区块链的底层协议中，通过智
能合约确保法律的执行。43例如各国政府可以依靠智能合约征税，只要当事人进入特定智能
合约交易，税务部门就可以在完成交易后，自动计算和缴纳增值税或者个人所得税，个人无
需定期申报，也避免了逃漏税的机会。正如澳大利亚标准组织在指导国际标准组织的区块链
工作时提出建议培育：“一个提供法律规则和技术规则混合的监管框架”。44所以代码在日益
承担法律的功能，法律也日益以代码形式表现出来。虽然这种新颖的表现形式让人感到意外，
但技术变革一直是法律变革的源泉。区块链技术将大大加强法律规则与代码之间的协同性。
并且代码会削弱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粘合剂的作用，促成不信任的陌生人共存合作。法律规则
依赖事后执行惩罚机制，技术规则以事前方式规范，45人们的唯一选择就是遵守，这可以从
根本上在事前阻止违法行为的发生，以确保法律在更大程度遵守，除非有黑客规避代码。所
以，技术信任在一定程度弥补法律信任的“粗糙”，为法律信任的权威性与强制性保驾护航。
哈耶克作为自由主义宣扬者，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并非主张无政府主义，而是主张在
政府自己遵守预先制定的法律框架下制定并通过法律来管理和治理社会。他明确指出：“只
有在自由主义的时代，法治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法治不但是自由的保障，而且是自由的

See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1957）p.145.
参见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金融犯罪执法网条例在管理、交换或使用虚拟货币的人员中的应
用》，参见 https://www.8btc.com/article/1928，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6 月 2 日。
42
See Aaron Wright and Primavera De Filippi，Decentralized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Lex Cryptographia，2015，available at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580664.last visited
on June 27,2020.
43
See Michèle Finck，Blockchain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 i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9,p.75.
44
See Standards Australia, Proposal for a New Field of Technical Activity，2016，available at
https://www.wanlianzhijia.com/news/show/id/16534.html.last visited on June 27,2020.
45
参见普里马韦拉•德•菲利皮,亚伦•赖特,《区块链监管：代码之治》卫东亮译，中信出版社（2018）第 220
页。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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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体现。只有在法治之下，人们才有真正的自由。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
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行强制，所以它构成了对政府机构的一切权力的限制，包括对立法机
构权力的限制”46因此，他的逻辑在于法治不是政府以法律来治理社会，而是首先是政府的
行为在法律约束之下，这种法治才是自由主义的保障与体现。将该思想运用到本文中，在传
统货币以国家信任背书的情况下，在经济危机出现时，政府是否完成了 “自我法治”的义务？
耶鲁法学院教授乔纳森•梅西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指出：“在这场金融危
机期间，信用评级机构似乎被发行方所操控。”47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旨在补救信用匮乏
问题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自身也面临信用危机，而美国证监会这样的替
代信用的监管机构则陷入自身的官僚逻辑，它的使命变成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包括提高自己
的预算和权力，以及为那些位高权重者谋求晋升之机。然而，美国证监会被大型信用评级机
构操控得似乎更加彻底。48国家依靠权威第三方实现法律信任，但是凡在政府掌控下的第三
方中介难免出现“帕金森定律”49的怪圈，反而在一定程度损害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因此，在
当下区块链技术信任发展初期不成熟的情况下、加上国家信任“失信”的情况，二者可以实现
强强联合，通过技术信任可以被用来弥补现有法律运作方式中的不足，尤其是取代其中不必
要的、为官僚机构增加自身权力和寻租而设置的验证和审批程序，从而提高法律运作的效率，
提升其公正品质。50因此，技术信任和国家信任相互补充的功能将成为以后货币信任机制的
构建方向。

四、推动数字加密货币信任与信用机制形成的路径分析
既然货币运行的基础在于用户对其的信任及其自身的信用，数字加密货币进入市场经
济，就必须迎合用户的价值主张，强化其自身的信用基础。因此，决定数字加密货币信任机
制构建要件的，是用户和消费者需要。上文已经指出，在技术初期，内部规则不成熟、后续
保障不完善不确定的情况下，单纯依靠代码信任机制难以取得社会群体信任，必须依托于国
家法律信任与保障，这是其作为一种与传统支付信任机制竞争的商业模式所必需的条件。在
数字加密货币发展的前期，出现的纠错成本往往会由消费者买单，故由传统货币模式转移到
新型货币模式的经济转化成本较高，传统货币机制发展足够成熟，虽然繁琐、复杂、成本高，
消费者也难以摒弃。私体银行的货币发行依靠市场运作，但私人资金基于现代经济的规模和
复杂性，需要一个制度和法律框架来支持，也必须得到国家的支持。51所以作为一种新型技
术支持下商业模式，在对国民甚至世界范围内的消费者对数字加密货币认识水平总体较低的
情况下，即使数字加密货币依靠自身技术内部构建信任机制，也需要国家政策的肯定和法律
保障来引导舆论，这是技术信任一时取代不了的权威性信任。因此，消费者决定进行转换不
有经济成本原因，还有相关的法律制度是否完善。52而国家法律的后盾性作用会使新技术与
消费者的相处更加融洽。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即使有灵活的供应规则，也
46

参见哈耶克：《通往奴隶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
参见乔纳森•梅西：《声誉至死：重构华尔街的金融信用体系》，汤光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
5 年，第 181 页。
48
参见郑戈：《区块链与未来法治》，《东方法学》2018 年第 3 期。
49
英国历史学家帕金森通过对各种官僚机构进行历史研究发现：对于任何一个官僚机构(这里指行使公共权
力的任何“中介”机构)，无论分配给一项工作的时间有多长，这项工作总是会在最后期限来临时才告完成，
他把这个规律称为“帕金森定律”。
50
参见郑戈：《区块链与未来法治》，《东方法学》2018 年第 3 期。
51
See Philipp Hacker, Regulating Blockchain: Techno- Social and Legal Challenges, Oxford University Pr
ess,（2019）,p.107-108.
52
See Muharem Kianieff,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The Law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Routledge Pres
s,(2019),p.91-92.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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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一个去中心化的数字加密货币计划如何能够产生金融危机期间所需的那种大规模
流动性反应。IMF 的结论是，需要一个公共机构来解决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外部性和协调失灵。
IMF 结论肯定了国家在货币信任机制中的作用。上文已经分析表明社会实践的信任要先于法
律信任，法律信任是以社会存在为基础的结论，意在表明主次关系，而非脱离国家政治。所
以，数字加密货币信任机制的构建一方面依靠其自身不断强化的系统，来赢得社会的使用度
和信任度（第一部分已经阐述）
。另一方面，在货币政策公私结合的大时代背景下，依靠国
家政治的肯定才能吸引使其自身信任机制有坚实的后盾。
在数字加密货币自身所带属性解决自身信任机制的问题时，国家所发挥的力量更像是一
个“有信誉的老品牌机构”的担保作用。是技术初期甚至后期吸引消费者信任的重要方式。国
家对于数字加密货币信任机制进行监管的原因，一是技术在发展早期具有可塑性，监管机构
应当更早的了解这门技术，并确保其发展方式与公共政策目标一致，技术发展前期做好预测
和引导作用，减少不确定性。通过法律确定性可以增强权威，减少合规成本，从而促进创新。
二是国家监管有助于生成用户信任，增强消费者信心，从而使社会受益。区块链下的数字加
密货币监管困境相似于互联网的监管困境，区块链技术为“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在规制互联
网时，劳伦斯•莱西格（Lawrence Lessig）提出的著名理论“代码就是法律”53，指出了技术本
身可以实现自我监管，与国家立法、社会规范、市场力量四者一起形成一种监管形式，被称
为“可悲点理论”（Pathetic dot theory）
。54这四种模式并非独立运作，而是相互作用和配合。
55
从而建立一个法律和技术规则混合的监管框架。他还提出的另外两个观点：首先，他指出
法律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是对抗性的：当技术促进的价值主张与法律支持的价值主张
相冲突时，后者可能接受或者拒绝。第二，体系结构的分散化程度越大，政府的监管就越难
发挥效力：监管开源软件远比监管专有软件困难。56因此，在网络空间，授权比控制更重要。
纵观全球许多国家的监管措施，主要发展了三种监管模式:静观、命令与控制法和中间
方法。对于静观的监管方法，各国在处理数字加密货币时都遇到了难题——如何做到技术创
新与抵抗风险的平衡，由于技术初期有许多不确定性，严格的监管措施会抑制该技术的发展
潜力，所以有些国家选择让数字加密货币先“暴露”，例如在 2013 年英国政府表示，比特币
是不受监管的。对于第二种采取直接或命令与控制的监管方式，因为数字加密货币的前期被
不同目的的技术人员利用后，或善或恶，在没有成熟的监管措施之前，限制加密市场的发展。
如我国禁止使用比特币和其他数字加密货币，2013 年 12 月 5 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四部委
联合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为了“保护社会公众的财产权益,保护人民币的法
定货币地位,防止洗钱风险和保护金融稳定。要求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开展与比特币
相关的业务。该通知实际上限制了比特币的大部分货币功能，它不能用于结算或支付。该通
知还要求加强对提供比特币注册、交易等服务的互联网网站的监管。57对于第三种监管模式
—中间方法，主要分为三个主要战略:一是使它们接受有关的“邻近”管理制度;二是发出警告;
三是征税。这些监管方法表明有必要对数字加密货币进行监管，同时接受它们在各自的法律
秩序中存在。58如美国针对数字加密货币采取的首要措施之一是实施反洗钱制度。2013 年，
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发布了一份指导文件，规定“去中心化货币”应符合洗钱规定。美国证
53
54

See Lawrence Lessig: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 Basic Books,( 1999),p. 297.

See Lawrence Lessig: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 Basic Books,(1999).
See Lawrence Lessig, ‘The Law of the Horse: What Cyberlaw Might Teach’ Harvard Law Review, (19
99) ,p.511.
57
参见《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载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 lid=71521634&ch= QQ
Browser Mobile & jump_from=971.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6 月 3 日。
58
See Philipp Hacker, Regulating Blockchain: Techno- Social and Legal Challenges, Oxford University Pr
ess,（2019），p.118.
5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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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委员会已经成功地将数字加密货币纳入其监管范围，对未经授权在网上操作比特币和
莱特币证券的交易员实施了制裁。欧洲银行管理局在 2013 年对数字加密货币发出了警告，
指出由于欺诈、价格不稳定、盗窃和用户缺乏经验而导致的货币损失问题，使消费者无法充
分评估、购买和使用数字加密货币的风险。而对于数字加密货币征税，已有美国、日本、加
拿大、韩国、以色列等许多国家开始实施，而对数字加密货币征税的前提是要信任其合法的
交易地位。对比以上三种模式的监管模式，限制数字加密货币发展的国家主要考虑到犯罪风
险提升，如 ICO 诈骗、洗钱和逃税等犯罪行为，故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另外，广泛的私人
发行的数字加密货币的使用会影响货币总量，进而导致金融体系动荡。允许数字加密货币运
作的国家主要考虑到对新技术的利用，促进经济与技术的融合。
我国一方面对区块链下私体机构发行的数字加密货币仍采取限制性做法，禁止金融机构
从事与数字加密货币相关的业务，但这种做法在笔者看来，恐怕很难严格地持续下去。正如
卢森堡财政部长称，数字加密货币和区块链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它为消费者带来了附加价
值和高效服务。数字加密货币下的交易给跨境电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尤其对于小型企
业。我国禁止性规定不但发挥不了技术带来的潜力，而且由于禁止使“暗箱操作的交易”监管
陷入困局，所以似乎应该转变监管思路，对于数字加密货币采取因势利导的监管策略，才可
能获得成功。另一方面，在 2014 年，我国央行就组建了数字货币（DCEP）研究团队，2019
年 9 月开始闭环测试。2020 年 4 月 22 日，雄安新区召开了法定数字人民币试点推介会。雄
安的试点推介名单是以餐饮、零售业企业为主。名单包括麦当劳、星巴克、菜鸟驿站、京东
无 人 超 市 等 19 家 单 位 。 我 国 央 行 推 行 的 数 字 货 币 全 称 是 “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即“电子支付”的英文缩写，这表明该数字货币更多的是货币的数字化和电子支付，
是法定货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它不是像区块链下数字加密货币一样的跨境支付系统，
因此在跨境支付领域不会对私体发行的数字加密货币造成威胁。也同样没有“去中心”化，仍
然是国家信用背书，现在对于 DCEP 是否使用区块链技术仍未得知，但是央行的法定数字
货币表明货币数字化是大势所趋。
通过上文对数字加密货币法律属性以及信任机制的分析，数字加密货币的法律属性确定
需要其自身技术的不断成熟和社会群体的信任度才能确定。本文尝试对我国数字加密货币的
市场提出以下建议：采取“阶段性管控”模式，不断发展的区块链技术需要灵活的框架，适当
的监管速度和广度是其长期运行的关键因素。
（1）在数字加密货币发展的前期，数字加密货
币风险暴露的过程无法准确的预测，在没有明确的应对风险的监管措施之前，以预防 ICO
诈骗、洗钱、逃税犯罪行为和维护金融稳定方面考虑，可以采取审慎的态度，限制加密市场
的发展。
（2）随着数字加密货币自身规则的不断完善，技术的不断更新，可以考虑放宽对加
密市场的限制，汲取其他国家的监管经验，采取符合本国的监管措施，因为不同的监管政策
则影响国家之间的竞争，宽松的数字加密货币政策会吸引企业的到来，以做到技术发展与风
险防范的平衡，迎合全球发展潮流，吸引企业招商引资，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3）在全球数
字加密货币市场足够成熟后，可以考虑放宽对数字加密货币的监管措施，其自身便可以进行
良性的市场竞争。

五、结论
数字加密货币作为民法意义上一种特殊的“新生物”，有些国家出于预防风险考虑，如
ICO 诈骗、洗钱和逃税，或是金融体系动荡等，采取了禁止性或者限制性监管措施，以法律
形式禁止数字加密货币的合法地位。有些国家看中了数字加密货币的发展潜力，出于吸引资
本，促进经济发展考虑，将数字加密货币属性定位于货币、商品、证券或是其他，制定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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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分析数字加密货币的法律属性是解决关于它一切法律问题的开始，数字
加密货币的法律地位受其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的投资偏好以及风险承受能力、数字加密
货币的交易规模、国民对数字加密货币的认识程度、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待数字加密货币的态
度等因素的影响。59对数字加密货币的定性不同，影响着其法律地位和监管框架。
货币总是和社会发展、政治有着根治蒂固的联系。制度在社会中形成，是社会群体的信
任赋予了货币价值，而货币之所以能赢得社会信任，在于其信任机制的成熟与保障。传统货
币依托国家的政治力量保障金融秩序稳定。数字加密货币能否取得与之一样的地位，在于其
所依托的信任机制是否足够成熟。数字加密货币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货币信任机制无论技
术、内部规则等处在发展前期，出现了许多技术限制和规则障碍，未取得社会群体信任。因
此，当今国家政治保障仍是构建货币信任机制的组成部分，国家的后盾保障力量是市场竞争
的重要筹码，完全的去中心化是理想的乌托邦。也就是说，即使数字加密货币本质同“货币”
一致，仅仅依靠“私体机构”也不可能成为法定货币，数字加密货币虽然产生了自己的“统治
国度”，但是在社会群体和法律方面也依赖于国家、中央银行和其他监管机构的默许。当今
区块链技术不完善的情况下，尤其数字加密货币所依托的区块链技术与国家央行等权威金融
机构结合后，也就是技术规则和法律规则相互互补后，数字加密货币即使本质与货币一致，
更难以与国家创立的“法定数字货币”相杭衡。因此，随着数字加密货币所依托的区块链技术
本身发行机制、共识机制的不断成熟，可能会成为国家法定货币的替代品。或者国家利用区
块链技术形成技术信任和国家信任强强联合的新型货币信任机制，数字加密货币仅靠区块链
的技术信任难以与之抗衡。因此，数字加密货币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区块链技术自身强化与
成熟，并且不可忽视各个国家的政治上的许可以及最终权力问题，以此才可形成构成完整的
信任机制构建。但应明确，一是技术变革是法律变革的源泉，技术可以成为法律的表现形式
之一，承担法律到达不了的死角暗地，技术会改变法律的运作方式，但是不会破坏法律。二
是无论如何，一刀切的禁止性规定无法避免数字加密货币带来的风险与挑战，灵活的货币政
策和恰当的监管措施才是要义。

59

参见漆彤、卓峻帆：《数字加密货币的法律属性与监管框架》，《财经法学》201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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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货币国际法律监管机制提出的前置性研究
萧怡

数字货币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开发的新型货币，数字货币不依靠中心
化的发行机构，它的运行具有一套完全脱离当前货币运行体系的新方式。数字货币根据用户
的共识以维持信用，而不再依靠主权政府的强制背书。针对这样一种依赖全新技术而运行的
新型货币，将监管渗入其从产生到流转的全过程中，对于此类新型货币的安全运行至关重要。
而作为数字货币国际法律监管机制提出的前置性研究，对于数字货币国际法律监管机制
的基本概念进行深入研究乃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中的第一步，是基础中的基础。以下从含
义与特点、意义与价值两方面，针对数字货币国际法律监管机制提出的基础进行分析。

一、 数字货币的国际法律监管机制的含义与特点
准确定义数字货币的国际法律监管机制并精准把握其本质特征，对于该机制的提出与具
体构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数字货币的国际法律监管机制的含义
关于数字货币的国际法律监管机制的含义，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与说法，具体的“数字
货币的国际法律监管机制”的提出与界定也极少。想要对于数字货币的国际法律监管机制的
含义做出解释，首先就要对数字货币及相关概念进行梳理，然后针对数字货币特有的国际法
律监管机制做出定义和说明。
1. 数字货币的含义
目前，对于“数字货币”这一概念，尚无统一的界定。除此之外，还存在不同国家、地
区或国际组织对于数字货币相同或类似概念采用不同称谓的情况，主要有“虚拟货币”、
“加
密货币”
、
“虚拟资产”等。梳理和归纳相关概念间的联系及区别，对于数字货币这一概念的
界定具有重要作用，也是本文选定数字货币及相应机制作为研究的基石。
根据美国国会法律图书馆的全球法律研究中心于 2018 年 6 月发布的《全球加密货币规
则》研究报告，虽然广泛称为“加密货币”的各种形式是相似的，因为它们主要基于具有固
有加密功能的称为区块链的相同类型的去中心化技术，但用于描述它们的术语在不同司法管
辖区间差别很大。一些国家或地区用来引用加密货币的术语包括：数字货币（阿根廷，泰国
和澳大利亚）
，虚拟商品（加拿大，中国，台湾）
，加密代币（德国），支付令牌（瑞士）
，网
络货币（意大利和黎巴嫩）
，电子货币（哥伦比亚和黎巴嫩）以及虚拟资产（洪都拉斯和墨
西哥）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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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密货币
国际清算银行1（BIS）在其于 2020 年 1 月发布的《即将到来——央行数字货币调查的
续集》中对于加密货币（Cryptocurrency）的解释为“没有发行人的分散式数字代币，不代
2
表任何基础资产或负债。
”加密货币行情网站 Coin Market Cap 对于加密货币的定义为“加密
货币是一种使用强大的加密技术来保护金融交易，控制其他单位的创建以及验证资产转移的
数字交换媒体。
”
（2）虚拟资产
3

金融行动特别组 （FATF）在其于 2019 年 6 月发布的《针对虚拟资产和虚拟资产服务提
供商的基于风险的方法的 FATF 指南》中主要采用的称谓为虚拟资产（Virtual Asset），并将
其定义为“价值的数字表示形式，可以进行数字化交易或转移，并可以用于付款或投资目的。
”
（3）虚拟货币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第 16/3 号员工讨论笔记《虚拟货币及其他：初步考虑》中
对于虚拟货币（Virtual Currency）做出如下解释：虚拟货币是价值的数字表示形式，由私人
开发商发行并以其各自的帐户单位计价；作为价值的数字表示，风险投资属于数字货币的更
广泛类别。欧洲中央银行4（ECB）在其于 2015 年 2 月发布的《虚拟货币计划——进一步
分析》中对虚拟货币的定义为“虚拟货币是价值的数字表示，不是由中央银行，信贷机构或
电子货币机构发行的，在某些情况下，虚拟货币可以用作货币的替代品。”
（4）数字货币与相似概念
Coin Market Cap 对于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的定义为“数字货币，也称为电子货

1

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成立于 1930 年，由 62 个中央银行所有，代表着来
自世界各地的国家，这些国家合计约占世界 GDP 的 95％。BIS 的使命是为中央银行追求货币和金融稳定提
供服务，促进这些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充当中央银行的银行。
2
Coin Market Cap 于 2013 年创建，旨在构建一种跟踪不同加密货币的工具。目前该平台上展示大约 5290
种加密货币的价格、数量、以及其他指标数据和 500 多家加密货币交易所信息，是加密货币行业散户投资
人最关注网站之一，业内也一直将 Coin Market Cap 看作是最值得信赖和公允的加密货币价格数据网站。
3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 FATF）是西方七国为专门研
究洗钱的危害、预防洗钱并协调反洗钱国际行动而于 1989 年在巴黎成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目前世界上
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反洗钱和反恐融资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之一。
4
欧洲中央银行（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简称欧洲央行，总部位于德国法兰克福，成立于 1998 年 6
月 1 日，其负责欧盟欧元区的金融及货币政策。是根据 1992 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于 1998 年 7
月 1 日正式成立的，是为了适应欧元发行流通而设立的金融机构，同时也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产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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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5，是仅以数字形式可用的一种货币，允许瞬时交易和无边界所有权转让错误！未定义书
签。。
”国际清算银行在其于 2015 年 11 月发布的《数字货币》报告中对数字货币的解释为
“在大多数情况下，数字货币是资产，其价值由供求关系决定，其概念与黄金等大宗商品相
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指出，数字货币代表价值的数字化表示，且基于电子形式获
取，从而实现存储和交易等多种用途。
结合以上一些国际组织及专业性网站对于数字货币及相关概念的解释，可以看出，数字
货币的内涵是最为广泛的，价值的数字化表示是其本质。数字货币可以是分散的也可以是集
中的，而同样为价值的数字化表示的虚拟货币则更强调其分散性，由此可见，虚拟货币应该
是数字货币的一种，数字货币应该包含虚拟货币。而具体研究中可以发现，在数字货币概念
尚未统一的情况下，国内外学术研究中常常存在将虚拟货币和数字货币概念混用的情况，作
为一个称谓，二者常常可以相互替代。而加密货币作为一种运用密码学原理以保护金融交易，
控制其他单位的创建以及验证资产转移的数字交换媒体，运用分权管理的模式，呈现出较强
的分散性；加密货币应该是虚拟货币的一种，虚拟货币应该包含加密货币。总而言之，数字
货币的外延最广，虚拟货币是一种特殊的数字货币，而加密货币又是一种特殊的虚拟货币。
而不可否认的是，针对区块链、数字货币的研究中，数字货币、虚拟货币、加密货币等概念
常常混用，而且实质内容并不相矛盾；本文统一采用数字货币的称谓，而研究资料却不自缩
于“数字货币”、
“Digital Currency”项下。

图 2.1 数字货币、虚拟货币、加密货币概念关系图
Fig.2.1 Concept diagram of digital currency, virtual currency, and cryptocurrency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5

此处原文为：also known as digital money or electronic money or electronic currenc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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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法律监管机制的含义
针对数字货币的国际法律监管机制，应重点从“监管”、
“法律”、
“国际”三个层面进行
理解。首先，就数字货币的实践情况来看，对于数字货币从产生到运行的各个环节均应介入
不同程度的监管，监管的角度包括科技监管、金融监管、法律监管等多维度。其次，就数字
货币的监管来说，其中的法律监管应当是最为直接和最能体现国家意志的监管方式，法律监
管通过制定综合性的立法、司法、执法方案对于数字货币的运行进行全方位的监管。最后，
基于数字货币的运行特点，其流通常常具有跨国性的特征，因此除了各国针对国内数字货币
的运行进行法律监管，对于数字货币的国际法律监管也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数字货币的国际法律监管机制，是指旨在保障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减少数
字货币涉及的犯罪问题，以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为构建主体，多种法律规范监管模式结合
运用，根据数字货币的特征构建并完善的国际法律监管机制。
（二）数字货币的国际法律监管机制的特点
研究并尝试构建数字货币的国际法律监管机制，应当对相关的基本概念及特征进行基础
研究。通过深入研究数字货币的国际法律监管究竟有何特殊性，可以更好地知道在具体机制
构建与完善过程中有何需求。
1. 国际性
数字货币的国际法律监管机制具有国际性的特点，而该特点与数字货币本身的性质密不
可分。数字货币本身是价值的数字化表达，而数字化的表达本身是没有国界限制的。随着信
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在全球金融化的新时代，数字货币的使用绝不仅限于在
某个主权国家内部，更多的则是伴随贸易在不同司法管辖区域流转。在此背景下，数字货币
国际法律监管机制中的国际性特征成为重中之重。
2. 技术性
数字货币的国际法律监管机制具有技术性的特点，该特点也与数字货币本身的特征密切
相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货币，数字货币作为一种价值的数字化表达，其产生、使用、流
转等各环节，都依赖于信息技术。相应地，无论是从金融角度还是从法律角度，对于数字货
币的监管应当是充满技术性挑战的。理想中对于数字货币的国际法律监管应该是基于对区块
链技术的透彻理解与完全运用。
3. 主体多元性
数字货币的国际法律监管机制具有主体多元性的特点。区别于普通货币，数字货币的去
中心化特征为其发展与运用带来勃勃生机的同时，也为数字货币的国际法律监管带来巨大挑
战。结合当前实践来看，数字货币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法律关系非常复杂，其中涉及的法律关
系主体、法律关系内容也都非常多样与繁复。相应地，在具体的法律监管中，为应对纷繁复
杂的法律关系，国际法律监管的任务也不会仅仅由某个机构或组织独立完成。为更专业、更
精准地完成数字货币的国际法律监管，该监管机制势必呈现出主体多元性的特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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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形式多样性
数字货币的国际法律监管机制具有形式多样性的特点，该特点与其主体多元性的特征密
切相关。面对不同的主体和挑战，不同的监管主体采用不同的形式针对特定的问题进行专业
性的监督管理。正因为数字货币的国际法律监管机制具有形式多样性的特征，这样的监管机
制才能通过不断完善达到完备，形成一个完整的监管有机体。

二、数字货币的国际法律监管机制的意义与价值
数字货币因其去中心化、匿名性、不受地域限制等特征从传统的支付方式中脱颖而出。
而与传统支付方式相比，数字货币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为尤其是跨国交易在内的经济交
易提供了便利。然而，数字货币的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实践中，一些犯罪分子用比特币作为支付工具进行洗钱等犯罪活动，而比特币的持有者
也深陷盗窃等财产犯罪以及金融诈骗等金融犯罪的巨大风险中。除此之外，数字货币的币值
飞速上涨，其价格的波动也给部分投资者的利益带来影响，造成金融市场震荡。数字货币的
尴尬处境，从法律角度来看，是由诸多因素引起：一方面，国内数字货币发展缺乏有利的外
部法律环境，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内部监管机制。
建立并健全数字货币的国际法律监管机制，对于有效控制数字货币涉及的犯罪问题、保
障货币政策和金融的稳定有重要意义。
（一） 有效控制数字货币涉及的犯罪问题
2019 年 6 月 9 日在日本福冈举办的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提到：
“尽管此时加密
资产并没有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威胁，但我们仍应保持警惕，包括与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
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有关的风险。
”事实一再证明，数字货币的跨国性和匿名性使因
其引发的犯罪风险不容忽视。例如，自由储备银行（Liberty Reserve）、丝绸之路网站（Silk
Road）
、西捷国际（Western Express International）等，都是利用数字货币进行跨国犯罪活动
的案例。
在比特币系统和比特币获得迅猛发展后，执法机构开始仔细审查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引
发洗钱、逃税、非法转移资金和非法投资计划行为的可能性。就防范数字货币可能引发犯罪
问题的风险而言，对于数字货币进行法律监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外，基于数字货币的跨
国性，如果仅仅依靠某些国家的政府对数字货币进行法律监管，该种监管的有效性非常有限，
也无法达到真正有效控制数字货币所涉犯罪问题的风险。由此可见，数字货币的国际法律监
管机制可以很好满足数字货币运行的跨国性特征，对于数字货币涉及的犯罪问题起到有效预
防和控制。
（二）保障货币政策和金融的稳定
欧洲中央银行在 2012 年的报告中提出虚拟货币计划可能在价格稳定、金融稳定和支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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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稳定等方面影响中央银行的任务。近年来，在数字货币、区块链的概念被越炒越热的背
景下，比特币受到了投资者们的热捧，币值飙涨。截至 2020 年 9 月 19 日，1 比特币的价
格是 11,095.72 美元，而比特币第一笔交易时的币值仅为 0.0025 美元。由于数字货币的去
中心化特点，数字货币的发行缺乏信用基础，其币值缺乏一定的稳定性。而数字货币币值的
频繁剧烈波动也给金融稳定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面对数字货币“自由而狂野”的价格波动，建立并健全数字货币的国际法律监管机制，
有助于货币政策的保障及金融的稳定。这不仅是为数字货币稳定、安全的运行保驾护航，更
是为数字货币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一个令人信赖的基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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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税对中国数字企业的挑战与应对
崔晓静 陈镜先
（武汉大学法学院，武汉

430072）

摘 要：近年来，跨境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传统的税收分配规则带来了挑战。由于 OECD 和欧盟数字经济税收协
调的进展十分缓慢，为了主导国际税收规则的制定，扩大自身的征税权范围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法国、印度等
国率先开征了数字税，数字税单边措施在全球范围有蔓延之势。现行数字税单边措施并不契合中国的经济战略，涉
嫌违反《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非歧视原则，有违税收中性原则，将加重中国数字企业的税收负担，增加数据安全
风险。中国在短期内不宜开征数字税，而应采取措施帮助中国数字企业消除双重征税，并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税
收规则的谈判。
关键词：数字税；经济战略；非歧视原则；税收中性原则；双重征税

数字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出的一种新经济形态，如今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占据
着重要位置。1在信息革命的浪潮中，中国和美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数字企业，在全球数字经济的竞争中已经占领了制高点。相较而言，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并没有把
握住高科技发展的机遇，错失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良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9 年数字经济报告》指出，从地
理上看，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极不均衡，但没有显示出传统的南北鸿沟，而是一直由一个发达国家（即美国）和一
个发展中国家（即中国）共同领导。这两个国家占据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的 75%，全球物联网支出的 50%，以及全
球公共云计算市场的 75%以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中美占全球 70 个最大数字平台市值的 90%，其中，微软、苹果、
亚马逊、谷歌、脸书、腾讯、阿里巴巴这七个超级平台占据了总市值的三分之二。相比之下，欧洲的份额仅为 4%，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总和仅为 1%。2为了搭上中美经济发展的便车，从数字经济产生的全球利润中分得相应的税收利
益，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和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加强了针对数字企业的税收规制，相继出台了数字税单边
措施。目前，数字税在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从各国现有的立法来看，主要是指各国专门针对年应税收入达到
一定门槛的数字企业开展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在线广告、电子商务等数字业务征收的税收，具体的名称包括数字
服务税或均衡税等。
数字企业作为从事经济活动的微观市场主体，在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创造经济新增长点、增加就业、促进市场
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 年）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正不断扩张，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已成为中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抓手。2019 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 35.8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36.2%；数字经济名义增长 15.6%，高于同期 GDP 名义增速约 7.85 个百分点；数字经济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7.7%。3可见，能否保护并激发数字企业的市场活力，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然
而，在全球税收治理的新格局中，为充分应对跨境数字经济所带来的税收挑战，许多国家纷纷强化了针对数字企业
的税收规制，各国单边的立法将对中美大型的数字企业产生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积极应对国
外数字税对中国数字企业带来的挑战，充分考虑应如何调整和重塑跨境数字经济税收的联结度规则和利润分配规则，
积极参与数字经济税收治理的国际讨论，提出数字经济税收变革的中国方案。为此，本文首先介绍了国外数字税的
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其次分析了现行数字税单边措施的缺陷及其对中国的不利影响，最后结合笔者赴中国相关数
字企业调研的情况，4提出了中国的应对建议。

崔晓静：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镜先：武汉大学 2019 级“1+4”硕博连读资格生。
陈煜波.《势所必然：抓住历史机遇发展数字经济》[N].人民日报，2018 年 06 月 04 日 16 版.
2
参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2019 年数字经济报告》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er2019_overview_ch.pdf. ,2020 年 8
月 7 日。
3
参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 年）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007/P02020070331825663
7020.pdf.，2020 年 8 月 7 日。
4
在中国贸促会的组织下，笔者与阿里巴巴、腾讯、小米等企业进行了交流和访谈，这些企业的意见对本文的写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
启发，笔者在此表示感谢。笔者调研的主要发现如下：
（1）大部分受访企业对数字税持谨慎和消极的态度，认为数字税将影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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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数字税的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
（一）国外数字税的出台背景
近年来，跨境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传统的税收分配规则带来了挑战。根据税收协定传统的常设机构规则，企
业的营业利润原则上仅在其所属的居民国征税，只有企业通过设在来源国的常设机构营业的情况下，来源国才可以
对归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进行征税。但是，在许多数字经济商业模式下，企业可以通过网络等数字方式与另一个
国家的客户远程互动，而无需在该国设立实体存在。数字自动化程度的增加进一步降低了对当地运作实体存在的依
赖程度。许多数字企业还可以通过独立代理人的方式与客户沟通。由于不构成常设机构，这些企业可以在与某国市
场保持一定程度商业联系的同时，而无须就来源于该国的营业利润在当地纳税。5简言之，数字企业具有在没有实体
存在的情况下跨境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加上其对数据的运用，从而能够采用与传统企业根本不同的商业模式。
然而，各国在设计传统的税法制度时，并没有预期到这些新型商业模式的出现。因此，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发展对来
源国的征税权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在全球层面，为了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OECD 自 2013 年以来一直推动各国在多边框架下进行谈判。
2015 年，OECD 发布了 BEPS 第 1 项行动计划的最终报告，分析了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但各国并未就解决方
案达成共识。62018 年，OECD 发布了《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中期报告》，梳理了各国采取的单边税收措施，分析
了应对数字经济税收挑战的短期措施，并对长期解决方案进行了展望。72019 年，OECD 提出了“双支柱”方案，
其中，支柱一旨在通过修改联结度规则和利润分配规则来划分征税权，支柱二旨在解决遗留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
问题。尽管 OECD 力图推动各国在 2020 年达成全面的、基于共识的应对方案，但由于数字经济税收问题的复杂性
及各国之间利益的差异性，目前 OECD 主导下的多边谈判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各国对规则设计的争议很大，
可以预见国际社会在短时间内难以就改革方案达成共识。
在区域层面，欧盟委员会曾于 2018 年提出了两项指令草案。其中，作为长期解决方案的“显著数字化存在”
草案规定，当数字平台提供的数字化服务符合总收入、用户数量或合同数量三个方面的条件之一时，便会构成“显
著数字化存在”。草案还对成员国之间的利润分配规则进行了改变，以更好地反映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价值创造模式。
作为短期方案的“数字服务税”草案则针对全球年收入超过 7.5 亿欧元、欧盟境内年收入超过 5000 万欧元的互联网
企业征收 3%的临时税，应税项目包括销售互联网广告位收入、销售用户数据收入和充当数字中介平台收入。8然而，
由于爱尔兰、丹麦和瑞典等国的反对，上述草案最终未能获得通过，欧盟层面的数字经济税制改革也处于受阻的状
态。
由于 OECD 和欧盟数字经济税收协调的进展十分缓慢，为了主导国际税收规则的制定，扩大自身的征税权范围
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法国、印度等国率先单边开征了数字税。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各国财政压力显著增
大，许多国家进一步提高了征收数字税的意愿，数字税单边措施在全球范围有蔓延之势。
（二）国外数字税的主要内容
从现有的单边措施来看，各国数字税的征税范围不尽相同，主要涉及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在线广告、互联网
内容提供、线上交易平台、电子商务、数据传递和数字接口提供等数字服务。税率从 2%至 7.5%不等。从税基来看，
许多国家的数字税均针对总收入（gross revenues）而非净利润（net profit，即企业的总收入扣除营业费用）征收。
各国的数字税一般都设定了起征点，仅对在全球和本国的应税收入均达到一定数额的纳税人征收。从持续时间来看，
许多国家的数字税均包含日落条款，规定数字税为临时性的措施，将于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后废止。值得注意的是，
很多欧盟成员国的数字税都参考了欧盟委员会数字服务税草案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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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力，不利于鼓励创新创造。
（2）许多受访企业对遵从成本问题较为重视，有的企业表示即使数字经济税收改革是大势所趋，
也希望各国能尽可能确保税制设计的简化和统一，避免给企业带来过高的遵从成本。
（3）有的受访企业表示国外数字税的开征可能
会导致税收争议的增加，需要完善相应的争议解决机制。
（4）许多受访企业除了关注数字经济税收问题，对市场准入问题、数据跨
境流动问题等问题也十分关注。
参见国家税务总局：
《BEPS 第 1 项行动计划——应对数字经济的税收挑战 2015 年最终报告中文版》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
atax/n810219/n810724/c1836574/5083221/files/02289756b0a5414b901b8d0010a8b279.pdf.，2020 年 8 月 7 日。
同上注。
See 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Interim Report 2018[EB/OL].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97892642
93083-en.pdf?expires=1596804321&id=id&accname=guest&checksum=0B83431AC4A7B0AB46A0FA94C79B8C7E. ,7 August 2020.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Digital Taxation: Commission wants all companies to pay fair tax in the EU [EB/OL]. https://ec.europa.
eu/ireland/news/digital-taxation-commission-wants-all-companies-to-pay-fair-tax-in-the-EU_en. ,7 Augus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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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税收
名称

征税范围

法
国

数字
服务
税

西
班
牙

税
率

起征点

特定类型的数字服务：
（1）提供数字交易平台；
（2） 总 收
销售广告和数字数据
入

3%

全球年收入超过 7.5 亿欧元，且在
法国境内应税活动的收入超过
2500 万欧元

数字
服务
税

特定类型的数字服务：
（1）广告服务；
（2）基于广
告目的出售用户数据；
（3）数字中介服务

总 收
入

3%

全球年收入超过 7.5 亿欧元，且在
西班牙境内应税收入至少在 300
万欧元以上

英
国

数字
服务
税

特定类型的数字服务：
（1）社交媒体；
（2）搜索引
擎；
（3）在线市场

总 收
入

2%

全球应税数字服务收入总额超过
5 亿英镑，且在英国提供应税数字
服务的收入总额超过 2500 万英镑

印
度

均衡
税

跨境在线广告

总 收
入

6%

10 万卢比

（1）针对印度居民或通过位于印度的互联网地址
访问广告的客户所进行的广告销售；
（2）出售从印
度居民或使用印度互联网地址的人处所获得的数
据

营 业
额 或
总 收
入

2%

年应税营业额或总收入在 2000 万
卢比以上

在马来西亚向任何消费者提供的数字服务

营 业
额

6%

50 万马来西亚林吉特

马
来
西
亚

数字
服务
税

税基

表 1 部分国家数字税单边措施的主要内容

二、现行数字税单边措施的缺陷及其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数字经济税收问题具有复杂性，因此需要从多个维度评估现行数字税单边措施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笔者认
为，现行数字税单边措施并不契合中国的经济战略，涉嫌违反 WTO《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中的非歧视原则，
有违税收中性原则，将加重中国数字企业的税收负担，增加数据安全风险。
（一）数字税有违中国的经济战略
经济战略是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和重大性的经济发展方略。鉴于数字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具有极其重
要的作用，有必要上升到经济战略的高度对数字税予以分析和评判。早在 2005 年，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加快电
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标志着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92015 年，国务
院发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互联网与各
领域的融合发展具有广阔前景和无限潜力，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正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战略性和全
局性的影响”，提出要鼓励企业抱团出海、发展全球市场应用、增强走出去服务能力。10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
9

参见中国政府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2 号）》
，
http://www.gov.cn/zhuanti/2015-06/13/content_2879020.htm. ，2020 年 8 月 8 日。
10
参见中国政府网：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 号）》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
-07/04/content_10002.htm.，2020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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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指出：“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
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112020 年 7 月，李克强总理在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并全面落实积
极的财政政策，对企业更大规模减税降费让利，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以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催生更多新业态新模
式，培育在更大开放条件下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12简言之，采取积极的财税政策，创造宽松包容的发展环境，
提升数字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中国数字经济战略的重要内容。然而，国外开征数字税的立法目的主要是扩大来源
国对于数字企业征税权的范围，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数字税的开征背后深刻蕴含了数字经济市场国的利益需求，
集中体现了这些国家从数字经济产生的全球利润中分得更多税收利益的迫切愿望。可见，数字税单边措施不仅不契
合中国的经济战略，还将对中国当前的政策走向带来挑战，势必削弱国家宏观调控效应，不利于中国数字经济的长
远发展。
（二）数字税涉嫌违反 GATS 中的非歧视原则
数字税不仅是国际税法领域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 WTO 法的问题。根据 GATS 第 1 条，该协定适用于各成员
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服务贸易包括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存在四种模式。数字企业主要通过跨
境提供或商业存在的方式提供服务，数字税措施将对相关数字贸易产生影响，因此属于 GATS 的调整范围。GATS
中的非歧视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
就最惠国待遇而言，GATS 第 2 条第 1 款规定：
“关于本协定涵盖的任何措施，每一成员对于任何其他成员的服
务和服务提供者，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不低于其给予任何其他国家同类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在 EC-Bananas
III 案中，WTO 上诉机构指出，该条既包括法律上的歧视，也包括事实上的歧视。 13由于数字税征税对象和起征点
的规定，事实上主要是美国等少数国家的企业负有纳税义务，并非所有其他 WTO 成员的数字企业都要缴纳数字税，
从而涉嫌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
就国民待遇而言，GATS 的国民待遇仅适用于 WTO 成员作出具体承诺的部门。GATS 第 17 条第 1 款规定：
“对
于列入减让表的部门，在遵守其中所列任何条件和资格的前提下，每一成员在影响服务提供的所有措施方面给予任
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其给予本国同类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在某一 WTO 成员已
就相关数字服务作出了国民待遇具体承诺的情况下，如果由于数字税起征点的规定，事实上主要是外国数字企业而
非本国数字企业负有纳税义务，则涉嫌违反国民待遇原则。
同时，数字税也不符合 GATS 一般例外的相关规定。GATS 第 14 条规定，在此类措施的实施不在情形类似的国
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服务贸易的变相限制的前提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
何成员采取或实施以下措施：其中，第 5 项规定，与第 2 条（最惠国待遇）不一致的措施，只要待遇方面的差别是
约束该成员的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或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或安排中关于避免双重征税的规定的结果。很显然，数字税
属于单边税收措施，差别待遇并非基于税收协定中的规定，因此不符合这一例外情形。此外，第 4 项规定，与第 17
条（国民待遇）不一致的措施，只要待遇方面的差别旨在保证对其他成员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公平或有效地课征或
收取直接税。然而，数字税在性质上是否属于直接税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争议，即使其符合第 4 项的情形，也还需要
同时符合第 14 条序言的要求，即措施不能在情形类似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服务贸易
的变相限制，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虽然从目前来看，受到数字税影响的主要是美国企业，中国只有阿里巴巴等少数企业会受到影响，14但从长远
来看，随着中国数字企业海外投资的扩张，或者数字税起征点的降低，未来中国数字企业也可能面临与美国企业相
似的处境，因受到数字税的歧视性效应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11

12

13
14

参见中国政府网：
《政府工作报告——2020 年 5 月 22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 http://www.gov.cn/premier/2
020-05/29/content_5516072.htm.，2020 年 8 月 8 日。
参见新华网：
《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强调 增强政策实施时效 加大改革开放力度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稳住经
济基本盘 韩正出席》，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7/13/c_1126232937.htm.，2020 年 8 月 8 日。
See Appellate Body Report, EC – Bananas III (1997), para. 234.
以法国的数字服务税为例，根据美国的 301 调查报告，在 27 个可能受到数字服务税影响的企业集团中，有 17 个是美国企业（约占
三分之二）
，中国只有阿里巴巴 1 家企业会受到影响。Se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France’s Digital Services Tax [EB/OL].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Report_On_France%27s_Digital_Services_Tax.pdf. ，8 Augus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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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税有违税收中性原则
税收中性原则要求国家在税制上客观中立，无差别地对待各种经济行为，不扭曲市场主体的选择。15虽然完全
的税收中性原则只是一种理论构想，但其对税制的建构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6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带来
的新的商业模式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税收制度的改革不应以损害或扭曲数字经济发展为代价。17现行数字税单
边措施首先对数字经济与传统的实体经济进行了机械的切割。即使在数字经济内部，不同国家的数字税所针对的具
体业务类型也不尽相同。这种具有任意性和武断性的税制设计将给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带来不合理的税收差别待遇，
对市场资源配置造成扭曲影响。目前，中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的发展。数
字税仅针对数字企业开征，将直接增加数字企业的税收成本，对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产生阻碍和抑制的歧视性后果，
吞噬中国数字企业通过研发所产生的丰厚的经济红利，从而影响中国数字企业的竞争力和积极性。
（四）数字税将加重中国数字企业的税收负担
作为一类新的税收单边措施，数字税无疑将加重中国数字企业的税收负担和合规成本，进而对其国际竞争力产
生负面影响。阿里集团在其 2019 年年报中便明确指出：
“适用于我们业务的跨境电子商务税法将影响我们的许多业
务，增加我们的合规成本，并使我们面临其他风险。如果未能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我们扩展国际业务的能力将受
到负面影响，我们的经营、财务状况和运营结果也会受到实质性的不利影响。”18
首先，从税基来看，现有的数字税大多针对企业的总收入而非净利润征收，其粗糙的制度设计将对数字企业造
成不合理的税负。美国针对法国数字服务税的 301 调查报告指出，这一做法并不符合国际税法的通行惯例，即企业
税通常应以所得而非总收入作为税基。数字服务税实际上在现有的企业所得税基础上又施加了额外的税负，因而造
成了双重征税，即纳税人须就其“总收入”缴纳数字服务税，同时还须就其“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相较
于企业所得税，数字服务税还对未盈利或利润率低的企业施加了过高的税收负担，因为企业所得税适用于企业的净
利润，如果企业未盈利，则无须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数字服务税针对的是企业的总收入，这就意味着无论企业是否
盈利都需要缴纳税款。19
其次，由于数字税属于单边措施，并且在税种性质上存在争议，数字企业在来源国缴纳了数字税后，往往难以
回到居民国获得抵免，容易导致国际双重征税问题。如果认定数字税为间接税，非居民企业在其居民国便不能就其
在境外缴纳的数字税主张所得税抵免。当然，如果居民国认为数字税是所得税性质，并同意给本国居民企业抵免以
消除双重征税，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20然而，由于数字税本身就违反了税收协定现有的征税权划分规则，实际
上对来源国的征税权进行了单边的扩张，极易引发来源国与居民国之间的争议。倘若居民国认为企业缴纳的数字税
不符合税收协定的规定，不同意给予抵免，数字企业便仍将面临国际双重征税的后果。
最后，各国单边开征的数字税存在制度差异，征税对象、税基、税率、起征点和扣除规则等并不一致，数字税
的征收也需要纳税人准备和提供大量的纳税申报资料，从而极大地增加了中国数字企业的税收遵从成本，不利于营
造稳定、一致和可预期的税收营商环境。
（五）数字税将增加数据安全风险
信息对于税收征管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税的顺利开征离不开税收信息的获取、存储、传输与分析。根据现行数
字税的规定，征税国为了判定数字企业是否满足数字税的征税要素，需要审查企业从该国获得的收入、拥有用户的
数量以及签订商业合同的数量等因素，而这些问题的判定需要数字企业提供相关涉税信息，从而或将带来涉税信息
泄露等问题。2019 年，保加利亚爆出史上最大涉税信息泄露案，几乎所有保加利亚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安全都受到了
威胁，从而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税收透明时代涉税信息安全性的担忧。21数字税的开征将涉及海量涉税数据的跨国传
15
16
17
18

19

20
21

参见班天可：
《增值税中性原则与民事制度》，
《法学研究》2020 年第 4 期。
参见陈金池：
《正确认识税收中性原则》，
《现代经济探讨》2006 年第 5 期。
卢艺：
《数字服务税：理论、政策与分析》，
《税务研究》2019 年第 6 期。
See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Annual Report Pursuant to Section 13 or 15(D)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March 31, 2020 [EB/OL]. https://otp.investis.com/clients/us/alibaba/SEC/sec-show.aspx?FilingId=14266295&Cik
=0001577552&Type=PDF&hasPdf=1. ，8 August 2020.
Se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France’s Digital Services Tax [EB/OL]. https://ustr.gov
/sites/default/files/Report_On_France%27s_Digital_Services_Tax.pdf. ，8 August 2020.
参见张智勇：
《数字服务税：正当的课税抑或服务贸易的壁垒？》，
《国际税收》2020 年第 4 期。
参见中国税网：
《保加利亚爆出史上最大涉税信息泄露案》，http://www.ctaxnews.com.cn/2019-09/10/content_954725.html.，2020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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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与多国存储，由此引发的数据安全风险值得重视，特别是在一些数据保护法律缺失、数据安全技术薄弱的发展中
国家，纳税人信息往往面临着更大的泄露风险。

三、中国的应对建议
考虑到现行数字税单边措施的缺陷及其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中国在短期内不宜开征数字税，而应采取措施帮助
中国数字企业消除双重征税，并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税收规则的谈判，以大力推动中国数字经济战略的有效实施，
切实维护中国数字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中国在短期内不宜开征数字税
如前所述，国外的数字税单边措施具有诸多缺陷，并且对中国具有不利影响。就中国的数字经济市场而言，目
前中国数字企业在中国市场占据了主要的市场份额，外国数字企业的市场影响力总体有限，因而中国也没有必要开
征数字税。一方面，由于中国在互联网领域仍然存在市场管制，谷歌、MSN、Facebook 等外国数字企业无法在中国
开展业务，中国的用户自然需要本土的替代品。互联网管制除了针对有害信息进行封堵外，在客观上也对中国数字
企业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给中国本土数字企业的发展赢得了时间。另一方面，中国数字企业普遍遵循“先借鉴，
再创新”的成长路径，由复制国外互联网的领先模式逐渐转变至微创新与本土化，从而能够更加适应中国人的需求
和中国市场的竞争环境。以搜索引擎市场为例，截至 2020 年 7 月，百度搜索（69.55%）、搜狗搜索（16.84%）、好
搜搜索（4.19%）、神马搜索（2.72%）共占据了 93.3%的中国市场份额，谷歌搜索和必应搜索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分
别仅占 3.76%和 2.8%。22又如，2017 年中国 B2C 网络零售市场中，天猫（52.73%）、京东（32.5%）、唯品会（3.25%）、
苏宁易购（3.17%）、拼多多（2.5%）、国美在线（1.65%）、当当（0.46%）共占据了 96.26%的份额，亚马逊中国的
份额仅为 0.8%。23在此种情况下，中国若开征数字税，实际上主要针对的是本土的数字企业，而对外国数字企业的
影响有限。然而，对本土数字企业征税，并不符合中国鼓励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不利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
展，促进数字经济健康成长。同时，由此增加的税负最终也很有可能会转嫁给中国的消费者，因为很多大型数字公
司向消费者提供了免费的业务，如邮箱、聊天、免费视频等，这些免费业务往往通过广告收入进行弥补，而一旦征
收数字税，大型数字公司的免费业务必然会受到数字税的冲击，并最终影响相关数字产品的价格。24因此，中国在
短期内不宜盲目跟随其他国家开征数字税。
（二）中国应当采取措施帮助中国数字企业消除双重征税
目前，数字经济已经进入了中美争霸的时代，中国数字企业的数量、规模仅次于美国，但差距仍然显著，仍然
处于努力追赶的阶段。同时，中美两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数字鸿沟日趋明显，市场加速集中，全球
前十大数字企业由中美独霸，其中美国六家，中国四家，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市值越来越高。相对而言，其他国家
的数字经济表现略显黯淡，与中美之间的差异越拉越大。从投资意愿看，由于国内的互联网用户已经接近饱和，市
场挖掘较为充分，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对外扩张也成为中国数字企业的必然选择。由于欧美市场较为成熟，向东南
亚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扩张就成为这些数字企业海外投资的必然选择。阿里巴巴、华为、中兴、烽火、小米和美图
等一大批企业都已经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投资。25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当密切关注中国数字企业投资目
的地国的数字税开征情况，积极组织双边税收协定的谈判，将来源国新开征的数字税纳入到税收协定的规制范围，
让纳税人可以享受税收协定的抵免优惠，从而消除双重征税。如果不能达成一致，中国可以考虑通过国内税法中的
抵免法来单方面消除双重征税，从而维护中国数字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
（三）中国应当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税收规则的谈判
在全球数字经济格局中，虽然中美两国在地位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两个国家在应对策略上却具有明显的差
异性。很显然，美国退出 OECD 多边谈判，对开征数字税的国家发起 301 调查，并威胁开征报复性关税的做法将会
加剧国际经贸摩擦，并不能为中国所借鉴。无论是数字税单边措施还是美国的 301 调查，在客观上都承认和鼓励了
22

23

24
25

See Statcounter, Search Engine Market Share in China - July 2020 [EB/OL].
https://gs.statcounter.com/search-engine-market-share/all/china/2019. ，8 August 2020.
参见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2017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
，http://www.100ec.cn/zt/17market_data_report/.，2020 年 8 月 8
日。
参见邓小俊、郑雷. 数字经济时代欧盟数字服务税改革动向及我国应对[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06).
参见人民网：
《中国数字经济之光闪耀一带一路》，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816/c40531-30232650.html. ，2020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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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边行动，使获得多边一致行动方案变得更加困难，增加了国际税制规则重塑进程的不确定性。面对国家税收利益
的重新分配，不可能存在绝对利己的方案选项，而是需要在让步与权衡中顾及整体利益与己方利益的再平衡。 26可
见，在数字经济税制改革中，中国应当坚持一致性原则，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税收规则的谈判，推动各国在协调
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具体而言，数字经济税改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应当符合“增长友好型”的国际税收理念。税收对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的发展应当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
非消极的抑制作用。税制的构建应进一步促进创新，对新技术、新应用、新商业模式包容审慎监管，做大做强中国
数字经济。
二是应当坚持税收公平原则，确保税收利益在各国之间的公平合理分配。目前，OECD 支柱一将跨国公司的利
润分为常规利润和剩余利润两个部分。对于常规利润和剩余利润的一部分，在现有规则下将征税权分配给功能和经
济活动发生地；而剩余利润的另一部分，将按照公式分配法分配给市场国。按照这一方法，各国都有强烈动机去对
公式中的权重进行设计，以使本国税收利益最大化。27笔者认为，全球价值链包括设计、研发、生产、营销、交货、
消费、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即便肯定用户参与能够创造价值，其也只不过是整个价值链的一个环节。同时，用户
数据本身对于价值创造的贡献也是有限的，用户数据只有得到企业的充分挖掘、分析和利用才能最终实现其价值，
而这一过程显然离不开企业的算法技术与劳动。因此，在进行公式权重的设计时，不宜高估用户参与对于价值创造
的作用，赋予市场国过高的权重。
三是税制应当具有协调性、清晰性和可操作性，避免差异、模糊和复杂的税制设计给纳税人带来过高的遵从成
本。现有的数字税单边措施不仅没有简化当前的税收制度，反而使其更加复杂与多变。这将破坏国家之间原有的税
收协定网络，而原有税制缺陷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28各国在 OECD 主导下达成的共识性成果本身应当科学和简明，
与现有的国际税收体系相协调和衔接。
四是应当考虑各国就 OECD 数字经济税改方案达成共识后，共识性的成果在税收协定层面和各国国内税法中应
当如何落实和转化的问题。目前，OECD 提出的双支柱方案仍然停留在宏观层面，许多制度的细节尚不明确。如何
将宏观的改革方案细化为具体的制度设计，并通过税收条约和国内税法的法律条文予以落实，将最终决定数字经济
税改的成效。以 BEPS 行动计划为例，
《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
（以下简称
《BEPS 多边公约》
）则旨在通过多边条约对现行双边税收协定进行修订，以确保 BEPS 项目中与税收协定有关的各
项措施能够得到快速实施，从而避免对全球 3000 多个协定进行逐一修订，这一多边工具巧妙和高效地实现了 BEPS
成果在税收协定层面的落实，无疑是具有创新性的突破之举。然而，由于税收主权对于各国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和敏
感性，为了确保公约在短时间内获得多个国家的签署，
《BEPS 多边公约》又允许缔约国对协定的部分条款提出保留。
这些保留在确保公约灵活性的同时，实际上也造成了不同税收协定对于 BEPS 成果转化落实的差异性。29此外，BEPS
成果在各国国内税法中的转化落实也存在差别。从长远来看，这些差异在实践中极有可能导致税收争端的增加，带
来许多不确定性。因此，OECD 数字经济税改方案的落实方式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五是数字经济税制的改革在实践中必将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引发纳税人和税务机关之间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税
收争端，因此应当建立配套的政策沟通和争端解决机制，确保税收争端能够得到高效解决。
此外，还应当认识到，税收问题只是数字经济带来的一个方面的问题，中国在考虑数字经济税收问题时，应当
将其与数据的跨境流动、数字产业的市场准入等问题进行统筹考虑，全面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例如，中国除了参
与数字经济税收谈判，还应当积极参与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的建构，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支持数据自由流动，
并严格规范政府获取数据。数据流动规则未来将成为类似货物贸易规则、服务贸易规则等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目
前 CPTPP 协定、美墨加协定等国际经贸协定均涉及此类规则，中国应积极参与此类国际规则制定，抢占规则主导
权，切实维护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引领地位。又如，美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滥用国家力量打压遏制中国
高科技企业，威胁将 Tiktok、微信、阿里巴巴和百度等中国应用从应用商店下架，实质上是要维护自身的高科技垄
断地位，这完全违背市场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30此种行径对中国数字企业产生
的不利后果远远超过数字税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企业的生死存亡，因而更加引发企业的关切。面对这些明显
26
27
28
29
30

参见励贺林，姚丽：
《法国数字服务税与美国“301 调查”：经济数字化挑战下国家税收利益的博弈》
，《财政科学》2019 年第 7 期。
参见何杨：
《经济数字化背景下的国际税收变革：理论框架与影响分析》，
《国际税收》2020 年第 5 期。
参见廖益新，宫廷：
《英国数字服务税：规则分析与制度反思》，
《税务研究》2019 年第 5 期。
See Chen Jingxian.“Tax Treati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sia-Pacific Tax Bulletin, 2019(5).
参见外交部：
《2020 年 8 月 6 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804479.shtml.,20
20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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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歧视性措施，中国应当采取有力的反制措施，必要时诉诸 WTO 争端解决机构，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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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字化背景下跨境营业利润征税规则改革的困境与解
决思路
——一种基于博弈论视角的分析
王劲杨

摘 要：现行的跨境营业利润征税规则无法适应经济数字化的时代，使得国际社会就改革提
出了各种方案，主要有经合组织主导的多边改革路径和各国单边改革路径。本文运用国际关
系理论中的博弈论方法，将当前的改革归纳为劝说博弈与囚徒困境博弈。通过分析两种博弈
类型下达成合作的难度，提出多边改革应参考单边税收措施的相关机制，使两种改革带来的
收益趋同从而促进合作。各国也应就单边税收措施相互之间以及与双边税收协定间的关系进
行提前协调，以避免国际税收秩序的混乱。
关键词：博弈论；经济数字化；统一方法；数字服务税

目录：
一、策略选择：进行中的两种改革路径
（一）经合组织推出的多边改革路径
（二）各国国内法层面的单边改革路径
二、博弈论分析：跨境营业利润征税规则改革的合作困境
（一）收益偏好假设理论
（二）跨境营业利润征税规则创设与改革的博弈类型
1、创设常设机构规则背景下的博弈类型
2、经济数字化背景下跨境营业利润征税规则改革的博弈类型
三、解决博弈困境：跨境营业利润征税规则多边合作的推进思路
（一）
《统一方法》改进方向：与单边税收措施的收益趋同
（二）单边税收措施改进方向：提前进行重复博弈
四、我国在博弈中的立场：力求国际合作，防范单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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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字化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也冲击着基于传统双边税收协定框架上的
各国税收利益。改革的呼声从未停歇过，改革的方案也层出不穷。时隔百年，对国际税收规
则的博弈烽烟再起，而各国也会根据自身的税收利益来对可能的方案进行选择。国际关系学
中对于国家如何基于自身利益作出相应的行为已有长久的研究，对国际法的发展也有相当的
1
影响，而国际法本质上也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本文将会简要归纳目前国际
社会中关于经济数字化时代跨境营业利润征税规则的各项改革路径，以对常设机构规则的改
革和各国的单边税收措施为主要分析对象，并从博弈论的方法出发，解释当前国际税收规则
改革中各国的行为偏好，以及各项改革方案落地实施的难度与优势。

一、策略选择：进行中的跨境营业利润征税规则改革
对于如何分配跨境营业利润的税收管辖权问题，国际社会在百年前就已经达成了一致方
案。在现存生效的各双边税收协定中，跨境营业利润的税收管辖权主要归属于非居民企业居
民国，同时以常设机构规则为例外，将可归属于设立在当地的常设机构的利润分配给利润来
源国征税。这种常设机构规则已经广泛存在在国际社会中现存的双边税收协定之中。然而，
传统跨境贸易往往是“实体”的，需要在市场地设立实体场所或代理人；在数字经济时代，
跨境贸易可以是“虚拟”的，企业通过网络实现交易，无需去往市场地设立实体场所或代理
人，货物可通过物流送抵买家手中，而数字商品或服务则只需数据传输，更无实体性质。显
然，传统的常设机构规则无法解决市场地对经济数字化时代跨境营业利润的征税需求，带来
了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现象（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下称 BEPS）
。因此国际社
会对改革常设机构规则的尝试层出不穷。当前，国际社会主要有两种改革路径，一是以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下称经合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开展的多边合作改革路径，二是各国以
国内法形式推出的单边改革路径。
（一）经合组织提出的多边改革路径
经合组织十分重视常设机构规则在经济数字化时代的局限性和长久以来各国对数字经
济领域的税收需求，其代表着国际社会在改革国际税收规则上的合作力量。自 2013 年以来，
经合组织提出了包括 BEPS 行动计划、
《BEPS 项目公开咨询文件：应对经济数字化的税收挑
战》（下称《公开咨询文件》）、《公开咨询文件：秘书处提案——支柱一下的“统一方法”》
（下称《统一方法》
）以及其他相应论证性文件等。
尽管 BEPS 行动计划十分重视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并对常设机构规则提出了若干
2
具体的扩大适用改革方案， 但仍然无法满足各国的税收需求；在详细论述了新型商业模式
的价值创造模型之后，经合组织在《公开咨询文件》中对常设机构规则提出了三种具体的改
革方案，即“用户参与”、
“营销型无形资产”和“显著经济存在”，3虽然各项方案侧重点不
同，尤其是前两种方案特别针对数字经济跨国企业适用，但它们皆体现了市场地对跨境营业
利润的价值贡献，表明经合组织保障市场地税收利益的改革方向。
《统一方法》则结合了《公
开咨询文件》中三种方案的特点，提出的新方案致力于更广泛的适用范围，即“面向消费者”
的企业（consumer-facing businesses）
，对于这些企业，该方案设立了一个基于销售的新的课

1

刘志云：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研究的互动方式分析》
，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 4 期，
第 5 页。
2
详见 OECD. 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ction 1: 2015 Final Report [EB/OL].
（2015-10-09）[2018-12-01].http://www.chinatax.gov.cn/download/2015g20/1.pdf.
3
具体介绍与分析可参考朱炎生：《经合组织数字经济税收规则最新提案国家间利益博弈分析》，《国际
税收》201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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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连接点，采用一定的适用门槛限制，即企业从市场所在国获取的销售额作为企业是否在市
场所在国有持续性显著的经济活动，从而作为协定中的新条款；为匹配该新的征税权分配规
则，方案在现行的转让定价规则之上补充了以公式为基础的利润分配规则，主张以“三层机
制”（three-tier mechanism）作为实施手段，即金额 A（通过条约确定跨国企业的核定剩余
利润，并在符合新的征税权分配规则的条件下，以销售为基础的公式计算出归属于市场所在
国征税权范围的金额）、金额 B（在市场所在国的有形实体经济活动，如营销等，所产生的
利润适用一个固定的金额）和金额 C（针对提案中一切因素所产生的争议预防与解决机制）
。
4
可以看出，由于是对常设机构规则的改革，因此经合组织的方案着重于直接税的改革。
尽管改革方案越来越具体，但仍有很多细节需要国际社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来论证和敲定，
特别是《统一方法》中三层机制的每一项金额都将会引起广泛的争论。例如，是否要设立一
个专门的税收强制仲裁机制就难以取得广泛共识。5此外，经合组织的评估也显示《统一方
法》所能带来的税收增加也是极少的。6值得提出的是，经合组织的改革方案即使最终确定，
也并不必然地成为约束各国征税行为的强行国际法，仍然需要纳入到各国相互之间的双边税
收协定或安排或《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 BEPS 的多边公约》
（下称《多边公约》
）之
中，此外，由于税收协定或多边公约并不创设征税权而只是分配征税权，7因此各国有可能
还需要在国内法层面针对协定中的新增条款提前做立法准备。
（二）各国国内法层面的单边改革路径
由于国际社会的改革举步维艰，很多国家或实体都已经提出甚至通过了针对跨境数字经
济企业的单边税收措施。与经合组织的改革方案不同，这些单边税收措施不仅包含了间接税
措施，也包含了直接税措施。
以欧盟、法国、英国、印度等为代表的间接税措施具有对数字经济企业很强的针对性，
而它们的名称往往也带有“数字化”特征，例如欧盟、法国与英国推出的提案称之为“数字
服务税”
（Digital Service Tax）；而印度的立法则称为“衡平税”
（Equalization Levy），主要
针对的对象是在线广告和类似服务的支付价格。以英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直接税措施则侧
重于企业的转让定价活动，一般称为“转移利润税”
（Diverted Profits Tax）
，主要是针对非
居民企业规避在当地设立常设机构，或关联企业运用缺乏经济实质的实体或安排，从而向低
税率管辖区转移利润的行为。除此之外，欧盟还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常设机构规则——“显著
数字存在”，以收入因素、用户数量或达成的商业合同数量为征税联结，对提供数字化服务
的非居民企业的利润征税。
单边税收措施的优势在于避免修订双边税收协定中常设机构规则，从而避免了前述多边
改革方案中谈判所需要的大量谈判成本，但其正当性仍然存在争议，其对非居民数字经济企
8
业的指向性和加重其税收负担、影响国际贸易的效果也是显著的。 显然，采取或打算采取
单边税收措施的国家或实体认为维护其自身的税收利益更为重要一些，或是因为它们对国际
4

OECD. Public Consultation Document: Secretariat Proposal for a “Unified Approach” under Pillar One,
Oct. 2019 [EB/OL]. (2019-10-9) [2019-10-9]. https://www.oecd.org/tax/beps/public-consultation-document-sec
retariat-proposalunified-approach-pillar-one.pdf.
5
详见廖益新，冯小川. 强制性仲裁并非解决国际税收争议问题的灵丹妙药[J]. 税务研究.2020 年,第 2
期.
6
VasiliskiAgianni. OECD releases preliminary results of economic and impact assessment analysis on two
-pillar proposal towards taxing digital economy[EB/OL] .(2020-02-14)[2020-02-20].https://research.ibfd.org/#/
doc?url=/document/tns_2020-02-14_o2_1.
7
廖益新：《国际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 60 页。
8
张智勇：
《数字服务税：正当的课税抑或服务贸易的壁垒》
，
《国际税收》202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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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多边解决方案的达成并不抱太大希望，亦或是作为自己进行多边谈判的筹码。事实上，
尽管新的单边税收措施层出不穷，但框架大多雷同，且现已生效的并不多，大多数措施仍在
提案审议阶段，而更多的国家还在观望，尚未采取具体的行动。

二、博弈论分析：跨境营业利润征税规则改革的合作困境
（一）运用博弈论分析跨境营业利润征税规则改革的理论前提
博弈论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常用的分析方法，旨在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分析各国作为理
性参与者在一定的环境条件和规则下，选择一定的行为或策略以获胜或使收益最大化的情况。
9
博弈的形式多样多变，但基本的形式主要分为体现相对收益的“零和博弈”与体现绝对收
益的“非零和博弈”两种。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当博弈各方考虑相对
10
收益时，即自己所得是否多于别国所获或存在不平等的利益分配时，双方少有合作余地； 而
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认为，各国主要考虑绝对收益，即更在意自身收益的多寡，双方既可能
采取合作策略，也可能放弃合作。同时，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认为，前者更适用于军事或国
11
家安全等“高级政治”领域，而后者则更能体现经济、环保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博弈。
税收是国家的重要利益之一，而税收管辖权则是国家在实现税收利益时的重要法律保障。
因此在各国决定采用何种策略时，必然会考虑税收利益中的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问题。显然，
税收规则的创设与改革属于经济领域，理论上会更符合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论述，即各国
会更注重绝对收益，并通过重复博弈促进国际合作的可能。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新现实主义
学派认为，即使国际合作可以带来绝对收益，现实中往往也存在各种因素使得各国“不患寡
而患不均”，在相对收益问题上产生僵局，导致合作难以展开。这在税收规则创设和改革领
域尤其如此，因为一家从事跨境贸易的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毕竟只有一份总的利润，即税基
只有一个。若将利润的一部分分配给来源国征税，那么势必会使得居民国所分配到的税基减
少。而税收管辖权的分配是否公平，能否适应新的商业模式也一直是近年来国际社会争论的
焦点。因此，在运用博弈论分析税收规则改革时应主要假设各国偏好绝对收益，同时要兼顾
其他可能导致各国偏好相对收益的情况。
（二）跨境营业利润征税规则创设与改革的博弈类型
1． 创设常设机构规则背景下的博弈类型
在常设机构规则创设支出，占据主导地位的往往是有能力对外投资的“强国”
，它们可
以是从事跨境营业活动企业的居民国，也可能成为利润的来源国，并不是单纯的资本纯输入
国或输出国，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投资在量体规模上趋近，因此它们需要通过避免双重征税
的安排，限制单方独自的课税，从而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促进经贸和资本往来以振兴自身
12
的经济。这种解决“共同利益困境”的博弈就是协作博弈或囚徒困境博弈。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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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世雄：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第 289 页。
肯尼斯·华尔兹（著）
，信强译，
《国际政治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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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崇利：
《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原理》
，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2016 年 9 月刊，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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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研究得最为透彻的协作博弈。多数国家通过双边协议来同意
国际法的实施，而同时要求对方也有同样的协议。他们一般会考虑特定国家而非具体的国际
法规范，并相信对方也会遵守。将国际法解释为各种相互重叠的双边协议让囚徒困境模型成
13
为一个可行的模型。 在对方采取不合作策略的情况下，一方的合作只会减少自己的收益，
这样的博弈往往会以理性的行动产生最糟糕的后果，即双方都采取不合作，导致双方的收益
都最低。研究显示，在一次性博弈中，由于各方在决策时只需要考虑当下的利益，通常不能
期待他们考虑对双方都有利的情况；通过多次或重复博弈，参与者可以通过观察对方所采取
的策略和博弈的结果而获得某种信息，通过信息的传递，使双方更关心博弈重复进行后的总
体效果或平均收益，并通过以协议的方式确定惩罚机制来避免一方的背弃，在这样的情况下
14
就可以达成合作。
显然，常设机构规则的创设就是一种重复博弈。回溯常设机构规则的创设历程，并不是
一蹴而就的。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各国相互之间就已经存在着一些关于跨境营业
利润的征税权分配规则。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由国际联盟开始主导消除跨境营业利
润双重征税的规则，经过 1923 年“经济学家报告”、1925 年“技术专家报告”、1927 年《避
免对所得双重征税协定草案》、1943 年墨西哥税收协定范本草案、1946 年伦敦税收协定范本
草案，确定了常设机构规则的理论基础和规则框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合组织开始
接手相关规则的制定，并于 1977 年发布了《经合组织关于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几乎
与此同时，联合国于 1979 年也发布了《联合国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避免双重征税
的协定范本》。15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的两个范本对各国双边税收协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时至今日两个组织仍不断地对常设机构规则进行完善。可以看出，在各国偏好绝对收益的税
收领域，无论是在国际组织的主导下还是各国相互之间税收协定的谈判，都在对常设机构规
则的设立进行着重复博弈，从而避免了彼此一起走向相互背弃的局面，达到采用常设机构规
则的均衡。
然而囚徒困境博弈的假设前提是双方的收益是对称的。在现实中，作为资本净输入国的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常设机构规则中所能获得的税收利益显然要弱于发达国家。因此，尽管发
达国家之间可以基于对绝对收益的偏好在囚徒困境博弈中取得合作，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常
设机构规则限制了他们的税收管辖权。在常设机构规则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当然希望跨
境营业利润税收管辖权不受常设机构规则的限制，优先属于利润来源国，但最终也因为发达
国家的谈判实力较强，使得发展中国家被“牵着鼻子走”，只能在常设机构规则的适用范围
上进行讨价还价。例如，联合国协定范本中对可归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范围要大于经合组织
协定范本。在这样实力和收益都不对称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另一种博弈类型，即劝说型博弈。
0

1 B

13

Jens David Ohlin. Nash Equilibrium and International Law[J].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2,
Vol. 23, No. 4. 第 917 页.
14
倪世雄：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293 页。
15
详见朱炎生：
《国际税收协定中常设机构概念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
，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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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劝说博弈中，
“强国”A 为了推行某种制度，避免其他国家 B 基于相对收益或绝对收
益的偏好选择背弃，需要通过“劝说”的形式迫使后者加入该制度。这样的“劝说”可以是
“大棒”也可以是“胡萝卜”。在常设机构规则创设的背景下，发达国家通过其自身较强的
综合实力，以及其他国家被迫“搭便车”的心态，较为成功地促成了合作。
2．经济数字化背景下跨境营业利润征税规则改革的博弈类型
国际社会的合作力量希望模仿百年前建构国际税收规则的形式，在跨境营业利润征税规
则的改革上取得广泛共识。然而，就现状来看，各国在经济数字化中地位与百年前实体经济
中的地位截然不同。正如美国白宫发言人贾德·迪尔针对法国的数字服务税所说：“法国的
‘单边措施’似乎针对创新型美国科技企业”
。16无论是经合组织的《统一方法》亦或是各
国的单边税收措施，无论它们是否在提案或立法中确有所指，其征税“门槛”的设定（一般
要求有大量交易额或销售额）所指向的必然是从事跨境数字化产品和服务贸易的大型数字经
17
济企业，而这一类企业大多都是美国企业。
为了分析方便，本文将模仿现行国际税收规则理论中的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概念，出于
各国数字经济企业的强弱，将美国认定为数字贸易输出国，将其他国家认定为数字贸易输入
国，因此对于策略选择的博弈就在二者以及数字贸易输入国之间展开。值得提出的是，即使
是美国这样的数字贸易输出国，也面临着某些企业通过税收筹划的方式逃避国内企业所得税
的困境。为应对这样的困境，美国自己也推出了单边税收措施，例如“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
18
入”和“税基侵蚀和泛滥用税”制度， 也要对跨境数字经济企业的利润进行征税。这体现
出了数字贸易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对税基的激烈竞争。
（1）
《统一方法》的博弈类型
若将《统一方法》视为对常设机构规则的改革，那么上述囚徒困境博弈和劝说博弈仍可
以适用。然而，在现实中，尽管各国都有知名的数字经济企业，但就美国的数字经济企业的
科技实力和市场占有来看，美国明显一家独大。因此，美国与其他数字贸易输入国的税收利
益并不对称，就达成《统一方法》下的合作而言更偏向于劝说博弈。
当数字贸易输入国执意要推出单边税收措施时，美国的数字经济企业的竞争力必然会受
到打击，尤其是多国同时都采取单边税收措施的情况。而在现行的双边税收协定框架下，没
有在当地设立常设机构的数字经济企业要承担新的税负，且该税负可能形式上与增值税相当，
实质上与所得税类同，无疑是一种缺乏正当性的税收待遇。此外，各国的征税门槛的设置实
质上已经将美国数字经济企业圈定了起来，形成了一定程度上歧视性的税收待遇。因此对于
美国而言，基于绝对收益的偏好，选择合作的前景是更好的，因为若数字贸易输入国愿意参
16

见新华网 2019 年 7 月 27 日报道《综述：面对美国压力法国坚持开征数字税》
，http://www.xinhuanet.com
/world/2019-07/27/c_1124805935.htm.
17
据新华网 2019 年 10 月 12 日报道，福布斯全球数字经济 100 强企业榜单中，美国企业占据了 38 家，且
在前十名中占据了 8 家，而在 IMD 的世界各经济体数字竞争力排名中，美国也是遥遥领先。
18
详见邱冬梅. 从谷歌集团税务风波看后 BEPS 时代国际税收政策与环境之变迁[J]. 国际经济法学刊，201
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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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统一方法》
，那么就避免了各国采取单边税收措施对美国企业带来的不稳定的税收待遇。
事实上，
《统一方法》也是在美国提案的基础上而产生的。相反，对于数字贸易输入国而言，
收益偏好并不会给博弈带来什么改变。一方面，数字贸易输入国在数字经济中的地位与当年
的发展中国家相似，都希望打破常设机构规则的束缚对在本地进行的营业活动产生的利润课
税；另一方面，在劝说博弈下，绝对利益会驱使他们通过背弃而获得更高的利益，这就与美
国和法国之间就数字服务税的争议相符。
劝说博弈中，劝说数字贸易输入国放弃背弃措施，理论上美国有两种选项：一是威胁在
短期内非理性地行动；但若对方对这种威胁不作出反应的话，美国将不得不主动承担短期内
19
的高昂成本；二则是给予数字贸易输入国某些额外的支付或支持。 目前看来，美国的反制
措施也并不必然地会得到成效，事实上，在美国启动 301 调查，威胁对法国葡萄酒征税之后，
20
法国仍然坚定地支持数字服务税的推出， 显然第一种解决方式无法达成。而对于同样是发
达国家的法国，美国目前也没有其他可以进行援助的项目可以迫使法国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
放弃征税权。此外，对法国实施威胁或承诺的成本也非常高昂。因此，美国对更为弱小的国
家进行劝说的成功率更高一些，因为这些国家由于市场规模较小且自身税收征管能力较低，
采取单边税收措施可能并不能达到与法国同等的收益，因而更有意愿参与多边改革方案以提
高自己的收益。而对于法国之类的实力较强的国家，这些发达国家本身也是国际税收秩序的
主导者，若《统一方法》无法让其满意，那么国际合作将难以进行。
（2）单边税收措施的博弈类型
若《统一方法》最终无法达成广泛的国际共识，那么各国的单边税收措施就会更多。相
对来说，数字贸易输入国之间的收益较为对称。因此，若以单边税收措施为主进行改革，则
又回到了囚徒困境博弈。
以目前的单边税收措施来看，基本上都仅要求对针对本国的相关服务征税。也就是说，
各国在立法语言上主观地体现出它们更在意在自己管辖权范围内的税收收入，即绝对收益，
并不考虑采取类似措施的其他国家的得失。但正是由于各国优先考虑自己的绝对收益，导致
单边税收措施的税率和征税范围并不完全协调，可能会在客观上导致跨国企业被重复征税的
情况。因此这种对绝对收益的重视并不当然地会带来国际合作，反而，各国因为太重视自身
收益的最大化，若它们认为经合组织的《统一方法》
（如果最后能得到完善并落实）所带来
的收益并不比单边税收措施高，那么很可能各国并不会遵循不具有强制约束力《统一方法》
，
而是坚持自己的单边税收措施，从而引起国际税收秩序更大的混乱。依照新自由制度主义理
论，如果博弈是重复的，就给博弈方提供了借鉴过去与希冀未来的机会，从而使合作变得可
21
能。 事实上，若各国在考虑自身绝对收益的基础上，也能够充分其他国家是否能够分享到
足够的税基，那么单边税收措施很可能最终会以一种全球联网的方式构成一种能够取得广泛
22
共识的解决方案。
但这仍不是成功的国际税制改革。目前看来，由于各国的单边税收措施仍处于草创阶段，
真正付诸于实施的并不多，这就导致了重复博弈的次数较少，合作前景仍然渺茫。同时，基
于单边税收措施的重复博弈而产生的合作也是成本巨大的，无疑会打乱双边税收协定框架的
19

萨莉·马丁，贝思·西蒙斯（编）
，蔡仁伟，蔡鹏鸿（译），
《国际制度》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47
页。
20
见新华网 2019 年 7 月 27 日报道《综述：面对美国压力法国坚持开征数字税》
，http://www.xinhuanet.com
/world/2019-07/27/c_1124805935.htm.
21
刘志云：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外交学院学报》2005 年 2 月刊，第 51 页。
22
Lilian V. Faulhaber. Taxing Tech: The Future of Digital Taxation[J]. 39 Va. Tax Rev. 145 (2019). 第 18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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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特别常设机构规则条款恐怕会成为一纸空文，进而导致税收争端不断。

三、解决博弈困境：跨境营业利润征税规则多边合作的推进
思路
通过博弈论的分析可以发现，在经济数字化时代，针对跨境营业利润征税规则的改革，
达成合作总是有各种阻碍因素。但必须认识到的是，只有国际合作制定新规则才有可能既满
足各国的税收利益需求，也不至于打乱当前双边税收协定框架下的税收秩序。
（一）《统一方法》改进方向：与单边税收措施的收益趋同
从上述的博弈论分析来看，部分数字贸易输入国之所以会出台单边税收措施，主要是因
为《统一方法》中的课税连结规则和利润分配三层机制均与常设机构规则和独立交易原则不
同，在尚未确定相关概念、公式或范围的情况下，会增加预期的政府征管成本和企业遵从负
23
担。 若从采用单边税收措施的数字贸易输入国的立场出发，这种看似复杂且没有经过实践
的新规则所带来的收益并不确定(甚至较少)且一定程度上并不符合税收的确定性和简化原
则，从而降低了合作的意愿。与之相反，单边税收措施由于是国内法，在预期收益和具体实
践上较为可控。事实上，在常设机构规则创设时，也是因为当时的欧洲各国参考了已经存在
的相关协定和实践才获得广泛国际共识的。因此，为促成各国在《统一方法》下的国际税收
合作，可以参考以下两种改进方向。
第一，在确定《统一方法》中的相关概念和机制时，可参考当前单边税收措施中相应的
概念和机制，并不一定要拘泥于当前提案中的课税连结规则和利润分配三层机制。例如，英
国数字服务税以用户参与因素作为征税联结规则的核心，将大型跨境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销
售额和从英国用户获得的销售额同时作为起征标准，并通过企业运营网络平台的成本和平台
24
所招揽和维持用户数量来测算用户参与所形成的价值，并最终以销售额为税基计算税额。欧
盟数字服务税提案也有类似的规定，而法国数字服务税更是基于欧盟提案所设计的。可以看
出，相对于《统一方法》，单边税收措施立法语言上的区域性共识已经产生。考虑到英国、
法国对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以及欧洲整体对国际税收规则的影响力，
《统一方法》
可以参照上述的相关规则进行改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将不愿意合作的各国的预期收益在理
论上与他们的单边税收措施趋同，从而“劝说”他们以合作的形式达成改革的目的。例如，
可以采用较低的税率对销售额而非剩余利润进行征税，或同样以双起点制作为起征标准，现
存的标准（虽然也是未经实践检验的标准）相较于新标准总是更能取得共识的，这在常设机
构规则创设时得到了验证。当然，单边税收措施之间仍有些许差异，如何协调这些差异并最
终取得折中的方案也是收益趋同过程中谈判的重点。
第二，收益的提升可以通过征管成本的降低来实现。由信息科技发展衍生的跨境税收征
25
管问题，最终也应该寻求信息科技的方法去解决。 例如欧盟在跨境增值税征管上采用的“迷
你一站式”注册制度，从而降低政府征管成本，增强企业遵从意愿等方面；英国服务税也打
算借鉴这一种注册制度。《统一方法》中也可纳入相应的征管手段，甚至引进经过认证的税
23

Alessandro Samari. The OECD Secretariat Proposal for a “Unified Approach” under Pillar One: Strengt
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New and Revised Nexus and Profit Allocation Rules[J]. International Transfer
Pricing Journal, March/April 2020. 第 99 页。
24
廖益新，宫廷：
《英国数字服务税：规则分析与制度反思》
，《税务研究》2019 年第 5 期。
25
廖益新：
《数字经济环境下营业利润课税权的分配》
，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4 期，
第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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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服务代理人，尽可能通过信息科技减少各国政府的跨境征管成本，从而使其收益相对提高，
以税收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促进国际合作。
（二）单边税收措施改进方向：提前进行重复博弈
如前述，各国基于收益和制度不确定性的考虑，皆有可能选择不合作而采取单边税收措
施。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不追求国际合作。
各国应积极协调单边税收措施相互之间以及与双边税收协定的关系。如前所述，当数字
贸易输入国都采取单边税收措施时，囚徒博弈困境可以通过重复博弈的形式来解决不合作的
问题。但是这样的重复博弈若以各国在实践中进行的话，那么将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遵从负
担，达成合作的成本将不可估计。因此，可将这种博弈提前进行，即采取单边税收措施的各
国应积极主动地在彼此之间和未采取行动的国家间进行谈判工作，共同评估各自的措施可能
带来的影响，并在双边税收协定的框架下消除这些影响。事实上，已知的单边税收措施已经
具有了兼顾他国税收利益的性质。有些学者发现，美国的单边税收措施实质上支持了其他国
26
家的企业所得税； 英国数字服务税则可以与其他采取类似措施的国家分享税收，从而迫使
27
不采取数字服务税的国家也展开行动。 这对各国在设计自己的单边税收措施时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四、我国在博弈中的立场：力求国际合作，防范单边措施
纵观近两年的福布斯数字经济企业百强排行榜，我国上榜的企业数量常常仅次于美国，
且还在不断增长中，说明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实力在逐年增强。同时，美国及其西方盟友
试图限制我国“走出去”企业的发展的意图也路人皆知。因此，经济数字化背景下跨境营业
利润征税规则的改革及其走向也应成为我国维护自身税收利益的关注重点。
从积极推动到签署《多边公约》
，可以看出我国对于解决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所采
取的立场倾向于以广泛国际共识为基础的税收规则，这符合我国追求的经济全球化和包容发
展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念。如前述，在以《统一方法》为代表的国际合作下实现改革相对各国
采取单边税收措施而言有助于国际税收秩序的稳定。因此，作为经合组织的重要合作伙伴，
我国应当继续积极参与讨论和完善经合组织推出的各项改革方案，特别是要研究如何使《统
一方法》下各国的税收收益高于采用单边税收措施，以力求在现行双边税收协定框架或《多
边公约》这样的已经成型稳定的国际制度下实现国际税收合作。
同时，面临国际合作的困难，以及各国已经出台或准备进行立法的单边税收措施，我国
应加紧研究这些措施对我国企业和我国自身税收利益的影响。一方面，尽管目前已经和准备
实施单边税收措施的国家并不多，但若国际合作破裂，那么企业就应当就其在相关国家所开
展的业务进行自我核查，确定是否落入了当地税收措施的范围，并适时地对经营策略做出一
定的调整，以规避相关国家的税务风险；另一方面，我国税务机关也应当注意到单边税收措
施可能给我国企业带来的双重征税问题，从扶持企业跨境发展，支持企业对外投资的角度出
发，特别是在单边税收措施与目前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不兼容的情况下，适当地允许企业对
某些特定税负的抵免需求，从而提升我国企业在境外开展业务的竞争力。

26

详见 Susan C. Mo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2017 Tax Act[J]. 128 Yale L.J.F. 362(2018).
Lilian V. Faulhaber. Taxing Tech: The Future of Digital Taxation[J]. 39 Va. Tax Rev. 145 (2019). 第 1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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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cross-border business profit taxation rules cannot adapt to the era of
economic digitalization, which mak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ut forward various plans for
reform, mainly including the multilateral reform path led by OECD and the unilateral reform path
of each country. By using the gam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is paper sums up the
current reform into persuasion game and prisoner's dilemma game. By analyzing the difficulty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gam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multilateral reform
should refer to the relevant mechanism of unilateral tax measures, so as to make the benefits of the
two reforms converge and promote cooperation. Countries should also coordinate unilateral tax
measures with each other and bilateral tax treaties in advance to avoid the confus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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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tax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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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的发展与启示
门慧芳

摘 要：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制问题是国际组织及各国热切关注的话题，但至今尚未达成统
一的国际规则。而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基本框架由以限制流动为主的欧盟模式和以主张自
由流动为主的美国模式逐渐转向欧美融合模式,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规则。目前通行的
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主要分为四类：其一是具有倡导性的《隐私保护和个人数据跨境流动
指南》（由经合组织（OECD）发布）和《隐私框架》（由亚太经合组织（APEC）发布）；其
二是以《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USMCA）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渐进协定》（CPTPP）
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协定；其三是包含数字贸易或电子商务章节的双边贸易规则，譬如 2019
年 10 月 7 日美国与日本订立的《美日数字贸易协定》、2016 年美国与欧盟达成的《欧盟隐
私盾协议》等；其四是中国、美国、印度等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区域、双边贸易协定等各类
国际规则不断推陈出新，如 CPTPP、USMCA、《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等，其中《美日数字贸
易协定》关于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主要成果有：其一，禁止数据本地化措施限制数据的存储
和处理位置，以增强和保护全球数字生态系统。另外，在金融监管机构有权访问其监管要求
的数据情况下，将这些规则扩展至金融服务提供商；其二，关于数据处理的主体，包括金融
服务供应商在内的所有供应商均可跨境转移数据；其三，关于数据的范围，该协定新增禁止
强制披露专有计算机源代码和算法、促进开放公众对政府公共数据访问等内容，同时也禁止
限制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其四，在消费者保护方面，缔约方约定应促进像 APEC 的跨境隐私
保护规则体系（CBPR）这样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互操作性；单边措施的最新成果有《2019
美国国家安全与个人数据保护法》与我国《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
《数据安全法（草案）》等。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的制定存在“三难选择”难题，即
“良好的数据保护”、“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各国政府“数据保护自主权”三者无法同时
达成，各国及组织间的利益及价值冲突长期存在。我国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发展尚未成熟，
未来我国应继续完善个人数据跨境流动保护机制，制定相关行业标准，并积极参与国际层面
规则的制定，抓住国际规则或标准制定的话语权与主导权。
关键词：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美日数字贸易协定；USMCA；CPTPP；数据安全法

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制问题是国际组织及各国热切关注的话题，但至今尚未达成统一的
国际规则。目前通行的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主要分为四类：其一是具有倡导性的《隐私保
护和个人数据跨境流动指南》（由经合组织（OECD）发布）1和《隐私框架》（由亚太经合
组织（APEC）发布）2；其二是以《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USMCA）3及《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全面渐进协定》（CPTPP）4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协定；其三是包含数字贸易或电子商务
门慧芳：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1
OECD. The OECD Privacy Framework. France, 2013.
2
APEC. APEC Privacy Framework. Singapore, 2015.
3
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全文参见网址: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
eements/united-states-mexico-canada-agreement/agreement-between，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8 月 10 日。
4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on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2017, 全文参见网址：https://ww
w.mfat.govt.nz/assets/CPTPP/Comprehensive-and-Progressive-Agreement-for-Trans-Pacific-Partnership-CPTPPEnglish.pdf, 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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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的双边贸易规则，譬如 2019 年 10 月 7 日美国与日本订立的《美日数字贸易协定》
（United
5
States-Japan Digital Trade Agreement）、2016 年美国与欧盟达成的《欧盟隐私盾协议》
（EU-U.S.
6
Privacy Shield Framework） 等；其四是中国、美国、印度等国内相关法律法规。上述规则中，
《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代表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最新发展。《2019 年世界投资报告》7指
出，数字贸易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数据跨境流动是数字贸易的手段与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及数字经济日益普遍、繁荣的背景下，个人、企业与政府数据跨境收集、利用、
传输、存储等行为日益增多，在经济与日常活动中数据跨境流动将不可避免。然而各国对个
人数据保护的价值取向及法律规则不尽相同，导致个人数据保护与自由跨境流动之间难以达
致平衡。探析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的基本框架、内容，分析其发展动因及存在的问题，
平衡数据保护与自由跨境流动之间的关系，可为未来构建统一、普遍适用的国际规则奠定基
础。

一、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源起及内涵
（一） 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源起
数据规则的萌芽要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互联网逐渐普及的时期。美国 IBM 公司
当时拥有世界上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并在计算机领域拥有绝对的商业优势，其将计算机设备与
系统出口到世界各地，欧洲发达国家是其主要出口地。得益于跨境业务形成的便利条件，IBM
公司收集、利用、存储并跨境转移了其他国家大量数据，包括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甚至包
括政府及科研机构的数据。8当时这一形势引发了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的担忧，随后其出台了
相关数据处理政策来应对美国“滥用”数据的行为。这些政策虽然并非专门规制数据跨境流
动的法律法规，但作为数据保护规则的鼻祖，仍意义非凡。而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数
据保护法》也在同时代诞生，由前西德的黑森州于 1970 年制定并通过，数据保护时代由此
开启。
（二） 跨境数据流动的内涵
跨境数据流动虽然是近几年研究的热点及难点，但并非最近提出。“跨境数据流动”一
词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由 OECD 科学技术政策委员会（CSTP）领导的计算机应用
工作组（CUG）提出。9关于跨境数据流动的含义，《跨境数据流动宣言》中规定的是：计
算机化的数据或信息在国际层面的流动。在最新达成的《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中，跨境流动
的数据不仅包括个人数据，还包括源代码、政府数据及金融服务提供商的数据。这些数据的
流动规则不尽相同，都有研究的必要性，但实践中，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领域是个人数据。
关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一方面其英文表达方法多种多样，常见的是“Transborder Flows of
Personal Data”；另一方面对其内涵的释义也不胜枚举，其中最具权威的是：跨越国境的个
人数据移动，源自《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指南》。而个人数据主要涉及隐私权、个
United States-Japan Digital Trade Agreement, 全文参见网址：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agreeme
nts/japan/Agreement_between_the_United_States_and_Japan_concerning_Digital_Trade.pdf，最后访问时间：20
20 年 8 月 10 日。
6
EU-U.S. Privacy Shield Framework, 全文参见网址：https://www.privacyshield.gov/EU-US-Framework, 最
后访问时间：2020 年 8 月 10 日。
7
《2019 年世界投资报告》，全文参见网址：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ir2019_en.pdf，最后
访问时间：2020 年 8 月 10 日。
8
See Garry S. Grossman. Transborder Data Flow: Separating the Privacy Interests of Individuals and Cor
porations.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Business, Vol. 4, Issue 1 (Spring 1982), pp. 1-36.
9
See G. Russell Pip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olicy:Evolution of Transborder Data Flow Issues. Telema
tics and Informatics, Vol 1, No. 4, 1984, p. 40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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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息权、人格权以及个人数据的具体范围等内容，《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指南》
将其界定为：任何与已被识别或可识别的个人或数据主体有关的信息；《美墨韩自由贸易协
定》则是：关于已识别或可识别自然人的信息，包括数据；《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与《美墨
韩自由贸易协定》相比，仅在信息前增加了“任何”二字，实质并无区别。
纵观现行具有影响力的贸易协定及其他国际规则，可将跨境数据流动内涵分为三个方
面：第一，对象是已被识别或可被识别的数据；第二，过程是行为人对数据进行了一定的收
集、利用、管理、存储、移动等处理行为；第三，结果是数据突破地理界线，实现跨境移动。
10
而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内涵与之相比，仅在对象上有所区别，其对象是“已被识别或可被
识别的自然人的数据”。

二、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的基本框架
（一） 欧盟模式：以限制个人数据跨境流动为主
欧盟历来重视保护个人数据，认为个人信息权是人权的一种，应当禁止随意跨境转移。
本着个人信息权不被侵犯的原则，为保护个人数据免遭泄漏，欧盟率先制定了个人数据保护
规则，欧盟模式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欧盟模式下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代表是：1981
年欧盟理事会制定的《有关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的个人保护公约》（European Treaty Series,
No.108）11、1995 年《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指令》（EU Directive 95 /46 /EC）12以及 2016 年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13等相关公约或条例。
《有关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的个人保护公约》，是由德国、比利时、西班牙等 47 个国
家组成的欧盟理事会针对跨境数据流动制定的一项专门性法律性文件，也是欧洲首个相关领
域的法律性文件，具有开创性及指引性意义。公约在第 12 条赋予了欧盟理事会成员国制定
限制性规定的权力，即成员国有权制定相关规定以限制数据跨境流动，但仅限于保护隐私权
目的，且限制方式只能是“禁止”或“特别许可授权”。由此可知，欧盟理事会并不排斥数
据跨境流动，反而利用区域协定积极促进数据在成员国之间共享，主要目的是克服成员国国
内法造成的数据跨境流动障碍，并“实现欧洲内部市场人员、货物、劳务、货币自由流通的
目标”14。但实际规制效果并未达到预期，数据收集、利用、处理、访问及存储等方面的规
则仍存在缺陷。数据本身性质比较特殊，一旦被发布出来，便存在脱离欧盟管辖范围的危险。
未经所有者或控制者授权的数据通常存在被非法利用、篡改、泄漏等威胁，尤其是涉及隐私
或者敏感的个人数据。而现有规则不能很好地保护个人数据及隐私权，很难避免数据被泄漏，
因此，《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应势出台。
《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创新之处在于确立了“充分保护原则”，15规定跨境转移数
据的前提条件是：数据转移目的国对数据的保护能达到欧盟所认可的充分保护水平。换言之，
在欧盟成员国之间，数据可自由跨境流动，而非欧盟成员国需符合“充分保护”条件。该原

参见张舵：《略论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标准》，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 年第 3 期，第 98-208 页。
Se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Vol. 20, Issue 2 (March 1981), pp. 317-325.
12
Directive 95 /46 / 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4 October 1995 on the prot
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
ata，Official Journal L 281 , 23 /11 /1995 P. 0031-0050．
13
REGULATION (EU) 2016 /679 OF THE EU 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April 2016．
14
许多奇：《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国际格局及中国应对》《法学论坛》2018 年第 3 期，第 130-137 页。
15
充分保护原则规定在《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 25 条。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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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数据跨境流动提供了更高级别的保护，同时也设立了“欧盟个人在电子商务和借助大跨
国公司经营的社交媒体和邮件通信时的隐私权保护规范”16。但现实中达到欧盟“充分保护
水平”的国家屈指可数，个人数据很难实现“跨欧盟”转移。虽然该原则一定程度上能够有
效保护个人数据，但过分限制数据在欧盟成员国外流动给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小觑。
充分保护个人数据安全与提升经济效益难免顾此失彼，难以达致平衡。
2018 年 5 月 25 日正式生效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制定了比《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指令》
更为严苛的数据保护规则，进一步完善了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保护制度。首先，条例保
留了充分保护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扩大了适用效力的范围，即不仅在欧盟的成员国范围内需
适用条例，在成员国境外处理、使用个人数据的行为也受其管制。其次，条例包含标准格式
合同条款（Standard Contract Clause, SCC），确定了数据出境后的保护原则，通过法律责任
划分的方式明确境内组织承担主要责任，从而为境内监管机关行使监管权提供便利。最后，
条例确立了有约束力的公司原则（Binding Corporate Rules, BCR），即境内监管机关需认可
该原则所要求的数据保护水平，网络运营者或公司需提交 BCR 申请，确定主申报国家。条
例增加了能够实现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条件，促进数据的跨境流动，但是实际并未改变严格
限制的本质。
综上所述，欧盟不断提升数据保护力度，偏向于限制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然而，欧盟制
定愈加严格的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是一种较为极端的规制行为，这种行为将完全阻止成员
国国内个人数据的跨境转移，从而影响数字经济正常发展。欧盟模式形成的动因与价值取向
较为复杂，除为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外，还注重对欧盟成员国内信息的监控、对相关产
业的保护，17同时欧盟希望通过建立“数字单一市场”的方式提升自身的数字经济竞争力。
18
欧盟模式的初衷无可厚非，但运用到实践中却出现了弊大于利的趋势。
（二） 美国模式：以个人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为主
美国对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与欧盟持相反态度，认为应当取消地理限制等数据本地
化措施，倡导数据自由流动。个人数据跨境自由流动规则下，美国模式可分为三部分：其一
是以美欧《安全港协议》、《美韩双边贸易协定》等为代表的双边贸易协定；其二是以《美
墨加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的多边贸易协定；其三是由美国主导的经合组织的《隐私保护和
个人数据跨境流动指南》与亚太经合组织的《隐私框架》。美国通过这些规则与法律文件，
维护其“数据占领和利用”的优势地位。
首先，美国与欧盟签订了规制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双边贸易协定。美国利用这种方式摆
脱了欧盟“充分保护原则”的限制，可以在欧盟成员国从事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相关的交易
活动。2000 年，美国与欧盟签订的《安全港协议》中规定了七项隐私保护原则19，也被称为
安全港原则。美国只要遵循这些原则，欧盟委员会即认定美国符合充分保护的条件。然而斯
诺登事件的曝光导致欧美之间关于数据跨境转移规制的矛盾激化，欧盟法院最终在 2015 年
裁定《安全港协议》失效。裁定理由是，《安全港协议》目前已无法达到欧盟现行对数据保

许多奇：《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国际格局及中国应对》，《法学论坛》2018 年第 3 期，第 130-137
页。
17
See Jonah Hill. The Growth of Data Localization Post-Snowden: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U.
S. Policymakers and Business Leaders,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4, pp.19-23.
18
参见黄宁，李杨：《“三难选择”下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演进与成因》，《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7 年第 5 期，第 172-182 页。
19
七项隐私保护原则具体包括：通知原则、向前转移原则、选择原则、接入原则、安全原则以及数据完全
性原则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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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标准及要求，且该协议无法阻止未获得授权方从商业机构获取被泄漏的数据的行为。20
《安全港协议》失效后，美国再次积极地与欧盟进行新一轮谈判，并于 2016 年达成《隐私
盾协议》，后文将详细介绍。另一项双边贸易协定是美国与韩国于 2012 年签订的《美韩自
由贸易协定》（U.S.-South 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21，该协定关于数据跨境流动的内容
规定在电子商务一章中。第 15.8 条规定，为避免阻碍跨境电子信息流动，协定成员双方应
努力采取相应措施，避免施加或维持不必要的规制。美国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首次
在电子商务一章中引入这项规则，目的同样是促进数据在成员方间自由流动。
其次，美国积极在多边贸易协定谈判中引入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美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
推行本国的数据保护规则，《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是典型例子，后文将详细论述。
最后，《隐私框架》要求成员经济体为避免和消除任何不必要的数据流动障碍，应采取
一切合理与适当的措施。由美国主导的《隐私保护和个人数据跨境流动指南》与《隐私框架》，
体现了美国以“市场”为规则导向，以“行业自律”为核心的个人数据保护制度体系，同时
也体现了美国对机构商业利益的重视。虽然美国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要求数据控制者应当保证
数据在跨境流动过程中的安全，不管个人数据位于境内还是境外，22但与欧盟模式不同，美
国模式在充分保护个人数据安全与商业利益的博弈中，毫无疑问倾向后者。
（三） 欧美融合模式：以利益平衡为基础
欧盟与美国对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不论在价值取向、规制路径上，还是在规制结
果上，均存在着巨大差异。但这种差异并非不可弥合，在全球数字经济、贸易迅速发展的大
背景下，美国无法放弃在欧盟存在的巨大经济利益，欧盟也无法忽视数据跨境流动带来的商
业利益，为寻求利益平衡，双方逐渐开始妥协，欧盟模式与美国模式逐渐趋向融合。在《安
全港协议》失效后一年，欧盟与美国达成《隐私盾协议》，欧美融合模式形成。新协议本质
是欧美双方相互让步、妥协与博弈的产物；在内容上更多地体现了欧盟相关规则的发展成就；
意义是“为欧盟和美国企业的商业活动提供了制度支持和保障，进一步加强了对欧盟公民个
人数据的保护力度，它还标志性地宣告了公权力对个人权利侵犯应当受到严格限制的理念”
23
；但从规制效果看，新协议仅适用于欧美双方，而数据的跨境流动具有全球性，该协议无
法起到全面规制作用，只能在短期内解决双方的矛盾。因此，欧美融合模式的出现既预示了
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未来的发展动向，又暴露出现有规则存在的弊端与疏漏。从长远考虑，
在多边贸易协定中纳入规制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内容或建立独立的多边个人数据保护规则，
或许能为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提供根本性解决方案。

Se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n the transfer of
personal data from the EU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nder Directive 95 /46 / EC following the j
udgment by the Court of Justice in Case C-362 /14．
21
U.S.-South 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全文参见网址：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
ments/korus-fta/final-text, 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8 月 10 日。
22
参见黄鹂：《澳大利亚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经验及启示》，《征信》2019 年第 11 期，第 72-76 页。
23
许多奇：《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国际格局及中国应对》，《法学论坛》2018 年第 3 期，第 130-137
页。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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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的发展态势
（一）以 USMCA、CPTPP 为代表的区域性贸易协定
在现行区域贸易协定中，《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USMCA）中的数字贸易规则与《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渐进协定》（CPTPP）24中的电子商务规则对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
最具代表意义。前者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签订，其数字贸易章节在区域贸易协定中颇具特色，
并且规定较为全面；而后者是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之后，其余 11
位缔约方于 2018 年 3 月 8 日重新签订的贸易协定。两者均强调个人数据的保护，禁止强制
公开源代码与计算机设置位置，并对通过电子手段跨境转移数据作出详细规定。但通过研究、
比较协定文本可知，两者也存在一定差异。
《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中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内容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渐
进协定》更为全面。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关键原则，《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设立了七项，包
括对收款的限制、选择、数据质量、目的说明、使用限制、安全保障以及透明度原则。25协
定仅概括性地规定了原则的内容，未制定其他实施细则或对应的规则。而《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全面渐进协定》未设立关键原则。对于一项完整且具有操作性的协定，原则与具体规则是
不可或缺的。原则引导规则正确制定及实施，具有指导作用；而规则在符合原则的情况下以
明文形式具体规范协定双方行为。然而，上述两项最新的区域贸易协定在关键原则与具体规
则的制定方面均有所缺失。无原则的指引，各成员方在实践中难免会背离相关规则制定的初
衷，而规则的不完善或缺失，将使各成员方在面对具体问题时陷入无对应规则适用的窘境。
关于保护措施与风险相称的规定，只有《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规定双方必须确保并遵
守保护个人信息的措施，确保对个人信息跨界流动的任何限制都是必要的，并与数据流动所
带来的风险相称。26此规定可以避免双方采取不必要的、过度的限制措施，更利于个人信息
保护。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渐进协定》未提及保护措施应与风险相称的原因或许是各
成员方利益无法达成统一，或者一致认为不应引入该规定，不论原因为何，该规定的缺失极
有可能导致个人数据保护措施与要求不相称。保护过当或保护不周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害
后果，而这无疑是各成员方不愿看到的结果。
关于制定保护框架时的要求，两项协定也有所不同，《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列举了具
体应参考的规则，规定每一缔约方应考虑到亚太经合组织《隐私框架》和经合组织理事会《保
护隐私和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准则》等相关国际机构的建议。27《隐私框架》与《保护隐私和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on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2017, 全文参见网址：https://w
ww.mfat.govt.nz/assets/CPTPP/Comprehensive-and-Progressive-Agreement-for-Trans-Pacific-Partnership-CPTPP
-English.pdf, 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8 月 10 日。
25
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Article 19.8: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3. The Part
ies recognize that pursuant to paragraph 2, key principles include: limitation on collection; choice; data q
uality; purpose specification; use limitation; security safeguards; transparency; individual particip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The Parties als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ensuring compliance with measures to protect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ensuring that any restrictions on cross-border flow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re
necessary and proportionate to the risks presented.
26
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Article 19.8: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4. Each Part
y shall endeavor to adopt non-discriminatory practices in protecting users of digital trade from personal i
nformation protection violations occurring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27
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Article 19.8: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2. To this e
nd, each Party shall adopt or maintain a legal framework that provid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the users of digital trad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legal framework, each Party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f relevant international 19-5 bodies,4 such as the APEC Pri
vacy Framework and the OECD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Guidelines governing the Pro
tection of Privacy and Transborder Flows of Personal Data (201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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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准则》均是由美国主导的，保护框架的制定应参考这两项规定的要求与美
国积极参与区域贸易协定制定初衷相吻合，美国正逐渐扩大本国数据保护规则的适用范围。
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渐进协定》只是笼统的要求每一缔约方应考虑到相关国际机构的
原则和准则，未具体列举应参照哪一规则。这种做法的优势在于能紧跟国际规则的发展趋势
与成就，避免闭门造车、脱离时代。但也存在弊端，每一缔约方参照的原则、准则若不统一，
可能导致制定出来的规则良莠不齐，在贸易、经济实践中容易出现分歧。美国退出《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全面渐进协定》的前身《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却与墨西哥、加拿大积极开展合作，并积极发掘双边贸
易机会。不难看出，美国期望通过订立双边贸易协定及多边贸易协定的方式推行切合自身利
益的数字贸易规则，保障自身在数字贸易领域的竞争优势，并试图以这种方式领导国际数字
贸易规则体系的制定。
（二）以《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为代表的双边贸易协定
2019 年 10 月 7 日，美国与日本就两国数字贸易相关问题达成共识，签订了《美日数字
贸易协定》。该协定是双边贸易协定的最新发展成果，与早于其签订的《美墨加自由贸易协
定》中数字贸易章节的内容类似，均制定了较为全面和详细的规则，但也存在区别。《美日
数字贸易协定》包含个人信息保护、跨境转移数据等 11 项内容，紧跟当下热点，在个人数
据跨境流动、数据本地化措施以及数字产品的非歧视性待遇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关于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美日双方达成的主要成果有：其一，禁止数据本地化措施限制
数据的存储和处理位置，以增强和保护全球数字生态系统。另外，在金融监管机构有权访问
其监管要求的数据情况下，将这些规则扩展至金融服务提供商；其二，关于数据处理的主体，
包括金融服务供应商在内的所有供应商均可跨境转移数据；其三，关于数据的范围，该协定
新增禁止强制披露专有计算机源代码和算法、促进开放公众对政府公共数据访问等内容，同
时也禁止限制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其四，在消费者保护方面，缔约方约定应促进像 APEC
的跨境隐私保护规则体系（CBPR）这样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互操作性。
毋庸置疑，《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的规定较之前的贸易协定更为先进、详细，很大程度
上解决了目前存在的部分数字贸易壁垒。但与《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相比，《美日数字贸
易协定》并未规定个人信息保护的关键原则，未采用保护措施的非歧视性做法。这两项内容
可看作是保护个人数据的基础性或原则性规定，作为最新的双边贸易协定，《美日数字贸易
协定》中上述内容的缺失是一大遗憾。美国与日本不仅是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引领者，亦是
数字贸易所带来的商业利益的最大获益者。该协定谈判初衷是缔约双方通过解决数字贸易中
的贸易壁垒，促进双方经济发展、繁荣，但规则不完善存在的弊端将成为协定双方无法回避
的事实。
（三）以美国和中国为代表的单边措施
1. 美国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除了双边贸易协定及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很多国家制定了相关国内
法，以美国和中国为代表。
美国目前数据主权战略体系中具有代表性的法律文件是《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案》
（Clarifying Lawful Overseas Use of Data Act）28，于 2018 年 3 月通过。该法案是针对微软诉
Clarifying Lawful Overseas Use of Data Act, 原文参见网址：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
s/house-bill/4943/text，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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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案（MicrosoftCorp. V. United States）29制定的，目的是解决跨境数据流动中存在的安全
威胁问题，维护国家数据主权。在微软诉美国案中，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认为，根据 CSA
法案，美国政府无权依据本国法院出具的搜查令调取美国服务提供商在海外存储的数据。判
决作出后，美国政府为实现数据跨境取证，在《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案》中规定服务提
供者有义务将其拥有、监控并存储在美国境外的通信内容、记录或其他信息保存、备份及披
露。30 该法案的出台是传统属人管辖模式与属地管辖模式相互博弈的结果，这两种模式均不
支持主权国家跨境调取数据，而 CLOUD 法案“从数据控制者提供服务的角度出发，对执法
机构下达调取数据命令的适用范围进行了域外扩展”31，不再拘泥于属人原则与属地原则。
美国注重本国数据主权保护，坚决维护其对跨境流动的数据的管辖权。
2019 年 11 月公布的《2019 美国国家安全与个人数据保护法》（National Security and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of 2019）32代表了美国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最新发展。该法案加
大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将个人数据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法案中明确提出，为避免外国
政府侵害美国国家安全，通过实施数据安全措施，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审查等方式，阻止美国
个人数据跨境转移到中国、俄罗斯等特别关注国家。除了应非特别关注国家司法和军事协助
要求，或者个人用户间数据共享这两种情况，该法案生效后将阻断美国个人数据向中国、俄
罗斯等特别关注国家跨境流动。美国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在制定本国数据保护规则时与
其在双边、多边贸易规则谈判时坚持的原则背道而驰。
2. 中国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国个人数据监管体系由《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
见稿）》、《数据安全法（草案）》与正在制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共同构成。《网络安
全法》是中国网络安全与信息规制的核心法律。该法于 2017 年 6 月 1 日生效，关于个人数
据保护的内容在第四章。《网络安全法》设立了企业处理个人数据的合法、正当和必要原则，
并设立了企业保障个人数据安全的基本义务，在数据跨境流动等相关领域的规则“比较好地
做到了消费者利益、产业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平衡；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平衡；国内立
法和国际规则的平衡”33。对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中国坚持“限制为原则，流动为
例外”的立场。当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因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的业务需要必须跨境转移
时，运营者应依据国家网信部门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管理办法进行安全评估。运营者
只有在通过安全评估的情况下才可将其控制的个人信息转移到境外。另外，该法确立了“同
意规则”，即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经营者未经个人数据所有者同意，不得将其个人数据提
供给他人。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保护，实质是在个人数据脱离数据控制者并实现跨境转移后
仍能持续保障数据的安全，从而保护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及个人利益。然而“同意规则”未
严格限制该规则适用的条件，对敏感个人数据保护作用有限，极容易导致数据转移出境后脱
Swaminathan A, Loeb R, Goldman BP, et al. The CLOUD Act explanined [EB/OL]. [2019-03-23], 原
文参见网址：https://www. or-rick. Com/Insights/2018/04/The-CLOUD-Act-Explained，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8 月 10 日。
30
Swaminathan A, Loeb R, Goldman BP, et al. The CLOUD Act explanined [EB/OL]. [2019-03-23], 原
文参见网址：https://www. or-rick. Com/Insights/2018/04/The-CLOUD-Act-Explained，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8 月 10 日。
31
黄海瑛，何梦婷：《基于 CLOUD 法案的美国数据主权战略解读》，《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9 年第 2
期，第 34-45 页。
32
National Security and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of 2019, 原文参见网址：https://trackbill.com/bill/uscongress-senate-bill-2889-national-security-and-personal-data-protection-act-of-2019/1775410/，最后访问时间：
2020 年 8 月 10 日。
33
张金平：《跨境数据转移的国际规制及中国法律的应对——兼评我国〈网络安全法〉上的跨境数据转移
限制规则》，《政治与法律》2016 年第 12 期，第 136-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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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个人或控制者控制、适用法律改变、原境内监管机构对境外接收数据主体无管辖权、个人
无维权渠道等后果。
《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34是《网络安全
法》的下位法，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发布。办法建立了个人信息出
境保护制度，具体内容包括：明确了个人信息出境申报评估要求、出境安全重点评估内容、
出境合同内容及合同双方权利义务要求等要求，界定了个人信息及个人敏感信息的含义。相
比《网络安全法》，办法摒弃了个人信息与重要数据一并处理的方式，对两者的安全评估做
了区分对待；同时办法被赋予域外适用效力、个人信息主体查询权及向网络运营者或接受者
一方或双方索赔的权利。办法虽然对安全评估机制进行了细化，但由于我国境内外商投资企
业数量庞大，且大多企业未实施数据存储本地化措施，加之数据跨境转移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等特性，实际安全评估中仍存在工作量巨大、发现难、操作难、技术落后等问题，而这些问
题无法依据办法得到有效解决。
《数据安全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35是中国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最新发展。
2020 年 7 月 4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公布。草案包含七章，覆
盖内容广泛，主要分为三方面：一是明确草案适用范围为在我国境内开展的数据活动；二是
确立了有限的域外适用效力、数据安全的领导机构与监管框架、建设数据相关标准体系等关
于支持、促进数据安全与发展的措施；三是设立了维护数据安全与发展利用并重原则，建立
并完善了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数据安全应急处置机制等数据安全保障制度。数据作为国
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要素之一，对国家主权安全和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
要。草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建立数据安全审查制度，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数
据活动进行国家安全审查”36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将数据活动的范围限定于“影响或可
能影响国家安全”过于笼统、模糊，缺乏适用性及可操作性。另外，重要数据与国家安全、
公共利益及公民利益息息相关，但在重要数据保护机制中，法案未明确重要数据的内涵或范
围，而是将制定重要数据目录的权利交给各地区、部门。如果未来立法未制定统一指导原则，
各地区、部门因地理、文化、经济等因素影响，各自制定的重要数据的范围与识别标准容易
差距过大，从而阻碍或限制数据的正当流动。除此之外，草案未说明数据安全审查制度与网
络安全审查的界限与关系，实践中两者可能出现适用冲突。

四、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发展的启发
（一） 发展动因：“三难选择”的平衡
从多边、双边及单边规则制定角度分析，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陷入了“三难选择”
困境，即“良好的数据保护”、“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各国政府“数据保护自主权”三者
无法同时达成。如今数字经济的高猛发展及国际贸易的日益频繁将数据跨境流动问题推至风
口浪尖，“三难选择”问题亟待解决。首先，各类区域贸易协定谈判都开始将数据跨境流动
问题作为谈判重点。37在 2012 年《服务贸易协定》（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谈判中，
34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原文
参见网址：http://www.cac.gov.cn/2019-06/13/c_1124613618.htm，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8 月 10 日。
3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草案）》，原文参见网址：http://dsj.guizhou.gov.cn/xwzx/gnyw/202007/t
20200703_61330516.html 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8 月 10 日。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草案）》第二十二条：“国家建立数据安全审查制度，对影响或者可能
影响国家安全的数据活动进行国家安全审查。依法作出的安全审查决定为最终决定。”
37
参见黄宁，李杨：《“三难选择”下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演进与成因》，《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7 年第 5 期，第 172-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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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及哥伦比亚等国坚持个人数据自由流动原则，主张当个人数据关系到服务贸易时，
应自由跨境流动，禁止缔约方阻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渐进协定》电子商务章节第 9
条对此也做了类似规定：“如果该活动涵盖个人或企业商业行为，各缔约方应该允许信息通
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其中包括个人信息”38。区域贸易协定有条件地允许个人数据跨境自
由流动，但未考虑到如何确保个人数据在商业活动或交易中的安全问题。
其次，在双边措施层面，美欧关于数据跨境流动的争议焦点主要围绕在数据监管的强调
与监管范围两方面。争议原因是个人隐私权或者个人信息权与互联网经济发展保护或跨境数
据自由流动之间的平衡问题。如何平衡“三难选择”的问题，贯穿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发展
始终。对此，欧盟等国家率先建立了以合同法模式与企业法模式为主的跨境数据管理模式。
美欧《隐私盾协议》能够达成的内因是为了实现与欧盟数据保护的对接，为数据跨境流动提
供了更具操作性的方式。39在制定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时，都不可避免地掺杂各自所持有的价
值理念，并优先考虑本国的安全、经济、发展等权益。
最后，在单边措施方面，各国对待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立场可大体划分为四种。美国的
态度是在商业利益优先原则下，坚持宽松立法；欧盟主张应在个人权利优先原则下，严格立
法；俄罗斯主张在数据主权优先原则下，实行本地存取型立法；而澳大利亚则主张在均衡原
则下，采用折中型立法的方式。40我国的立场与欧盟类似，认为应当严格限制个人数据的跨
境流动。纵观各国针对数据保护或信息安全的国内法，绝大多数国家将保护本国公共利益作
为其基本内容或原则，并针对具体行业或不同类型的数据制定专门的限制和禁止条款。然而，
何为“公共利益”？大多数规定都过于抽象，缺乏确切定义，这意味着一国政府被赋予了不
受任何约束的自由裁量权。41这种自由裁量权如果被滥用，将影响国际自由贸易的健康、稳
定发展。
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虽然在各个层面发展迅速，但目前尚未制定统一适用的国际规
则，各国所持的立场也难以达成统一。然而，数字贸易、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已势不可挡，
国际层面的数据保护问题亟待解决。解决好“三难选择”问题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全球化，
否则将阻碍国际贸易多元化发展。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制定时必须考虑以下价值冲突，并在充
分考量后作出选择：严苛标准与宽松标准的冲突、商业利益与个人隐私的冲突、安全性与流
动性的冲突、本国特色与国际惯例之间的冲突等。
（二） 中国对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发展的因应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迅猛，对外贸易量巨大，数据跨境流动不可避免。然而，中国企业在
“走出去”的过程中随时可能遭受以数据安全为名义的贸易壁垒，也可能因数据被滥用而面
临国家安全威胁。对此，中国因顺应国际上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发展，在现有规则基础
上尽快完善个人数据跨境流动保护制度，制定跨境数据流动的行业标准，并积极参与国际层
面规则的谈判与制定，掌握国际规则或标准制定的话语权与主导权。
首先，建议中国在构建个人数据保护法律规则体系与执法监督机构的同时，应进一步制
定并完善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制。目前国际上关于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机制不尽相同，
See Usman Ahmed and Anupam Chander. Information Goes Global: Protecting Privacy, Security, and t
he New Economy in a World of Cross-Border Data Flows, E15Initiative. Geneva: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ICTSD) and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5, p. 4. www. e15initiati
ve. org /.
39
参见胡炜：《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法挑战及中国应对》，《社会科学家》2017 年第 11 期，第 107-112
页。
40
参见胡炜：《跨境数据流动立法的价值取向与我国选择》，《社会科学》2018 年第 4 期，第 95-102 页。
41
参见张舵：《刍议跨境数据流动的公共利益保护》，《河北法学》2018 年第 5 期，第 98-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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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多数国家实行数据分级分类管理，根据数据重要程度“区分对待”，对于不同的数据类型
制定不同的管理规则。中国最新发布的《数据安全法（草案）》也建立了数据分级分类保护
制度，分级分类的依据是“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程度，以及一旦遭到篡改、破坏、
泄漏或者非法获取、非法利用，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公民、组织合法权益造成的危害程
度”42。数据分级分类管理、保护，能够在保护数据与个人隐私安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
利用数据的价值，保障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但是，草案未明确具体的分级分类标准，
未制定重要数据保护目录。建议未来立法能充实数据保护制度具体内容，制定更为详细的、
具有操作性及参考意义的规则。比如确立数据保护关键原则，明确重要数据的内涵或范围，
明确数据安全审查与网络安全审查的界限等。而对于普通的个人数据的规制，大多数规则规
定经数据拥有者同意后一般允许跨境流动，中国可以继续推行并完善信息主体明确同意制
度。除此之外，完善的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制还应包括合同监管制度、安全风险评估制
度，设立信息安全义务、事前合同干预、事后问责等制度对个人数据进行安全管理。
其次，建议中国制定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相关行业标准。信息技术不断推陈出新，数字经
济发展日新月异，而法律法规的滞后性使得其无法规制未来在数字贸易等新兴领域出现的问
题。对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建议采取政府监管与行业自治相结合的方式。中国可制
定相关政策鼓励网络信息等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自治优势，进行自我管理，根据法律及实践可
出台具有针对性的自律性规范，并制定数据跨境流动的行业标准。43《网络安全法（草案）》
赋予了各地区、各部门制定本地区、本部门重要数据保护目录的权利，但未赋予各行业相应
的权利。但基于行业实践，为了保护数据安全、保障数据正常流动并符合国内外法律法规规
定，企业在数据活动中常常会形成自己的标准，一些特定行业会据此制定各自的行业标准，
比如《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证券期货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引》等。这些规范与标
准并非一蹴而就，也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及公民实际需要的过程中，
不断总结、改进。法律可以通过设立兜底条款的方式赋予这些行业规范及标准的合法性及适
用性，为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塑造良好的法律及行业保护环境。
最后，中国应积极参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的制定。如今数字经济呈现全球化趋
势，未来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的制定也将成为必然，中国作为数字贸易及数据大国，应积
极主动参与其中，并努力争取话语权及主导权。《数据安全法（草案）》已经注意到该问题，
并在总则中规定“国家积极开展数据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参与数据安全相关国际规则和标
准的制定”44。虽然该规定仅是原则性的，且尚未正式确立，但已然实现制度上的突破。之
后立法工作中，立法者或规则制定者应放眼全世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尽可能地完
善中国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体系。同时应实际考虑中国发展现状及监管能力，积极维护本国合
法权益，坚守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等重大问题的风险防范底线。45在积极谋取国际规则、标
准制定权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其一，中国在海外有大量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互联
网企业和电商企业，这些企业得以长久快速发展的基础是较为宽松的跨境数据流动监管环
境。在制定国内数据管理法律、政策及参与国际规则及标准谈判、制定时，应将中国互联网
企业、电商企业在该领域的商业利益作为考量因素之一。一味地寻求对个人数据的严格保护、
实行严格的本地化措施可能限制这些新兴企业长久发展。其二，中国“闭门造车”，自己独
立创设一套全新的国际规则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应在现有国际组织及其法律文件的基础上积
42

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草案）》第十九条。
参见谢永江等：《欧美隐私盾协议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6 期，第 39-44 页。
44
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草案）》第十条。
45
参见韩静雅：《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制的焦点问题分析》，《河北法学》2016 年第 10 期，第 170-178
页。.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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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与他国开展交流与合作，通过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的方式抓住规则制定的主
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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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跨境流动之国际投资协定例外条款规制研究
张倩雯

摘 要：为了确保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保护个人隐私，各国纷纷采取措施规制数
据跨境流动，但这些措施可能损害外国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对此，东道国可能援引国际投资
协定中的一般例外和根本安全利益例外保障其规制权，合法规制数据跨境流动。东道国采取
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措施是否为了保护该国的社会公共秩序应当结合国内立法具体分析，是
否为了维护社会公共道德则因该国的社会背景、文化历史、政治政策等因素而异。针对国家
为维护其根本安全利益而规制数据跨境流动的行为，仲裁庭应当限定根本安全利益的范围，
限制根本安全利益例外条款的自裁性，充分考量各国的数据分类制度。制定符合我国利益的
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具有现实紧迫性。我国在完善国际投资协定例外条款时，应当兼顾数据跨
境流动中的安全，促进外国数字企业在我国投资和保护我国数字企业的海外投资三方利益，
做好数据安全立法与国际投资协定例外条款构建的对接。
关键词：数据跨境流动；一般例外；根本安全利益例外；国际投资协定；数据安全法
当数据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重要资源，规制数据跨境流动就成为了各国立法的重点。这
1
些规制数据跨境流动的立法往往借助保护国家安全、个人隐私、公共秩序等名义。 根据欧
洲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的一项量化研究显示，规制数据跨境流动的措施会对投资造成负
2
面的经济影响。 因此，围绕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措施之国际投资协定合规性存在一定争议，
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措施可能被质疑违反了国际投资协定的国民待遇、公平与公正待遇、禁止
3
征收等核心实体条款。 无论这些规制措施是否违反国际投资协定的这些待遇条款，国际投
资协定中例外条款的适用性都会直接影响到规制措施的合法性和东道国规制权的实施。本文
通过剖析数据跨境流动与国际投资协定一般例外和根本安全利益例外的关系，研究国际投资
协定例外条款对于保障东道国对数据跨境流动问题规制权的政策空间，提出完善我国数据安
全立法与我国缔结的投资协定中例外条款对接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路径。

一、 国际投资协定例外条款与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
例外与原则相伴而生。国际投资协定为促进资本跨国流动赋予了投资者大量权利，也通
过设置例外保障东道国的合理规制权。20 世纪末的投资自由化浪潮高涨，加之国际投资仲
裁庭在适用国际投资协定时倾向于维护外国投资者利益，这严重损害了东道国的合法权力。
面对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当性危机，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中呈现
张倩雯，法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投资法，国际
公法。联系邮箱：cdzqw@swjtu.edu.cn。本文仅供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 2020 年会讨论使用，请勿引用。
1
Hosuk Lee-Makiyama: “Briefing note: AI & Trade Policy”, in Tallin Digital Summit, see https://ecipe.or
g/wp-content/uploads/2018/10/TDS2018-BriefingNote_AI_Trade_Policy.pdf.
2
See Matthias Bauer, et al, The Costs of Data Localisation, Friendly Fire on Economic Recovery, ECIPE
Occasional Paper No. 3/2014, p.8, available at: https://ecipe.org/publications/dataloc/, last visited on 21 D
ecember 2019.
3
张倩雯：
《数据本地化措施之国际投资协定合规性与中国因应》
，
《法商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85-98 页。
围绕《欧盟通用数据条例》是否违反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的争论可参见： Vishaka Rame
sh, Data Protection Principles Around the World. Do They Violat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Völkerr
echtsblog, 8 October 2018, doi:10.17176/20181008-111554-0. Tuchtfeld and Lars Borchardt, Why Internatio
nal Investment Law is not violated by the GDPR, Völkerrechtsblog, 5 November 2018, doi:10.17176/2018
1106-100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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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的“回归”趋势， 这在国际投资协定实体条款上的体现之一则是晚近缔结的协定明显
5
比过去更多地纳入了例外条款。
若外国投资者针对东道国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措施提起仲裁请求，东道国主要可以从适
6
用国际投资协定的例外条款和运用习惯国际法两方面主张其规制权。 在例外条款方面，东
道国可适用的条款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一般例外条款，尤其是包含有“维护国家公共政策
或公共秩序”的例外条款；二是国家安全例外或根本安全利益例外条款；三是特定条款的例
外，例如针对东道国禁止征收和提供给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义务专门规定的例外。

7

第三类“特定条款的例外”同一般例外和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不同，后两者可适用于整
个协定的所有条款，而前者只适用于协定的某些具体条款，是否可以适用东道国规制数据跨
境流动的措施主要取决于协定的具体规定。例如，2018 年 10 月欧盟与新加坡签署的《欧盟
与新加坡双边投资协定》，明确在国民待遇条款的例外部分规定了“保护与个人数据处理和
8
传输相关的个人隐私”和“保护个人记录和账户的隐私”两种情形。 基于以上规定，欧盟
和新加坡的投资者若针对区域内国家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措施提起投资仲裁，只要东道国可
证明规制措施是为了“保护与个人数据处理和传输相关的个人隐私”或“保护个人记录和账
户的隐私”，即可豁免其国民待遇义务。
但国际投资协定中鲜有如《欧盟与新加坡双边投资协定》明确规定数据跨境流动规制
措施合法性的条款。这一方面是因为大量的投资协定缔结于 20 世纪 90 年代（图 1），在该
阶段数字经济尚在萌芽时期，对社会和生活的影响还未如当下一般普遍，因此绝大多数国际
投资协定涉及的仍然是传统的投资保护问题，并未纳入数据相关条款。另一方面是因为当今
世界上主要数字大国的数字经济主张大相径庭，在数字贸易和数字投资领域远未形成统一的
数据规则。美国对外数字贸易政策主张主要体现在《数字贸易 24 条》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和《美墨加协定》中，基于其强势的信息技术产业基础，奉行“自由至上”
，
9
推行以市场为主导，促进数据跨境流动的基本原则。 欧盟将数据权纳入基本人权范畴，基
10
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限制数据跨境流动。 欧盟的数据保护主张也体现于《欧盟与
加拿大综合性经济贸易协议》和《欧盟与新加坡双边投资协定》中。中国的跨境数据流动规
制以《网络安全法》为基础，重视信息安全，确立了以数据本地存储为基本原则，经评估后
朱明新：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革新与国家的“回归”》，
《国际法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16-3
0 页。
5
具体统计可参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的统计数据，See UNCTAD, Investment Policy Hub[EB/OL].htt
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
6
张生：
《国际投资法制框架下的跨境数据流动: 保护、例外和挑战》，
《当代法学》2019 年第 5 期，第 154
-156 页。
7
对于何为一般例外条款，国际投资协定和学界均无一致定义。Andrew Newcombe 教授认为以《关税及贸
易总协定》第 XX 条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第 XIV 条为蓝本发展而来的条款是一般例外条款，而国内一些
学者则认为能够使东道国为实现正当的公共政策目标而豁免其实体性条约义务的条款均为一般例外条款。
本文采前者定义。参见 Andrew Newcombe and Luis Paradell, Law and Practice of Investment Treaties (K
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9) 504; Lars Markert. ‘The Crucial Question of Future Investment Treaties: B
alancing Investors Rights and Regulatory Interests of Host States’ in M. Bungenberg, J. Griebel and S. H
indelang (eds.), Europe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Special Issu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EU Law (Springer 2011) 167. 曾建知：
《国际投资条约一般例外条款研究——兼论我国的选择》，
《武大国际法评论》2018 年第 1 期，第 309 页。
8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of the one part,
and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of the other part, 2018, Article 2.3.3(e)(ii).
9
The Digital-2-Dozen,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Digital-2-Dozen-Final.pdf., last visited on 21 Decem
ber 2019;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rticle 14.11, 14.1
3; 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21 December 2018, Article 19.8，Article 19.12.
10
GDPR 除确认原《关于个人数据自动处理和自由流动的个人保护指令》中规定的“充分保护原则”之外，
还赋予数据主体同意权、访问权、可携带权、被遗忘权、更正权等重要权利，提出了数据最小化等原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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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跨境传输为例外的数据跨境流动制度。立场的重大分歧导致各国在谈判时就跨境数据流动
问题难以达成共识，故纳入数据跨境流动条款的国际经贸协定并不多，短期内在这些数字大
国间也很难达成纳入数据跨境流动条款的多边协定。

图 1 1980 年至 2019 年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11
对于没有明确纳入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措施的国际投资协定，东道国是否可以援引例外条
款保障其对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权则是具有争议的问题。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选取了
12 个在采取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措施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根据其国内数据跨境流动规制
立法的政策考量制作了表 1。该表显示，各国在制定规制数据跨境流动的立法时，最主要的
政策考量有两类：一是个人隐私；二是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金融安全。这些政策考量反映
在例外条款中则会产生诸多疑问：个人隐私与公共道德是什么关系？东道国基于国家安全的
考量是否可以援引根本安全利益例外？哪些数据安全属于一国的根本安全利益？下文将围
绕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措施与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一般例外和根本安全例外条款的关系展开研
究。
国家

监管目标

印度尼西亚

隐私条款（所有行业）；信息通信技术法规覆盖所有的在线服务和具有多
种目的的公共服务。

越南

隐私条款（所有行业）；网络安全法旨在保护国家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

马来西亚

隐私条款（所有行业）；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允许信息流动。

菲律宾

仅有银行业规定，旨在保护个人信息和银行的机密。

印度

隐私条款（所有行业），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允许转让信息。法规规定，
关于公共信息和政府信息应当可以被获知。

加拿大

隐私条款（仅针对某些省份的公共机构信息）

韩国

隐私条款（所有行业），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允许信息流动；银行业规定
旨在保护个人信息和财务记录；涉及国家安全目标的线上地图。

墨西哥

11

隐私条款（所有行业）；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允许信息流动。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0,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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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隐私条款（所有部门）；同时兼具保护网络安全的目的；制定了旨在保护
金融，卫生和出租车行业的个人信息隐私的部门法律； 具有公共秩序目标
的在线出版物数据； 针对个人隐私和安全的线上地图。

俄罗斯

隐私条款（所有行业）

土耳其

隐私条款（所有行业）；在某些情况下，允许信息流动。电子支付法规有
多个目标。

尼日利亚

信息通信技术法规有多个目标，银行卡支付终端和 ATM 系统有多个目标。

表 1 代表国家规制数据跨境流动的政策考量

12

二、 一般例外与数据跨境流动规制
（一） 一般例外条款的起源与现状
13

国际投资协定的例外条款与国际贸易法的例外条款在起源上联系密切。 当前国际投资
协定中的一般例外条款规则最早可追溯于 1927 年《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禁令的国际协定》
，主
14
要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 XX 条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第 XIV 条为蓝本发展而来。 一般
例外条款基于国家对自然资源享永久主权，即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根据国家经济主权原则，
15
一国有权自主决定对公共健康、安全、环境等国内经济事务的保护水平。 外国投资者在东
道国境内开展经济活动与该国国内经济事务密切联系。因此，东道国在承诺给予外国投资者
某些待遇的同时，应当有权通过设置例外情形适当保留对外资的规制权。目前无论是国际投
16
资协定或是学界均尚未对一般例外条款作出统一界定。 本文所指的一般例外条款是国际投
资协定中以“一般例外”命名的，或除“根本安全利益例外”之外，虽未标明“一般例外”
，
但可豁免东道国整体条约义务的条款。
近年来一般例外条款发展迅速，呈现数量增长、内涵扩张的趋势。早期国际投资协定中
纳入一般例外调控的数量很少，且条款内容非常简单。例如，1974 年《埃及与德国双边投
资协定》中就只是简单规定条约不适用于东道国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公共卫生或公
17
共道德”的情况。 在国际投资法“人本化”的发展趋势下，国家在缔约时更加注重维护其
Hosuk Lee-Makiyama: “Briefing note: AI & Trade Policy”, in Tallin Digital Summit, see https://ecipe.o
rg/wp-content/uploads/2018/10/TDS2018-BriefingNote_AI_Trade_Policy.pdf.
13
张倩雯: 《国际贸易法与国际投资法国民待遇互动关系比较研究》，
《武大国际法评论》2017 年第 6 期，
第 41-63 页。
14
See Andrew Newcombe, General Exception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n Marie-Claire Co
rdonier Segger, Markus W. Gehring, Andrew Newcomb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World Investment L
aw 358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1).
15
1974 年联合国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提出国家对其自然资源和
国内一切经济活动有权行使永久主权，参见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RES/S-6/3201, Declaratio
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rticle4(e), http://www.un-documents.net/s
6r3201.htm. 同年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中也规定：
“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
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并得自由行使此项主权”，参见 United Nat
ions General Assembly, A/RES/29/3281, Charter of Economic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 Article2(1), htt
p://www.un-documents.net/a29r3281.htm.
16
曾建知：
《国际投资条约一般例外条款研究——兼论我国的选择》，
《武大国际法评论》2018 年第 1 期，
第 307 页。
17
1974 年《埃及与德国双边投资协定》的原文规定是“Intending to facilitate and promote the making and
developing of investments by German nationals or companies in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the Govern
ment of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will grant the necessary permits to German nationals who in connec
tion with investments by German nationals or companies desire to enter and stay in Ute Arab Republic o
f Egypt and to carry on an activity there as an employee, except as reasons of public order and security
of public health, or morality may warrant otherwise.”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
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1073/downloa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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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对于公共事务的规制权， 近年的国际投资协定在一般例外条款中纳入了更多内容，包括自
19
20
21
22
然资源，人类、动植物生命或健康， 金融审慎原则， 劳工和环境， 文化产业发展 等。越
来越多国家在投资协定中明确纳入一般例外。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的统计，截至
2020 年 4 月底，在现今生效的 2577 个国际投资协定中，125 个国际投资协定包含公共政策
例外。其中，早期（1962 年—1999 年）缔结的数量为 26 个，而晚近（2000 年—2019 年）
缔结的数量为 99 个。2577 个国际投资协定中的 112 个包含金融审慎例外。其中，早期（1962
23
年—1999 年）缔结的数量为 25 个，而晚近（2000 年—2019 年）缔结的数量为 87 个。
鲜有国际经贸协定在例外条款部分明确纳入了保护个人隐私，例如 2008 年中国与新西
兰签署的《中国与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在条约例外的部分规定了缔约国有权“保护个人
24
隐私或金融机构个人消费者的账户信息”。 更多国际投资协定的一般例外条款规定的是东道
国有权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公共卫生或公共道德”。如此，则需要明晰东道国采取数跨
境流动规制措施是否可被视作维护本国的“公共秩序和安全”以及“公共道德”。
（二） 数据跨境流动与公共秩序
“公共秩序”的概念源自大陆法系，对其概念的解释常见于国际贸易法的判决中。例如，
“美国博彩案”专家组对“公共秩序”的解释为“旨在维护社会根本利益，包括法治的特定
概念”。该案中，与有组织的犯罪进行斗争就是成员国维护公共秩序的行为。25在“Continental
Casualty Company 诉阿根廷案中”，仲裁庭指出“公共秩序例外”是独立于“根本安全利益
例外”之外的一项豁免事由，二者具有不同的内涵。26“根本安全”着眼于国家利益，而“公
共秩序”更强调社会公众的利益。仲裁庭认为“公共秩序”和源自于西班牙双边投资协定的
“公共治安”实为同义词，“公共秩序”可能遭受现实或潜在的叛乱、骚乱和暴力动乱的威
胁。27因此，若国家遭遇到破坏一国正常运转的威胁，则可能引发该国对“公共秩序”的政
策考量。28
不仅国际投资协定中常有规定“公共秩序例外”，一些国家的数据规制立法中也明确了
保护公共秩序或公共利益可作为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例外。例如，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第 23 条“限制”部分第 1 款 e 项就指出，在保护欧盟或某个成员国的重要的一般公共利益
时，可通过立法限制该《条例》第 12 至 22 条、34 条以及第 5 条所赋予的责任范围与权利
范围，但这种限制仍然应当符合必要性和比例原则。该款项也明确了“欧盟或某个成员国的
经济或金融利益，包括财政、预算、税收事项、公共健康和社会安全”应被视作“重要的一
般公共利益”。可见，经济和金融利益可能涉及一国的公共秩序维护。
刘笋：
《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势与国际投资法的革新》，
《法学研究》 2011 年第 4 期，第 196-208 页。
See e.g., 2007 Canada-Peru BIT, article10.
20
See e.g., 2016 Canada-Hong Kong BIT, article 20(1).
21
See e.g., 2015 Switzerland-Georgia, article 9(1).
22
See e.g.,2014 Japan-Kazakhstan BIT, article 17(7).
23
See UNCTAD, Investment Policy Hub[EB/OL].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
24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New Zealand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2008, Article 206,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
treaty-files/2564/download.
25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 6.469-6.470, WT/DS285/R (adopted Nov. 10, 2004).
26
See Continental Casualty Company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9, Sept 5, 2008, par
a 174.
27
See Continental Casualty Company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9, Sept 5, 2008, par
a 170.
28
See Jürgen Kurtz, Adjudging the Exceptional a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 Security, public order a
nd financial crisi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59(02), 2010, p.361.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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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人民银行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好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工
作的通知》，其中第六条规定：
“在中国境内收集的个人金融信息的储存、处理和分析应当在
中国境内进行。除法律法规及中国人民银行另有规定外，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向境外提供境
内个人金融信息”。此处对于数据本地化存储、处理和分析的要求，即可视作为了经济和金
融利益，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
（三） 数据跨境流动与公共道德
1. 公共道德的内涵
鲜有国际投资仲裁案件对何为“公共道德”做出解释。鉴于国际投资法的例外条款与国
29
际贸易法的例外条款在起源上存在密切联系， 即国际投资协定一般例外条款对“公共道德”
的规定实际源自于对国际贸易法一般例外条款的借鉴：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第 XX 条“一
般例外”规定，本协定的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缔约国为维护公共道德采取必需的措施。因此，
在缺乏国际投资仲裁案件澄清“公共道德”内涵的背景下，可借鉴世界贸易组织在裁判中对
“公共道德”的解释路径理解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公共道德”。
在“美国博彩案”中，专家组在翻阅了《牛津英语大词典（简明本）》后，将“公共道
德”界定为“一个社会或国家中正确和错误行为的标准”。30专家组同时也指出，“公共道
德”这一概念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会伴随时空迁移而变化， “并受到社会、文化、道德、
宗教价值等因素影响”。31该解释也被其后的“中美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专家组采纳。32例
如，东西方国家就因“性善论”和“性恶论”人性观的文化差异导致了东西方道德理念的不
同。33具体到什么是“一个社会或国家中正确和错误行为的标准”，“美国博彩案”专家组
认定与赌博服务相关的事项属于公共道德范畴。34“巴西税收措施案”专家组认为弥合数字
鸿沟和促进社会包容的关切属于公共道德。35“欧共体海豹产品案”专家组认为保护动物是
重要的公共道德。36“中美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专家组认为中国禁止进口内容涉及暴力、
色情的出版物和视听产品就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公共道德。37可见，各国的历史文化差异确会
影响公共道德的内涵。
有的国际投资协定区分了个人隐私和公共道德。例如，
《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投资协定》
在第十七条“一般例外”第一款a项中规定了“保护公共道德和维护公共秩序的必要措施”
可作为条约例外。同时，该条款c项中另行规定“在处理和发布个人资料方面保障个人隐私，
以及保障个人记录和帐户的秘密”的必要措施也可作为一般例外。根据条约解释的有效性原
则，a项和c项的规定应为不同内容。由此可见，《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投资协定》将个人隐
29
张倩雯：
《国际贸易法与国际投资法国民待遇互动关系比较研究》，
《武大国际法评论》2017 年第 6 期，
第 53-55 页。
30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 6.465, WT/DS285/R (adopted Nov. 10, 2004).
31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 6.461, WT/DS285/R (adopted Nov. 10, 2004).
32
Panel Report, China — Measures Affecting Trading Right s and Distribution Services for Certain Publi
cations and Audiovisual Entertainment Products, ¶ 7.759, WT/DS363.
33
吴言动，王非，彭凯平：
《东西方文化的人性观差异及其对道德认知的影响》
，
《心理学探新》2019 年第 1
期，第 34-39 页。
34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 6.469, WT/DS285/R (adopted Nov. 10, 2004).
35
Panel Report, Brazil –Certain Measures Concerning Taxation and Charges, ¶ 7.568, WT/DS472/R, WT/
DS497/R (adopted Aug. 30, 2017).
36
Panel Report, 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Prohibiting the Importation and Marketing of Seal Prod
ucts, ¶ 7.638, WT/DS401/R(adopted 25 November 2013).
37
Panel Report, China — Measures Affecting Trading Right s and Distribution Services for Certain Publi
cations and Audiovisual Entertainment Products, ¶ 7.767, WT/DS401/R (adopted 25 Novemb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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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和公共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价值区别对待。
但更多的国际投资协定并未在条款中区分个人隐私和公共道德。由于道德与一国的文化
息息相关，《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投资协定》的做法并不能代表其它国家对于隐私和道德关
系的理解。例如，《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则将个人数据受到保护的权利纳入基本人权之一—
—自由权范畴。38其后，欧盟发布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也是基于数据权是基本人权
的理念，提出了数据权保护的充分保护原则、数据最小化原则，并赋予数据主体同意权、访
问权、可携带权、被遗忘权、更正权等重要权利，严格地限制个人数据的跨境流动。39若将
隐私权作为基本人权，则保护个人隐私也应当被视作“一个社会或国家中正确和错误行为的
标准”。在欧盟立法的语境下，“公共道德”例外则可能适用于国家为了保护个人隐私而采
取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措施的情形。
2. 必要性
在国际贸易法的案件中，多数案件的争议焦点并非是公共道德的内涵，而是集中在成员
国采取的规制措施对于维护该国的公共道德是否具备必要性。40虽然上诉机构在 “韩国牛
肉案”等案件中均提到国家对于“公共道德”的程度需求具有决定权，41但规制措施的必要
性仍然是防止滥用例外的重要要求。国际投资协定一般例外条款的规定也通常是允许“保护
公共道德的必要措施”，可见国际投资法中公共道德例外的适用同样以必要为限。
必要性的要求即东道国采取规制措施应有助于实现目标。关于认定东道国采取的规制措
施是否具备必要性的审查标准，国际投资仲裁的学界和实务界主要持“唯一路径”标准、自
由裁量余地标准、善意标准和“最少限制性”标准四种标准。综合考察以上四种标准的合理
性、确定性和可操作性，将比例原则和“最少限制性”标准结合的“合理的必要性”审查标
准最有利于全面和客观地协调外国投资者利益和东道国规制权。42这里“合理的必要性”审
查标准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仲裁庭应审查是否存在另外的对外商投资具有更少限制性的规
制措施；二是仲裁庭应审查东道国若采取该措施，是否会付出不合理的成本，例如过高的行
政管理或执行成本。43若将“合理的必要性”审查标准应用于对东道国适用例外条款的审查，
则应重点审查东道国为了维护本国的公共道德，相比采取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措施，是否可以
选择对外商投资限制性更少的规制措施。若存在这样的措施，东道国需要付出的成本是否合
理。
为了保障个人数据的基本自由和人权，《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45条第1款规定，
只有在欧盟委员会认定的第三国或第三国中的某个区域能够对个人数据的传输提供充分保
护的前提下，个人数据方可转移到第三国，而不需要获得特定的授权。44《欧盟通用数据保
护条例》的这一规定实质上构成了投资壁垒，或被质疑违反国际投资协定的公平与公正待遇
等条款。45而相较于数据跨境流动的“充分性保护”原则，运用隐私增强技术或许是能够兼
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0/C 364/01), Chapter 2, Article 7,8.
Voigt, Paul, and Axel von dem Bussche. 2017. “The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A Practical Guide.” Springers.
40
例如“美国博彩案”“巴西税收措施案”“欧共体海豹产品案”“中美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多米尼加香烟案”
“巴西轮胎案”均涉及东道国采取措施对于保护公共道德的必要性问题。
38
39

See Appellate Body Reports on Korea – Various Measures on Beef , para. 176 and EC – Asbestos,
para. 168.
42
银红武：
《论国际投资仲裁中非排除措施“必要性”的审查》
，《现代法学》2016 年第 4 期，第 148-154 页。
43
银红武：
《论国际投资仲裁中非排除措施“必要性”的审查》
，《现代法学》2016 年第 4 期，第 152 页。
44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2018），第 45 条。
45
See Vishaka Ramesh, Data Protection Principles Around the World. Do They Violate International Inves
tment Law?, Völkerrechtsblog, 8 October 2018, doi:10.17176/20181008-11155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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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个人隐私和外商投资的方法之一。早在二十年前就有专家提出通过隐私增强技术管理数据
有助于有效保护数据隐私，46即通过限制对个人数据的收集，加强对个人数据的识别、认证、
授权，制定保护隐私的技术标准，加密，生物识别等方式，在整个信息价值链中完善对个人
隐私的保护。47因此，和要求数据接受国能够对数据提供充分性保护作为数据跨境流动的前
提条件相比，运用隐私增强技术或许是更为合理的、对投资具有更少限制性的要求。
可见，一国可通过加密等技术方法提升对个人隐私的保护，这或许会引起对适用一般例
外条款“必要性”的质疑。48但应当注意的是，不同国家间的算法加密和解密技术能力具有
很大的差异。换言之，不同国家采取足够严密的加密技术保护个人数据隐私需要付出的成本
是不一样的。例如，美国相比大多数国家在信息技术领域具有绝对优势，49因此，若应用“合
理的必要性”审查标准审查例外条款的必要性，则对于美国而言，运用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措
施保护公共道德可能缺乏必要性，但对某些加密技术并不成熟的国家可能具备必要性。

三、 根本安全利益例外与数据跨境流动规制
（一） 根本安全利益例外条款的现状
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根本安全利益例外条款源自美国的《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
。20 世
纪 60 年代起，德国在其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之中引入了根本安全利益例外条款，再传播至
其它的国际投资协定。在某些国际投资协定中，根本安全利益例外并非适用于整个条约，而
50
只是适用于某些条款，例如征收。 但更多的国际投资协定是将根本安全利益例外适用于条
约的所有条款。
近年来各国加倍重视根本安全利益例外条款，在投资协定中纳入的根本安全利益例外数
量不断增加，内容也日趋丰富。传统意义上的根本安全利益通常与国家领土完整或军事利益
51
相关。 但近年来，传统的根本安全利益呈现扩张趋势。根据联合国人类安全委员会的研究
报告显示，一国的经济危机可能直接影响到该国政府和国民的安全。因此，
“人类安全”的
52
传统内涵应当有所扩大。 当今社会面对来自于外部污染、恐怖袭击和水源缺乏等诸多新的
53
安全威胁。 传统的根本安全利益呈现扩张趋势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因为阿根廷由于处
54
理国内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规制措施，而屡被外国投资者诉至国际投资仲裁， 使主权国
家意识到了运用根本安全利益例外条款维护国家规制权的重要性；二是因为国际安全形势日
Wolfe, H. B. (1997) ‘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y’, Computer Fraud & Security, vol. 1997, no. 10, p
p. 11-15.
47
Van Blarkom, G.W., Borking, J.J, and Olk, J.G.J. (2003) Handbook of privacy and privacy-enhancing t
echnologies. The case of Intelligent Software Agents, The Hague: Privacy Incorporated Software Agent (P
ISA) Consortium. Pas J V D, Bussel G J V. ‘Privacy Lost－and Found?’ The information Value Chain as
a Model to Meet Citizens’ Concerns[J].Electronic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Evaluation, 2015, 18(
2) : 185-195.
48
Marion A. Creach, ‘Assessing the legality of data-localization requirements: Before the tribunals or at t
he negotiating table?,’ Columbia FDI Perspectives, No. 254, June 17, 2019.
49
John Selby, ‘Data localization laws: trade barriers or legitimate responses to cybersecurity risks, or bot
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Vol.25, No.3, 215-217(2017).
50
See Katia Yannaca-Small, Essential Security Interests under International Invesmtnet Law, in Internation
al Investment Perspecti es: Freedom of Investment in a Changing World 98 (2007).
51
国际投资协定的根本安全利益例外条款是借鉴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XXI 条的“安全例外”条款。后
者将“根本安全利益”限制于涉及到国家的军事、国防利益的情形。
52
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 Human Security Now (2003)
53
R Howse and RG Teitel, Beyond the Divide: The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Dialogue on Globalization: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No 30 (Apr 2007).
54
阿根廷系列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经济危机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影响到阿根廷的“根本安全利益”。ICSID 仲
裁庭在该问题上曾做出截然相反的裁决。对此可参见王楠：
《危急情况之习惯国际法与投资条约中的不排除
措施条款——兼论 CMS 案和 LG &E 案》
，《比较法研究》2010 年第 1 期，第 115-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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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复杂、严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深刻交织，复杂的时代背景赋予了根本安全利益
新的内涵。各国在国际投资协定中扩张根本安全利益例外条款的做法虽然可以满足主权国家
保障规制权的需求，但也存在边界不明、内涵模糊等隐患。例如，美国在其 2012 年《双边
投资协定范本》和《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中，都规定根本安全利益包括“履行维持
55
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有必要的措施”。 这样模糊的界定加上美国近年来屡次以“世
界警察”之名干涉他国内政的一些做法，让人不免担忧根本安全利益例外可能遭到滥用。
（二） 数据跨境流动与根本安全利益
若一国主张援引根本安全利益例外条款维护其规制数据跨境流动的权力空间，则基于
56
“谁主张、谁举证”的原理，该国应当承担证明存在该根本安全利益的举证责任。 国际投
资仲裁庭在多个案件中均强调，根本安全利益例外仅适用于十分极端的特殊情形之下。因此，
东道国应承担较为严苛的举证责任，证明其具备充分的理由为了维护本国的根本安全利益而
实施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措施。
许 多 根 本 安 全 利 益 例 外 条 款 措 辞 有 诸 如 “ it considers” “it determines” “in the state’s
opinion”之类的表述，57通常这些措辞表明了该条款具有自裁决性质。根本安全利益例外的
自裁性加大了该条款被滥用的可能。但具有自裁决措辞的根本安全利益例外条款也不可排除
仲裁庭的管辖权，58应当接受仲裁庭的善意评审，以区分真正的国家安全关切与伪装的歧视
行为。59严格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是防止根本安全利益例外条款滥用的基础。
在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问题上，并非一国国内的所有数据都涉及国家的根本安全利益。
由于“棱镜门”事件曝出出网络空间信息安全存在严重隐患，各国均规定对于重点领域的数
据给与特殊保护。在认定东道国规制数据跨境流动的真实目的时，该国对数据的分类应当纳
入仲裁庭善意评审的考量。例如，中国的《网络安全法》第31条就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界定为“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
和领域”的数据，因为这些行业和领域的数据一旦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者数据泄露，可能
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公共利益，对这些数据自然应当给与重点保护。
近年来，一些国家存在滥用根本安全利益例外或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行为，以“规制之
名”行“歧视之实”。例如，美国认为TikTok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因而要求所有TikTok
的数据都存储在美国境内。更有甚者，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建议，要求TikTok的母公司字节
跳动在90天内必须完成TikTok美国业务出售交易的交割。根据美国于2013年发布第21号总统
令《提高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和恢复力》规定，关键基础设施即国家“重要的实体或虚拟
系统和资产，它的破坏或功能损毁将对美国的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国民健康造成打击”。
60
关键基础设施包括化学、商业设施、通讯、关键制造、水利、国防工业基地、应急服务、
能源、金融服务、食品和农业、政府设施、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信息技术、核反应堆、材
料和废弃物、运输系统、水及污水处理系统这十六个领域。61按照该规定，TikTok作为短视
See 2012 U.S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Article.18.2. 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
ment, 2018, Article 32.2.1(b).
56
See Jürgen Kurtz, Adjudging the Exceptional a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 Security, public order a
nd financial crisi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59(02), 2010, p.364.
57
See 2012 U.S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Article.18.2.
58
See Robyn Briese & Stephan Schill, “If the State Considers”: Self-Judging Clauses in International Dis
pute Settlement, Max Planck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 Law, Vol.13, 2009.
59
韩秀丽：
《双边投资协定中的自裁决条款研究———由“森普拉能源公司撤销案”引发的思考》，
《法商研究》
2011 年第 2 期，第 21 页。
60
这是沿袭了美国在 2001 年《爱国者法案》中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界定，see section 1016(e) of the USA
Patriot Act of 2001 (42 U.S.C. 5195c(e)).
61
Presidential Policy Directiv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PPD-21, 2013, https://ob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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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社交平台，难以列入以上任何一个领域，因此TikTok的数据也不应属于《提高关键基础设
施的安全性和恢复力》界定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数据，并不涉及美国的国家安全或根本安
全利益。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TikTok实施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措施实为滥用国家安全条款的
行为。可见，界定一国规制数据跨境流动的措施是否真正为了维护其根本安全利益，应当结
合一国国内对于数据的分类等规定具体考察。

四、 数据规制视域下完善中国投资协定例外条款的因应
62

当前世界主要的数字经济大国规制数据跨境流动的立场存在极大分歧。 我国亟需完善
本国的数据安全立法，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在双边投资协定或区域经贸协定中推广我国的数数
据跨境流动规制立场。我国规制数据跨境流动的立法主要见于《网络安全法》和《数据安全
法（草案）》中。
《网络安全法》仅笼统地在第 37 条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应当在
我国境内存储在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公民个人信息等重要数据。而《数据安全法（草案）》
更为细化，分别从域外适用效力、数据安全审查制度、数据出口管制、数据对等反制措施和
数据跨境调取审批制度等视角，初步构建了我国规制数据跨境流动的基本法律框架。《个人
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
》
《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
稿）》则进一步明确了数据跨境流动的条件及程序。可见，我国规制数据跨境流动的大量立
法仍在酝酿之中。关于数据出境的安全评估制度、数据跨境流动的有效监管等问题还有待在
未来的立法中解决。规制数据跨境流动实为行使东道国的规制权。为保障我国对数据安全的
规制权，我国在构建国际投资协定例外条款时，应当兼顾数据安全与投资发展的基本原则，
注重条款有益于达成规制数据有序跨境流动的目的，补充例外条款，做好数据安全立法与国
际投资协定谈例外条款构建的对接。
一是坚持安全与发展的网络空间治理基本原则。2020 年 9 月 8 日，我国外交部发布了
“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呼吁各国秉持发展和安全并重的原则，平衡处理技术进步、经济
63
发展与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 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的原则，具体而言在数
据与投资的关系中需兼顾三方利益：数据跨境流动中的安全，促进外国数字企业在我国投资
和保护我国数字企业的海外投资。我国不仅是外国数字企业投资的东道国，也是中国数字企
业对外投资的母国。根据福布斯杂志发布了《2019 年全球数字经济百强企业榜单》，在上榜
的 100 家企业中，美国公司共 49 家，占据了仅一半席位。我国共 22 家企业上榜，包括腾讯、
64
阿里巴巴、中国移动、小米等知名数字企业。 我国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的例外条款会成为
一把“双刃剑”：当我国作为投资东道国时可据此豁免投资协定项下的义务，但当我国企业
作为投资者时则可能因此而丧失投资协定项下的权利。鉴于我国既是数据大国也是对外投资
大国，例外条款的构建需要满足以下需求：针对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境内收集和产生的数据，
若跨境流动会涉及我国的根本安全利益、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时，我国可以依据例外条款限
制数据的跨境流动。当我国数字企业对外开展投资时，则应避免投资东道国滥用例外条款导
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3/02/12/presidential-policy-directive-critical-infrastructure-security-a
nd-resil.
62
参见 Aaronson, Susan Ariel, and Patrick Leblond. 2018. “Another Digital Divide: The Rise of Data Re
alm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WT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1: 245–272.Gao, Henry.
2018. “Digital or Trade? The Contrasting Approaches of China and US to Digital Trade.” Journal of Int
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1: 297-321；彭岳：
《数据本地化措施的贸易规制问题研究》，
《环球法律评论》2
018 年第 2 期；许多奇：
《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国际格局及中国应对》
，
《法学论坛》2018 年第 3 期；时
业伟：
《跨境数据流动中的国际贸易规则：规制、兼容与发展》，
《比较法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173-184
页。
63
新华网：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文）http://www.xinhuanet.com/2020-09/08/c_1126466972.htm.
64
Forbes: Top 100 Digital Companies, https://www.forbes.com/top-digital-companies/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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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国数字企业的投资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二是通过升级双边投资协定或签订议定书等方式补充例外条款，维护我国对数据跨境
流动的合法规制权。中国迄今缔结的生效双边投资协定共计 104 个，其中关于例外条款的规
65
定存在重视不足、内容碎片化、规定单一等问题。 晚近中国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中逐渐出
现一般例外条款，包括保护本国基本安全利益和维持公共秩序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其中较为
完善的是 2012 年《中国—日本—韩国投资保护协定》和 2012 年《中国—加拿大双边投资协
定》。但我国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对例外条款的构建尚未形成一致做法，例如 2007 年《中
国与芬兰双边投资协定》，2014 年《中国与加拿大双边投资协定》中包含一般例外条款， 而
2009 年《中国与俄罗斯双边投资协定》，2010 年《中国与法国双边投资协定》中则没有该条
款。此外，大多数双边投资协定中仍未纳入一般例外和根本安全利益例外条款。类似于国家
对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有学者提出了国家对于与该国安全相关的数据依法享有“数据主
66
权”的概念，这是网络空间主权的核心要义之一。 基于“数据主权”，国家对于数据跨境流
动应有合法的规制权。当国家行使该合法的规制权时，必然影响到外商投资者的经济利益，
67
从而引发规制数据跨境流动措施之国际投资协定合法性质疑。 伴随我国数据安全相关立法
的陆续出台，在双边投资协定中及时补充例外条款是我国合法行使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权的必
要保障。
三是做好数据安全立法与国际投资协定例外条款构建的对接。我国目前的数据安全立
法更加关注网络安全本身，而不够关注数据安全立法与我国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相关条款的
一致性。伴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数字企业的逐渐壮大，东道国规制数据跨境流动的措施
68
是否违反其国际投资协定义务的问题必定会日渐重要。 我国在制定《数据安全法》及其配
套措施时，应当关注数据安全立法与我国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谈例外条款的合理对接。一方
面，我国的《网络安全法》
《数据安全法（草案）》《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
《信息安全技术数据出境安全
评估指南（草案）》均涉及到了我国对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权，但规制主要限于数据影响国
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侵犯个人利益的情形。我国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中对一般例外最宽
泛的规定见于 2012 年《中国与加拿大双边投资协定》
，规定了文化产业、环境保护、金融审
慎例外，甚至还包括了根本安全利益例外，但对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例外并未提及，仅在征
收的例外提到了保护“合法的公共目的”。如此的一般例外规定难以为我国规制数据跨境流
动提供合法性理由。其它的中外双边投资协定的例外条款对于保障我国对数据跨境流动规制
权则更为不足。另一方面，我国的数据安全立法和国际投资协定例外条款中对于核心名词的
界定应当协调一致。建议我国在未来的数据安全立法中，将“关键基础设施”范围的界定与
“公共秩序”和“根本安全利益”范围的界定结合，明确哪些关键基础设施的数据涉及维护
社会公共秩序，是重要的公共利益，哪些关键基础设施的数据涉及保护国家的根本安全利益。
补充“公共道德”与个人隐私间的联系。在数据安全立法和国际投资协定的一般例外条款中
均约定“必要性”原则。

曾建知：
《国际投资条约一般例外条款研究——兼论我国的选择》，
《武大国际法评论》2018 年第 1 期，
第 306-326 页。
66
See Joel Trachtman, Cyberspace, Sovereignty, Jurisdiction, and Modernism, 5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566 (1998).
67
张倩雯：
《数据本地化措施之国际投资协定合规性与中国因应》，
《法商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85-98
页。
68
See Andrew D. Mitchell and Jarrod Hepburn, Don’t Fence Me in: Reform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La
w to Better Facilitate Cross-Border Data Transfer, The Yale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 Vol.19, 201
7, pp. 185-236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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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数字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主权国家经历了陆地资源争夺、海洋霸权争夺、外空领域争夺
后，又剑指网络空间。各国在争夺数字经济规则制定权的同时，也纷纷采取措施规制数据的
跨境流动，以确保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保护个人隐私。由于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
措施对于外商投资具有经济上的负面影响，可能被视作投资壁垒，损害了外国投资者的投资
利益。为了维护东道国对数据跨境流动的合法规制权，国际投资协定设置例外条款十分重要，
尤其是一般例外条款关于保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的规定，以及对根本安全利
益作为例外的规定。
东道国采取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措施是否为了保护该国的社会公共秩序应当结合国内
立法具体分析。少数国家的数据规制立法中明确规定了保护公共秩序或公共利益可作为数据
跨境流动规则的例外。而对于国内立法没有明确界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范围的，可考虑经
济和金融利益或涉及一国的公共秩序维护。国际投资协定和国际投资仲裁中均缺乏对“公共
道德”内涵的明确界定。借鉴国际贸易法案件对“公共道德”的释义可知，
“公共道德”的
含义受到社会、文化、道德、宗教价值等因素影响，这和各国对数据跨境流动的认知受到其
社会、文化、道德等影响不谋而合。因此，“公共道德”是否包括个人隐私因国家而异，这
与各国的社会背景、文化历史、政治政策等因素有关。有的国际投资协定中明确区分了个人
隐私和公共道德，但多数的国际投资协定没有。对于将保护个人隐私认定为维护社会“公共
道德”的国家，其采取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措施应当符合“合理的必要性”要求，即不存在另
外的对外商投资具有更少限制性的规制措施，且东道国若采取该措施，不会付出不合理的成
本。
基于数据主权，国家为了预防网络空间犯罪等原因有权限制涉及其根本安全利益的数据
跨境流动。但近年来，根本安全利益存在扩张解释趋势，根本安全利益例外的自裁性更加大
了该条款被滥用的可能。对此，应当通过明晰根本安全利益内涵、加强对根本安全利益例外
的善意审查等方式限制条款的滥用。仲裁庭在考察国家适用根本安全利益例外的合法性时，
应当重点关注该国对于数据的分类制度，确保数据跨境流动规制仅限于该国根本安全利益相
关的数据。
在我国加快从数字大国向数字强国迈进的时代背景下，制定符合我国利益的跨境数据流
动规则具有现实的紧迫性。我国目前的数据安全立法缺乏与国际投资协定的对接，这不利与
维护我国对数据跨境流动的合法规制权。为维护我国数据主权，应当及时补充和升级我国缔
结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例外条款。在完善国际投资协定例外条款时，应当兼顾数据跨境流动
中的安全，促进外国数字企业在我国投资和保护我国数字企业的海外投资三方利益，做好数
据安全立法与国际投资协定谈例外条款构建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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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协议》与中国知识产权法治的完善
王祥修

陈筱玮

(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法学院，上海

201701)

摘 要：自 1979 年中美建交以来，中美两国关系总体上不断加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
双边贸易发展迅猛。但随着中美两国经贸往来的不断深化，两国知识产权法律水平的内在差
异逐渐凸显，有关知识产权摩擦频频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两国间的贸易，并在一定
程度上造成了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中美贸易战的僵持，不仅对中美双方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
失，也对世界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中美两国一直试图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为了促进双方
之间的友好协作，中美历经 19 个月的磋商和谈判最终在签订了《中美经贸协议》
（以下简称
《协议》）。这一阶段性解决方案暂缓了中美此前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是中美双方为改善双
边贸易迈出的重要一步。在《协议》文本中，有关知识产权部分的内容被放在开头，且占比
颇多，内容详实，中美双方的关注点主要聚集在商业秘密保护、药品注册与专利保护期延长、
电商平台、地理标志、知识产权诉讼程序及执法等方面。
对商业秘密、药品、专利、电子商务这四个方面做简要分析。对于商业秘密的相关规定，
实质上扩大了传统的商业秘密保护范围。关于药品方面，为促进中美双方在药品领域的合作，
更好满足患者的用药需求，
《协议》要求中美双方对药品知识产权，包括专利以及为满足上
市审批条件而提交的未经披露的试验数据或其他数据，提供有效保护和执法。关于专利，
《协
议》第一章第四节对专利有效期的延长进行了规定，具体涉及《协议》第 1.12 条内容。关
于专利有效期的延长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补偿专利授权过程中非由申请人引起的不合理
延迟，二是补偿药品上市审批程序给专利权人造成专利有效期的不合理缩减。关于电子商务，
主要内容聚焦在打击电子商务平台侵犯知识产权的处理问题和知识产权维权的问题。
依据《协议》内容，结合中国知识产权法治的现状，分析《协议》的签署对中国商业秘
密、药品、专利、电商平台等知识产权保护产生的影响，未来中国知识产权法治应当从三个
方面来完善。首先，要完善立法。中国要加快《协议》与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相衔接，此
外，在立法基础完备，立法条件成熟之后，中国应当制定一部综合而系统的知识产权法。其
次，要严格执法。中国应当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同时加强边境执法力度，培养更多专业知
识产权执法人才以应对中国知识产权执法力量薄弱等问题。最后，要加强司法。面对数量日
益增长的知识产权案件，中国应当建立更多专业的知识产权法院。其次，法院在审理知识产
权案件的时候应当实行繁简分流机制以提高审理效率。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中美经贸协议；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完善

一、《中美经贸协议》产生的背景
自 1979 年中美建交以来，中美两国关系总体上不断加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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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发展迅猛。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中美两国货物贸易额超过了 6300 亿
美元，是 1979 年中美建交时的 251 倍。2018 年中美两国双向投资累计已超过 2400 亿美元。
目前，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国。2018 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扩大，
连续第二年刷新 2006 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记录。按人民币计算，中国对美贸易顺差 2.14
1
万亿元，扩大 14.7%。 然而随着中美两国经贸往来的不断深化，两国知识产权法律水平的内
在差异逐渐凸显，有关知识产权摩擦频频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两国间的贸易。美国
多次利用《美国贸易法》的“301 条款”和《关税法》的“337 调查”，在国内设置知识产
2
权壁垒。而中国目前已成为遭受 “337 调查”最多的国家。
中美两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纠纷由来已久，一直以来，美国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水平不足以支撑中美两国贸易的正常发展，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纰漏使得美国在中美贸易中
常常处于劣势地位，给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与此同时，美国则格外注重知识产权的保
护，例如通过各种法律条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知识产权薄弱国家进行经济贸易制裁，以使他
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向美国靠拢，从而维护美国的经济与发展。2018 年 3 月 23 日，美国借知
3
识产权问题向中国政府发难，指责中国不公平收购美国技术的行为和政策 ，构筑非关税壁
垒，挑起了贸易战。并于 2018 年 4 月 3 日公布依据“301 调查”结果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
4
清单。
中美贸易战的僵持，不仅对中美双方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对世界市场产生了重大
5
影响，中美两国一直试图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自 2018 年 7 月美国对华加征第一轮关税起，
中美两国元首共进行了两度会晤，七次通话，双方经贸高级别磋商十三轮，中美全面经济对
话中方牵头人同美国贸易代表、财政部长通话二十多次，历经十九个月，中美终于签署了第
6
一阶段经贸协议，即《中美经贸协议》
（以下简称《协议》）
。 这一阶段性解决方案暂时缓解
7
了中美此前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是中美双方迈出的重要一步。 在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
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作为全球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及两个最大的贸易国，《协议》的签署不
仅有利于中美两国有效处理经贸领域的分歧，促进中美经济稳定发展，对于稳定全球市场信
心，缓解由于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也有极大作用。

二、《中美经贸协议》有关知识产权的内容
在《协议》文本中，有关知识产权部分的内容被放在开头，且占比颇多，内容详实，中
美双方的关注点主要聚集在商业秘密保护、药品注册与专利保护期延长、电商平台、地理标
志、知识产权诉讼程序及执法等方面。接下来就商业秘密、药品、专利、电子商务这四个方
面做简要分析。
（一）关于商业秘密
1

《商务部首次公布中美 2018 年贸易数据》
，载观察者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28994
38642139042&w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3 月 19 日。
2
Yawen Yang, “Analysis of China-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 Friction, Advances in Econom
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68,2018,p.392.
3
马伟：《中美摩擦：源起、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
，《中美问题研究》2019 年第 2 期。
4
《事件分析|美国 301 调查到底是什么》，载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226418942_100046295，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3 月 19 日。
5
王跃生、林雪芬：《中美经贸摩擦的五个层次》
，《中国流通经济》2020 年第 1 期。
6
李昕：
《搁置的增税，未决的矛盾——评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签订》
，载国家金融研究院网站：http://cife
r.pbcsf.tsinghua.edu.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07&id=389，最后访问日期：2
020 年 3 月 19 日。
7
张茉楠：《中美贸易协定签署下的长短视角》
，《华夏时报》2020 年 1 月 20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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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业秘密，在本章节序言部分有一个注解，把“机密性商业信息”定义为“涉及或
与如下情况相关的信息：任何自然人或法人的商业秘密、流程、经营、作品风格或设备，或
生产、商业交易，或物流、客户信息、库存，或收入、利润、损失或费用的金额或来源，或
其他具备商业价值的信息，且披露上述信息可能对持有该信息的自然人或法人的竞争地位造
成极大损害”。序言将“机密性商业信息”与商业秘密列入相同保护范围，实质上是要求扩
8
大传统的商业秘密保护范围，这一改变将对中国现行商业秘密保护产生重大的影响。
解释“机密性商业信息”这个概念是为了该节第 1.9 条服务。第 1.9 条要求中方加强在
民事、刑事、行政或其他监管领域各类程序中有机会接触到特定机密信息的政府机构人员或
第三方专家对机密信息的保护，而此处所保护的正是包含“商业机密”在内的“机密性商业
9
信息”。 实践中，即使商业秘密本身没有遭到不当公开，与商业秘密存在紧密关联的信息
遭到暴露也会对商业秘密的保密性造成潜在威胁。例如，中美两国法律均规定，“逆向工程”
属于合法行为，通过逆向工程获得商业秘密的行为不属于侵犯商业秘密。而作为商业秘密权
利人为了达到保护其商业秘密的目的，可以通过与相关方签订保密协议的方式，将不符合法
定“商业秘密”定义的相关产品、服务、数据等信息列为“机密性商业信息”进行约定保护，
10
并规定禁止合同向对方进行逆向工程。
（二）关于药品
药品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安全与健康的重要保障，一直备受关注。有关进口药品知识产权
保护问题也是中国面临的难题之一，为促进中美双方在药品领域的合作，更好满足患者的用
药需求，《协议》要求中美双方对药品知识产权，包括专利以及为满足上市审批条件而提交
的未经披露的试验数据或其他数据，提供有效保护和执法。
《协议》第三节第 1.10 条是关于药品专利补充数据的规定。药品专利中是否允许补充
11
数据一直以来都是中美知识产权议题的焦点问题。 中国在《专利法》中并没有针对药品专
利的法律规定，《协议》要求应当允许药品专利申请人在专利审查、复审、司法程序中，提
交补充数据来满足公开充分、创造性的要求。
《协议》第 1.11 条提到了专利纠纷早期解决的有效机制，其实质是要求对中国建立药
品专利链接制度，即仿制药在上市申请时应当考虑已上市药品的专利状况，将仿制药上市审
查与创新药品的专利状态进行“链接”，从而对于因仿制药的上市可能导致的专利侵权纠纷
提前解决。该制度最早是由 1984 年美国的《药品价格竞争与专利期恢复法》确立的，其目
的是为了降低原研药与仿制药之间的利益矛盾，平衡公民的药品花销费用与其对药品的需求。
12
《协议》中要求中国应建立以下制度：（1）通知专利权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其他人正在其
专利有效期内寻求上市相关产品；
（2）让专利权人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在其他人产品上市之
前获得救济；
（3）该救济为司法或行政的快速救济，如行为保全等临时措施；
（4）建立专利
有效性或侵权纠纷解决的民事司法程序或行政程序和快速救济。
第 1.12 条则是关于延长药品专利有效期的制度。药品上市前需要经过复杂的审批程序，
《协议》要求中国应对新药产品专利、其获批使用方法或制造方法的专利有效期或专利权有

8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
同上
10
《中美经贸协议中的知识产权条款》，载中国贸易投资网：http://www.tradeinvest.cn/information/5
340/detail，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3 月 19 日。
11
《逐条解读中美经贸协议知识产权章节》
，载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368413865_825373，最
后访问日期：2020 年 3 月 20 日。
12
郭如愿：
《中国药品专利发展现状及反思》，
《电子知识产权》2019 年第 8 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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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期提供调整，延长专利有效期以补偿专利授权或药品上市审批过程中的不合理延迟，并且
该补偿“调整最多不超过 5 年，且自在中国上市批准日起专利总有效期不超过 14 年”。
（三）关于专利
《协议》第一章第四节对专利有效期的延长进行了规定，具体涉及《协议》第 1.12 条
内容。关于专利有效期的延长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补偿专利授权过程中非由申请人引起
的不合理延迟，二是补偿药品上市审批程序给专利权人造成专利有效期的不合理缩减。此条
借鉴了美国药品的专利保护期限补偿制度。美国药品的专利保护期限补偿制度是指，药品上
市需要经过美国联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强制审查程序，因此，根据《药品价格
竞争与专利期恢复法》，专利权人可以获得不超过 5 年的补偿，且药品上市起专利的总有效
13
期不超过 14 年。 《协议》第 1.12 条规定中国也需要为药品专利权人补偿同样年数的专利
保护期，专利权人可以请求补偿专利授权过程中非由申请人引起的不合理延迟，该不合理延
迟至少包含“自在中国提交申请之日起 4 年内或要求审查申请后 3 年内未被授予专利权，以
较晚日期为准”。
另外，对于因上市审批原因导致的延迟，1999 年美国在《发明人保护法》中规定了专
利期限调整机制。美国专利的审查期间是从申请到授权的期间为 3 年，因此，专利期限调整
机制规定美国专利商标局审查专利的时间超过 3 年，就要给专利期限进行补偿。考虑到中美
14
两国专利申请制度存在差异，
《协议》中规定补偿条件的时间是申请起 4 年或审查起 3 年。
以中国为例，在发明专利不考虑优先权的情况下，专利保护期的起点为授权日，终点为
申请日起的 20 年。同日申请的多个专利会在同日终止，但是保护期的起算点可能截然不同。
起算时间点的不同可能会影响专利权人应有的权益。因此，对专利权人因为审查原因而延误
15
的期限进行补偿是合理的。
（四）关于电子商务
《协议》第五节开头提到电子商务平台上抄袭仿冒问题：为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中国
与美国应加强合作，共同并各自打击电子商务市场的侵权假冒行为。双方应减少可能存在的
壁垒，使消费者及时获取合法内容，并使合法内容得到著作权保护，同时，对电商平台提供
有效执法，从而减少盗版和假冒。
第五节第 1.13 条要求中方必须在网络或电子商务环境提供快速、有效的维权程序。其
中包括对侵权网站的快速移除，及时下架侵权产品。对于因善意提出的删除通知如果事后发
现存在通知错误，应当免于承担责任，对于权利人收到反通知后可以提出司法或行政投诉的
截止期限延长到 20 个工作日，以及对恶意提交通知和反通知进行处罚，以确保下架通知和
反通知的有效性。
随后第 1.14 条提出针对未能采取必要措施整治知识产权侵权的主要电商平台，双方都
应当采取有效行动以打击平台上泛滥的假冒或盗版商品。除此之外，该条还要求中方对屡屡
16
未能遏制假冒或盗版商品销售的电商平台，应当吊销其网络经营许可。
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仿冒、盗版产业产品的打击力度表示不满，此次《协议》对电子
13

梁志文：
《药品专利保护期补偿制度的中国路径——<专利法修改草案（2019）>之完善》，
《法治现代化研
究》2019 年第 4 期。
14
《逐条解读中美经贸协议知识产权章节》
，载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368413865_825373，最
后访问日期：2020 年 3 月 20 日。
15
同上
16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
。

1764

商务平台的规定将使未来电商平台不再高枕无忧。

三、《中美经贸协议》对中国知识产权法治的影响
近十年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虽然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相较
发达国家开始的较晚，但发展速度极快，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面对国际大背景下
营商环境的复杂性，中国对于知识产权保护还不够。这次《协议》的签署，对于中国知识产
权法治的完善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也有利于保护创新，促使国外知识产权更多地进入中国，
符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一）对中国商业秘密保护的影响
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一直以来都是境外投资者非常关注的问题，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除
了竞争对手或第三方通过非法手段窃取盗用商业秘密外，由于行政、司法程序中的不当公开
也成为了商业秘密遭到暴露的一大原因。因此，《协议》在 1.9 条将“商业秘密”与“机密
性商业信息”并列，作为限制政府机构人员或第三方专家索取的保密内容。尽管中国在《反
不正当竞争法》
《公务员法》
《外商投资法》等法律法规中对行政机关的保密义务做出了一些
规定，但是由于其保密义务仅限于“商业秘密的材料、信息”，并不包括“机密性商业信息”；
且其规定的保密义务内容较为抽象，对有关行为人的惩罚也仅限于行政处分，无法有效保护
商业秘密权利人的权益。同时，协议要求建立向政府机构披露商业秘密的豁免程序以及向第
三方披露商业秘密的异议程序，目前中国立法并没有相应的制度。未来可能会按照协议要求
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
此外，《协议》对商业秘密保护从侵权责任人范围、侵权行为范围、举证责任分配、临
时措施、刑事保护、政府机构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更为全面细致的要求。关于侵权责任人的范
围，包括自然人、组织和法人和侵权行为的范围，如电子入侵、违反法定保密义务等特定禁
止行为，中国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相关规定与该要求是统一的。关于举证责任
分配，2019 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对应于《协议》
要求在商业秘密权利人已经提供初步证据、可以合理指向被告方时，举证责任将转移至被告
方。关于临时措施，《协议》要求应当将使用或试图使用所主张的商业秘密认定为“紧急情
况”，使得司法机关可以基于具体案件情况采取行为保全措施，这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
内容基本一致。
《协议》的签署，对商业秘密保护的侵权责任人范围、侵权行为范围、举证责任、临时
措施、刑事保护、政府机构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更为细致的要求，这些要求从立法层面而言，
虽然已经大部分得到解决，但具体细节规定上还是过于分散，今后还有待进一步的整理与完
善。
（二）对中国药品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
《协议》第 1.12 条延长药品专利有效期的内容，在《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
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第十七条中有所体现。中国已经明确提出了“开展药品专利期限
补偿制度试点；选择部分新药开展试点，并会给予因临床药品试验和审评审批而延误上市的
17
药品适当的专利期限补偿。” 2019 年的《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第四条也重申了
17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
，载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232362.htm，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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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药品专利期限补偿制度。鉴于药品复杂的审批制度对实际专利保护期造成的较大影响，
以及药品上市后每年可能产生的极大利润，如果中国正式落实《协议》的该项规定，将对中
国药品专利的保护实践产生重大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协议》关于药品相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与中国目前的政策的方向是
一致的，但是还需要从立法层面进行落实，如果正式落实《协议》的相关规定，将对中国药
品专利的保护实践产生巨大的变革和深远的影响。
（三）对中国专利保护的影响
自 198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颁布至今，已经过了 3 次修改。2018 年 12 月 5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专利法第四次修正案草案。此次修改草案在前三次修正案的基础
18
上进行了修改，提出将进一步提高侵权成本，保护专利发明者的权利。
2019 年 7 月 17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指出,提升知识
产权审查效力，加快专利审查智能化系统建设,确保年底前实现将高价值专利审查周期压至
19
17.5 个月 ，未来 4 年，发明专利审查周期平均将压减到 16 个月左右，其中高价值专利审
20
查周期将压减到 11 个月左右，这也将达到目前国际上最快水平。 因此，结合中国目前较快
速的专利审查实践，《协议》的规定可能会对中国专利的授权期限产生小范围的影响。
（四）对中国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
在人民网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版权渠道部联合发布《中国电商知识产权保护创新
实践研究报告（2019）》
。报告对中国电商行业面临的知识产权政策法治环境和舆论环境进行
深度扫描，全方位评估主流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创新实践和突出成果，主流电商平台进一
步优化机制建设，全面升级规则体系，严格审核把关，升级技术手段，强化源头控制，逐步
实现全链条保护知识产权，打假成效显著。
随着电子商务行业的兴起，知识产权保护是电子商务行业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也是电子商务产业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2018 年，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一个制定和实施
《电子商务法》的国家，为世界贡献了电商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方案。
《电子商务法》第 41
条就提到了电子商务的平台经营者应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与知识产权权利人合作，依法
保护知识产权。
《协议》第五节第 1.14 条提出中方对屡屡未能遏制假冒或盗版商品销售的电商平台，
应当吊销其网络经营许可。中国将来面对日益增长的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应当采取
更多举措，约束电商平台，打击盗版和假冒商品。

四、中国知识产权法治的完善建议
访问日期：2020 年 3 月 6 日。
18
《中国专利法将迎来第四次修改》载新华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01513928966391
59&w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3 月 19 日。
19
国务院常务会议，载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guowuyuan/cwhy/20190717c23/mobile.htm，最后
访问日期：2020 年 3 月 19 日。
20
《申长雨：未来 4 年，发明专利审查周期平均压减 16 个月左右》，载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http://w
ww.acfic.org.cn/ddgh/bwzc/201904/t20190426_120592.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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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知识产权立法
1. 加快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修订
《协议》对知识产权的商业秘密保护、药品知识产权、专利、电子商务平台的盗版与假
冒、盗版和假冒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地理标志保护、商标恶意抢注、知识产权案件司法执行
和程序、双边知识产权保护合作这十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其中不乏与中国现有知识产
权法律体制有冲突的地方，其签订也对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中
国应当以《协议》为参考，对知识产权立法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完善。
第一，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协议》要求“取消任何将商业秘密权利人确定发生实
际损失作为启动侵犯商业秘密刑事调查前提的要求”，此前我国《刑法》对“商业秘密的刑
21
事门槛”的规定是“五十万元以上” 。结合实践来说，中国之前订立的启动刑事保护的门
槛确实较高，给了不法之徒可趁之机，可能会使被侵权人无法保护自己的权益，取消这一条
件后，对中国境内的国内外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后续应该对《刑法》第
二百一十九条及配套法律法规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使其和《协议》要求一致。
第二，建立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关于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中国早在 2017 年的相关规范
性文件《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第十六条就已经提出探
索建立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为保护专利权人合法权益，降低仿制药专利侵权风险，鼓励仿制
药发展，探索建立药品审评审批与药品专利链接制度。2019 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第四条也提到了探索建立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由此
可见，《协议》的相关规定与中国立法方向是一致的，正在进行第四次修改的《专利法》应
当为此次《协议》的签署而增加有关专利链接相关的法律条款。
第三，调整药品专利有效期。对于在中国获批上市的新药产品及其制造和使用方法的专
利，应专利权人的请求，中国应对新药产品专利、其获批使用方法或制造方法的专利有效期
或专利权有效期提供调整，以补偿由该产品首次在中国商用的上市审批程序给专利权人造成
的专利有效期的不合理缩减。尽管自 2018 年起，中国已优化、加快了新药的上市审批流程，
但其仍然需要耗费很长时间，对于药品专利而言，会影响其药品获利时间。新药品从早期的
研发到推向市场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这一过程会对权利人利益影响巨大，而且还关
系到药品研发的积极性。中国也应当比照《协议》的延长期限制度，使得药品专利能够得到
22
充分的保护，能够弥补由于上市流程所耗费的时间，维护权利人的利益。
第四，完善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据 CNNIC 第 42 次调查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6 月，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 5.69 亿，相较 2017 年末增长 6.7%。电子商务
23
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经济增长点，且仍然势头不减。 与此
同时，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侵权多发成为亟需关注的问题。某些电商平台以品牌名为掩护，
打上自创平台，冒充知名品牌，至于“山寨”奢侈品更是屡见不鲜。未来中国应当立法加大
对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侵权的惩罚力度，制定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管理的标准，上调罚款
额度，对于屡次销售假冒或盗版商品的电商平台吊销网络经营许可。此外，还可以立法降低
电商平台知识产权维权门槛，更好地保障权利人的利益。

2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
王西江：
《中美经贸协议中“专利有效期的延长”部分，释放出哪些信号》，载康信知识产权联盟网，ww
w.kangxin.com/html/1/173/174/351/10523.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3 月 29 日。
23
《2018 年中国网信领域十大法治事件》
，载神州杂志网，http://www.szmag.net/wap/news/show/id/404
77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3 月 29 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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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中国应当尽快根据《协议》给出的明确而可行的知识产权保护内容来逐步填补
中国知识产权立法的漏洞，完善已有的立法体系，将其落到实处，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发
展和下一步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2. 建议制定一部综合的知识产权法
24

法典是“就某一现行的部门法进行编纂而制定的比较系统的立法文件。” 目前，中国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单行法有《反不正当竞争法》《著作权法》
《专利法》和《商标法》
。各
项法律的制定具有职能部门的属性。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存在着重复性和冲突性，使执法
部门难以选择具体的执法方式。因此，建议中国立法机构制定一部综合的知识产权法典，其
中包括原则性规则和具体规则，以适应知识产权领域正在出现的新问题。
知识产权法学相关理论发展至今，历经了数百年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趋于成熟。
国家层次较为成功的知识产权法典，如 1992 年《法国知识产权法典》
《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
25
等， 国际层次较为成功的知识产权条约，如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知识产权的完善与发展无疑会促进一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因此，如果中国通过整合相关理论
成果、形成体系化、逻辑化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对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将是里程碑式的进
步。
当然制定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典，需要足够的耐心和细致。不同于单纯的按照一定顺序将
现有法律法规汇编成册，编纂知识产权法典需要重新审视中国现有关于知识产权制度的法律
文本，废除已经陈旧、不合时宜甚至自相矛盾的条文，针对现有知识产权制度的不足弥补相
26
应的缺陷，使其成为能够适应时代发展、内容协调一致的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值得
注意的是，如果仅仅为了形式主义，出台一部名义上的知识产权法典，忽略了对条文的细致
揣摩，那么这种仓促立法，很容易造成法律与现实脱节的尴尬，使知识产权法典的权威性大
打折扣。这种经验教训来自于 1992 年法国颁布的《知识产权法典》，自该法典颁布后的六年
时间里，为适应知识产权的发展，法国立法机构曾先后 12 次修订知识产权法典，所涉法律
条文多达 112 条。中国立法机关可以多参照知识产权立法体系相对完善、先进的国家，结合
中国实际国情和未来知识产权发展的方向，订立一部具有前瞻性、综合性、实用性的知识产
权法典。
（二）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
近年来，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进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仅行政执法方面，从
2013 年到 2018 年，中国查处了专利侵权假冒案件 19.2 万件，商标侵权假冒案件 17.3 万件，
27
有力地维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2018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
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表示中国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完善知识产权服务
28
体系。虽然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日趋重视。 但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有许多地方有待
提升，中国应当进一步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以应对知识产权侵权频发的问题。
第一，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虽然中国近年来有关知识产权的惩罚力度大大提升，但仍
24

王太平：
《学术法·法典法·知识产权法典化》，载《电子知识产权》2006 年第 8 期。
同上。
26
同上。
27
2018 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载 http://www.sipo.gov.cn/twzb/2018zgzscqbhgclt/index.htm，
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3 月 29 日。
28
《习近平出席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开幕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8-05/28/content_5294268.htm，最后访
问日期：2020 年 3 月 5 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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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不足。中国应当进一步加大对知识产权全方位保护力度，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
查效率，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显著提高违法成本，坚决惩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还可以
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入刑以提高大众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将故意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情
况纳入企业和个人信用记录。
第二，加强边境执法力度。中国应当增强与他国的合作，开展边境执法合作，以减少包
括边境出口或转运在内的假冒和盗版商品数量。针对出口或转运的假冒和盗版商品检查、扣
押、查封、行政没收和行使其他海关执法权力，避免假冒、盗版商品在国内外市场的流通。
第三，培养专业知识产权执法人才。中国知识产权执法部门执法力量薄弱，对侵权现象
的查处力度不够，执法队伍素质不够，执法专业化程度较低。专业的知识产权执法人才应当
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本次《协议》就要求中国增加受过培训的执法人员数量，
大幅度增加对相关海关执法人员的培训，大幅度增加执法行动数量，在线发布执法行动季度
报告且季季更新。未来中国应当着重培养一批高素质、高水平的专业知识产权执法人才，输
送到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文化局、新闻出版局、版权局、海关
等知识产权执法机关，解决中国当前缺少知识产权执法专业人才的窘境。
（三）加强知识产权司法
首先，增设知识产权法院。在司法保护方面，目前中国只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大城市
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并在一些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了一批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但随着
知识产权水平的发展和全民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案件有待解决，
目前的知识产权法院数量和规模还不够，中国应当在全国各地大、中城市多设置一些独立的
知识产权法院，在较小城市设置知识产权法庭，为知识产权维权提供更便利和专业的审判，
有利于营造激励创新保护创新的良好营商环境。
其次，建立知识产权司法审理体系。在各种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不断增长的中国，对有关
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应当实行繁简分流机制，根据案情不同的情况，改进审理的程序和形式，
实现性质不同、复杂程度不一的案件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如此一来才能加快知识产权案件
的审理周期，降低案件的审理成本，建立一套属于中国的知识产权案件司法审理体系。

五、结语
《协议》的签署是中美贸易战第一阶段的产物。在当前形势下，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健康
稳定发展，对维护中美两国经济稳定，推动全球经济尽快摆脱疫情影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中美双方应创造条件，排除干扰，共同落实《协议》内容。具体到知识产权方面，深入
了解《协议》在商业秘密、药品专利、专利保护及电商平台等方面的具体规定，不仅能够窥
见中美贸易未来的走向，对于完善中国知识产权的法治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结合中国现
有的知识产权法治体系，分析《协议》的签署对中国知识产权法治产生的影响，中国知识产
权法治应当从三个方面来完善。首先，要完善立法。中国要加快《协议》与中国知识产权法
律制度相衔接，此外，在立法基础完备，立法条件成熟之后，中国应当制定一部综合而系统
的知识产权法。其次，要严格执法。中国应当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同时加强边境执法力度，
培养更多专业知识产权执法人才以应对中国知识产权执法力量薄弱等问题。最后，要加强司
法。面对日益增长的有关知识产权的专业案件，中国应当建立更多的知识产权法院。其次，
法院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时候应当实行繁简分流机制以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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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企业出口管制合规风险的防范
石晓玉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摘 要：企业在从事出口贸易中，面临的主要合规风险之一就是贸易管制风险。中国企业出
口管制的外部合规风险主要涉及国内、国际和国外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规定。2019 年 2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增强企业合规
管理意识，推进合规管理。随着中国企业在境外贸易管制合规风险高频爆发，我国跨国公司
出口管制合规体系和管控合规风险能力都需要提升。随着美国近期不断完善出口管制法律法
规制度并加大对我国高科技制造产业的威慑力度，即将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
（草案）》将将有利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上的权利义务对等。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
制法（草案）》尚未通过实施，企业内部合规建设可以及时关注中外立法动态，制定内部风
险控制规范，在国际贸易中保障自身权益。特别是受到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的影
响，提前正确认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草案）》监管要求，对于建立和完善现有
出口管制合规体系有重大意义，值得我国企业和跨国企业的关注。中国企业及跨国企业打造
合规计划时，三大合规实施程序将会更加有利于出口管制合规风险的防范。包括合规风险的
事先防范体系；违规行为的事中监控体系及事后应对体系。

关键词：出口管制；美国法律；中国出口管制法；风险防范

一、引言
制裁合规风险成为企业面临的越来越大的风险。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合规风险评估的重要
内容就是美国出口管制制裁合规风险。2016 年中兴通讯成为美国经济制裁的首个目标。美
国商务部 2016 年宣布，美国商务部对中兴通讯施行出口限制，禁止美国元器件供应商向中
兴通讯出口元器件、软件、设备等技术产品，原因是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管制政策。
2017 年 3 月，中兴通讯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联邦法院认罪，承认违反制裁规定向伊朗出售美
国商品和技术。2018 年 4 月 16 日，中兴通讯付出了总罚款 17.61 亿美元（人民币约 121.58
亿元）、美国商务部派驻特殊履约协调人等高昂的代价。再以“华为禁令”为例，2019 年 5
月 15 日，华为以及 68 家非美国子公司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华为在未经美
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从美国企业获得元器件和相关技术。2019 年 8 月 19 日，又有 46 家
关联公司被列入“实体清单”，华为以及关联公司共计 100 多家进入美国商务部的黑名单。1
美国在供应链源头上对华为实行的出口管制直接导致华为缺乏芯片供应，影响严重。2020
年 10 月 5 日，中芯国际宣布部分出口到中芯国际的美国设备、配件和原材料将受到美国出
口管制法规的进一步限制，并且在继续提供中芯国际设备原材料之前必须事先申请出口许可
证。美国出口管制监管措施的加强，对我国企业提出了满足出口管制规定的要求。立足于中
美两国出口管制法律制度，我国企业只有积极建立制裁合规体系，才能避免中兴困境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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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口管制合规风险
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布局的大跨步推进，中国企业海外经营风险集中爆发。合规发展问
题成为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向产业链高端攀升过程中的重要挑战。2017 年 5 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上强调，要加强企业海外经营行为合规制
度建设。党和政府高屋建瓴地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合规、 可持续经营指明方向。随后，2017
年 12 月，中国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合规管理体指南（GB/T35770-2017/ISO19600）》，
并于 2018 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2018 年 11 月 2 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了《中央企业
合规管理指引 （试行）》，推动中央企业全面加强合规管理。 2018 年 12 月 26 日，国
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外汇局、全国工商联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企
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强调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的全面性原则，要求合规管理覆盖
所有境外业务领域。2019 年 2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增强企业合规管理意识，推进合规管理。要求各中央企业按照《中央企
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构架企业内部的合规管理体系。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对于中国企业而
言，已经成为防范境外经营风险，持续稳定发展经营的重要保障。
企业在从事出口行为中，面临的主要合规风险之一就是贸易管制风险。出口管制合规就
是要求企业所有涉及国家/地区、企业、产品和原料、终端用途的出口活动，都必须遵守所
有适用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的要求。出口管制合规风险来源于外部环境的影响以及内部经营
状况的影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合规风险包括：监管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变换、国际关系的
变化以及技术升级的影响。中国企业出口管制的外部合规风险主要涉及国内、国际和国外三
个层次的规定。一是国内出口管制的法律法规和条例（见表 1）。中国的出口管制规定散见
于国务院和各部委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对外贸易法》《海关法》等相关法律中的
部分条款，没有统一的法律框架。在全球安全形势严峻、单边贸易摩擦纠纷加剧等背景下，
中国出口管制统一立法的必要性毋庸置疑。第二是国际出口管制公约、国际义务或多边承诺
及第三其他国家的出口管制规定。全球范围内实施经济制裁的主体有联合国、美国、欧盟等。
美国主要通过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以及司法部、商务部、国土安全等部门
实施经济和贸易制裁措施。美国经济制裁所依持的是市场、产品、技术和金融系统等，主要
方式是切断美国制裁对象与美国之间的联系，既限制美国人与美国制裁对象的直接业务往
来，也限制非美国人在一定情况下与制裁对象间的业务往来。由于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体
系等方面的影响力，我国出口制裁风险管控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美国出口管制和制裁。

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对外贸易法》（2001 年
颁布，2016 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控化学品管理条例》
（1995 年颁布，2011
年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1997 颁布，2018 年修
订）

《出口管制法草案》
（2020 第二次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导
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
出口管制条例》
（2002）

《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
目录》（2006）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传 染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
病防治法》
（1989 年颁布， 境 入 境 边 防 检 查 条
2013 年修订）
例》（1995）

《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
办法》（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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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 民共和 国进 出
境动植物检疫法》（1991
年颁布，2009 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技
术进出口管理条例》
（2001）

《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通用许可管理
办法》（2009）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枪 支 《中华人民共和国货
管理法》（1996 年颁布， 物进出口管理条例》
2015 年修订）
（2001）

《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
管制办法》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海 关
法》（1987 年颁布，2017
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
品出口管理条例》
（1997 年颁布，2002
年修订）

《军品出口管理清单》（2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安全法》（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
材料管制条例》
（1987）

《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管理
办法》（2008）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网 络
安全法》(2016)

《兽药管理条例》
（1987 年颁布，2016
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两用品及相关
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2002）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行 政
许可法》（2003）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 《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
出口管制条例》
（1997 管制办法》（2002）
年颁布，2006 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 《民用航空零部件出口分类管理办法》
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 （2006）
口管制条例》（1998
年颁布，2007 年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材料管制条例>
实施细则》（199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敏感物项和技术出
口经营登记管理办法》（2002）
《关于向伊朗出口核两用品及相关技
术有关规定的公告》（2016）
表一：中国防扩散和出口管制法律法规

三、中美两国出口管制制度对比
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美国将出口管制制度作为重要的贸易保护工具，多次利用出口
管制措施对中国企业施压，并频频将我国企业加入管制实体清单。美国出口管制执法时针对
性强、威慑力高。而中国此前在出口管制方面，并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执法中临着法律法
规条文分散、管制范围较小等情况。2019 年 5 月 11 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 2019 年立法
工作计划》，其中明确了将《出口管制法草案（商务部起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2019 年 12 月经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草
案）》（以下简称《出口管制法草案》）进行了首次审议。2020 年 6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召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以
下简称《出口管制法》（草案二审稿））进行了审议，并于 7 月 3 日向社会公布及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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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口管制法草案》虽然尚未通过，但通过其章节条文，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对于出口管制
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和方向。考虑到美国出口管制立法历史较长，影响较深远，现就中美出
口管制法律法规进行比较，能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理解法律规定，并提升自身对国内外出口
管制法律法规的合规水平。
（一） 法律体系
美国的制裁法起源于普通法，但如今的美国制裁法基本都是成文法。制裁的立法权本在
国会，但是现在国会通过法律将具体实施经济制裁的大权授予了总统。美国授权总统进行制
裁的法律主要有三个：1917 年的《 与敌对国家贸易法案》（TWEA），1977 年的《国际紧
急经济权力法案（IEEPA），还有《出口管制法案》（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这三部法
律奠定了美国制裁法律体系的基石，美国绝大多数的经济制裁都是依据这三个法案做出的。
美国的出口管制主要执法依据包括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制定的《出口管制条例》（EAR，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和国防贸易管
制局制定的《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TAR,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Arms Regulations）等条例。
《出口管制条例》是依据《出口管理法案》而制定，但法案不是一个永久性立法，在法案失
效的时期，美国《国际突发事件经济权利法》
（IEEPA,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授权以总统令延续《出口管制条例》的效力。2018 年，美国颁布《出口管制改革法》
（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取代了法案，为《出口管制条例》提供了永久性的法律
基础。
目前，中国的对外出口管制主要依据法律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及国务院、商务部等部门制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核两用品及
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两用物项和
技术出口通用许可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和规章。本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草
案）》若最终表决通过，将是中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出口管制的全国人大层面立法。另外，《出
口管制法草案》一旦实施，相信后续相关部门将持续颁布配套的执法和管理细则。
（二） 主要监管机构
从机构上来看，美国的出口管制主要是商务部工业安全局（Department of Commerce’s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简称 BIS）负责《美国出口管制规则》（简称“EAR”）的实施，
监管商用和军民两用物品的出口、再出口和转移，以进一步落实美国的外交政策并进一步加
强国家安全。美国的国务院国防贸易管制局（Department of State’s Directorate of Defense
Trade Controls，简 称 DDTC）负责《国际武器贸易规则》（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Arms
Regulations，简称 ITAR）的实施，针对军用和情报领域，管制技术、数据（包括某些机密信
息）的出口、再出口、临时进口和中介事宜。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OFAC）、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移民和海关执法署
(ICE)及美国司法部(DOJ)也会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出口管制进行一定的执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以下简称管制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务部内设机构。管制局的主要职责在于拟订并执行国家进出口管制政策，依法颁发两用物
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件；建立并完善产业安全预警机制，开展产业竞争力调查、产业安全
应对与效果评估；指导协调产业安全应对工作。
2

一审稿共分为总则，管制政策和清单，管制措施，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 6 章，全文共 48 条；二审
稿将一审稿第二章、第三章吸收合并，分为总则，管制政策、管制清单和管制措施，监督管理，法律责任，
附则 5 章，全文共 4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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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受管制物项及交易情形
1. 受管制物项
美国所说的“物项”，是广义的物项，主要包括 3 类：一是实体商品（Commodity），
即任何受控的有形设备、工具、产品、材料等；二是软件（Software），包括与其他物项
相关联，或独立存在的软件；三是技术（Technology），指在产品的开发、生产、使用、操
作、安装、维护、修理、大修或翻新中所必需的特定信息。美国出口管制所管制的物项种类
众多、范围广泛，分为军用管制物品和军民两用管制物品，前者由美国国务院（外交部门）
负责，以《武器出口管制法》（ITAR）等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进行管制执法；后者以《出口
管理条例》（EAR） 为主要执法依据。根据《出口管理条例》，下列物项的出口、再出口
或境内转移均受美国管制：（1）处于美国境内的所有物项（2）原产于美国的物项；（3）
含有特定含量以上受管制美国原产受管制物项的外国物项；（4）使用美国原产技术或软件
制造的产品；（5）美国原产的技术或软件直接生产的产品，该产品由美国境外的工厂生产
或主要部分位于境外的工厂制造。根据“最低含量限度原则”，对于非原产于美国的物项，
若含有美国原产受管制物项价值比例超过 10%或 25%（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标准不同）都
要受 EAR 管制。
中国有两套技术进出口管制体系。一套是受《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规范的民用领域技
术的进出口；另一套用于规范如核两用品、导弹、生物用品、军用品以及特定化学品的出口，
比如，核两用品与相关技术的出口由《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管理，导弹及相
关物项和技术的出口由《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管理等。正在审议中的《出
口管制法草案》（二审稿）明确将两用物项、军品、核以及其他与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和
维护国家安全相关的货物、技术、服务等物项的出口管制统一纳入《出口管制法》的调整范
围。两用物项是指“既有民事用途,又有军事用途或者有助于提升军事潜力,特别是可以用于
设计、开发、生产或者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货物、技术和服务”。军品是指“用于军事
目的的装备、专用生产设备以及其他相关货物、技术和服务”。核是指“相关核材料、核设
备、反应堆用非核材料以及相关技术和服务”。这一范围覆盖非常全面，不仅列举了两用物
项、军品、核三大项，还涵盖了货物、技术、服务。第四条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出口管制制
度，通过制定管制清单、实施出口许可等方式进行管理。第九条规定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
依据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根据出口管制政策，按照规定程序会同有关部门制
定、调整管制物项出口管制清单，并及时公布。第十二条规定出口管制清单所列管制物项或
者临时管制物项，出口经营者应当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申请许可。现行行政法规及规章
中涉及的一些物品清单，如《核出口管制清单》、《军品出口管理清单》，为制度协调考虑
可能会进行统一编纂处理。对其他与国际义务、国际安全的物项范围如何理解，也有待进一
步细化或实践中进一步落实，目前中国加入的关于出口管制的国际公约包括《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等，《出口
管制法草案》（二审稿）对管制物项范围的规定，也是中国进一步承担和落实这些防扩散公
约的有力保障。
2. 受管制交易
美国《出口管制条例》中所称“交易”包括下列情形：（1）直接将“管制物品”出口、
投资于受出口限制或禁止的“特定国家”；（2）将“管制物品”组装、制造成自己的产品
后，或将包括“管制物品”的物品或技术出口、转出口至或投资于“特定国家”；（3）通
过第三方或变相实施上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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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管制法草案》（二审稿）明确规定了禁止经营者进行交易的条件及要求。第
十六条规定，管制物项的最终用户应当承诺，未经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允许，不得擅自改
变相关管制物项的最终用途或者向任何第三方转让。第十八条规定，对列入管控名单的进口
商和最终用户,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可以采取禁止、限制有关管制物项交易,责令中止有关
管制物项出口等必要的措施。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规定与列入管控名单的进口商、最终用户
进行交易。
（四） 受管制产品及实体清单
1. 出口管制物项——禁运清单
美国商务部制定的《商业管制清单》（CCL）明确列举了原产于美国的产品或技术
（U.S.-Origin Items），也包含一部分虽未列入 CCL 但按其他法律法规被指定为由其管辖的产
品及技术。商业管制清单上面记载着美国严格管制的物项。该清单按照物项的种类及范围，
从大到小总共可以分为 3 个层级，其中第一层级总共有 10 个大类，第二层级总共有 581 个
物项种类，第三层级则是在第二层级中，通过对数据或性能的条件限制，划分出最终具体管
制的物项范围。3其中，BIS 对中国的禁运清单包含有超过 200 个商品项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商务
部、科技部对《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商务部 科技部令 2008 年第 12 号附件）
内容作部分调整。属于军民两用技术的，纳入出口管制管理。其中畜牧业、医药制造业、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及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中的
特定技术禁止出口。
2. 出口管制对象——负面清单
“负面清单”包括《商业国家列表》
（又称“国家清单”）
（CCC）与“实体清单”
（“Entity
List”）。BIS 有权将其认为曾经、正在或有可能违背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或者阻碍
产业安全局或其他执法部门的调查的人或实体列入管制实体清单，包括外国企业、研究机构、
组织等，凡是落入该清单的实体，均可成为 BIS 禁止/限制出口的对象，BIS 会在持续监管中
针对特定实体签发限制令。
2020 年 8 月 28 日，我国商务部会同科技部调整发布了《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
录》（《目录》），对技术出口实行负面清单。基于 2008 年目录，此次调整共涉及 53 项技
术条目：删除 9 项禁止类或者限制类条目；新增 23 项限制类条目；对 21 项条目的控制要点
和技术参数进行了修改。《目录》分为限制和禁止两类。根据目录规定，准备出口限制类技
术的企业在对外进行实质性谈判前，应填写《中国限制出口技术申请书》，报送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进行申请；属于国家秘密技术的，需提前办理保密审查手续。如申请获批，则可以取
得技术出口许可意向书，凭此办理申请出口信贷、做出保险意向承诺，并可对外开展实质性
谈判，进而签订技术出口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凡是涉及向
境外转移技术，无论是采用贸易还是投资或是其他方式，均要严格遵守《技术进出口管理条
例》的规定。其中限制类技术出口必须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申请技术出口许可，获得批准后
方可对外进行实质性谈判，签订技术出口合同。近期针对字节跳动可能出售 TIKTOK 美国业
务为例，因其剥离的技术涉及到新目录下第 21 条关于“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

3

李广建,王锴,张 庆芝.基于 多源数据的 美国出口 管制分 析框架及其 实证研究 [J].数据分析与知识发

现,2020,4(09):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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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技术”、第 18 条关于“人工智能交互界面技术”的技术要素，字节跳动需要履行好法定
申报程序再进行下一步行动。 字节跳动在 2020 年 8 月 30 日发布声明，“公司将严格遵守
中国商务部和科技部对出售人工智能技术实施的新限制。”
（五） 许可证制度
美国政府通过实行许可证制度来解决管制物品的出口和交易问题，在获得 BIS 颁发的许
可证之后，管制物品可以正常出口和交易。但也并非所有管制物品都需要获得许可证。在判
断管制物品的交易和出口是否需要获得许可证时，BIS 会采用终端用户（如军事用途）或终
端用途（如“特定国家”或其控制的公司）（End-user and End-use）的审查标准。同时，对
于不同的管制实体，BIS 会采用不同的审查规则，比如“推定拒绝”（Presumption of denial）
制度，即 BIS 推定拒绝签发出口许可，除非企业能证明产品用途不违背出口管制条例。
《出口管制法草案》（二审稿）规定，国家对管制清单所列管制物项以及实施临时管制
物项的出口实行许可制度。对于出口管制清单所列管制物项以及临时管制物项之外的货物、
技术和服务，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等情形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申请许可。限制进口或者出
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限制进出口技术受《中国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中国
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的约束。
（六） 违反出口管制的后果
如果相关管制物品交易违反出口管制法律的，可能会导致美国政府主管部门的处罚措
施，包括：将相关公司列入“实体名单”；对列入清单内的公司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进
行行政罚款，罚款的数额将取决于违法交易次数、违法交易金额等等因素。除行政处罚外，
情节严重的，如果涉及隐匿、销毁交易资料，虚假陈述，干扰司法的，还有可能被追究刑事
责任。
针对中国企业未经许可擅自出口管制物项、超出出口许可证证件规定的许可范围出口管
制物项、出口禁止出口的管制物项的，《出口管制法草案》（二审稿）将处以警告、罚款、
魔兽违法所得邓行政责任。而《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2019
年修订）、《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对外贸易法》将针对企业行为处以行政处罚，严
重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针对提供材料不实，骗取、伪造、变卖、买卖许可证，协同、通谋、
提供便利、阻碍监督检查等违法行为规定了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纳入信用信息
和征信系统、不受理出口许可申请、暂扣或吊销专营资格等详细的行政责任。
（七） 出口管制合规指引
美国商务部 2013 年 11 月曾在 BIS（美国产业与安全局）网站上发布《合规指引：如
何构建有效的出口管制以及合规体系和操作手册》，为出口管制相关的企业建立内部合规体
系提供了指南。 其体系核心要素包括管理层的承诺、风险评估、书面制度、合规培训、筛
查机制、记录保存、合规监督和审计以及违规问题披露。BIS 鼓励经营与管制物项和技术相
关的企业建立出口管制合规机制，且明确指出，对具备并有效运行合规机制的企业，如果有
违法行为发生，其合规行为可以成为减轻处罚的重要情节。2019 年 5 月 2 日，美国财政部
公布的《合规承诺框架》，鼓励企业基于出口管制风险和制裁风险的考量， 建立自身合规
体系。 管控贸易管制风险的出口合规体系至少包含以下 5 个层面：管理层承诺、风险评估、
内部控制、审计测试和培训。
国资委 2018 年 11 月 2 日发布的《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合规是指企
业及其员工的经营管理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行业准则和企业章程、规章制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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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条约、规则等要求”。2018 年 12 月 26 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人民银行、
国资委、外汇局、全国工商联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强调企业
境外经营合规管理的全面性原则，要求合规管理覆盖所有境外业务领域。文件还首次对合规
管理体系建设构成要素进行了全面具体的规定。这两份文件的发布，标志着中国企业合规管
理在政府指导推动下，正式从金融业向各行业普及。

四、中国企业出口管制合规完善要点
在中美经贸关系紧张成为新常态的大环境下，中国企业尤其是从事高技术产品、两用物
项和技术进出口以及与美企业交易密切的行业，已经成为美贸易管制部门执法的重点。下面
所列中国企业都应密切关注出口管制风险，不断加强自身出口管制合规能力建设。《出口管
制法》颁布出台后，对很多进出口企业或进出口业务相关方将会产生影响。首先，出口经营
者需要严格自查出口物项、交易等；其次，为出口经营者提供代理、货运、报关、第三方电
子平台交易、金融等服务的中介企业也要对客户进行审查，以免承担法律责任；再次，中国
企业即便不进行出口业务，也要警惕己方业务中是否存在“视同出口”的行为；最后，因为
黑名单管控、再出口等规定的存在，不直接从中国进口货物的外国企业也需要对其日常业务
进行审查，以免被纳入黑名单或者违反中国再出口的规定而违反中国法律。据此，从事进出
口业务的企业都需要仔细对照相关的清单并制定相应的内部控制措施等，以符合法律的要
求。
我国跨国公司出口管制合规体系不完善，企业管控合规风险能力滞后。出口管制是一个
复杂的动态的系统。事实表明近期我国发生的数个出口管制和制裁案例主要原因皆是跨国公
司对合规问题缺乏重视和内部合规制度的缺失。4降低或抵御合规风险，需要建设完备的合
规管理体系，增强企业合规管控。当今时代合规竞争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竞争的新条例，
假如我国缺少合规文化为重心的软竞争力，就会难以应对世界竞争新形势带来的挑战，难以
在这种残酷的竞争环境中生存发展。身在风险无处不在的全球化浪潮中，虽然我们不能完全
躲避风险，但依然可以通过增强企业自身合规体系建设降低风险，减少漏洞，确保企业可持
续健康发展。《出口管制法》颁布出台后，出口经营者内部合规审查制度运行情况良好、没
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可以对其出口有关管制物项给予相应的许可便利
措施。具体办法由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规定。这一规定将合规审查制度作为出口经营者的
义务加以强调，可以看出法律对企业合规的高要求，这也有利于企业正视和重视内部合规。
企业打造合规计划时，必须设计出三大合规实施程序：一是合规风险的事先防范体系 ；
二是违规行为的事中监控体系；三是违规事件的事后应对体系。第一，事先防范体系可由合
规评估、尽职调查、合规培训、内部政策沟通四个板块构成。5合规评估是指针对企业的合
规风险点和重点合规领域，展开有针对性的合规风险调查和评价。尽职调查，主要是针对客
户、第三方合作伙伴和被并购企业，对其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有无风险展开的专门调查
活动。合规培训，也就是针对企业员工、第三方合作伙伴、各部门和分支机构所展开的合规
管理培训活动。内部政策沟通，企业高层和合规部门应将合规政策和程序传达到每一名员工、
合作伙伴、各个部门和分支机构，可以要求后者做出合规承诺，也可以定期传达企业合规政
策和合规进展的动向，推广合规经营的理念和文化。第二，监控体系中当未出现合规风险时，
要跟踪相关的合规要求，不断完善和提升自身的合规管理水平。对于东道国、第三国、多边

4
5

韩爽:中国企业出口管制合规建设与要点分析,企业经济,2020,39(07):154-160.
张逸:降低企业受美国出口管制法规掣肘的风险,上海企业,2020(06):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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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等的法律或政策的变化，及时更新和评价，对于新出现的合规案例，及时分析和学习，
并调整企业内部的合规管理内容，及时传达合规管理意见，确保企业运营过程中，及时更新
合规问题。第三，事后处理机制，是指违规行为发生或者被发现后，企业就要受到外部监管
机构和执法机构的调查，此时需要有一个内部的专业反应机制，积极配合监管机构的调查。
出现合规风险时，要明确违规的具体情形，评估潜在的处罚影响，如有必要，聘请专业的团
队，协助处理，尽量降低由此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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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韩国出口限制案探析
马光

方敏

摘 要：2019 年，日本将韩国移出“白名单国家”，理由是“日韩之间的信任关系，包括
在出口管制领域的信任关系，已经大大削弱，而韩国出口管制中的某些问题只能在最大程
度的信任下才能得到解决”。韩国主张该措施其实是针对 2018 年韩国大法院对日本企业做
出的判决采取报复，在将日本诉诸 WTO 的同时韩国也将日本移出“白名单国家”。本文
对这一贸易争端进行 WTO 层面的分析，认为日方的措施存在违反 WTO 规则的嫌疑，本文
还提出此案对我国的影响，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对中美贸易争端提出一些借鉴意义，包括
诉讼和报复并用和采取报复措施的技巧等。
关键词：韩日强掳劳工案；白名单国家；出口限制；报复措施；贸易争端

引言
2012 年 5 月 24 日，韩国大法院分别对以日本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和新日本制铁株式
会社为被告的两起《强掳劳工案》1做出了判决，认为：（1）韩国法院对两起案件具有裁判
管辖权；（2）日本法院做出的原告败诉确定判决与韩国的善良风俗或其它社会秩序相违
背，而釜山高等法院和首尔高等法院对其予以承认是误解了对外国判决承认的法理；（3）
旧三菱和新三菱，旧日本制铁和新日本制铁实质上相同，在法律上可视为同一公司；（4）
原告等对被告的请求权并非因韩日两国间的《请求权协定》2而消灭，进而原告们可对被告
行使此类请求权；（5）三菱及新日本制铁主张消灭时效完成是违反诚实信用的权力滥用行
为，不能得到许可。并以此为理由，撤销了首尔高等法院和釜山高等法院的原审判决，要
求上述法院重审此案。3在接下来的重审中，首尔高等法院4和釜山高等法院5分别撤销了一
审判决，并勒令被告支付给原告们八千万至一亿韩元的损害赔偿金。之后，韩国光州地方
法院又在类似案件的一审中做出了被告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向原告分别支付八千万至一亿
五千万韩元损害赔偿金的判决。6而对于首尔高等法院和釜山高等法院的判决，日本企业再
次向韩国大法院提起了上诉。在新日本制铁案中，韩国大法院在 2018 年 10 月 30 日做出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首尔高等法院的判决，其认为：“《请求权协定》不是关于对日本的不
法殖民统治请求赔偿的磋商，而基本上是依据《旧金山和约》第 4 条，通过政治合意解决
韩日两国间财政、民事方面债权债务关系的磋商。因此，无法认定与日本政府对朝鲜半岛
的非法殖民统治及侵略战争的进行直接相关的，以日本企业反人道非法行为为前提的强掳
劳工受害者针对日本企业的精神赔偿金赔偿请求权包含在《请求权协定》的适用范围内。”
7
此判决导致了日本政府的强烈不满，其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措施，因此导致了两国间的贸易


马 光：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方 敏：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
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
1
韩国大法院和学界对此案称为《强制征用劳动案》，本文中则采用了国内较为普遍的称谓，即《强掳劳工
案》
。
2
全称为《大韩民国和日本国关于财产及请求权问题的解决和经济合作的协定》，以下简称为《请求权协
定》
。
3
两起案件的编号各为韩国大法院2012年5月24日宣告2009Da22549判决和韩国大法院2012年5月24日宣告2
009Da68620判决。
4
首尔高等法院2013年7月10日宣告2012Na4494判决。
5
釜山高等法院2013年7月30日宣告2012Na4497判决。
6
虽然此案的被告与首尔高等法院那起案件的被告是相同的，但因首尔高等法院案件的原告为18至22周岁
的男性，强制劳动期间为11个月左右，而此案的原告则为13、14周岁的女性，强制劳动期间为1年5个月左
右，而且按照日本于1932年批准登记的《强迫或强制劳动公约》，该年龄段又属于绝对禁止强制劳动的年
龄，因此，法院判决赔偿的金额也有所不同。
7
韩国大法院2018年10月30日宣告2013Da61381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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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
具体而言，2019 年 7 月 1 日，日本经济产业省（以下简称为 METI）宣布，它将根据
日本《外汇和对外贸易法》第 25 条第 1 款和第 48 条第 1 款的规定，对出口到韩国的某些
受控产品及其相关技术采用不同的许可政策和程序。这些包括：（1）从 7 月 1 日起，METI
将就把韩国从《出口贸易管制令》的附表 3（“白名单国家”）中移除征询公众意见；（2）
从 7 月 4 日起，出口商向韩国出口氟化聚酰亚胺、抗蚀剂、氟化氢8及其相关技术时应申请
个别出口许可证，而不再允许申请批量许可证。对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日本政府的解释
是：“日韩之间的信任关系，包括在出口管制领域的信任关系，已经大大削弱，而韩国出口
管制中的某些问题只能在最大程度的信任下才能得到解决。”9当然，至于是何种信任关系
削弱，日本政府并未明确。但从上述表示来看，似乎是想表示因韩国政府在出口管制中出
现了某些问题，因此要强化对韩出口相关产品的要求。结合当前的地区局势等来看，这又
似乎在暗示着此项措施有可能是以韩国政府不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朝鲜的出口管制
为由，而其担心的是自己出口到韩国的相关产品有可能流入到朝鲜。但是从发起措施的时
间和当时的局势来看，将其视为对韩国大法院判决的报复措施更具有可能性。
接着在 8 月 2 日，日本内阁批准将韩国从“白名单国家”中移除，而基于此，METI 对
《出口贸易管制令》进行修订，并从 8 月 28 日起开始实施。这就意味着，对韩国出口相关
产品和技术，将从批量许可制转为个别许可制。10
尽管日本政府否认此次调整与日韩两国间的《强掳劳工案》等外交问题相关，而韩国
则主张，日本对韩国的出口管制待遇的改变是基于政治考虑。8 月 27 日，韩国政府代表在
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以下简称为 ATT）成员国大会中指出：“日本最近以单方面和任
意方式对韩国实施了出于政治动机的出口管制措施。这是一个错误的先例，滥用了出口管
制的理由来实施贸易限制措施。显然，这种报复性贸易限制措施与国际出口管制制度的实
质背道而驰，实际上，它们削弱了包括 ATT 在内的有关条约的信誉”。11针对这一主张，日
本指出，其措施“针对韩国出口管制体系的局限性及其运作等情况，仅仅纠正了日本国内
出口管制的运作。”128 月 28 日，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通过声明表示：“日本的出口管制措施
是对韩国强掳劳工案判决的贸易报复措施。”138 月 30 日，韩国代表在亚太经合组织高官会
议中指出：“日本的出口管制措施将对亚太地区的全球供应链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将对东
北亚地区韩中日三国的产业合作体系产生深刻影响。”1410 月 23 日-24 日，韩国代表在《瓦
瑟纳尔协定》一般工作组会议中指出：
“日本的出口管制措施违反了不阻碍善良的民间交易
这一瓦瑟纳尔体系的基本方针，并且因仅对韩国采取过于严格的管制，因而明显违反世界

8

这些产品主要用于智能手机和电视显示器以及半导体的生产。
Update of METI's licensing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on exports of controlled items to the Republic of Korea.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meti.go.jp/english/press/2019/0701_001.html [Accessed 3 May 2020].
10
Update of METI's licensing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on exports of controlled items to the Republic of Korea.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meti.go.jp/english/press/2019/0802_001.html [Accessed 3 May 2020].
11
韩国外交部：《韩国在武器成员国大会中指出日本出口管制措施的违法性》
，来源:http://www.mofa.go.kr/w
ww/brd/m_4080/view.do?seq=369482&srchFr=&amp;srchTo=&amp;srchWord=&amp;srchTp=&amp;multi_itm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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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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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3日访问。
14
韩国外交部：《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中提出日本的出口管制问题》
，来
源:http://news.mofa.go.kr/enewspaper/articleview.php?master=&aid=10470&ssid=28&mvid=2713，2020年5月3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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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组织（以下简称为 WTO）协定。
”15
2019 年 9 月 11 日，韩国正式向日本提出就《日本-有关向韩国出口产品和技术的措
施》进行磋商。韩国认为，日本限制氟化聚酰亚胺、抗蚀剂聚合物和氟化氢及其相关技术
出口韩国的某些措施不符合日本根据适用协定的各项规定应承担的义务。韩国的要求还涉
及任何对这一措施的修改、审查或扩展，以及与以下更详细确定的受质疑措施密切相关的
任何法律、法规或行政决定。韩国的要求还涉及日本就此处确定的措施授予或拒绝的任何
和所有个别出口许可证。16
9 月 18 日，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过对《战略物资进出口告示》修订，将“白名单国
家”分为 Ga1 和 Ga2 区域，而日本被分为 Ga2 区域，对该区域实际上普遍适用同 Na 区域
相同的出口管制标准，其效果等同于将日本从“白名单国家”移除。尽管韩国政府也表示
该告示的修订仅是要改善韩国的出口管制制度，并非是对日报复措施， 17但从该措施实施
时间等来看，这种说明似乎很难说得通。
本文将对这一贸易争端进行 WTO 层面的分析，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此案对中美
贸易争端的一些借鉴意义。

一、国是否可以因政治目的而采取贸易限制措施？
韩国政府和民众普遍认为：
“日本的出口管制措施是对韩国强掳劳工案判决的贸易报复
措施。”韩国媒体也指出，在 2019 年 7 月 1 日首次发布对韩国出口限制时，任日本经济产
业省长官的世耕弘成曾指出：“因韩国未能就强掳劳工问题提示令人满意的方案，导致两国
之间的信赖关系受到损毁。”18而日本政府则将采取措施的理由解释成“日韩之间的信任关
系，包括在出口管制领域的信任关系，已经大大削弱”，至于什么样的信任关系被削弱，则
并没有明确表示，但至少可以推定，此种信任关系并不仅限于出口管制领域，而该解释似
乎又在表示日本采取措施则是基于出口管制领域两国间信任关系的削弱。
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22 条规定了报复措施，而此种报复措施
仅针对在 WTO 裁决做出后不履行的一方，就是说该报复是针对一方不撤回或修订被裁定
违反 WTO 协定的贸易限制措施也无意提供补偿措施时，经过另一方提出申请并经过争端
解决机构的授权采取。这就意味着国际法上虽然允许一国对另一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采取
报复措施，然而，在 WTO 的规则体系下则排除了这种单方面的报复措施。而本案中，韩
国政府主张的是基于韩国国内对日本企业不利的判决日本政府采取了出口管制措施，则就
不属于 WTO 所允许的报复。尽管如此，日本并不承认该措施是基于政治报复所采取，而
是基于贸易规则，因此，在本案中，在无法明确判断日本采取措施的真正意图的前提下，
不能仅凭可能的猜测就予以认定其性质。进一步说，此案在国际法视野下只能依据包括
WTO 规则在内的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予以评价。
同样，在韩国对日本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构成单方报复措施不明的前提下，其也只能通
过 WTO 规则去判断，就是说，如果日本认为其构成对本国的条约违反，也只能就此诉诸
WTO 解决。但不难看出韩国的措施明显是对日本采取措施的报复，因此，如果日本撤回本
国的措施，韩国的措施也将没有继续保留的理由。就这一点来看，本文仅对日本采取的措
施进行 WTO 规则下的合法性研究。
15

韩国外交部：《韩国政府参加2019年瓦瑟纳尔协定一般工作组会议》
，来源：
http://www.mofa.go.kr/www/brd/m_4080/view.do?seq=369678&srchFr=&amp;srchTo=&amp;srchWord=&amp;sr
chTp=&amp;multi_itm_seq=0&amp;itm_seq_1=0&amp;itm_seq_2=0&amp;company_cd=&amp;company_nm=
&page=21，2020年5月3日访问。
16
WTO(2019). Japan–Measures Related to the Exportation of Products and Technology to Korea: Request for Co
nsultations by the Republic of Korea, WT/DS590/1.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wto.org [Accessed 3 May 2
020].
17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将日本排除在“白名单国家”之外，此为改善出口管制制度，并非报复》，来
源：https://japan.kosti.or.kr/user/Bd/BdCm010D.do，2020年5月3日访问。
18
韩国东亚日报：《尽管日方主张战略物资转用为武器的可能性，实际上韩方对战略物资的管制比日方更
为严格》
，来源：http://www.donga.com/news/article/all/20190805/96828590/1，2020年5月9日访问。

1782

二、从 WTO 规则审视日本的出口限制措施
（一） 日本的措施是否具有贸易限制效果？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为 GATT）第 11.1 条规定：任何缔约方不得对任何其
他缔约方领土任何产品的进口或向任何其他缔约方领土出口或销售供出口的任何产品设立
或维持除关税、国内税或其他费用外的禁止或限制，无论此类禁止或限制通过配额、进口
或出口许可证或其他措施实施。19
韩方主张日本违反该条，因为经修正的出口许可政策和程序构成除关税、国内税或其
他费用以外的限制，这些限制通过出口许可证对上述三种产品和相关技术对韩出口或销售
有效实施。20
日方则回应并不存在新的措施，理由是将韩国从“白名单国家”中排除只是意味着又
回到了以前的状态，仅仅构成不再赋予韩国之前的特惠而已。21
有关武器、两用物项和技术的出口管制国际协定由个别国家和地区执行。当行为者相
互合作时，旨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这种控制措施将得到最有效的运作。为此，志趣相
投的国家间已经形成了多个多边出口管制制度，包括桑戈委员会、核供应国集团、澳大利
亚集团、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和瓦森纳安排。这些制度为参与者提供了针对特定武器、
两用物项和技术的普遍、非约束性的出口管制准则。日本和韩国是上述五个机制的参与
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具有相同的出口管制系统和运作方式。尽管存在一套通用的准
则，但是对这些准则的解释以及实施方法因国家和地区而异。参加者有权通过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国内措施来实施自己的出口管制。在可能违反这些准则的情况下，声称违法的国家
可以通过双边和多边外交渠道指责涉嫌违法的国家，如果该机制的参与者达成共识，最多
可以将违法的参与者驱逐出该机制。222004 年 4 月 28 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安
理会第 1540 号决议获得一致通过。以《防止核生化武器扩散》命名的该决议规定：“各国
应采取和实施有效措施，建立国内管制，以防止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包括对
相关材料建立适当管制。” 23与此同时，非约束性准则也开始成为联合国体系的一部分。
另外，韩国和日本又是 2014 年 12 月 24 日生效的 ATT 缔约国。该条约涵盖坦克、装
甲战车、大口径火炮系统、战斗机、攻击直升机、军舰、导弹和导弹发射器、小武器和轻
武器。ATT 是对常规武器的国际贸易进行规制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其确立了有关武
器转让的国际标准。ATT 的规章制度水平还不如上述非约束性准则那么严格。正如前述所
提及，在 2019 年的 ATT 成员国大会中，韩国政府代表指出：“日本最近以单方面和任意方
式对韩国实施了出于政治动机的出口管制措施。这是一个错误的先例，滥用了出口管制的
理由来实施贸易限制措施。显然，这种报复性贸易限制措施与国际出口管制制度的实质背
道而驰。”日本则回应，其措施“针对韩国出口管制体系的局限性及其运作等情况，仅仅纠
正了日本国内出口管制的运作。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纠纷是围绕韩国出口管制系统的有
效性与否展开的。而 ATT 和其他有关出口管制的非约束性机制都没有争端解决程序。因
此，如果有争议的参与者无法通过双边磋商找到解决方案，而他们又要想根据国际法寻求
明确的解决办法，就需要寻找其他途径。其中优先可以考虑的就是 WTO 争端解决机制，
因为出口管制的操作本质上是贸易限制的。
根据日本《外汇和对外贸易法》，出口列在《出口贸易管制令》附录表 1 和《外汇令》
附录表中的 15 种货物和技术需要经过许可，而这些货物和技术包括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
关的货物和技术。为了进一步加强出口管制以防止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日本于 2002
李在珉：《日本对韩国的出口限制措施》，《国际法案例摘要》2019 年第 11 期，第 2 页。
WTO(2019). Japan–Measures Related to the Exportation of Products and Technology to Korea: Request for Co
nsultations by the Republic of Korea, WT/DS590/1, para.11.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wto.org [Accessed
3 May 2020].
21
索必成等：《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附件》，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2 页。
22
Kotaro Shiojiri.(2019). Japan’s Measures on Export Control to the Republic of Ko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
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f East Asia & International Law, 12(02), 339-340.
23
《安理会第1540号决议》第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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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实行了全面管制。只要货物和技术的最终用途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这些所有
货物和技术（包括非列入清单的货物和技术）的出口必须获得经济产业省大臣的许可。
METI 在考虑到特定国家/地区如何实施其出口管制的情况下，针对每个国家/地区实施特定
的许可政策和程序，从而实施其出口管制。与 METI 最近的更新措施有关的是《出口贸易
管制令》附录表 3。该表中列出的国家通常被称为“白名单国家”或“优惠贸易伙伴目录
国家”。如果此表中列出了某个国家，则出口商可以利用大宗批量出口许可证向该国进行出
口和技术转让。在 2019 年 8 月之前，被列入日本“白名单国家”中的 27 个国家是：阿根
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
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韩国、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
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这些国家是从参加所有五个多边出口管制制度的国家
中选出的，条件是日本认定这些国家正在通过其国内系统和行动（包括实行全面管制）来
实施有效的出口管制，韩国于 2004 年被添加到该名单中。24
此次日本将实施 15 年之久的“批量许可制”突然改为“个别许可制”，如果通过本次
改变，实际引发对出口的延迟、限制或禁止的效果，笔者认为该措施被认定为日本采取新
贸易限制措施的概率比较大。只不过韩国要证明因该措施的采取导致相关货物对韩出口受
到阻碍或不当延迟，这就包括阻碍或延迟的效果与日本出口限制措施之间因果关系的证
明。25
（二） 日本的措施是否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
GATT 第 1.1 条规定：在有关进口和出口的全部规章手续方面，任何缔约方给予来自或
运往任何其他国家任何产品的利益、优惠、特权或豁免应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来自或运往其
他缔约方领土的同类产品。26而 GATT 第 13.1 条也有类似的内容，其规定：任何缔约方不
得禁止或限制向任何其他缔约方领土的任何产品的出口，除非向所有第三国的同类产品的
出口同样受到禁止或限制。27
韩方主张日本违反了该条款，因为在有关出口的全部规章手续方面，日本没有立即无
条件地给予运往韩国的产品与运往其他国家的产品相同的优惠、利益、特权或豁免权。特
别是，当三种确定的产品及其相关技术出口到韩国时，日本不再允许“批量许可证”，而对
出口到其他 WTO 成员的同类产品没有施加类似的限制。28
日本的《出口贸易管制令》将国家分为 A、B、C、D 四个类型，韩国则从以往的 A 类
变更为 B 类，从而不再适用批量许可证，而 A 类国家则继续适用批量许可证。该措施应构
成最惠国待遇的违反，因为相比 A 类国家，该措施歧视了韩国，构成“有关出口的全部规
章手续方面并未将运往任何其他国家任何产品的利益、优惠、特权或豁免立即无条件地给
予运往韩国领土的同类产品”。
（三） 日本的措施是否可以援引国家安全例外？
如果日本的措施被认为构成贸易限制并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则日本极有可能援引 W
TO 的例外条款，从而豁免对上述条款的违反，在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中，与本案有关联性
的应是后者。日方已经多次提及此部分，例如，在 2019 年 7 月 1 日说明即将采取的措施时
谈到该措施与日本的国家安保有关，此后，日本政府官员也多次谈到国家安保问题。
GATT 第 21 条是有关安全例外的规定，因此，当某一成员的措施涉嫌构成贸易限制措
施或歧视措施，仍可主张符合该条的规定进而主张自己措施的合法性。该条的（b）和

Kotaro Shiojiri.(2019). Japan’s Measures on Export Control to the Republic of Ko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
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f East Asia & International Law, 12(02), 342-343.
25
李天起：《日本对韩国加强出口规制的国际通商法探讨》
，《KIEP今天的世界经济》
，2019年7月，第7页。
26
索必成等：《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附件》，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9-20 页。
27
索必成等：《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附件》，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5-36 页。
28
WTO(2019). Japan–Measures Related to the Exportation of Products and Technology to Korea: Request for Co
nsultations by the Republic of Korea, WT/DS590/1, para.11.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wto.org [Accessed
3 May 202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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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款可能与本措施有关联性，29因此在下文中笔者要对此逐一进行分析。
（b）款规定：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其认为对保护其基本
安全利益所必需的任何行动：（1）与裂变物质或衍生此类物质的物质有关的行动：（2）与
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的交易有关的行动，及与直接或间接用于供应军事机关的其他货物
和物资的交易有关的行动；（3）在战时或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下采取的行动。 30因
为本案与核物质并无关联性，所以前述（1）项并无可适用性。日方或许可以主张其采取的
措施是符合后两项规定。但是，如果是这样，其要证明这些限制出口的货物是能够直接或
间接用于供应军事机关的货物或物资，或者是当下处于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因为
在前述（2）项内容中，本案货物和技术显然不是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但可以属于直接
或间接用于供应军事机关的其他货物和物资。日方并未说明上述三种货物在日本国内存在
供应不足或对日本军事机关的供应不足问题，因此，笔者认为该项也可以排除适用。《俄罗
斯-过境通行措施案》中，专家小组对其解释为：“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是指武装冲突，
潜在的武装冲突，紧张局势或危机加剧，或局势笼罩或包围一个国家。”在该案中，俄罗斯
是参照以下因素认定构成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a）产生和继续存在的时间；（b）这种
情况涉及乌克兰；（c）它以各种方式影响俄罗斯与乌克兰边界的安全；（d）它导致其他国
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e）有关局势是众所周知的。对此，专家组认为，“在该争端的特殊
情况下，这足以清楚地表明俄罗斯所指的情况是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 31从该解释来
看，前述（3）项中的战时要件显而易见地可以排除，而关于当下是否处于国际关系中的其
他紧急情况，基于上述的专家组裁定来看，应是韩日两国间的紧急情况，因而不应考虑朝
鲜因素，再看韩日之间的矛盾显然尚未达到俄乌之间的矛盾那么尖锐和直接，因此，如果
按照上述的标准，笔者认为本案中日本能够成功援引（b）款的可能性也不大，除非新的专
家组能够采取个案分析而不采纳上述的标准，或者在紧急情况的解释中将朝鲜因素也纳入
进来，从《俄罗斯-过境通行措施案》发布后对该条解释的各种批评来看，这也有可能。那
么，日本所能依赖的仅剩下（c）款。
（c）款则规定：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缔约方为履行其在《联合国宪
章》项下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而采取的任何行动。32从 2019 年 7 月 8 日起，日本
政府提出韩国政府对安理会朝鲜制裁决议的履行中存在问题，同时日方也提到与《防止核
生化武器扩散》相关的安理会第 1540 号决议，因而是主张其措施是履行《联合国宪章》项
下维和及安全而采取。这也正好与笔者的上述推定吻合。如果日方想援引本款，其要说明
具体哪一个安理会决议的履行与本案中对三种货物采取出口限制有关。从联合国安理会对
朝制裁的相关决议33和《防止核生化武器扩散》1540 号决议来看，本案货物并没有包含在
禁止对朝出口或禁止贸易的范畴。
综上，尽管日方尚未明确说明采取本案措施的具体理由，但是从上述分析不难得出，
日方措施很难满足 WTO 的国家安全例外。
那么，日方是否可以主张关于国家安全例外，采取措施的成员可以“自我判断”是否
符合相关条件呢？从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发生的《俄罗斯-过境通行措施案》的裁决内容来
看，WTO 并不认可这种观点。该案中，俄罗斯曾提出过“自我判断”的主张，而专家组认
为，GATT 第 21 条赋予专家组审查一成员基于国家安全采取的措施是否满足该条款的权
利，而不是赋予措施采取成员“自我判断”的权利。该案中，俄罗斯所援引的是 GATT 第
21 条（b）款（3）项，即在战时或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下采取的行动。专家组对此
则予以认可，并认为，在 2014 年当时，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构成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
况，而俄罗斯所采取的所有措施正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采取，进而认可俄罗斯的措施符合
29

（a）款是有关不要求提供违背一缔约方基本安全利益的任何信息为内容，因而与本案应该没有相关。
索必成等：《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附件》，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1 页。
31
WTO(2019). Panel Report, Russia-Measures concerning Traffic in Transit, WT/DS512/R, paras. 7.111-7.119. [O
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wto.org [Accessed 3 May 2020].
32
索必成等：《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附件》，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1 页。
33
安理会决议825(1993)、1695(2006)、1718(2006)、1874(2009)、1887(2009)、2087(2013)、2094(2013)、22
70(2016)、2321(2016)、2356(2017)、2371(2017)、2375(2017)、2397(201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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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规定。34

三、案件的新进展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近两年来，韩日两国间争端不断，先是韩国大法院在 2018 年 10 月 30 日对以新日本制
铁株式会社为被告的《强掳劳工案》做出的判决中最终支持了原告的诉求；接着韩日两国
相继又把对方从“白名单国家”中移除；2019 年 11 月 13 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开庭审理
慰安妇受害者针对日本政府的损害赔偿诉讼；2019 年 12 月 26 日，首尔高等法院就慰安妇
受害者起诉韩国政府的损害赔偿诉讼案件中通过调解解决争议；2019 年 12 月 27 日，韩国
宪法法院以全体法官一致意见认为《韩国外交部长官和日本外务大臣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
共同发表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问题相关合意》并未处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们的权利或韩国
政府的外交保护权。从此可以看到，韩日两国间围绕强掳劳工、慰安妇等战后遗留问题引
发的纠纷显示出愈演愈烈的态势。韩日两国曾在 2019 年 10 月 11 日和 11 月 19 日在日内瓦
就日本对韩国出口限制措施进行过两轮局长级磋商，但磋商结果是双方仅重复了各自的立
场，并未能解决争端。在第 2 次谈判中韩方提出日本的措施已经引发了韩国部分进口商督
促日本出口企业按期交货的案例，只不过已经被确定为民用的物资则得到了日方的出口许
可。35尽管之前韩日两国间也有通过 WTO 争端解决机制解决问题的例子，较为典型的案例
就是韩日含放射性核素食品的进口措施案，在该案例中，双方走完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所
有程序，最终，WTO 争端解决机构基本认可了韩国基于日本发生核泄漏而采取的对日本食
品进口限制措施的正当性。目前 WTO 上诉机构处于停摆状态，而日本和韩国也没有参加
欧盟、中国等倡导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WTO 争端解决机制还能发挥多大作用值
得令人思考。而解决此问题的最佳方法还得依赖于两国政府间就包括这些问题在内的所有
战后遗留问题达成协议。回顾两国间的谈判历程，虽然目前几乎被韩方所废弃，但两国间
还曾就类似的慰安妇问题达成过政治合意，两国间也曾就日方采取的紫菜配额问题通过磋
商达成过协议，从而解决该起 WTO 争端。当然相关协议的达成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日本
承认和深刻反省二战期间对包括韩国和中国在内多数亚洲国家和人民实施的各种罪行。因
为没有这一步，只是修修补补的试图解决一些表面问题，终究无法使得问题得到最终和不
可逆的解决，而且，如果这种解决方法得不到受害国人民的认可，就算政府间取得了合
意，不能被认为是问题的彻底解决。日本的此次出口限制措施不仅将影响到韩国的产业，
通过全球供应链，也将影响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中日韩三国间已经形成日本提
供原材料，韩国制造半导体和显示器等部件，我国则将其组装后出口到世界各国的产业
链。36从这一点来看，本次限制措施的早日解决对我国来说也是有益的。
近期我国与美国之间也是贸易争端非常频繁，美国也曾多次指责我国对朝鲜制裁不
严。从这一角度来看，也不能完全排除他国就类似情况向我国发难，甚至是采取类似本案
措施的行为之可能性。因此，有必要密切关注本次韩日争端的进展情况，并对 WTO 的安
全例外条款进行深入研究。该条款在《俄罗斯-过境通行措施案》中被首次援引后引发了较
多争论，而且，在本次韩日争端中如果该案进入专家组程序，极有可能再次被援引。
本案中日方所采取的措施基本是伪装成国家安全的报复措施，此类措施往往会通过贸
易制裁的方式，而且会试图以各种例外来正当化其措施。近期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大多都
是这种形式，而对其应对方案不外乎同样采取类似制裁的同时并行国内外诉讼。但毕竟这
样的应对方案要么会使得事态更加趋于严重，要么会耗时和效果不佳，特别是在目前上诉
机构停摆的情况下，如果专家组程序中败诉的成员行使上诉权的话，则会导致专家组报告
无法经争端解决机构通过，从而起不到相应效果。因此，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似乎是更加值
得推荐的方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要关注韩日双方对此案的解决途径。毕竟此案关
联到二战遗留问题和朝核因素等相当复杂的背景。或许从两国之间的谈判中能够得出对我
WTO(2019). Panel Report, Russia-Measures concerning Traffic in Transit, WT/DS512/R, paras. 7.102-7.148. [O
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wto.org [Accessed 3 May 2020].
35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WTO日本出口限制措施争端第2次双边磋商结果》,来源：https://japan.kosti.or.kr/
user/Bd/BdCm010D.do，2020年5月3日访问。
36
张志祥：《日本对韩国加强出口规制的国际通商法探讨》
，《通商法律》2019年第4期，第6页。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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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益的借鉴内容。
如果本次争端有机会进入专家组程序并经过专家组审理和裁定的话，专家组是否会认
定日本的措施违反最惠国待遇是非常值得关注。从 WTO 的争端解决实践来看，其只允许
援引 WTO 涵盖协定，而对于那些未被正式纳入 WTO 法体系的他条约（如 ATT 等）则无
法在争端解决中得以援引。WTO 的国家安全例外中只提到“《联合国宪章》项下的维护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而采取的任何行动”，这应该主要是指安理会决议等安理会为国际和平
与安全采取的行动，而其它条约则仅能在履行这一行动的范围内成为国家安全例外范畴。

An Analysis of Japan's Export Restriction Case against South Korea
MA Guang & FANG Min
Abstract: In 2019, Japan kicked South Korea out of the “whitelist countries”, the reason is that "
the trust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cluding in the field of export control, has
been greatly weakened, and certain issues in Korean export control can only be solved with the
utmost trust" . South Korea claimed the measure was actually retaliation against the 2018
judgment by South Korean high court against Japanese companies, which kicked Japan out of the
White List and sues it to the WTO.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trade dispute at the WTO level and
believe that Japan ’s measures are suspected of violating WTO rules. This article also proposes the
impact of this case on China, and combined with China ’s reality, it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the Sino-US trade dispute , Including the combined use of litigation and retaliation and the skills
of taking retaliation measures.
Key Words: Whitelist Countries; Export Restrictions; Retaliatory Measures; Trade Disputes;
Consul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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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内法域外适用中的阻却立法
摘

要：阻却立法（Blocking Statute），指一国为抵制他国国内法的域外适用而采取的立法

措施，旨在在本国的管辖领域内，消除、阻止和对抗该外国法。一国的阻却立法主要发生于
以下两种情形：一是对抗他国域外适用于本国的经济制裁政策，二是对抗他国将民事诉讼中
特定的域外证据开示规则域外适用于本国。两者对抗的对象在本质上都是国内法域外适用的
表现。
和普遍存在的国内法域外适用相比，作为应对之举的阻却立法现有实践有限。本文以美国在
不同时期的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为引线，通过分析英国、加拿大、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在这些
时期相应的阻却立法实践，结合阻却立法出台的政治、经济背景，总结既有阻却立法的经验
教训。
事实上，各国现行的阻却立法在实践中一般收效甚微，无法达到阻却国内法域外适用的预期。
实践中，阻却立法难以得到相对国司法和行政机构的认可，对受损害的本国公民所施救济难
以落实，以及阻却立法与本国其他法律产生冲突等问题，给世界其他国家引入阻却立法造成
了阻碍。
本文将从中国现实出发，在不违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结合各国已有阻却立法实践经
验，为中国在国内法域外适用的大背景下引入阻却立法建言献策。
关键词：国内法域外适用，阻却立法，中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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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阻却立法（Blocking Statute），通常是指一国为抵制他国国内法的域外适用而采取
1

的立法措施，旨在在本国的管辖领域内，消除、阻止和对抗该外国法。 阻却立法通常表现
为在本国境内，禁止本国企业或个人遵守他国依据其国内法发出的命令，并拒不承认和执行
该国为实施此类命令所作判决。根据现有实践，一国的阻却立法主要发生于以下两种情形：
一是对抗他国域外适用于本国的经济制裁措施（Secondary Sanction），二是对抗他国将民
事诉讼中特定的域外证据开示规则（Cross-border Discovery）域外适用于本国。两者对抗
的对象在本质上都是国内法域外适用的表现。
阻却立法是国家宣誓司法主权的重要手段。目前为止，欧盟、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和
地区都曾实施阻却立法，应对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的措施和制裁手段。欧盟第 2271/96 号条
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该条例针对的是美国在 1996 年通过《赫尔姆斯-伯顿法案》（H
2

elms–Burton Act）规定对古巴的经济制裁。 其中，《赫尔姆斯-伯顿法案》规定对古巴政
府没收充公的财产享有请求权的美国国民可以在法院起诉，向与该财产进行交易的外国人索
赔。

3

为了消减《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对于欧洲企业或个人商业活动带来的冲击，以及保护
欧盟利益不受损害，欧盟理事会着手进行阻却立法，制定了“第 2271/96 号条例”——即：
《关于应对他国法案域外适用的保护条例》（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271/96）。该条
例不承认欧盟以外的任何法庭根据《赫尔姆斯-伯顿法案》作出的判决，也不允许欧盟成员
国的私人主体按该法案的要求或禁令行事；而因其受到伤害的欧盟成员国的私人主体，有权
要求挽回因该法而造成的损失。

4

及至现阶段，美国政府于 2018 年 8 月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并且全
面恢复因 JCPOA 而废除的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欧盟作为 JCPOA 的坚定支持者，再次面临与
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制裁较量。同年，欧盟着手更新 2271/96 号条例（Regulation EU
2018/1100），依据美国拟重启的制裁措施扩大条例适用范围，有效地减轻了美国经济制裁
对欧盟私人主体的冲击。欧盟这一行动，再次印证了在美国重启经济制裁的紧要关头，阻却
立法是国家可采取的最及时和有效的反击武器。

Black’s Law Dictionary, (9th ed.). Blocking Statute, A law that while legal in one area is against the law in
another area.
2
Cuban Liberty and Democratic Solidarity (Libertad) Act of 1996, 22 U.S.C. § 6021-6091.
3
Cuban Liberty and Democratic Solidarity (Libertad) Act, Pub.L.No.104-114, § 302, 401(1996).
4
See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271/96, Art. 5,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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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也是通过阻却立法，抵制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
的积极实践者。为抵制美国反垄断法发生的域外效力，特别是反垄断调查程序的域外适用（域
外证据开示制度），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陆续制定阻却立法，禁止本国私人主体向
美国司法机关提供在其拥有、保管或控制之下的指定的文件信息。由此，阻却立法赋予本国
私人主体在外国诉讼过程中以“国家主权强制”（Foreign Sovereign Compulsion）为由拒绝披
露证据和情报的权利。
然而，从阻却立法的发展历程来看，各国以立法的形式抵制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行为
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只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美国为首的世界大国为实现其特定
政治、经济目的频频将国内法域外适用于他国，才使阻却立法重获关注，成为被殃及的各个
国家地区纳入考虑的因应之策。21 世纪初，美国法的域外适用（特别是在次级制裁领域）
呈现扩大蔓延的态势。2018 年美国政府退出 JCPOA 全面恢复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直接威
胁着国际贸易自由和以主权独立平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地区的个人与
实体也直接受到美国次级制裁的影响，阻却立法的设立迫在眉睫。
对中国来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国企业或个人随时在对外贸易和商业往
来中置于被制裁的境地。特别是近年来，美国频繁对中国的科技企业实施贸易限制措施，中
美科技战一触即发。例如，美商务部于 2019 年 5 月将华为公司列为制裁对象，并将其加入“实
体清单”。美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BIS）于 2020 年 8 月通过修改《出口管制条例》（EAR）
中的“实体清单”以及“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意图切断一切华为使用美国产品制造芯片的途径。
再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于 2020 年 8 月连续签署两项行政令，基于《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IEEPA）等美国国内法禁止任何受美国管辖的个人或实体与 TikTok（抖音海外版）、WeChat
（微信海外版）进行交易，并迫使字节跳动（TikTok 母公司）剥离其在美国的资产与相关
数据的权利与利益。
美国上述实践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扼杀其合法经营的权利。美国如
此毫无事实依据滥用其域外管辖权的行为，表明未来美国将国内法域外适用于中国的实践将
不断升级。可见，中国当今所面临的情境，不输于已经具有阻却立法实践经验的各个国家于
立法之时的严峻形势。
然而，直至目前，我国并没有太多抵制这些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和制裁手段的立法实
践，中国的国家机构、企业与个人正时刻处于美国次级制裁的严重危机之中。在此情形下，
引进阻却立法的做法，作为主权国家宣誓司法主权的重要手段无可厚非，若实施得当，将为
中国企业在域外提供有效的抗辩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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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对于阻却立法的研究，尤其结合中国面临的严峻现实探讨引入阻却立法的
可能性以及实操问题，成为当前紧迫而重要的议题。本文集中讨论阻却立法的现有实践，探
寻阻却立法面临的困境，在总结各国阻却立法实践经验教训之上，对在中国引入阻却立法从
而有效抵制国内法的域外适用建言献策。

二、阻却立法的由来和界定
（一）阻却立法基于他国国内法的域外适用而产生
国内法的域外适用是指，本国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针对位于或发生在本国管辖领域之外
的人、物或行为适用本国法律规则的过程，由此所产生的法律拘束力即为国内法的域外效力。
5

阻却立法是一国针对他国国内法的域外适用而采取的本国立法措施，基于他国国内法的域

外适用而产生。
现有的阻却立法实践充分显示了这一点。例如，欧盟颁布的第 2271/96 号条例中便明
确指出，该法令致力于阻止、对抗附件中外国法律在欧盟境内的域外适用（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消除依据上述法律对欧盟整体利益，以及在欧盟领土内对自然人和法人权力
行使的影响。6
实质上，阻却立法旨在阻却的是他国国内法在事实上适用于域外的结果。不论该国国
内法是由司法机关行使域外管辖权，或是行政机关直接将其国内法域外适用于外国私人主体，
只要出现了所涉国内法域外适用的事实，都可以纳入阻却立法的调整范围。
当今学者在讨论国内法域外适用问题时，皆致力于将国内法的域外适用、域外管辖和
长臂管辖等概念作出区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域外管辖和长臂管辖都可以产生国内法域外适
用的效果。因此，本节着重探讨的是阻却立法应对域外管辖和长臂管辖时的适用空间。
1.域外管辖与国内法的域外适用
域外管辖（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是指一国在其域外行使管辖权，包括立法管辖、
执法管辖和司法管辖。国家主张域外管辖权的依据一般有四项，包括属地原则、属人原则、
保护原则、普遍原则。据此确立的四类管辖权都可能成为域外管辖的基础，因而域外管辖更
注重的是法院依据这四大基本原则对事项进行管辖的自由裁量。

廖诗评：
《国内法域外适用及其应对——以美国法域外适用措施为例》，
《环球法律评论》2019 年第 3 期，
第 168 页。
6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271/96, Art.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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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他国国内法的域外适用，既指代法院最终行使域外管辖权，也包括一国行政机关
直接将立法机关制定/通过的法律适用于境外的人或事的过程和结果，而后者将管辖和法律
适用合二为一。此时，域外管辖是司法机关的外部选择，而国内法的域外适用则是法律自身
规则的内部指引。
域外管辖不一定产生国内法的域外适用的效果。域外管辖权是法院从司法程序上决定
是否在一国领域外行使管辖权，但对于所具体适用的实体法而言，仍需审查该成文法其应否
进行域外适用。7若没有规定所争议的法律应域外适用，则不会导致国内法的域外适用。
但应注意的是，当域外管辖权的行使使实体法律得以域外适用之际，将产生与国内法
的域外适用同样的结果。因此，相比国内法的域外适用，域外管辖的含义更为宽泛，而域外
管辖权（尤其是立法管辖权）成为国内法域外适用的前提和基础。当国家行使域外立法管辖
权时，域外适用就有了国内法的依据，其结果便是国内法产生了域外效力。8于是，阻却立
法便可针对此域外效力进行抵制。
2.长臂管辖与国内法的域外适用
长臂管辖（Long Arm Jurisdiction）实质上是美国域外管辖权的一种形式。9长臂管辖始
于美国联邦法院 1945 年的“国际鞋业公司诉华盛顿州案”。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没有采
用一贯坚持的领土主权属地原则，而是认为一州法院想要行使管辖权而不违背传统的公平与
实质正义观念，则被告须与该州有某种最低限度联系，从而确立了“最低限度联系标准”。10
长臂管辖与国内法的域外适用存在一些不同之处，如所涉的管辖权种类不同、争议性
质不同、法律依据不同，以及应对措施也有不同。11 截止目前，美国法上的长臂管辖不再
仅限于民事诉讼中的对人管辖权，而是不断在扩大适用范围，放宽适用条件，从而成为实质
上的域外管辖权。12
应指出，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18 年 9 月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
方立场》这一白皮书中，第四章第三节的标题是以“国内法‘长臂管辖’制裁他国”。该章节指
出，长臂管辖是指“依托国内法规的触角延伸到境外，管辖境外实体的做法。”可见，现如今
的长臂管辖，与域外管辖一样，都可以产生国内法域外适用的结果。

李庆明：
《论美国域外管辖：概念、实践及中国因应》，
《国际法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4 页。
前引 5，廖诗评文，第 169 页。
9
肖永平：
《“长臂管辖权”的法理分析与对策研究》
，《中国法学》2019 年第 6 期，第 40 页。
10
杜涛：
《美国联邦法院司法管辖权的收缩及其启示》，
《国际法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82-83 页。
11
前引 5，廖诗评文，第 172-173 页。
12
前引 9，肖永平文，第 40 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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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阻却立法旨在阻止他国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将国内法域外适用于本国私人主体。
虽然域外管辖和长臂管辖，与国内法域外适用存在概念上的差异，但二者都可以产生国内法
域外适用的效果。因此，阻却立法的调整范围包括，由于域外管辖权或长臂管辖而造成的国
内法域外适用行为。
3. 阻却立法是对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的抵制
阻却立法是基于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而产生，旨在抵制他国将自身的国内法域外适用
至本国境内的情形。下文通过盘点阻却立法迄今为止的现有实践，总结了阻却立法呈现的三
种类型以及四类常规效应，进而与抵制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的其他现行措施进行比较，归纳
出阻却立法所独有的优势。

（二）阻却立法的类型和常规效应
1.阻却立法的类型
阻却立法通常存在以下三种形式：
一是以内容为依据（Content-based）的阻却立法。此种形式的阻却立法旨在抵制他国
提出的域外证据开示要求，具体为禁止提供特定信息，除非所涉信息的披露得到相关政府机
构的批准。法国 1980 年的《第 80-538 号法律》13、中国 2010 年的《保守国家秘密法》14等，
都属于以内容为依据的阻却立法。
二是依赖于国家自由裁量（Discretionary-prohibition）的阻却立法。此种立法形式允许
政府机构自行决定是否遵循外国的特定立法。如英国 1980 年的《贸易利益保护法》第 1 条
规定，国务大臣在认为适当时，可以向在英国经营者发出指令，禁止服从外国主管机关发布
的具有域外效力并损害英国商业利益的措施。在此，英国国务大臣对何种措施影响英国贸易
利益具有自由裁量权。
三是以特定行业为基础（Industry-specific）的阻却立法。此种形式的阻却立法禁止本
国私人主体向外国主管机关披露特定行业的信息。与上述以内容为依据的阻却立法相比，此
种形式将阻却的对象限缩至某个行业，范围更加清晰明确，易于当事方援引。典型者如各国

法国 1980 年《第 80-538 号法律》第一条规定：“…禁止在任何地方以口头或任何其他方式与外国政府机
构，就与经济、商业、工业、金融或技术事项有关的文件或信息进行通信。且此种通信可能损害法国的主
权、安全或基本经济利益，或违反相关公共政策…”。
14
中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2010）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阻却立法，但其中第 9 条规定了禁止向外泄漏的“国
家秘密”的范围。该条款遇到国内法域外适用时，具有阻却立法的性质和效果。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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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对于商业银行或保险业务活动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性立法。此等立法在遇到国内法域外
适用要求提供相关信息时，具有阻却立法的性质和作用。15
2.阻却立法的常规效应
上述三种类型是对阻却立法的现有实践的总结，其显示阻却立法通常有以下几方面的
常规效应：16
一是禁止本国实体、个人及行政机关服从外国主管机关发布的、可能损害本国主权安
全和国家重大利益的，具有域外效力的措施。
二是禁止本国实体、个人及行政机关向外国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提交指定商业文件、
情报等证据类信息，抵制他国司法调查程序的域外适用。
三是禁止本国的司法机构承认或执行外国法院依据其特定国内法所作出的任何裁决或
决定。
四是“回拨条款”（claw back clause），即允许本国实体或个人在外国法院败诉后，在本
国法院对发起在所涉外国诉讼的相对方提起诉讼，索求损害补偿。
3.阻却立法与抵制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的其他现行措施的比较
综上可见，阻却立法本身可以抵制他国国内法在本国的适用。但从现有实践来看，除
阻却立法之外，受他国国内法的域外适用殃及的国家地区及其企事业单位，却惯常采取其他
两种应对措施，一是尽可能利用该国内法的域外适用机制中相关条款寻求法律救济，或是直
接援引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挑战该国内法的域外适用措施。17但这两类惯常途径均有缺陷和
不足。
1

利用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机制中条款寻求救济

受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影响的本国私人主体，若选择在该国国内法域外适用机制
中寻求救济，通常耗时长、成本高。同时，即便本国私人主体可以利用该机制中相关规定寻
求救济避免损失，但豁免权仍掌控在他国政府的手中，从而结果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J. oda, The Aprospatiale DilemmaL Why U.S. Courts Ignore Blocking Statutes and What Foreign States Can
Do About It, 106 CALIF. L. RE . 238-9 (2018).
16
Deborah Senz and ilary Charlesworth, Building BlocksL Australia's Response to Foreign Extraterritorial
Legislation, 2 ELB. J. INT’L L. 78-9 (2001).
17
前引 5，廖诗评文，第 173-175 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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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领域，美国财政部的海外资产管理办公室（OFAC）设定了
特别指定国民名单（SDN List），名单所列者即为依照 OFAC 实施的各种制裁计划被冻结了
财产和财产权益的特定私人主体，他们被指控参与威胁或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活
动。纳入 SDN List 的实体或个人将遭受严厉的经济制裁。除了被冻结财产之外，美国政府
还禁止美国人或者在美国境内与这些实体或个人进行交易。18截至目前，被纳入 SDN List
的中国公民和中方企业已有 205 个。19
虽然被纳入 SDN List 中的个人和其他实体可以通过书面方式申请将其移除出黑名单，
但在申请除名的过程中，OFAC 有权要求申请人不止一次提供相关信息，所耗时间并没有明
确限制。因此，申请从 SDN List 除名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且除名申请存在被拒绝的
可能。20综上，被纳入 SDN List 中的私人主体不论是聘请律师或亲自提交移除黑名单申请，
都将面对高成本、高时耗、且成功率低的坎坷救济之路。故私人主体选择在该国国内法域外
适用机制中寻求救济，往往达不到既定效果。
2

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挑战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行为

受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影响的本国私人主体，在无法凭借自身力量获得有效救济
时，可以请求本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或是由政府直接在国际平台上挑战他国国内
法的域外适用行为，将争议措施诉诸一个国际争端解决机制。
然而后者往往存在的问题是：现行的国际公约或争端解决机制，很少明确禁止国内法
域外适用的行为，以至于受此类措施影响的一方不得不以公约或争端机制项下有限的可诉事
项寻求救济。加之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最终裁决，主要是由当事方自行履行，从而也制约了
利用此种方式寻求法律救济的效率和作用。
以“美国-古巴自由和民主声援法案”（DS38）

21

为例。世界贸易组织（WTO）应欧共

体（欧盟前身）要求，组成专家小组审议美国《赫尔姆斯-伯顿法案》（1996）22与美国在《关
税和贸易总协议》（GATT1994）和《服务贸易协定》（GATS）协议下所承诺义务的一致
性。23

龚柏华：
《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美国单边经贸制裁及其法律应对》，载《经贸法律评论》2019 年第 6 期，
第 3 页。
19
参见 OFAC 官网，Sanctions List Search，httpsL//sanctionssearch.ofac.treas.gov/，2020 年 10 月 3 日访问。
20
OFAC, Electronic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 Title 31. § 501.807; OFAC 官网“Filing a Petition for R
emoval from an OFAC List”：httpsL//home.treasury.gov/policy-issues/financial-sanctions/specially-designated-n
ationals-list-sdn-list/filing-a-petition-for-removal-from-an-ofac-list, 2020 年 10 月 3 日访问。
21
United States — The Cuban Liberty and Democratic Solidarity Act, WT/DS38(1996).
22
（
《赫尔姆斯-伯顿法案》
（ elms–Burton Act）
，又称《古巴自由和民主声援法》）
23
See United States - The Cuban Liberty and Democratic Solidarity Act, WT/DS38/1, Request for Consu
ltations by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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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案中，欧共体指责美国《赫尔姆斯-伯顿法案》规定措施，包括但不限于（1）拒
绝任何进口古巴糖的国家获得再向美国出口糖的贸易份额；（2）禁止运载进出古巴的货物
和旅客的船只通过美国港口过境；（3）禁止对涉及被古巴政府征收的财产提供任何金融服
务；（4）向以交易方式与被古巴政府征收财产产生牵连的任何人提起诉讼。欧共体认为此
等措施违反了美国在 GATT1994、GATS 项下的承诺和义务。24
对此，美国援引 GATT1994 第 21 条“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作为抗辩，声称美国政府基于
“国家安全问题”将古巴列为制裁对象，因此将免于 WTO 的管辖。所以《赫尔姆斯-伯顿法案》
违反 WTO 项下协定的指控不能成立。该案以美国与欧共体达成和解而结束，美国承诺暂不
实施该法案，欧共体则同意阻止欧洲公司及个人与古巴企业进行交易。25
事实上，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实施贸易制裁的成员国经常援引“国家安全例外”
条款抗辩，声称制裁行为是成员国保护基本安全利益的固有权利，应免于 WTO 管辖。26如
GATT 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诉美国出口限制案（1949），美国对尼加拉瓜贸易禁运案（1985）
等，大多数 WTO 成员国拒绝将涉及国家安全的“自决性”问题交由专家组裁决，故目前还没
有就“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形成有约束力的 WTO 裁决。27
即使 2019 年“俄罗斯—乌克兰禁运措施案”（DS512）中，WTO 专家组认为对俄罗斯援
引 GATT1994 第 21(b)(iii)条有管辖权，明确专家组对“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拥有解释权。28但
因上诉机构现处于停摆状态，专家组对“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审查结果无法得到复核。因此，
若实施贸易制裁国家继续援引“国家安全例外”款，WTO 争端解决机制也不能成为解决贸易
制裁问题的有效途径。
事实上，欧盟早就意识到了 WTO 争端解决机制在处理贸易次级制裁问题上的劣势。
在“美国-古巴自由和民主声援法案”（DS38）专家组成立后不久，欧盟便出台第 2271/96 号
条例，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对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行为（特别是美国域外制裁）进行抵制。可
见，欧盟认为阻却立法比国际争端解决平台更加有效并具有实践性。
更重要的是，WTO 专家组在“美国 1916 反倾销法案”（DS136）中认为颁布阻却立法
（Blocking Regulation）为一国主权行为，是国家为维护本国私人主体的利益行使的立法权。
由于 WTO 无权干涉国家的主权行为，故无权处理成员国提出的对他国阻却立法的质疑和挑
United States - The Cuban Liberty and Democratic Solidarity Act, WT/DS38/2, Reques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anel by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pp.2-3 (1996).
25
曹国红、周宝根：
《WTO “安全例外”条款的应用与争论》，
《黑龙江对外经贸》2008 年第 9 期，第 32 页。
26
黄志瑾：
《论国家安全审查措施在 WTO 中的可诉性》
，《河北法学》2013 年 12 期，第 127 页。
27
李巍：
《新的安全形势下 WTO 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问题》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
第 6 期，第 104-106 页。
28
Russia — easures Concerning Traffic in Transit, WT/DS512/R, para. 7.5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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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29由此看来，阻却立法在 WTO 争端解决平台下已经受到了认可，其作为一国主权立法
的地位和效力无法被撼动。
因此，不论是在国内法域外适用机制寻求救济，还是诉诸国际争端解决机制，都有其
各自的弊端。相较而言，阻却立法存在若干优势。首先，阻却立法是基于国内法域外适用而
产生，其本身的条文中就明确禁止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的施行，拒绝承认国内法域外适
用措施对于本国个人和企业的影响，因而在立法上更具有针对性。其次，阻却立法作为一国
的国内立法，由本国的立法和司法机关主导，结果比借助他国法律中的救济措施或借助国际
平台更可预测。此外，阻却立法规定的损害赔偿条款，能够使受影响的本国私人主体及时在
本国的司法体系内得到赔偿，无需承担所需金钱和时间上的高昂成本，从而切实维护本国企
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
综上，与其他抵制措施相较，阻却立法是国家给予受到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影响的本
国私人主体，可供直接援引的法律武器。抵制美国次级制裁，阻却立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

第 3 章 阻却立法的现行实践及经验
阻却立法基于他国国内法的域外适用产生，是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对外国法律入侵的抵
抗。20 世纪中期，美国着手将国内反垄断法域外适用于其他国家。由于美国在域外管辖领
域采取“效果原则”，所以凡是对美国的国内商业贸易产生影响的商业行为，美国皆拥有管辖
权。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于要求外国私人主体服从美国法院和当局的司法调查程序，提交其
指定文件情报等证据类信息。此举被指责严重威胁到外国私人主体所在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
益。
20 世纪中后期至 21 世纪初，美国继续将国内法扩大适用于其管辖权之外，以维护国
家安全之名频繁对古巴、伊朗等地区实施经济制裁，这严重损害了世界各个国家的合法贸易
利益。为应对美国有增无减地将国内法进行域外适用的行为，世界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针
对不同类型的美国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制定了相应的阻却立法。现行阻却立法实践大致分
为三个阶段：
第一，20 世纪 80 年代。为应对美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法国 1980 年颁布《关于个
人或官员向外国自然人、法人提供经济、商业、工业、财政或技术性文件或情报的第 80-538
号法律》（《法国第 80-538 号法律》）。英联邦国家也陆续对此作出回应。1977 年加拿大
29

Recourse to Arbitr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Article 22.6 of the DSU, WT/DS136/ARB, paras.3.1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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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省率先出台《商业信息保护法》，英国 1980 年颁布《贸易利益保护法》、澳大利亚
和加拿大分别于 1984 年和 1985 年通过《外国程序（扩大管辖）法》和《外国域外措施法》，
应对美国反垄断法的调查程序的域外适用。
第二，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出台《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对古巴实施经济制裁，并对
与古巴政府进行交易，或者对其被征收的财产存在牵连的人实施制裁。为避免殃及本国私人
主体，墨西哥通过《保护商务和投资反对违反国际法的外国政策法》、欧盟颁布第 2271/96
号条例，保护本国私人主体和国家主权不受古巴制裁的影响。加拿大据此也对本国阻却立法
进行最新修订。
第三，21 世纪初期。美国通过《1996 年反倾销法》对在美国市场以显著低于货物的实
际市场价值的价格，销售外国货物的私人主体实施制裁。这牵涉到了多个国家在国际贸易市
场上的利益。在向 WTO 争端解决机制申诉无果的情况下，欧盟于 2003 年通过 2271/2003
号条例、日本于 2004 年通过《损害赔偿法案》，抵制《1996 年反倾销法》对本地区/国家
私人主体的影响。
此外，2018 年美国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JCPOA），并且全面恢复对伊朗经济制裁措
施。欧盟同年着手更新第 2271/96 号条例，依据美国拟重启的制裁措施扩大条例适用范围，
积极阻却美国域外经济制裁在欧盟境内的适用，维护本国企业和个人在海外的合法经营权益。
根据以上时间脉络，下文以美国在不同时期的国内法域外适用实践为引线，审视各国
在这些时期相应的阻却立法实践。具体而言，将结合相关阻却立法出台的政治、经济背景，
分析其阻却对象、适用主体、阻却措施和例外情形，总结这些已有立法实践的经验教训。

表 3.1 现有“阻却立法”实践一览

国家

时间

法律名称

更新情况

生效情况

加拿大

1977

《商业信息保护法》

现行有效

1980

《关于个人或官员向外国自

现行有效

魁北克
法国

然人、法人提供经济、商业、
工业、财政或技术性文件或
情报的第 80-538 号法律》
英国

1980

《贸易利益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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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有效

澳大利亚

1984

《外国程序（扩大管辖）法》

加拿大

1985

《外国域外措施法》

墨西哥

1996

《保护商务和投资反对违反

现行有效
1997 年最新修订

现行有效
现行有效

国际法的外国政策法》
欧盟

1996

第 2271/96 号条例

2018 年最新修订

现行有效

欧盟

2003

第 2238/2003 号条例

现行有效

日本

2004

《保护公司免受美国 1916 反

现行有效

倾销法影响的特别措施法
案》
来源：资料总结
（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阻却立法实践
自 1945 年以来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各国通过外交渠道抗议美国域外适用反托拉斯法
的事件多达二十余起。30由于美国不断扩展反垄断法的域外管辖，所有发生在国外、由外国
人进行的垄断国际市场的活动，只要对于美国国内商业或贸易产生某种效果，美国法院就认
定对其有管辖权。而一旦美国司法机关宣布有权管辖，所涉及的国内、国外企业或个人须服
从它的“调查程序”，向美国当局提供它所需要的资料。美国所坚持的反垄断法域外效力，将
法律的适用范围涵盖到外国的商业行为，受到外国政府和私人主体的强烈反对。
美国关于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规定主要体现在《谢尔曼法》、
《克莱顿法》
（Clayton Act）
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中。为应对美国反垄断法的域外
适用，许多国家制定了阻却立法，以限制和禁止美国上述法律对其私人主体的适用，即以自
身的立法来对抗美国反垄断法调查程序。这其中以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代表，
具体如法国于 1980 年颁布的《第 80-538 号法律》，英国于 1980 年通过的《贸易利益保护
法》，澳大利亚于 1984 年通过的《外国程序（扩大管辖）法》以及加拿大于 1985 年制定的
《外国域外措施法》。

黄勇：《国际竞争法研究——竞争法实施中的国际冲突与国际合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2 年博士论
文，第 7 页。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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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国 1980 年《第 80-538 号法律》
立法背景。法国于 1980 年通过《第 80-538 号法律》，致力于阻却美国《联邦民事诉
讼程序规则》中证据披露规则的域外适用。该规则强迫外国诉讼当事人向美国法院提供不在
美国境内的证据文件，包括商业秘密等。31而这是在其他国家诉讼程序中鲜有的规定。因此，
当美国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的证据开示规则，发布域外取证的法令时，经常会违反证据所
在国的法律政策，致使法律冲突不断。
1970 年通过的《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
（Convention of 18
on the Taking of Evidence Abroad in Civil or Commercial

arch 1970

atters，又称《海牙取证公约》）曾

试图解决此类冲突。32《海牙取证公约》赋予证据所在国以优先权，从而决定证据是否应当
提供，以及通过何种程序提供。然而在实践中，美国法院通过“法国航空公司案”一案，倾向
于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规则调取证据，而不是国家间签订的《海牙取证公约》。33此后美国法
院逐渐形成判例拒绝外国当事人提出的适用《海牙取证公约》请求。34
为应对美国《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中证据披露规则的域外适用，同时也为了捍卫
国家主权及安全，法国于 1980 年颁布《第 80-538 号法律》，禁止任何不通过《海牙取证
公约》进行的取证程序。
阻却措施。在不损害有关国际条约或协定的情况下，如果法国行政机关认为对外提供
关于经济、商业、工业、金融或技术方面的文件和信息，将会危及法国的主权、安全或基本
经济利益或公共秩序，则任何人均不得以书面或口头或任何其他形式向外国公共机构
（Foreign Public Authorities）提供上述文件或情报。35此外，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提
供上述文件或情报，以作为外国的司法或行政程序中的证据，或构成该程序之一部分。36
法律责任。 违反上述规定的法国私人主体将被判处 6 个月的监禁或罚金，或更重的刑
罚。37此外，如果有关当事人收到关于此类披露事项的要求，应事先通知主管机构。38但并
没有就违反此义务规定任何惩罚措施。

根据美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 34 条，只要有关文件为当事人所拥有或控制，而且法院对该当事人
有管辖权，则当事人就有义务在法院提出要求的时候提供该文件，而不论该文件在何处。
32
截止目前，
《海牙公约》共有 62 个成员国。中国于 1997 年加入该公约。
33
Sociptè Nationale Industrielle Aèrospatiale v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483 U.S. 552(1987)
34
Gary B. Born, The Hague Evidence Convention Revisited: Reflections on Its Role in US. Civil Procedure, LAW
& CONTE P. PROBS. 86(1996).
35
《第 80-538 号法律》第 1 条
36
《第 80-538 号法律》第 1 条之一
37
《第 80-538 号法律》第 3 条
38
《第 80-538 号法律》第 2 条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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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国 1980 年《贸易利益保护法》
立法背景。英国 1980 年《贸易利益保护法》（Protection of Trading Interests Act）的
前身为《1964 年航运合同和商业单据法》，此旧法制定之初是为了解决英美两国在美国反
垄断法域外适用范围上的分歧，特别是与航运业相关的法规域外效力问题。39而 1980 年《贸
易利益保护法》在其前言部分仅表示“本法旨在提供保护，以阻却根据英国以外国家的法律
科处或作出的、影响英国私人主体贸易或其他利益的规定、禁令和判决”。虽然从文本上看
该新法阻却一般意义上，外国政府在商业贸易上的单边政策措施，但主要目的和效力仍是致
力于解决美国政府所施行的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及其对英国司法管辖和贸易利益的限制问题。
40

阻却措施。一是英国国务大臣在认为适当时，可以向在英国经营者发出指令，禁止其
服从外国主管机关发布的具有域外效力，并损害英国商业利益的措施。41受到外国措施影响
的在英国经商的私人主体也应及时上报国务大臣。42
二是是禁止向外国法院和当局提供指定的文件和情报。如果英国国务大臣认为，外国
法院或当局要求英国私人主体公布文件和情报有损国家主权等重要利益，可以发出指令禁止
向外国主管机关提供商业文件和情报。43
三是限制执行某些外国判决，包括外国的惩罚性判决和涉及限制竞争的判决。惩罚性
判决是指判决确定的赔偿金额，数倍于补偿损失金额的判决。44涉及限制竞争的判决指依据
旨在禁止、扭曲或限制经营活动中竞争的有关法律规定或规则，或与促进上述竞争有关的条
文或规则作出的判决。45
四是允许本国私人主体在外国法院败诉后，在英国法院对发起在外国诉讼的相对方提
起诉讼，挽回在上述惩罚性判决中所支付的超过补偿金的部分。46为了使此类挽回损失的判
决更有效地被执行，《贸易利益保护法》规定了相应的判决执行互惠条款，即如果英国女王
认为外国法律规定或将规定，在该国执行根据本法回拨条款作出的判决，英国女王将要求英
国执行与本法回拨条款相对应的该国法律规定所作出的判决。47

A. . Lowe, Blocking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The British Protection of Trading Interests Act, 1980, 75
T E A 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57(1981).
40
A. . Lowe, Supra note 39, at 258.
41
《贸易利益保护法》第 1（1）条
42
《贸易利益保护法》第 1（3）条
43
《贸易利益保护法》第 2（1）条
44
《贸易利益保护法》第 5（3）条
45
《贸易利益保护法》第 5（4）条
46
《贸易利益保护法》第 6 条
47
《贸易利益保护法》第 7 条
39

1801

法律责任。不遵循上述阻却措施的行为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可判处相应的罚金。48既非
英国及其属地的公民又非在英国注册成立的团体法人，在英国以外的任何违反上述措施的作
为或不作为，不属于犯罪行为。49 由此，该法的援引主体和约束主体为英国及其属地内的
公民及在英国注册成立的法人。
3. 澳大利亚 1984 年《外国程序（扩大管辖）法》
立法背景。除英国外，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对美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制度表示反对。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澳大利亚国内私人主体卷入著名的反垄断法域外适用 Westinghouse
案中，该案引起了澳大利亚国内对美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高度重视。50于是澳大利亚国内
于 1976 年通过《1976 年外国诉讼程序（禁止某些证据）法》和《1979 年外国反垄断裁决（限
制实施）法》。随着他国国内法与是适用的实践逐渐增多，澳大利亚在 1984 年通过《外国
程序（扩大管辖）法》，合并了上文提及的 1976 年与 1979 年的两部法律，并赋予在外国反
垄断诉讼中已经支付数倍损害赔偿金的本国私人主体，向发起外国诉讼的相对方追回惩罚性
赔偿金的权利。
阻却措施。与英国《贸易利益保护法》类似，《外国程序（扩大管辖）法》规定的阻
却措施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承接《1976 年外国诉讼程序（禁止某些证据）法》中的规定禁
止向外国法院提交相关证据。51二是继承《1979 年外国反垄断裁决（限制实施）法》中的规
定禁止承认和执行反垄断法判决。52此外，1984 年新法增加一兜底条款，澳大利亚检察总长
有权禁止任何人在违反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在澳大利亚国内遵从作出的任何（非金钱）外国
判决。53三是允许外国反垄断案中澳大利亚被告方在法院起诉，向外国原告索求与原判决同
等金额的赔偿。54同时，澳大利亚被告方可以就在诉讼中支付的合理费用和花费进行索赔。
55

此回拨条款是在英国《贸易利益保护法》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受英国《贸易利益保护法》启发，为保证澳大利亚国内受到反垄断法域外适用

影响的私人主体，能够有效得到损害赔偿。《外国程序（扩大管辖）法》规定澳大利亚政府
可以与其他有类似回拨条款的国家，达成互相承认和执行判决的互惠协议56，推动此类判决
在其他国家的承认和执行。

《贸易利益保护法》第 3 条
《贸易利益保护法》第 3（2）条
50
Deborah Senz; ilary Charlesworth, Supra note 16, at 70-71.
51
《外国程序（扩大管辖）法》第 2 章
52
《外国程序（扩大管辖）法》第 3 章
53
《外国程序（扩大管辖）法》第 4 章
54
《外国程序（扩大管辖）法》第 10 条
55
《外国程序（扩大管辖）法》第 11 条
56
《外国程序（扩大管辖）法》第 12 条
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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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违反上述规定的澳大利亚国内自然人将被判处罚金或监禁，公司被判处罚
金。57
4. 加拿大 1977 年《商业信息保护法》和 1985 年《外国域外措施法》
立法背景。同为英联邦国家，加拿大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率先对美国反垄断法域外适
用作出反应。1977 年，加拿大魁北克省通过《商业信息保护法》（Business Concerns Records
Act），禁止加拿大魁北省内私人主体遵守依据外国反垄断法律发出的指令。1985 年，加拿
大联邦政府于颁布《外国域外措施法》（Foreign Extraterritorial

easures Act），授权总检

察长阻却任何可能影响加拿大国际贸易或商业利益，以及损害加拿大国家主权的域外适用措
施。两法相较而言，《商业信息保护法》旨在禁止证据性信息披露，而《外国域外措施法》
将范围扩展到任何可能违反国际法或国际礼让原则的外国贸易法。故《外国域外措施法》的
阻却措施更为完善。58
阻却措施。魁北克省《商业信息保护法》内含一般性的禁止性规定，任何人不得依据或
根据魁北克以外的立法、司法或行政机关发出的要求，转移任何有关商业信息的文件至魁北
克以外的地区。59 相比较，在《外国域外措施法》下，加拿大总检察长经外交部长同意后，
可以在阻却对象上添加其认为违反国际法原则或者国际礼让的某项外国贸易法律，或者删除
任何已有的法律条文。60因此，《外国域外措施法》的阻却对象范围更广，除证据披露请求
以外，还禁止私人主体遵守其他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
相对应地，《外国域外措施法》的阻却措施也更为多样，包括：
（1） 禁止服从外国法院要求披露信息的法令，特别是该外国法院行使的域外管辖权，
可能损害国际商事贸易中加拿大的利益，以及可能损害加拿大国家主权61；（2）禁止
服从外国政府或司法机关发布的，可能损害加拿大在国际商事贸易中的利益、或者可
能损害国家主权的措施或命令。此外，收到此类法令的任何人应当及时上报62；（3）
禁止承认和执行基于外国法律（包括反垄断法）域外适用作出的判决。63同样，总检察
长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依据外国法律（包括反垄断法）作出的，可能损害加拿大在国

《外国程序（扩大管辖）法》第 18 条
Keith ighet, George Kahale III and ark A. A. Warner, unt v. Lac d’Aminate du Quebec. (1993) 4 S.C.R.
289., 88 T E A 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34(1994).
59
《商业信息保护法》第 2 条
60
《外国域外措施法》第 2 条
61
《外国域外措施法》第 3 条
62
《外国域外措施法》第 5 条
63
该法第 7.1 条于 1996 年最新修订，禁止在加拿大境内以任何形式承认和执行依据美国 1996 年《古巴自
由与民主声援法》做出的任何判决。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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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商事贸易中的利益、或者可能损害国家主权的判决或命令64；（4）加拿大私人主体
若在上述依据外国法律（包括反垄断法）的判决中败诉，可以向加拿大当地法院寻求
损害补偿，包括胜诉方获得的财产、诉讼中产生的费用以及因执行判决造成的损失65。
法律责任。两部法律都对拒绝受本法约束的私人主体规定了法律责任。
《商业信息保护法》规定，任何人在收到总检察长或利害关系人向魁北克法院发出“不披
露商业信息”申请，仍转移商业信息至魁北克省外的，被认定为属犯藐视法庭罪。任何人在
收到魁北克法院发出的担保指令后，仍转移相关商业信息至魁北克省外的，除违反法官所要
求履行的义务外，亦属犯藐视法庭罪。66
《外国域外措施法》规定，任何人服从外国法院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的法令，或遵守外国
政府或司法机关根据其国内法作出的命令，即属于犯罪行为，可处罚款或监禁。67
（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阻却立法实践
美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激发了世界各国对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的研究和探索，从而
推动了第一批阻却立法的诞生。但美国国内法域外适用的步伐并没有停止。1996 年美国通
过《赫尔姆斯-伯顿法案》，根据该法案第三编，美国公民均有权，对以交易方式与被古巴
政府征收的财产产生牵连的任何人提起诉讼。虽然第三编通过之后，美国政府一直推迟第三
编的执行而并未实际启用，仍遭到各国的强烈反对。
为此，欧盟于 1996 年通过第 2271/96 号决议、墨西哥于同年 10 月颁布《保护商务和
投资反对违反国际法的外国政策法》（Protection of Commerce and Investments from Foreign
Policies that Contravene International Law），意图阻止《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和美国对古巴
的其他制裁的域外适用。68可见，20 世纪 90 年代诞生的阻却立法旨在抵制美国《赫尔姆斯伯顿法案》的域外适用。
此外，当时已生效的阻却立法仍发挥着抵制域外制裁的积极作用。更有国家针对最新
形势及时更新现有阻却立法，如 1997 年加拿大专门修订《外国域外措施法》，禁止在加拿
大境内以任何形式承认和执行依据美国 1996 年《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做出的任何判决。并

《外国域外措施法》第 8 条
《外国域外措施法》第 9 条
66
《商业信息保护法》第 5 条
67
《外国域外措施法》第 7 条
68
John Boscariol, An Anatomy of a Cuban Pyjama Crisis: Reconsidering Blocking Legislation in Response to
Extraterritorial Trade Measures of the United States”, 30 LAW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439,
499(1999).
6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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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加拿大公民或企业就基于《赫尔姆斯-伯顿法案》作出的判决中获得其所遭受损失的补
偿。69
1.墨西哥 1996 年《保护商务和投资反对违反国际法的外国政策法》
阻却措施。针对美国《赫尔姆斯-伯顿法案》的域外适用，《保护商务和投资反对违反国
际法的外国政策法》规定了四类阻却措施，包括禁止遵从外国贸易限制法令，禁止向外提供
证据类信息，禁止承认和执行特定外国判决以及赋予国内企业和个人寻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首先，禁止墨西哥境内的企业和个人服从由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产生的、损害本国贸易
和投资的法令。其中，企图对一国实施经济封锁、限制投资，以推动政府变革的外国法律应
被视为，影响墨西哥国家贸易和投资的具有域外效力的外国法律。70其次，禁止墨西哥境内
私人主体提供外国当局指定的，可能损害本国贸易和投资利益的文件或情报。71牵涉其中的
墨西哥私人主体应及时上报。72
再次，禁止承认和执行依据损害国家贸易和投资利益的外国法律作出的判决。73最后，
在上述判决中，已支付损害赔偿的墨西哥私人主体有权在墨西哥法院提起诉讼，追回在诉讼
原判决中标明损害赔偿和重大损失补偿的数额，以及与诉讼发生相关的费用。74
法律责任。《保护商务和投资反对违反国际法的外国政策法》第 9 条规定，违反本法规
定的企业和个人除了可能引起民事或刑事责任之外，墨西哥外交部可以对违法者作出罚金等
行政处罚。75
2.欧盟 1996 年第 2271/96 号条例
立法背景。欧盟第 2271/96 号条例抵制的对象，即具有国内法域外适用的他国国内法
规定在条例的附件中。欧盟委员会被授权对附件中的法律性文件进行更新76。欧盟第 2271/96
号条例在制定之初，致力于抵制特定美国国内法在欧盟境内的适用，尤其是当时美国《赫尔
姆斯-伯顿法案》对古巴的经济制裁，严重影响了欧盟境内私人主体的贸易利益。

《外国程序（扩大管辖）法》第 7.1，8.1 条。
《保护商务和投资反对违反国际法的外国政策法》第 1 条
71
《保护商务和投资反对违反国际法的外国政策法》第 2 条
72
《保护商务和投资反对违反国际法的外国政策法》第 3 条
73
《保护商务和投资反对违反国际法的外国政策法》第 4 条
74
《保护商务和投资反对违反国际法的外国政策法》第 5 条
75
《保护商务和投资反对违反国际法的外国政策法》第 9 条
76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271/96, Art. 1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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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却措施。一是任何欧盟境内的私人主体不得遵守附件中列明的外国法，从而禁止该
类具有域外管辖权的外国法律在欧盟境内发生效力。77二是欧盟外法院和行政机关直接或间
接依据本条例附件中法律规章做出的任何裁决及决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在欧盟境内被予以承
认或强制执行。78三是欧盟境内私人主体79在欧盟成员国与第三国之间从事国际贸易及/或资
本流动等相关贸易活动时，有权就因适用附件所列法律而给其造成的任何损害，包括诉讼费
用进行索赔。80此外，任何受到外国法律法规影响的欧盟境内私人主体应当在 30 日内向欧
盟委员会汇报。81
不予阻却的例外情形。欧盟第 2271/96 号条例所规定不予阻却的例外情形是其他阻却立
法所不具备的。原则上，欧盟第 2271/96 号条例禁止欧盟境内私人主体遵循外国国司法或行
政机关，依据附件所列法律作出的任何裁决或决定。82但同时，若欧盟境内私人主体拒绝遵
循上述裁决或决定，会对该私人主体或欧盟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该私人主体可以向欧盟委
员会提交申请，请求遵循全部或部分裁决或决定。83
欧盟委员会为适用第 2271/96 号条例规定的不予阻却例外情形，制定了申请的《适用
标准》（Regulation (EU) 2018/1101）84。《适用标准》第 4 条规定了欧盟委员会评估申请是
否通过的标准。85欧盟委员会评估申请的结果分为两种：一是有充分证据证明，不遵从外国
法律会对私人主体或欧盟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害，此时欧盟委员须向域外立法委员会
（Extra-territorial committee）提交一份决议草案，包含应采取的合适避免损失的措施。二是
已有证据无法证明遵从外国法律会对被保护利益造成严重损害，欧盟委员会将拒绝该申请。
86

综上，欧盟第 2271/96 号条例通过规定“任何依据附件法律规章作出的裁决或决定，在
欧盟境内不被承认和执行”，以保护欧盟及欧盟内利益主体。第 11 条所指的主体有权向对其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271/96, Art. 1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271/96, Art. 4
79
欧盟第 2271/96 号条例第 11 条规定了五类私人主体，一是在欧盟境内居住的自然人 ，且该自然人是欧
盟成员国公民；二是在欧盟境内依据法律成立的法人组织；三是在“关于在成员国之间或者成员国和第三国
之间实施自由原则以提供海运服务的条例”第一条第二款中规定的自然人和法人 ；四是任何其他在欧盟境
内居住的自然人，除非其是所在国公民；五是任何其他在欧盟境内的有专业职权的自然人，包括在其领海，
领空，航空器或者任何成员国管辖或控制下的船舶上的自然人。
80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271/96, Art. 6（1）
81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271/96, Art. 3
82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271/96, Art. 5（1）
83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271/96, Art. 5（2）
84
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EU) 2018/1101 “laying down the criteria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Article 5 of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271/96 protecting against the effects of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legislation adopted by a third country, and actions based thereon or resulting
therefrom”.
85
Regulation (EU) 2018/1101
86
Regulation (EU) 2018/1101, Art. 5
7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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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损害的法人或自然人追偿。并且该条例在一些例外情况下豁免了某些私人主体的责任，
允许其部分或全部地履行外国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决定。
3.二十一世纪初的阻却立法实践
由于 21 世纪以前既有阻却立法实践初成规模，大多阻却立法自成体系，能够独立应对
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21 世纪初的阻却立法实践继续体现在对国内法域外适用最新实
践的法律应对和更新层面。
1916 年，美国通过《1916 年反倾销法》，规定在美国市场以显著低于货物市场价值的
价格销售外国货物，并以损害美国产业发展为目的，将被判处罚款、监禁或惩罚性赔偿。87
对此，欧盟和日本于 1988 年向 WTO 提起申诉，认为美国《1916 年反倾销法》违反了 GATT
和 WTO《反倾销协议》等一系列规则，要求美国废止该法。
2000 年初 WTO 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裁定，美国《1916 年反倾销法》违反了 GATT1994
的规定。然而，美国并没有在 2001 年 12 月 20 日遵循建议的最后期限前废除该法。在此情
况下，为抵消美国《1916 年反倾销法》在本国境内的影响，保护国内私人主体的贸易利益
不再继续受到损害。欧盟于 2003 年通过第 2238/2003 条例，日本于 2004 年通过第一部阻却
立法《保护公司免受美国 1916 反倾销法影响的特别措施法案》（《损害赔偿法案》）。两
部阻却立法均允许在外国法院被认定违反《1916 年反倾销法》而遭受损失的境内公民，在
本国法院获得赔偿。
此外，欧盟针对美国恢复伊朗制裁事件，着手更新第 2271/96 号条例附件，依据美国
拟重启的制裁措施扩大条例适用范围。
（三） 欧盟 2003 年第 2238/2003 号条例
阻却措施。一是依据美国《1916 年反倾销法》作出的法院判决或行政法令，均不得以
任何形式在欧盟境内予以承认或强制执行。88二是欧盟境内私人主体89均有权就因适用美国
《1916 年反倾销法》而导致的任何费用和经济损失在欧盟境内法院请求赔偿。90除了欧盟境
内私人主体可以提出索赔之外，与该私人主体有关联的其他实体或个人也可以获得索赔。包

The United States Anti-Dumping Act of 1916, 15 U.S.C.71,74.
Regulation (EU) 2238/2003, Art. 1
89
Regulation (EU) 2238/2003, Art. 3 第二条所称人员为：(A)欧盟境内居住的自然人；(B)在欧盟境内成立的
法；(C)欧盟第 4055/86(4)号条例中，第 1(2)条所提述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D)在任何其他在欧盟境内的有
专业职权的自然人，包括在其领海，领空，航空器或者任何成员国管辖或控制下的船舶上的自然人。
90
Regulation (EU) 2238/2003, Art. 2（1）
87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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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1）彼此业务的高级人员或董事；（2）在法律上的业务合伙人；（3）其中一方直接或
间接控制另一方；（4）两者均由第三者直接或间接控制。91
1.日本 2004 年《损害赔偿法案》
阻却措施。日本《损害赔偿法案》规定的阻却措施分为两类，一是不承认和执行任何
依据《1916 年反倾销法》对日本企业或个人作出的判决。92二是为符合条件的日本企业或个
人，基于适用《1916 年反倾销法》所遭受的损失，赋予其追回损失的权利。93其中追回损失
的对象为，在适用《1916 年反倾销法》作出的生效判决中获利并因此对日本企业和个人造
成损害的主体，即受益人（Beneficiary）。受益人应将获得的利益连同利息一并返还。 94此
外，受益人的全资子公司或母公司必须与受益人就该等赔偿承担连带责任。95如果日本企业
或个人在 3 年内没有行使上述要求损失赔偿的权利，该权利将消灭。96
2.欧盟 2018 年第 2018/1100 号条例修正案
修正案背景。2018 年 8 月，继美国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JCPOA），并且全面恢复因
JCPOA 而废除的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以来，美国政府不但禁止本国企业与伊朗的经贸往来，
还将制裁措施扩展到全球范围内，威胁对违反禁令同伊朗进行交易的别国企业施加惩罚。同
年，欧盟着手更新第 2271/96 号条例，并发布第 2018/1100 条例作为对 2271/96 号条例的修
正案，依据美国拟重启的制裁措施扩大条例适用范围，通过立法的方式打破美国单边制裁的
有效性，维护本国企业和个人在海外的合法经营权益。
更新内容。2018 年更新后的第 2271/96 号条例附件中，新增加了美国《伊朗自由与反
扩散法案》、《2012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伊朗威胁减少和叙利亚人权法案》、《伊
朗交易和制裁条例》等法律。
3.比较与总结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以美国为主挑起的国内法域外适用从未间断，受其影响的各国
也在不断尝试以阻却立法回击，相关实践逐步发展起来。无论是各国抵制美国反垄断法的域
外适用、反制古巴和伊朗的经济制裁，还是回击美国反倾销法对 WTO 义务的违反，都表明
阻却立法作为一种阻却措施正逐渐走向成熟。
91
92
92
93
94
95
96

Regulation (EU) 2238/2003, Art. 2（3）
《损害赔偿法案》第 3.2-3.4 条
《损害赔偿法案》第 6 条
《损害赔偿法案》第 3.1 条
《损害赔偿法案》第 3.2 条
《损害赔偿法案》第 3.3 条
《损害赔偿法案》第 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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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阻却对象来看，多数笼统地排除影响本国经济贸易、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
外国法律在本国的适用，并未指明具体针对的是哪一项外国法。更有一些阻却立法直接赋予
本国的主管机构自由裁量权，由其自行决定是否及如何阻却某一特定的、域外适用于本国的
外国法，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阻却立法。此种针对不特定的阻却对象作出一般性规定的做
法，有利于对影响本国利益的任何外国法的域外适用情形一网打尽，也避免了本国因国际形
势的时刻变化而对阻却立法频繁进行修订。
当然，若干国家地区还是明确列出了阻却对象。如欧盟的第 2271/96 号条例，将阻却
对象明列于附件中，只需增删附件便可以完成所涉阻却立法的更新。这使得阻却立法及时并
具有针对性，同时也便于欧盟境内私人主体查询附件中外国法律后明确法律救济对象。
其次，从阻却措施来看，由于各部阻却立法的立法背景和目的不同，所采取的阻却措
施也各有侧重。如加拿大魁北克 1977 年《商业信息保护法》和法国 1980 年《第 80-538 号
法律》更侧重于对本国资料和情报的保护，仅禁止本国公民和企业向外提供可能影响国家主
权安全及商业利益等的信息。这是因为加拿大魁北克省和法国在当时因为适用美国反垄断法
的域外调查程序，境内多个公司在判决中败诉从而遭受了巨额损失，这对国家的经济利益造
成了重大影响。故两部阻却立法为了减少国内私人主体在反垄断法案例中的败诉几率，禁止
省内/国内涉案私人主体对外提交商业信息和机密，从而帮助私人主体降低损失，并减缓此
类案件对省内/国内经济发展的打击。
再如欧盟第 2271/96 号条例、第 2238/2004 号条例以及日本的《损害赔偿法案》，皆侧
重于不承认、不执行基于特定外国法律在境内/国内的判决，也都允许境内/国内受到国内法
域外适用措施影响的私人主体，在境内/国内法院获得寻求赔偿。这是因为前述三项阻却立
法针对的均是美国限制贸易措施的域外适用——此行为严重阻碍了国际贸易自由，损害了欧
盟和日本境内私人主体的经济利益，不利于欧盟和日本的整体经济发展。因此，这些阻却立
法重在帮助受影响企业和个人挽回损失，并提供法律救济途径。
此外，阻却立法中对于例外条款的设置，也见证着阻却立法的实践正逐渐走向成熟和
完善。如魁北克 1977 年出台的《商业信息保护法》，将魁北克省内外商业机构之间的正常
商业信息传递，以及经过授权的商业信息披露，排除在阻却立法的调整范围内。又如欧盟第
2271/96 号条例规定，若欧盟境内自然人或法人认为遵从阻却立法会使得自身受到重大损失
的，可以申请适用不与阻却的例外情形。在阻却立法中设置例外条款，避免了企业陷入国内
法域外适用国和本国之间的两难境地，使得法律实施更具有灵活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很
大程度上推动了阻却立法的普及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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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阻却立法在赋予本国私人主体权利的同时，也强调了遵从的义务。多部阻却法
规定了法律责任条款，对违反本法规定的自然人或法人判处罚金甚至监禁。一方面，法律上
的惩罚措施赋予阻却立法震慑力，增强了法律的执行力；但另一方面，违反阻却义务的私人
主体可能承担来自外国法律和阻却立法的双重法律责任，使得本就陷入困境的私人主体雪上
加霜。这也进一步说明在阻却立法中设置例外条款的重要性——给予私人主体衡量天平两端
利益的空间。
综上，基于自身立法的背景和目的的不同，各国的阻却立法在阻却对象和阻却措施上或
有较大的区别，从而显露出共性与特色。但从本质上来看，阻却立法是多数国家抵制他国国
内法域外适用的首要选择。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既有的阻却立法在阻却形式上不断走向
成熟和完善，逐渐自成体系，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借鉴或引入阻却立法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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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国引入阻却立法可能面临的困境
当今，越来越多的国家被美国国内法域外适用行为所困扰，但以阻却立法进行应对的国
家实践却仍然有限。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阻却立法实施以来一直面临的困境所致。一方面，
此类立法的实施难以得到相对国，即将自身的国内法进行域外适用的“加害国”司法机构的认
可；另一方面，阻却立法为遭受损害的本国企业或个人提供的救济难以落实。
（一）阻却立法难以得到相对国司法机构的认可
阻却立法常常由于如下两个理由，不被国内法域外适用的当事国所在司法机关承认：
一是外国阻却立法缺少执行历史；二是外国阻却立法的阻却对象过于宽泛。97
首先，阻却立法的常规效应之一，在于禁止本国私人主体向外国司法机关提交指定证
据，以此抵制他国司法调查程序的域外适用。实践中，一国私人主体会在涉案外国法院援引
上述条款，主张若遵从外国法院的指令提交指定证据，将会受到本国法律（阻却立法）的严
厉惩罚。原则上，这是阻止外国法院进一步域外适用其调查程序的有效抗辩。基于“国家主
权强制”（Foreign Sovereign Compulsion）原则，如果涉案被告方实施的行为受制于所在国政
府，则为避免其陷入两个法律义务的冲突困境中，被告可依据这一原则进行豁免抗辩。98此
原则在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第三次）》也有论述。99
然而，“国家主权强制”原则的抗辩力在逐步减弱。在“铀卡特尔案”中，尽管加拿大存
在禁止私人主体披露证据类信息的阻却立法，但美国法院仍强迫涉案被告出示位于加拿大的
相关文件。在该案中，美国法院以涉案的加拿大阻却立法从未被执行为由，认定此立法的主
要目的是为了破坏美国管辖权。美国法院的这一裁定所传递的信号是：除非阻却立法在其本
国得以执行，否则将不会在国内法域外适用国得到遵从。100
在随后的“法国航空公司案”中，美国法院基本确立了对阻却立法的否定态度。该案法官
在认定域外证据开示指令是否违法了法国的阻却立法时，特别衡量了美国与相对国的可能因
被告方不履行该指令而导致的重大国家利益的损害对比。此时，美国法院发现涉案的法国阻
却立法从未被执行，因此认定违反法国阻却立法不会对相对国的国家利益造成损害。101 因

前引 7，李庆明文，第 22 页。
John Boscariol, Supra note 68, at 439.
99
Restatement (Third)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 441 (1986).
100
In Re Uranium Anti-Trust Litigation, 480 F. Supp.1138;1979 U.S. Dist.
101
Sociptè Nationale Industrielle Aèrospatiale v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483 U.S. 552(1987)

97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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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造成一项阻却立法不被外国法院认可的重要原因，往往是该阻却立法从未或很少被用来
起诉和惩罚违反该法律的本国私人主体。102
其次，若阻却立法的阻却对象过于宽泛，也不易得到外国法院的认可。如前所述，大多
阻却立法仅是笼统地将对本国的经济贸易、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等有影响的外国法排除于在
本国的适用，但并未指明具体针对的是哪一项外国法。如加拿大 1985 年《外国域外措施法》
第 5 条，墨西哥 1996 年《保护商务和投资反对违反国际法的外国政策法》第 1 条，欧盟 1996
年第 2271/1996 号条例第 5 条等，均规定的是禁止服从外国政府或司法机关发布的，“任何”
可能损害本国在国际商事贸易中的利益、或者可能损害国家主权的措施或命令。
当一国的阻却立法不明确其阻却对象是否包括某一具体的外国法，外国法院便有理由
驳回当事方援引阻却立法的抗辩。换言之，当被告方援引“国家主权强制”原则主张本国阻却
立法不允许遵从某一外国法时，鉴于阻却立法的阻却对象如此宽泛，外国法院无法判断涉案
外国法是否在相对国主权强制范围内。103 更何况有些外国法明确排除了“国家主权强制”原
则作为抗辩理由，如美国《赫尔姆斯-伯顿法案》第三编即是如此。104因此，被诉方在外国
法院援引阻却立法抗辩越来越艰难。
综上，首先，由于阻却立法缺少付诸实施的历史，外国法院可能认为阻却立法所在国
倾向于不适用该阻却立法，故被诉方违反本国的阻却立法并不会损害该国的重大利益，从而
不允许该被诉方援引阻却立法，以“国家主权强制”原则作为拒绝遵从外国法的抗辩理由。其
次，鉴于大多阻却立法设置了较为宽泛的阻却对象，外国法院不认为本案所涉及的外国法包
括在内，所以选择驳回阻却立法援引方的主张。由此，阻却立法难以得到相对国司法机构的
认可。
（二） 阻却立法对受损害的本国公民所施救济难以落实
大多阻却立法中都内含“回拨条款”（claw back clause），即本国自然人或法人在依据外
国国内法域外适用产生的该国判决中败诉、受到经济损失的，可以在本国的当地法院起诉，
要求外国原告方支付自己（作为败诉方）在他国诉讼中因败诉于原告方而承担的经济损失及
诉讼费用。
目前适用“回拨条款”的有两种情形，一是在域外反垄断案件中，本国的私人主体在外国
法院被认定违反外国反垄断法，从而被判处多倍惩罚性赔偿。此时阻却立法允许在上述案件
中支付多倍赔偿金的本国私人主体，在本国法院起诉索回非补偿性损失。二是在域外经济制
102
103
104

.J. oda, Supra note 15, at 231 (2018)
John Boscariol, Supra note 68, at 483(1999)
elms-Burton Act, 22 U.S.C. § 6082(a) (6) (Supp. 111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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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案件中，本国私人主体被外国政府认定违反外国限制贸易法，如美国对古巴、伊朗进行制
裁的情况下，外国私人主体依旧与古巴和伊朗进往来贸易，此时美国政府将会依据本国法律
对涉案外国私人主体判处巨额罚金。在此阻却立法赋予被制裁的本国私人主体索要损失赔偿
的权利。
此两种情形的回拨对象可能存在不同。首先，在域外经济制裁案件中，索回对象一部分
为外国行政机关。如果外国行政机关采取罚款或提起刑事诉讼，那么受影响的企业和个人在
本国基于“回拨条款””提起的诉讼受制于国家豁免原则。其次，在域外反垄断案件中，虽然
索回对象大多为外国私人主体，因此没有国家主权原则的限制，但即使外国私人主体能够依
据阻却立法获得本国法院的有利判决，该判决也很难在判决相对方的所在国（他国）得到承
认和执行。105
这是因为：依据阻却立法“回拨条款”作出的判决，容易与在先的外国判决产生冲突，形
成“不一致判决”，从而难以在判决相对方的所在国承认和执行。再次，值得一提的是有关承
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法院选择协议公约》，106其规定了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若
干情形，如：申请承认执行的判决，与被请求国就相同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作出的判决相冲突；
该判决与第三国就相同当事人之间的相同诉因作出的在先判决相冲突，且该在先判决满足在
被请求国得到承认所必需的条件。107可以想见，凡实施国内法域外适用的该公约的缔约国，
大可引用前述例外，对抗另一缔约国依据本国的阻却立法作出的判决。
应指出，《法院选择协议公约》将反垄断事项排除在适用范围以外，108一定程度上否定
了反垄断判决在国际上的相互承认。同时也应看到，直至 2019 年 7 月才完成谈判的《承认
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109，虽然将一般的反垄断争议作为别除事项，但同时设置了例
外情形。110可见，国际上对于涉及反垄断和竞争法事项的司法判决，具有相互承认的趋势。
然而，《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仅进入谈判文本的签署确认阶段，与公约的正式
生效还有一定的距离，各国的正式加入还需要时间和程序。
综上，鉴于国家主权豁免原则，私人主体很难就外国政府实施的贸易制裁行为在本国法
院起诉寻求救济。此外，有关涉及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选择法院协议公约》排除了对“不
前引 7，李庆明文，第 17 页。
《法院选择协议公约》于 2015 年生效，目前已有 35 个成员国签署。公约项下被选择法院所作判决应当
根据《法院选择协议公约》得到承认与执行。中国于 2017 年签署本公约，但还未通过国内审批程序，尚未
发生法法律效力。
107
《法院选择协议公约》第 9 条，承认或者执行的拒绝。
108
《法院选择协议公约》第 2 条，范围的排除。
109
《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第 7 条。该公约的条款得到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确认，进而可以开
放供各国签署。
《执行公约》距离真正生效还有时日，尚待各国基于对《执行公约》的整体考量根据其国内
法程序赋予其法律效力。中国尚未正式签署此公约。
110
《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第 1 条
105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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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使在外国反垄断案中遭受损失的私人主体，即使能够在本国法院
获得有利判决，也无法在相对国得到执行。因此，阻却立法对受损害的本国公民所施救济，
目前还难以得到落实。

五、 中国引入阻却立法的可行方案
目前，中国在阻却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方面已有相关实践。就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
为由，要求字节跳动在有限的时间内将 TikTok 卖给一家美国公司一事。中国商务部于 8 月
28 日会同科技部调整发布《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目录》），对“基于数据
分析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术”限制出口。由此，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中上述“关键技术”
应该得到中国相关部门许可批准。中国商务部此举在法律程序上缓和了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的步伐，对美国的行政令实施了有效阻却。事实证明，字节跳动通过援引中国商务
部的《目录》修订措施，与甲骨文公司初步达成了不涉及“关键技术”出售的技术合作模式，
防止来自中国企业的“关键技术”流入他国。
基于以上良好实践，中国应当引进一套系统的阻却立法制度，包含四项常规效应：禁
止服从特定具有域外效力的措施，禁止向外提交指定商业文件、情报等证据类信息，禁止承
认或执行他国依据特定国内法作出的裁决或决定，以及“回拨条款”。同时，中国引入具有域
外效力的阻却立法，在大方向上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阻却立法及措施的引入不得违反
国际法规则；二是借鉴域外的阻却立法经验需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下文将在总结各国阻却立
法实践经验教训之上，对在中国引入阻却立法从而有效抵制国内法的域外适用建言献策。
（一）增强阻却立法的执行力
大量的案例表明，只有确保阻却立法被有效执行，才能获得美国法院对阻却立法的认
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实施阻却立法，关键在于是否依据阻却立法对违反阻却规定的本
国私人主体实施处罚。
各国阻却立法大多都规定了对违反本法私人主体的处罚机制，即法律责任条款，例如，
欧盟第 2271/96 号条例规定，每一成员国应确定违反本条例应受到的处罚，此种处罚必须是
111

有效的，相称及有力的。 再如，法国 1980 年《第 80-538 号法律》规定了违反该法的惩罚
措施，即违反上述规定者，将被判处 6 个月的监禁或罚金，或更重的刑罚。

112

中国若决定引入阻却立法，也应考虑设置这样的法律责任条款。这是保证阻却立法被
有效执行的强有力武器。若本国企业或个人遭遇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尤其是域外取证命
111
112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271/96, Art. 9
法国 1980 年《第 80-538 号法律》第 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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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之际，没有主动援引阻却立法，而是为了某种原因放弃反抗，屈从于外国法律时，阻却立
法项下的惩处机制应得到严格实施。
因此，应在阻却立法中设置法律责任条款，严厉处罚违法的私人主体，丰富阻却立法
的执行实践，从而明确被诉方拒绝遵从外国法院命令的行为，实属“国家强制主权”的范畴。
只有如此，才可令外国法院意识到自身的国内法域外适用行为实质上对他国的国家利益、外
国私人主体均造成了损失，反省甚至纠正将国内法进行域外适用的不正确作法。
（二）做好阻却立法与国内其他相关法律、机构的配套衔接
阻却立法与国内其他相关法律、相关机构的配套衔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阻
却立法中勾连其他国内法（如刑法）；二是在阻却立法中设置监管机制，与国内相关监管机
构配套衔接。
首先，可将阻却立法中的法律责任条款与本国的刑法或行政处罚法相勾连，在阻却立
法中认定违反某种阻却义务所应承担的刑法或行政处罚法项下的具体责任，由此增强阻却立
法执行力。如法国 1980 年《第 80-538 号法律》便是如此，规定该法的惩罚措施与该国刑法
规定的刑罚相结合，113由此保证了阻却立法的执行力度，又增强了阻却立法对本国企业和个
人的震慑力。此外，也可将执行阻却立法的职责交付国内已有的成熟的司法机构，如人民检
察院，避免阻却立法在实施过程中与其他国内法脱节。
其次，在阻却立法中设置配套监管机制，与国内已有监管机构衔接。具体而言，可在
阻却立法中设置“私人主体上报义务”制度，要求受到外国法域外适用影响的本国私人主体向
监管机构报告。这是为了更好的保障本国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也为了阻却立法本身更有
效的实施。欧盟 1996 年第 2238/2003 号条例采取了这一做法，要求受到外国法律法规影响
的欧盟境内的任何私人主体，在 30 日内向欧盟委员会汇报。114又如法国 1980 年《第 80-538
号法律》规定，如果有关当事人收到外国法院要求披露信息的命令，应事先通知主管机构。
115

此外，在阻却立法中设置例外条款不加阻却，同样需要国内监管机构的配合。欧盟第
2271/96 号条例便是如此。根据该条例，若私人主体拒绝遵循相对国司法或行政机关的裁决
或决定，会将对其自身或欧盟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该私人主体可以被授权遵循全部或部分
裁决或决定，但需根据《适用标准》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申请。116规定此等向主管机关报告或
113
114
115
116

法国 1980 年《第 80-538 号法律》第 3 条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271/96, Art. 3
法国 1980 年《第 80-538 号法律》第 2 条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271/96, Ar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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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的义务，表明阻却立法只有与国内监管机构的配套衔接，才能确保阻却立法更有效的施
行。
因此，中国在引入阻却立法时，可在内容上规定与其他国内法相勾连，促进阻却立法
的落实以及与国内其他现行法律的协调统一。其次，在美国次级制裁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
阻却立法中可特别考虑设置为外贸企业和个人服务的监管机构，由其负责处理私人主体的上
报义务和一般例外申请业务。该监管机构不必新设，可以交由外商投资、对外贸易或市场监
管领域的现行主管部门。如此完备的机构监管有利于增强阻却立法的执行力度，也使国内企
业和个人对阻却立法的实施更有信心。
（三） 在阻却立法中设置更多的救济途径
现今，美国对伊朗、古巴的经济制裁不断升级，加之美国政府近期频繁起诉中国企业
（如华为公司），国内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合法利益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国内的外贸企
业和个人迫切需要通过阻却立法寻求损失救济。从现有域外阻却立法实践中可以看出，对受
损害的本国公民所施救济，主要是允许其就因适用外国法律遭致的特定损失（包括诉讼费用）
进行索赔。但是，也应注意到此类救济难以落实的困境。
前文已论证阻却立法为受损害的本国公民所施救济的落实难度，主要表现在：一是受
制于国家豁免原则，无法对作出次级制裁措施的外国行政机关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二是依据
阻却立法作出的裁决或判决，难以在国内法域外适用的国家被承认和执行。这就要求在阻却
立法中设置更为多元化的救济途径，最大程度满足本国企业和个人的需求。
一方面，可按照阻却立法的常规效应，允许中国私人主体就外国法的域外适用（如美
国单边制裁）而遭受的损失在中国法院起诉。另一方面，阻却立法中可以为外贸企业或个人
设置类似于征收险之类的保险。跨国企业在对外经济往来和贸易中，一旦遭受来自外国依据
其国内法所施加的经济制裁而遭受损失时，可以依据阻却立法向专门的保险机构申请索赔。
此种保险的构成条件须包括：1）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行为，如次级制裁行为或域外取证命
令；2）国内法域外适用行为给国内私人主体造成损失；以及 3）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且
若本国企业或个人故意避开阻却立法的适用，主动遵循外国国内法，则该保险不再生效。
此外，还可借鉴欧盟第 2271/96 号条例的“不予阻却例外”制度，侧面为本国企业和
个人的对外贸易行为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具体表现为若国内企业或个人拒绝遵循他国司法
或行政机关依据该国国内法作出的裁决或决定，会对该主体或中国的国家主权或安全利益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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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严重损害，该主体可以被授权遵循全部或部分裁决或决定。 前提是国内相关监管机构依
据特定标准给予此种授权。
（四） 与平行的第三国阻却立法增强互动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受到美国国内法域外适用行为的影响，已有阻却立法国家应逐渐
意识到扩大“朋友圈”的重要性。当更多国家为抵制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而建立起某种联系时，
方为阻却立法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条件。
英国 1980 年《贸易利益保护法》制定之初，为了本国私人主体依据本法中“回拨条款”
得到有力判决后，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承认与执行，特别规定了相应的判决执行互惠条款。
即如果英国女王认为外国法律规定或将规定在该国执行根据本法作出的损失追回判决，英国
女王将要求英国执行与本法损失追回条款相对应的该国法律规定所作出的判决。118
澳大利亚 1984 年《外国程序（扩大管辖）法》紧随其后。为保证澳大利亚国内受到反
垄断法域外适用影响的私人主体能够有效得到损害赔偿。《外国程序（扩大管辖）法》规定
澳大利亚政府可以与其他有类似损失索回条款的国家达成互相承认和执行判决的互惠协议
119

，从而推动此类损失索回判决在其他国家的承认和执行。
由此，我国引入阻却立法与平行的第三国阻却立法增强互动的优势突出表现在，依据

阻却立法作出的裁决或判决在世界范围内被更广泛地承认和执行。类似于《承认与执行外国
民商事判决公约》以及《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引入阻却立法的不同国家之间，
以加入公约或达成共识的方式，对依据各自国家阻却立法作出的裁决或判决予以互相承认和
执行，对被执行方在这些国家内的财产予以执行，便于对受损害本国公民进行救济。
此外应当认识到，中国与拥有阻却立法的其他国家进行互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国内
法域外适用国家的积极性。使那些热衷于将国内法域外适用的国家认识到此种行为是逆国际
潮流，与国际法基本原则相违背，为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自由流通制造了巨大障碍。国家间对
国内法域外适用进行抵制的联合和共识，是消除国内法域外适用行为的最强大武器。

六、 结论
阻却立法是一国为抵制他国国内法的域外适用而采取的立法措施，同时是主权国家宣
誓司法主权的重要手段。可以说，阻却立法是国家给予受到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影响的本国
私人主体，可供直接援引的法律武器。相较于抵制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的现行其他措施而言，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271/96, Art. 5
《贸易利益保护法》第 7 条
119
《外国程序（扩大管辖）法》第 12 条
117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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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却立法在对象上更具有针对性，阻却结果更具有预测性，私人主体通过阻却立法寻求救济
更无需承担高昂成本。因此，阻却立法成为世界各国反抗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的重要手
段。
现实中，美国的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不断升级，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主权、安全及经济
贸易利益产生了极大地威胁。因此，世界各国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美国国内法，制定了相
应的阻却立法。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依据国内反垄断立法，如《谢尔曼法》等，将反垄断法调查程
序域外适用（域外证据开示），激发了世界各国对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的研究和探索，从而
推动了第一批阻却立法的诞生。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通过《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对古巴
实施经济制裁，并且禁止第三国自然人或实体与古巴进行交易。这个时期出现的阻却立法大
多侧重于对本国私人主体贸易利益的保护。此外，当时既有阻却立法仍发挥着抵制美国次级
制裁的积极作用。
然而，美国并没有停止国内法域外适用的脚步。21 世纪初期，美国通过《1916 年反倾
销法》对在美国市场以显著低于货物的实际市场价值的价格，销售外国货物的私人主体实施
制裁。这牵涉到了多个国家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利益。在向 WTO 争端解决机制申诉无果的
情况下，欧盟、日本制定阻却立法作为应对之举。
现如今，美国国内法域外适用不断升级，但以阻却立法进行应对的国家实践仍然有限。
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阻却立法实施以来一直面临的困境所致。由此，中国引入具有域外效力
的阻却立法应借鉴域外经验，并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首先，增强阻却立法的执行力。设置法律责任条款，严格处罚违反本法的私人主体，
从而丰富阻却立法的执行实践，并以此促进阻却立法被其他国家司法机关所认可。其次，做
好阻却立法与国内其他相关法律、机构的配套衔接。一方面促进阻却立法的落实以及与国内
其他现行法律的协调统一，另一方面为引入“私人主体上报义务”制度和“不予阻却例外条款”
奠定基础。再次，在阻却立法中设置更多的救济途径。除去常规的“回拨条款”外，可尝试增
加保险救济途径。最后，与平行的第三国阻却立法增强互动，扩大“朋友圈”。推动“回拨条
款”作出的裁决或判决在世界范围内被更广泛地承认和执行。
综上，中国作为饱受美国经济制裁的国家，引入阻却立法已是刻不容缓。阻却立法的
设立，是国家宣扬司法主权，维护国家安全，保护本国私人主体合法经营利益的鲜明旗帜。
若实施得当，阻却立法将作为中国企业在域外受到非法经济制裁的强有力抗辩，成为对抗他
国国内法域外适用的有效法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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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纠纷的民事管辖权配置：法理创新与立法应对
王淑敏 李忠操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大连 116026)

摘 要：区块链的自动性与透明性特性使其具有增强交易主体彼此之间信任的功能，在民商
事领域内被广泛推广，由此触发了越来越多的区块链纠纷。当前流行以区块链社区自治作为
解决此类纠纷的管辖手段，其理论依据是区块链初创者主张的“新主权主义”。该理论过于
强调区块链社区管辖，从而排除司法的管辖。需要重新审视区块链社区管辖权与司法管辖权
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实现司法管辖为主、社区自治为辅的和谐统一。基于区块链自身的特
性，一般法院管辖中的“原告就被告”原则难以适用，专属法院管辖于法无据，应通过修改
相关法律来解决这些难题，包括拓展原告所在地管辖原则的适用和增加新的管辖连接点，以
及在条件成熟之际建立区块链法院，实现区块链纠纷的专属管辖。
关键词：区块链纠纷；诉讼管辖权；数字货币

前言
区块链极其复杂，涉及数学、密码学、互联网及计算机编程学等诸多科学技术。从应用
视角来看，区块链可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分布式存储信息的共享账本与数据库，其优势在于能
够解决交易主体各方之间信息失衡，实现多个主体之间的协作信任与一致行动。简而言之，
区块链既“自动”又“透明”，能够为交易主体之间创造信任纽带奠定基础。区块链仅需三
个基本流程即可实现商事交易：首先，将交易凭证编辑成为可自动执行的智能合同；其次，
将合同内容以数据的形式存储于区块链社区内；最后，为交易中各个环节的所有权变动“盖
1
上”不可更改的时间戳，以供全体社区成员查阅。 “区块链的理念解决了长期存在的信任
问题，即使不将交易记录交由权威中心保存，区块链社区亦能绕过各种规则者而跟踪交易之
2
全过程”。 基于以上优势，区块链于民商事领域的运用愈发受到关注。一是区块链已应用
于民事领域。以产权登记为例，美国伊利诺伊州早于 2016 年即开始运用区块链记录土地销
售，这一做法随之被其他国家所仿效，目前全球共有数十个国家开始运用区块链进行产权登
3
记。 二是区块链已应用于商事领域。美国对于区块链的商事运用亦走在世界前列。特拉华
4
洲已经允许运用区块链技术来代替原本的股票所有权记录系统。 三是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货
币被广泛接受。目前，区块链社区内通行的数字货币种类有千余种之多，以比特币为例，其
交易金额已从原有 1200 美元左右飙升至 3 万美元以上，其总市值已超过 600 亿美元。种种

王淑敏，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忠操，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 2018
年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立项课题“建设中国自由贸易港的法律保障与政策推进研
究”(18VSJ076)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由王淑敏提出主题和写作框架并修改定稿，李忠操撰写初稿。
1
See Credit Strategy --Blockchain Technology: Robust, Cost-effective Applications Key.
2
Casey, Michael J and Vigna Paul，The Truth Machine: The Blockchain and the Future of Everything，London:
Harpercollins，2018.
3
迪·格拉茨基，保罗·埃布里著，赵蕾，邓楚伊翻译，《当区块链进入美国法院之后》，载于《人民法院报》
，
2018 年 8 月 17 日第 8 版。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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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象足以标明，网络经济已经逐渐迈入区块链时代。
既然民商事交易行为能以数据形式“投影”于区块链内，那么民商事纠纷亦必如影随形
的“投影”于区块链内，诸如所有权变动、侵权行为、合同纠纷等亦会纷至沓来。目前，中
国的区块链纠纷亦逐渐浮出水面。截止 2020 年 3 月，中国各级法院已经审结与“区块链”
有关的民商事案件共 644 宗，其中较多的案件如合同类案件 225 宗，投资类案件 121 宗，侵
权类案件 100 宗。目前,这类区块链民商事纠纷（以下简称：区块链纠纷）是通过两种途径
解决的：一是区块链社区管辖；二是司法诉讼管辖。“管辖权不仅是民商事诉讼程序之起始，
5
亦是法院受理与审理案件，乃至最终判决承认与执行之前提”。 前者的管辖权依据是所谓
6
“新主权主义”理论。 该理论存在着天然缺陷，导致在实践中社区纠纷解决机制难以为区
块链纠纷提供有力救济，最终，当事人还应回到司法管辖的正确轨道。同时，目前的民事诉
讼管辖权难以适应区块链自身的特性。为此，讨论在司法诉讼前提下管辖权确定的问题及解
决的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以区块链社区管辖为主的“新主权主义”理论及实践
私法自治，即采用社区管辖，是当下解决区块链纠纷的主要方式。要正确理解社区管辖
在区块链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就必须明确隐藏于其后的理论基础，即“新主权主义”理论。
（一）“新主权主义”理论的推出
众所周知，区块链概念的推出与普及，是由以“中本聪”为代表的密码朋克们所倡导的。
基于此，区块链起初必然映射出密码朋克们的理念，即反对政府与法律规制，并倡导个人
数据绝对私人性的理念。由此可见，区块链背后蕴藏的法理基石，实质上是网络法学中“新
主权主义”理论的又一次发展与尝试。
7

“新主权主义”由三个部分构成：首先，以技术治理为基础。“新主权主义”主张，“网
8
络空间内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市民社会”。 这一社会完全超脱于政府，拥有独立的组织模式、
9
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代码技术手段正是网络空间运行的基本准则。 其次，排除中心权威。
“不能指望政府、企业等大型组织来保护个人的隐私权。我们要自己动手开发软件来保护隐
10
私”。 换而言之，“新主权主义”理论的目标是通过排除政府或法院等大型中心权威，使
任何用户均能够在匿名的前提下安全地传输信息，交易可以借助数字货币得以进行而不被追
踪，最终建设超然国家权力的“乌托邦”世界。第三，管理方式采用自治方式。基于前两点，
现实中的法院管辖权自然被排除在外。网络用户仅需服从于网络规则，一旦用户之间发生纠
纷，亦是由供应商作为仲裁员加以裁决。

5

吴永辉，《论国际商事法庭的管辖权———兼评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管辖权配置》，载于《法商研究》
2019 年第 1 期。
6
John Perry Barlow, 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 https://www.eff.org/cyberspaceindependence，accessed 2019,12,10.
7
“密码朋克”一词首见于 1993 年 Eric Hughes 的《A Cypherpunk's Manifesto》中。所谓“朋克”，代表自由与
抵抗。密码朋克提倡信仰使用强加密算法将能够使个体保持安全的私人性，他们反对任何政府规则的密码
系统。
8
赵振华，《网络案件国际民事管辖权研究》，载于《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5 期。
9
Lawrence Lessig，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10
John Perry Barlow, 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 https://www.eff.org/cyberspace- i
ndependence，accessed 201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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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主权主义”于区块链社区管辖之运用
“新主权主义”于区块链社区管辖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执行“代码
即法律”的管辖原则，排斥已有法律管辖。“政府不了解网络用户的文化、伦理，更不了解
其代码‘法典’。与政府的强制性法律相比，代码法律使得网络社会更加有序”；“网络社
会并非物质世界，因此物质世界中关于财产、表达、身份、迁徙的法律概念在网络社会无法
11
适用”。 其倡导代码规制，认为区块链社区管辖缺乏合法性支撑，因此仅能依靠区块链自
身的技术性支持。“信任是可以通过技术生成的，因为技术可以使区块链成为一个足够安全
12
的环境，这样除了区块链本身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需要信任”。 区块链能够“使公民
得以更轻松的创制习惯法，使公民在自身代码法律框架内，得以任意选择与实施制定规则”。
13
也就是说，区块链社区管辖通过代码规制满足对于程序公正的追求，以此来赢得用户的信
任。其次，以区块链去中心化等技术为由排除网络服务中原有的规则制定者与司法中心。其
主张区块链内的每一个社区用户均是自己的网络服务供应商及司法权威。去中心化，一是指
区块链用户均具有高度自治权。区块链社区以用户为节点，用户之间彼此可以任意自由联结，
形成新的联结单元。二是指实现中心多元化。去中心化并非不要中心，而是每个用户都可以
成为中心，每个中心都依赖于其他用户的信任，离开其他用户的信任便不存在中心。“新主
权主义”号召用户不必依靠法院裁决纠纷，仅需服从于区块链代码规则，一旦用户之间发生
纠纷，亦由自己作为仲裁员加以裁决。第三，管辖依赖于社区用户共识。区块链的“共识机
制”是指在一个用户之间互不相识的区块链社区内，每个用户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
均会自发、诚实地制定全体用户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与裁决纠纷。也就是说，区块链内每一
个社区用户，均身兼社区参与者、规则制定者与纠纷仲裁员等多重身份，并由此催生了诸多
14
服务于区块链纠纷化解的专门组织。 其本质是依靠“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机制裁决纠纷。
这些组织试图以数据代码的方式，将民商事仲裁制度的部分规则移植到区块链社区内，并以
社区投票的方式管辖、化解纠纷。
（三）“新主权主义”理论的法理局限性
不可否认的是，密码朋克奉行的“新主权主义”理论发现了网络空间的独立性，具有一
定的合理性。但是此种网络法学理论过于理想化，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
1.复杂的法律关系难以完全转换成技术代码
“新主权主义”理论夸大了技术代码的作用，代码语言并不能反映全部的法律关系。
首先，技术代码仅能应用于简单的交易行为。基于代码语言与法律术语的差异，使用代
码规则代替法律规则绝非易事。当前区块链内的许多交易行为，如智能合同等，仅能应用于
简易支付、财务和所有权交易的简单转移。“这些法律领域是由‘如果——那么’等简单形
15
式规则构成，易于翻译成计算机代码”。
其次，技术代码无法体现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全部主观意图。在更复杂、长期与模糊的合
See John Perry Barlow ，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1993.
Orna Rabinovich-Einy、Ethan Katsh，Blockchain 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Disputes: The Role for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Journal of Dispute Resolutio，2019(2).
13
See Aaron Wright ,Primavera De Filippi, Decentralized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Lex Cr
yptographia,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580664, available at 2019,12,20.
14
See The Blockchain Dispute Resolution Layer, KILEROS, https://kleros.io/. Also see Teaching with Tec
hnology White Paper 27 White Paper Version 2.0, JURIS JURIS 3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318klG
EYL4gO2VudL-C-BCnvpKujTnbF/view,accessed 2019,12,20.
15
F. Pasquale, A Rule of Persons, Not Machines: The Limits of Legal Automation，87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1, 44，2019.
11
12

1824

同中，一般都有一些含糊不清的条款，允许合同当事人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对于此类
条款的解释，法律语境解释学认为，在民商事诉讼中往往需要借助上下文语境，探索当事人
之间的真实想法与意图，而不是对简单的规则进行机械性的解释。在合同解释过程中，尤其
在履行、违约和救济等方面，不仅需要考虑合同上下文语境，更需要将国际贸易规则、商事
惯例，甚至当事人的先前交易考虑其中，以期实现客观事实与主观意图的统一，避免因为机
16
械式适用合同而造成不合理或不公正的结果。 也就是说，以合同为代表的民商事交往不仅
需要严格的规则来确保法律的确定性，同样需要商事习惯提供灵活性，即允许规则调整，以
避免公式化的应用规则所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公正。“当交易行为受习惯而非法律约束时，交
易合同是依据过往的交易习惯订立的。在这种情况下，脱离上下文的合同是没有意义的，因
17
此不应受技术代码的约束”。 这种主张虽有道理，但是，区块链的程序编辑员并非法学家
或者法律从业者。因此在其编辑技术代码时，自然不会考虑合同的类型与上下文语境，更不
会考虑合同背后当事人之间长久维持民商事关系的意图。从这一角度考虑，目前的技术尚不
足以支撑将这种含糊的合同条款完全技术代码化。
第三，技术代码存在被破解的隐忧。密码朋克们曾经乐观地认为区块链系统能够有效地
规避安全隐患，但事实并未如此。区块链以数据代码技术为基础，而代码本身就存在被破解
的可能。伴随计算能力的提高，代码被破解的风险亦在逐步提升。例如，使用量子计算机就
18
能够破解区块链加密算法。 代码被破解的可能，势必影响区块链内的民商事交易。2016 年
的 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DAO）事件，就使得区块链“代码法律”
的构想不攻自破。区块链众筹项目 DAO，被黑客于一夜之间攻破，并被转移走了 1/3 以上的
19
资金，现金价值超过 5000 万美金。 无独有偶，2017 年 5 月，加拿大的数据交易平台
20
QuadrigaCX 宣称，因为黑客攻击，其损失了价值等同于超过 1400 万美元的数字货币， 两
次事件如出一辙。区块链遭受的屡屡重挫，折射出区块链的根本问题，即是区块链的代码是
由人来设计完成，那么其必然存在被误读或被破解的可能。
2.社区管辖实现“自律”不切实际
“新主权主义”理论通过去中心化的管辖方式来实现“自律”,不切实际。
首先，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去中心化的社区管辖将纠纷的裁决权赋予全体用户，这看
似是民主的体现，但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社区管辖如何定义“合法”行为，或者说，社
区管辖如何对待黑客合乎技术规则但不合法的攻击行为。以前述 DAO 为例，DAO 完全依托于
区块链，但其建立找不到任何法律依据。换句话说，DAO 本身符合代码技术却不合法。因此
在被黑客攻击后，DAO 陷入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黑客是在遵循 DAO 的技术规则后发现的
技术漏洞。虽然黑客利用技术漏洞转移大量的数字货币，但并未大肆篡改原本数据代码，遵
循技术性规则的要求。另一方面，区块链内的匿名与时间戳机制，不仅使得交易恒定不变，
而且帮助黑客隐匿其真身。换句话说，区块链社区管辖本身已经无力解决黑客的攻击行为并
追回资金，因为黑客的行为虽无合法性但合乎技术规则。

Larry A. DiMatteo、 Michel Cannarsa、 Cristina Poncibo，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Smart Contracts,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Digital Platforms.
17
Jeffery Lipshaw, The Persistence of“Dumb”Contracts,” 2 Stanford Journal of Blockchain Law &
Policy, 2019.
18
See First Quantum-Secured Blockchain Technology Tested in Moscow, MIT TECH. REV, June 6, 2017,
19
See Klint Finley, A $50 Million Hack Just Showed that the DAO was All Too Human, WIRED （June
18, 2016）, https://www.wired.com/2016/06/50- million- hack- just- showed- dao- human，available at 20
19,12,17.
20
See Stan Higgins, Ethereum Client Update Issue Costs Cryptocurrency Exchange $14 Million, COINDE
SK, https://www.coindesk.com/ethereum- client- exchange- 14- million/，available at 2019,12,17.
16

1825

其次，区块链社区管辖的裁决结果在执行时存在争议。作为一种私法自治的体现，区块
链社区管辖的裁决结果的执行需要依靠用户的自觉遵守。在现实社会中，当事人履行纠纷裁
决的意愿与结果来自于司法中心权威的强制力保障，但这恰恰是区块链社区管辖不具备的。
有鉴于此，在应对某些问题时，区块链社区管辖的裁决结果会引起新旧用户间的争议，甚至
于双方对同一问题的意见南辕北辙，难以调和。再以 DAO 事件为例，前文已述，区块链管辖
的裁决结果认为黑客的攻击行为并无不妥，这必然导致先前的用户的合法利益受损。但与此
同时，区块链社区管辖的结果秉持了技术性要求，因而吸引了一批新的用户。两批用户对此
意见不一，旧用户希望改变裁决结果追回资产，新用户则希望执行裁决。用户之间争吵不休，
最后区块链社区管辖仅能违背自身创立的初衷，采用“硬分叉”这种掩耳盗铃方式来分流用
21
户。 所谓“硬分叉”，是区块链社区管辖处理分歧的一种技术方式。采用这一技术需满足
两个条件：其一，区块链内发生特殊事件，黑客攻击即是一种特殊事件。以此事件发生为节
点，区块链用户被划分新旧两批，在此事件发生前已经加入社区的用户为旧用户，在此事件
发生后加入的用户为新用户。其二，新旧用户对此事件的看法无法达成一致。即旧用户均不
承认事件的合法性并希望停止该事件，而新用户均认为事件的发生契合技术标准，希望事件
继续进行。于是，区块链分化为两条链，新旧用户各自选择自己期望的结果。简而言之，“硬
分叉”并没有调解合法性与技术性的意见分歧，而是选择掩耳盗铃的回避了分歧。
3.

社区管辖投票机制易于造成实质不公正

基于共识的投票机制易于造成“算法欺诈”等实质不公正。
从区块链应对类似 DAO 事件黑客攻击的方式不难发现，区块链构建者关注的焦点是群体
而不是个人。也就是说，区块链构建者们为了实现群体的利益最大化，有时会牺牲少数用户
权益。其结果是，区块链社区会划分成为两个群体：掌握“技术算法”的专业用户和普通用
户。分化的结果是，专业用户可能会利用“算法优势”编制内容界定不明的系统算法，使之
符合区块链社区管辖对于程序公正的要求，蚕食非专业用户在区块链内的民商事权益，最终
使双方权利义务处于失衡状态，在本质上无异于“算法欺诈”。另一证明是 FCoin 事件。2020
年 2 月 17 日，知名数字货币交易平台 FCoin 发文称，因“数据出错与决策失误”，预计无
法兑付 7000 至 13000 比特币，约合 6790 万至 1.26 亿美元，FCoin 因此无限期停摆，无数
22
投资者顷刻间血本无归。 这是区块链社区首次出现的“兑付危机”，对此 FCoin 创始人仅
以“数据算法”为由推脱责任。对此美国学者 Mike Orcutt 曾一针见血的指出：“区块链的
不公正来源计算能力的分布不均衡，一旦区块链少数实体掌握了 51%的计算能力，那么他们
23
就能够把控社区管辖随意裁定纠纷，并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决结果。”

二、以区块链纠纷司法管辖为主、区块链社区管辖为辅的必
要性
绝对独立的区块链社区自治既不现实亦不存在。作为一种私法纠纷裁决机制,区块链社

Michael del Castillo, Ethereum Executes Blockchain Hard Fork to Return DAO Funds, COIN DESK ，
http://www.coindesk.com/ethereum- executes- blockchain- hard- fork- return- dao- investor- funds/，availabl
e at 2019,12,17.
22
冉学东、安凌飞，《数字资产平台 FCoin 停摆，上亿美元无法兑付》，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
cn/roll/2020-02-18/doc-iimxyqvz3721895.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
23
See Mike Orcutt, Once Hailed as Unhackable, Blockchains Are Now Getting Hacked, MIT TECH. RE
V. (Feb.19,2019),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612974/once-hailed-as-unhackable-blockchains-are-now
-getting-hacked/, available at:2020,1,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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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管辖并不能完整的映射、替代法律功能。因此，当下对于区块链纠纷，仍应以司法管辖权
为主、区块链社区管辖为辅。
首先，司法管辖能够纠正区块链社区管辖的技术性偏激。司法管辖可以运用涵摄的逻辑
论证作出正确判决。一是对于纠纷的解决，涵摄自有其推理逻辑。以经典的“司法三段论”
推理为例，即是主张结论的正确来源于特定的前提。例如上文所及 DAO 事件，就可比照我国
《侵权责任法》第 36 条规定进行处理。此法条规定的大前提之一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
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小前提是
“DAO 创建者在遭到黑客攻击后并未立刻采取补救措施”；其结论是“DAO 的创建者应就损
害扩大部分与黑客承担连带责任”。由此看来，法律推理过程不能简单的压缩为技术代码的
形式逻辑规则。与此同时，司法管辖比社区管辖更加充分。纠纷的解决往往存在许多复杂的
情形，司法诉讼管辖的裁决结果反映了法律对于纠纷情形的理性论证。一是法律规范包含多
个构成要素。二是适用某一构成要素时需要说明性、限制性或指示性条款进行补充。三是有
多种责任承担方式。例如我国《民法总则》第 176 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承担民事责任；
第 179 条规定了对于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
恢复原状等。另外，我国《民法总则》第 180 条、第 181 条、第 182 条及第 184 条亦规定了
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例外情形。这些条文应该如何选择，需要法院根据具体情形加以判断，但
是这些均是区块链社区管辖难以实现的。在 DAO 事件中，如果适用《民法总则》，老用户可
以依法提起诉讼并要求 DAO 创建者承担民事责任，并选择承担责任的方式。但实际上，DAO
的不仅无力阻拦黑客攻击的行为，甚至于采用一系列自欺欺人的承担方式，这对于司法诉讼
管辖来说，是无法想象的。
其次，司法管辖弥补区块链社区管辖去中心化的不足。司法管辖权包括对其他纠纷解决
机制裁决结果的承认。以仲裁为例，虽然仲裁过程具有司法排他性，但是并未超然于法律之
外。仲裁协议是否合法需要法院的最后裁决。如前所述，区块链社区管辖是一种类似仲裁的
私法自治，因此，对其裁判的最终审查亦应囊括于法院司法管辖权范围内。总之，司法监督
区块链社区管辖的正当性不仅是出于制衡区块链自治的需要，亦是司法管辖保障功能不容剥
夺的基本要求。与此同时，司法管辖权包括对区块链社区纠纷裁决结果的执行。区块链存在
24
于虚拟网络社区，如同“其所依赖的信息技术及基础设施总是具有国家标签”， “国家寄
25
生性使其成为具有强力控制色彩的法律场所”。 众所周知，私法自治执行力的来源，一是
当事人之间的彼此信任，二是来源于国家司法强制力保障。但区块链采取绝对的匿名制与去
中心制，不仅匿名制与网络的实名制背道而驰，并且与淘宝、ebay 不同的是，区块链社区
缺乏固定的网络运营商作为裁判机构。其结果是，当事人均无法判断用户的真实身份是自然
人、法人，抑或是他国政府甚至恐怖分子，因此用户之间难以彼此信任。有鉴于此，“并不
能因非中心化的网络管理方式，而否定传统的价值标准与规则体系，网络亦不能游离于国家，
26
政府管理之外”。 也就是说，区块链社区管辖的执行力，仅能依赖于国家司法管辖的强制
力保障。
最后，司法管辖能够实现法律公正的价值目标。司法管辖兼顾实质公正与程序公正。公
正是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目标，公正又分为实质公正与程序公正。区块链社区管辖的
局限性在于，其过度追求程序公正而忽视了实质公正。即区块链社区管辖无法实现实质公正
时，其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的信任就会被打破。对于区块链社区管辖，美国学者形容其是“近

24
25
26

刘艳红，《网络犯罪的刑法解释空间向度研究》，载于《中国法学》2019 年第 6 期。
同上。
陈均，《网络侵权案的管辖确定》，载于《法律适用》200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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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于仲裁管辖”， 相对而言，司法管辖是唯一能够纠正实质不公正的方式。因此仅能通过
法律赋予当事人选择司法救济的权利，即通过启动法院诉讼来实现对于区块链纠纷的管辖与
审理，以此纠正区块链社区管辖过度追求程序公正带来的片面效果，从而实现程序公正与实
质公正的平衡。与此同时，司法管辖具有中立和自由裁量权，可以避免专业用户利用掌握的
算法优势发现算法漏洞，进而压榨普通用户的合法权益的弊端。

三、区块链纠纷司法诉讼管辖权确定的挑战
区块链的虚拟空间及其独特之处，为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管辖的规定带来了挑
战。
（一）一般管辖权难以适用
“原告就被告”原则是包括我国法在内的域外法律确立的一般民商事纠纷管辖权的基本
原则，即对公民或法人提起的民商事诉讼，通常由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所在地法院管
辖。事实上，被告的地理位置相对稳定，因此采用“原告就被告”原则可以有利于法院送达
法律文书，节约诉讼成本、缩短诉讼周期，以及案件结果最终的执行。但是，这一原则于审
理区块链纠纷时难以适用，屡屡碰壁。
首先，区块链实行绝对的匿名制。目前，出于维护网络安全的考虑，越来越多的国家要
求网络用户采用实名化。但是，密码朋克们建设的区块链仍秉持绝对的匿名制，这起源于密
码朋克奉行的“开放社会的隐私权需要匿名的交易系统”这一理念。“如果需要保护隐私，
就必须保证交易中的任何一方仅获得与交易有关的信息；若是交易需要获取个人身份信息，
28
那么隐私将荡然无存”。
其次，匿名制限制了“原告就被告”原则的适用。基于绝对的匿名制，区块链中的交易
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即使借助 IP 地址，法院能否仅凭一个 IP 地址
来确定对纠纷是否具有管辖权？这仍有待商榷。因为 IP 地址与纠纷之间并不一定存在联系，
并且基于 IP 的虚拟性，被告可以游弋于多个司法管辖区内。以前述 FCoin 兑付纠纷为例，
纵然散户投资者选择诉讼方式解决纠纷，但不知道 FCoin 法定代表人所在何处，因此亦不知
应向何地法院起诉。
（二）专属管辖难以明确
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等专门法院的专属管辖,能否与一般诉讼管辖一起
覆盖区块 链纠纷呢？如前所述，即使以侵权行为地作为管辖权行使的连接点，亦应确定被
告身份与所在。除此之外，知识产权法院与金融法院亦有各自的适用困境：
其一，区块链内的知识产权人身份难以确定。在区块链内，承载知识产权的作品亦需要
数据化。但作品变为数字代码后，时常会被其他用户进行改编与再创作成为新的作品，而新
的作品同样被不断分解与重组。也就是说，区块链内作品的数据信息，可由具有独创性的信
息与无独创性的信息共同构成，作品的权利人难以界定。即使是区块链本身，亦是综合了加
密技术、分布式存储技术、共识机制技术等组合而成。自区块链诞生以来，就曾有多人宣称
享有对区块链的知识产权，但皆因无法证明是否具有独创性而最终作罢。诚如日本学者所言：

Orna Rabinovich-Einy、Ethan Katsh，Blockchain 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Disputes: The Role for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Journal of Dispute Resolutio，2019(2).
28
Eric Hughes，A Cypherpunk's Manifesto，1993.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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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作品还原到其作者既不可能亦不合理”。

29

其二，金融法院管辖区块链纠纷于法无据。金融法院管辖金融领域内的民商事案件，范
围包括证券、期货交易私募基金、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网络借贷、互联网股权众筹等。
区块链被誉为金融领域的新宠，因此区块链民商事纠纷由金融法院管辖看似顺理成章。但截
至目前，金融法院对于区块链纠纷的管辖权尚无法律依据，甚至区块链的交易行为是否是金
融交易行为亦存在争议。以区块链众筹行为中的数字货币首次币发行（Initial Coin
Offering， ICO）为例，中国目前全面禁止 ICO，认为 ICO 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
30
融资的行为，任何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组织及个人均不得从事 ICO 相关业务。

四、区块链纠纷管辖权配置的法理突破与立法应对
（一）重塑区块链纠纷管辖权配置
为解决“新主权主义”理论将区块链社区管辖与司法管辖孤立割裂开来的弊端，需要重
新审视两种管辖权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既要看到两者相互对立的一面，又要看到它们相互
依存的一面，更要以坚持全面发展的高度为前提，将两者有机统一起来，实现两者的和谐融
合与协调。也就是说，在解决区块链纠纷管辖权配置方面，应当关注其内在的或与其外在因
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纠正僵死不变、绝对统一或绝对对立的立场。具体而言，一
方面，以司法管辖为主。一是通过司法诉讼保障区块链用户的合法权益。对于区块链内存在
实质不公正，例如前述的黑客攻击与专业用户的“算法欺诈”，必须通过诉讼的形式扭转实
质不公正，以司法强制力保障弱势群体与普通用户的合法权益。二是保障合法裁决予以执行。
对于区块链内合法的交易或所有权变动，法院可通过司法承认宣告其合法性。甚至可以移植
法院对于仲裁的做法，将区块链社区管辖的裁决结果转换为裁决书，保证其强制执行力。另
一方面，以区块链社区管辖为辅，发挥其拾遗补阙的作用。对于区块链内简单的交易或所有
权变动引起的纠纷，仍应鼓励由区块链社区自我管辖。这样既契合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一
民商法基本原则，亦节省了法院的诉讼成本。
（二）适应区块链纠纷的司法管辖权建构
1.增加一般管辖的空间连接点
笔者认为，对于区块链纠纷管辖权的确定，遵从以下规则：
首先，拓展原告所在地作为一般管辖连接点的适用标准。正如前述，基于区块链的绝对
匿名制及管理机制，案件中的被告住所地甚至发生地通常难以确定，其结果是诉讼的目的无
法实现，原告的合法诉权亦被束之高阁。与此同时，原告亦可能为保护自身权利而疲于奔命，
必然大大增加诉讼成本。目前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22 条，适用原告所在地的条件为
“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居住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对下落不明、宣告失
踪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对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人提起的诉讼；以及对被监
禁的人提起的诉讼”。适用原告所在地的前提需要满足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被告被羁押或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诉讼等两个要求。上述规范并不适用于区块链纠纷，原因在于：一是区块
链案件除人身关系诉讼外，亦包括财产关系诉讼；二是区块链案件被告并非被采取强制措施
或被羁押；三是“下落不明”并不适用区块链案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
中山信弘著、张玉瑞译，《多体与著作权》，专利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8 页。
参加《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防范代
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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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26 条之规定，下落不明是指公民离开最后居
住地后没有音讯的状况。由此可见，“下落不明”不仅包括查无所踪，而且包括持续没有音
讯的过程。在区块链案件中，被告人并非查无音讯，相反，在区块链社区的联络是畅通的，
因此并非《民事诉讼法》中的下落不明。
综上所述，《民事诉讼法》中法院将原告所在地作为连接点行使管辖权的规定，并不适
用于区块链纠纷，为此，民事诉讼法应适当拓展原告所在地作为管辖连接点的适用标准。也
就是说，在区块链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明确规定允许原告所在地法院行使案件的管辖权。
其次，增加“数据实际影响地”作为一般管辖的连接点。基于前述，区块链将各类民商
事法律行为均转换为链内数据流。有鉴于此，可将数据的实际影响地作为行使一般管辖之依
据。所谓数据的实际影响地，是指法院地并非数据控制者或处理者的所在地，但却是网络数
据实际发生效果的所在地。对于此，中国学者将数据实际影响地作为管辖权依据，形容为“长
31
臂管辖权于网络数据流动中的运用”。 以欧盟 2018 年 5 月 25 日生效的《一般数据保护条
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为例，该法律规范即将“实际影响地”
作为属地管辖权中连接点之一。GDPR 第 3 条规定，即使数据控制者或处理者在欧盟未设立
实体机构，但只要其为欧盟内的数据主体提供商品或服务，或者对于对发生在欧洲范围内的
32
数据主体的活动进行监控，即适用于本法。 无独有偶，2018 年 3 月 23 日，美国总统特朗
普正式签署了《澄清合法域外使用数据法》（Clarifying Lawful Overseas Use of Date Act，
CLOUD）。这一法案亦将“实际影响地”视为司法部门通过国内法律程序调取数据之管辖权
33
依据。 由此可知，较之于数据发生地而言，区块链数据的实际影响地才应是立法关注的焦
点所在。
2.专属管辖的创新路径在于创立区块链法院
创立区块链法院是十分必要的。随着区块链应用范围的不断推广，除数字货币外，不同
领域内的纠纷势必愈发增多。基于这些纠纷的特殊法学属性，建立区块链法院，集中管辖区
块链内各类纠纷是当务之急。以判断数字货币的商品属性和交易工具价值为例，虽然区块链
内流通的数字货币发展潜力巨大，但基于国家经济主权及风险防范的考虑，中国尚未承认数
字货币拥有与法定货币相同的货币属性，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线上商品和交易工具。这需要通
过立法加以解决。在这方面，韩国的经验值得借鉴。韩国国会正式通过了《关于特定金融交
易信息报告与利用等法律》修订案，该修订案将其境内数字货币交易所视为“金融公司”，
并加以反洗钱、加密货币融资等法律规制。
笔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创立区块链法院是可行的。一是域外司法实践提供了可以借鉴
的经验。构建区块链法院绝非天方夜谭，域外已有成功经验。这一理念由迪拜首创，迪拜国
34
际金融中心法院和智能迪拜联合推出，拟于 2020 年创建世界上首家区块链法院。 二是中国
业已具备区块链法院的雏形。例如，北京互联网法院已开始采用区块链进行案件在线采集数
据与在线证据验证。截至目前，北京互联网法院专属司法区块链——天平链共有区块链一级
节点数量 13 个，二级节点数量 7 个，在线采集数据数 15267895 项，在线证据验证数 5882

参见叶开儒，《数据跨境流动规制中的“长臂管辖”——对欧盟 GDPR 的原旨主义考察》，载于《法学
评论》2020 年第 1 期。
32
Se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33
See Clarifying Lawful Overseas Use of Date Act.
34
DIFC Courts and Smart Dubai Launch Joint Taskforce for World’s First Court of the Blockchain，http
s://www.difc.ae/newsroom/news/difc-courts-and-smart-dubai-launch-joint-taskforce-worlds-first-court-blockchain/,
available at 2019,12,1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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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35

构建区块链法院专属管辖需要做以下工作。一是修改我国《民事诉讼法》，增加设立区
块链法院的规定，并明确区块链案件由区块链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二是以协议管辖为主。就
协议管辖而言，法学界早已达成共识，即在跨区域的民商事案件中，除公共政策与专属管辖
36
等法律强制性规定外，应尊重当事人之间的管辖协议，法院亦因此获得管辖权。 在构建区
块链法院的过程中，理应注重协议管辖的功效，保证协议管辖的合法适用。鉴于区块链纠纷
解决往往是取决于全体节点用户的一致共识，并且区块链往往跨越多个司法辖区，因此，提
前预设协议管辖条款是十分必要的，用户在加入时即表明接受协议管辖。这一做法的益处十
分明显，“能够克服管辖冲突对跨管辖法域商事交往造成的不便，从而降低管辖权重叠的风
37
险”。 另外，这迎合了区块链自律理念和数据交流隐匿、便捷的特点，较之一般管辖更易
为区块链用户所接受。三是运用数据“接口”创新技术手段扩展专门法院管辖权。所谓“接
口”，即为区块链社区搭建前，就已经植入社区的一种数据库应用，该数据库内包含各项超
链接，以供区块链社区外部其他机构介入。换而言之，接口即是区块链虚拟社区与现实世界
之连接点。其意义在于：从技术层面看，数据“接口”是拓展管辖权最行之有效的技术路径，
即数据“接口”技术可以协助法院扭转因区块链纠纷管辖权不确定而带来的弊端。该预留接
口可以使法院凭借数据输入嵌入区块链中，借此扩展法院管辖权。区块链预留接口是否违背
了其去中心化的初衷呢？笔者认为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一是去中心化并非完全杜绝中心，
而是由节点来自由选择中心、自由决定中心。任何中心都不是永久的，而是阶段性的。二是
促使法院转变为区块链的一分子，并通过共识机制得到社区成员的接纳。鉴于在数字代码中
不可能存在“隐含条款”，因此接口的预留必先得到社区内全部节点的一致同意。因此，接
口的预留，并不会使法院成为区块链社区内部的中心，而只能是区块链的一分子。

五、余论
虽然区块链仍处于初始阶段，但在其内部空间里，虚拟与现实相互映射，线上与线下相
互交缠，使得民商事诉讼管辖权面临着新的理论挑战和法学困境。就前者而言，是“新主权
主义”理论下区块链社区管辖权与司法管辖权理论的博弈。就后者而言，缘于已有法律规范
与新技术手段之间的碰撞。鉴于技术手段对于法律本身的助推作用，立法应对区块链特征秉
持宽容、理性，以此来逐步修正与完善以往的管辖权理论。

35
36
37

参加天平链官网，https://tpl.bjinternetcourt.gov.cn/tpl/，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3 月 27 日。
参见奚晓明，《中国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问题研究》，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3 页。
Friedrech K．Juenger，Choice of Law and Multistate Justice，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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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llocation of Jurisdiction in Blockchain Dispute: Legal
Innovation and Legislative Response
WANG Shu-min & LI Zhong-cao
( Law School，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Dalian，Liaoning 116026)

Abstract: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blockchain is widely promoted in the field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affairs because of its automation and transparency and its function of enhancing the
mutual trust of trading subjects. As a result, more and more blockchain disputes have been
triggered. The current practice is to take the community autonomous jurisdiction of blockchain as
the mainstream mechanism, and the theoretical basis is the "new sovereignty" advocated by the
blockchain founders. The limitation of this theory is that it places too much emphasis on the
community jurisdiction of blockchain, thus excluding the jurisdiction of judicial proceeding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the dialectical un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jurisdiction, and realize the harmonious unity of judicial jurisdiction and community aut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isl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lockchain itself also pose challenges
in the jurisdiction allocat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fact that the location of the defendant cannot be determined,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apply
the general jurisdiction, and the special court has no basis in the jurisdiction of law.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by amending the legislation, including expan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jurisdiction principle of the plaintiff's location, adding new jurisdiction connection points,
and establishing the blockchain court when conditions are ripe, so as to realiz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blockchain disputes.
Keywords: Blockchain disputes, jurisdiction, crypto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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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长臂管辖的修正与适用
谢迪扬

摘 要：在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长臂管辖,不但有利于规制外籍主体损害我国环境
公益的行为，还能促使“走出去”的企业肩负起保护国际环境公益的义务。须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修正长臂管辖制度，确立“人类长远共同利益原则”的指导地位，拓展
“社会公共利益”的国际内涵，以“人类长远共同利益”标准为长臂管辖的适用条件。并基
于平等协商，将长臂管辖及其制衡机制纳入多边条约法。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贡献中国法治
力量的同时，兼顾他国司法主权、环境主权的尊重与保护。
关键词：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长臂管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引言
2012 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引入了全新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而后出台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及时》、
《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
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等司法文件构建起了兼具系统性和实用性的制度框架。虽然我国的
环境公益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美国的“环境公民诉讼”
，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突出强调
了对社会环境公益的保护，区别于私人环境权益的集合，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愿意承
1
担与发展水平相称的国际责任，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力量。 那么，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环
境公益诉讼制度可否推广适用于国际环境治理呢？回顾过去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无论是环
境公益诉讼的相关法律问题，还是长臂管辖问题，国内外学界都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然而，几乎没有学者试图将环境公益诉讼的相关理念拓展到国际层面，也没有学者尝试论证
长臂管辖制度于国际性的环境公益诉讼中的适用，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研究空白。因此，本文
以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研究对象，旨在论证长臂管辖植入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
基础，针对现有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管辖问题及长臂管辖的缺陷，探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下长臂管辖的修正与适用。从而正当地扩张中国法院的域外管辖权，承担一个
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贡献中国力量。

1

参见习近平：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9/30/c_1126565287.h
tm，2020 年 10 月 9 日访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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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长臂管辖的一般理论
（一）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概念
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环境领域内的，具有涉外因素的，属于民事而非行政性质的一
种公益诉讼。与普通环境诉讼相比，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公益性，二
是国际性，三是民事性。其中，
“民事性”的内涵较为简单，主要是指被告方属于私人主体，
而非公权力主体，与行政公益诉讼相区别。下文则针对公益性和国际性两大特点展开详细论
述，这也是把握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本概念的关键。
1．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公益性
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一种，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完全继承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公益属性，
具体体现在诉讼目的、诉权、诉讼构造等方面。
（1）诉讼目的：保护环境公益
2

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主持社会正义、实现社会公平、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国际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公益诉讼的下位概念，其诉讼目的主要在于保护环境公益。从国际视
角看，环境公益可分为三个层级，一是由一国公民共享的环境权益；二是由区域内所有国家
的公民共享的环境权益；三是由全体人类共享的环境权益。环境公益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
3
。 环境私益包括单个私人主体的环境权益，和多
应区别于环境私益与环境国益（详见表 1）
个私人主体（即群体）的环境权益。环境国益则主要指一个或多个主权国家对其境内环境、
资源的所有权。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群体环境权益和环境公益之间的区别。表面上，这两种环
境权益往往会涉及数目较多的私人主体，在特定情形下，群体环境权益和环境公益都将涉及
大量潜在的权益主体。但两者的根本性质不同，环境公益是一种社会公共利益，而群体环境
权益只是多个或不特定数目的环境私益的集合。同理，环境公益还区别于多个主权国家的环
境国益的集合。虽然环境公益诉讼的重点在于保护环境公益，但通常情况下，其还能附带保
4
护特定群体的环境私益。
由一国公民共享的环境权益

环境公益

由区域内所有国家的公民共享的环境权益

环境权益
由全体人类共享的环境权益

环境私益

单个私人主体的环境权益

2

参见吕忠梅：
《环境公益诉讼辨析》
，
《法商研究》2008 年第 6 期，第 132 页。
参见肖建国：
《利益交错中的环境诉讼原理》
，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 年第 2 期，第 14-16 页。
4
参见杨严炎：
《论公益诉讼与群体诉讼的关系》
，
《政治与法律》2010 年第 9 期，第 157 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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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私人主体（即群体）的环境权益的集合

一个主权国家的环境权益
环境国益
多个主权国家的环境权益的集合

表 1：环境权益分类表
（2）诉权：限于能够代表涉案公众的主体
由于环境公益是一种由一定区域内的公众共同享有的权益，因此从法理上看，拥有环境
公益诉讼之诉权者，仅限于能够代表所有涉案公众的主体。普通私人主体不能拥有这种诉权，
主权国家也不一定能够拥有这种诉权。逐一分析环境公益的三个层次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如
果涉案的环境公益仅由一国公民共享，那么拥有诉权的主体可由该国国内法加以确定。比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2012 年）第 55 条将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赋予“法律规定
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如果涉案的环境公益是区域性质的，甚至是全球性质的，那么就
需要依靠国际条约来确定诉权。如果缺乏这种条约，且涉诉各国无法在诉前形成合意的，那
么只能将环境公益加以分割，各国根据国内法确定的拥有诉权的主体，只能对相应份额的环
境公益请求救济。
（3）诉讼构造：强化对诉权的监督
诉讼构造指的是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大体上可分为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在现代国
际社会，各国国内、国际环境诉讼一般遵循的是当事人主义，近年来也有向“协同主义”变
5
革的呼声。 相比于普通环境诉讼，环境公益诉讼须强化对诉权的监督。因为在保护环境公
益的目的论下，当事人只是环境公益享有者的诉讼代表人，其诉讼权利应受到相对严格的规
6
制，例如当事人不得随意放弃诉讼请求，不能随意通过调解或和解结案等。 各国国内法院
作为国家公权力机构，与本国公民共同享有的环境公益利益相通，有能力也有意愿监督行使
本国环境公益诉权的主体。国际法院也是同理，可以监督行使全球性环境公益诉权的主体。
那么侵犯一国环境公益、区域性环境公益的案件在其他国家的国内法院或国际法院审理时，
如何保障对诉权行使主体的监督呢？本文认为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以下几项：第一，从国际
环境义务共担的角度出发，无论受案的是一国国内法院还是国际法院，都可令受案法官承担
对诉权的监督义务；第二，可以赋予利益相关国的检察官等政府工作人员一定的监督权；第
三，符合一定条件的国内、国际环保组织也可享有相应的监督权。具体采取何种措施可根据
事前签订的国际条约加以确定。

5

参见唐力：
《辩论主义的嬗变与协同主义的兴起》
，
《现代法学》2005 年第 6 期，第 80-82 页。

6

参见段厚省：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本原理思考》
，
《中外法学》2016 年第 4 期，第 8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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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国际性
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国际性主要是指具有涉外因素。一般而言，判断是否具有涉外
因素依据的是“三要素”理论，即符合主体涉外、客体涉外或内容涉外三项条件之一，就可
7
将其认定为涉外案件。 下文即根据“三要素”理论，从国际性角度分析国际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所包括的具体情形。
首先，主体涉外指的是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主体中一方是本国人，一方是外国人；或是
权利义务主体双方均是外国人。在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语境下，具有涉外主体的案件可
能有以下三种情形：一是外籍主体（包括公民和组织）侵犯我国环境公益或我国公民享有的
区域性、全球性环境公益的案件；二是我国主体侵犯外籍公民所享有的环境公益的案件；三
是外籍主体侵犯外籍公民（与侵权者同国籍或不同国籍）所享有的环境公益的案件。其中，
由于第三种情形缺乏与中国的实际联系，几乎不可能由中国法院管辖，本文对这种情形就不
展开过多讨论了。其次，客体涉外是指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的客体位于国外。国际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一般仅涉及侵权法律关系，其客体乃是民事主体合法享有的环境权益。如果该客体位
于国外，那么这种情形就与主体涉外的第二种情形重合。再次，内容涉外即使法定权利、义
务产生、变更或消灭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国外。在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就是侵犯环境公
益的行为或损害后果发生在中国境外，这也与主体涉外的第二种情形重合。
综上所述，从国际性角度分析，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只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外籍主体
侵犯我国环境公益或我国公民享有的区域性、全球性环境公益的案件；二是我国主体侵犯外
国公民所享有的本国国内、区域性、全球性环境公益的案件。
（二）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长臂管辖的适配性
“长臂管辖”
我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指出，
8
是一种依据国内法规管辖境外实体，或管辖发生于境外的法律关系的做法。 无论从公益性
角度看，还是从国际性角度看，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必须借助公正、有力、高
效的长臂管辖制度。下文即从国际法原理和制度特性两方面，论述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
长臂管辖的适配性。
1．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长臂管辖的国际法原理

（1）尊重国家主权和不损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环境原则
，其具体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国家在自由开
该原则源于 1972 年《人类环境宣言》
发、利用本国环境与资源的同时，有责任保证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不致对别国环境造成
危害；第二，国家对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所产生的域外污染、生态破坏后果，应对直接受

7

参见邹瑜：
《法学大辞典》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 页。
参见《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at http://www.gov.cn/xinwen/2018-09/24/content_5324957.ht
m#4，2018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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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害之法人、个人承担损害赔偿和其他责任。该原则可以引申出两方面的长臂管辖权：第一，
东道国对外籍主体有权适用长臂管辖，因为东道国有权保护国内环境、资源不受外籍主体的
非法侵害，这种长臂管辖的法理依据在于属地管辖；第二，与东道国的长臂管辖权相对应，
母国对跨国企业的域外污染、破坏行为也有权适用长臂管辖，因为母国对其境内公司具有直
接的管理、惩治权，其有责任保证跨国企业的活动不致对别国环境造成危害，这种长臂管辖
的法理依据在于属人管辖。
（2）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199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条正式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国际社会已普遍认识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对全球环境所施加的压力、对全球自然资
源的消耗方面存在着实际差别。在跨国企业的经营模式下，母国企业得以在攫取利润的同时，
将环境风险转嫁给东道国，因此母国有义务监督、责令跨国企业消除其在东道国引发的环境
风险，东道国也有权对跨国企业作出同样的要求。因此，在该原则的指导下，发达国家对发
展中国家的支持不能仅仅停留在资金和技术手段层面，更应积极利用相对发达的环境法律体
系，规制本国企业及其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行为。这为母国、东道国对跨国企业的域外责
任主体适用长臂管辖提供了合理性支持。
（3）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原则强调代际公平，要求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
能力。虽然可持续发展原则是否为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尚有争议，但其已通过多边环境公
10
约或双边条约的接纳，取得了国际法上的规范意涵。 同时，其也被许多国家确认为国内环
11
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对国际环境治理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跨国企
业在东道国的经营活动不能超越当地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如果其生产经营行为违反东道国
确立的可持续发展标准，或在东道国境内引发重大环境事故，则都是对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违
背。此时，无论是东道国还是母国，都有权对跨国公司的域外责任主体适用长臂管辖。
（4）国际环境合作原则
国际环境合作原则倡导主权国家及其他国际行为体采取集体行动，以解决现存国际环境
12
问题，并减少国际环境威胁。 在国际合作原则的指导下，母国与东道国应该携同规制跨国
公司对东道国环境公益造成的不法侵害。当东道国为了保护本国环境公益，对跨国公司的境
外实体适用长臂管辖时，根据国际合作原则，母国一般应遵循国际司法礼让，不以司法主权

9参见何晓妍：
《论尊重国家主权和不损害管辖范围以外环境原则》，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4

年第 3

期，第 102 页。
10参见邓烈：
《论“可持续发展”概念在国际法上的意涵》
，
《中国法学》2009

年第 4 期，第 123 页。

11参见李挚萍：
《可持续发展原则基石上的环境法法典化——瑞典<环境法典>评析》
，
《学术研究》2006

年第

12 期，第 70 页。
12参见许健：
《论国际合作原则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拓展》
，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期，第 2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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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横加干涉。同时，当东道国环境法制不足以规制跨国公司对其环境公益的不法侵害时，
根据国际合作原则，母国应主动对其企业在东道国境内设立的子公司适用长臂管辖，有效利
用母国相对完善的环境法制体系，对其企业的域外污染、破坏行为起到威慑作用。
2．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长臂管辖的制度契合
与普通的环境诉讼相比，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公益性和国际性等特点反映了其对长
臂管辖的特殊诉求：
首先，相对于当事人的程序性权益，环境公益具有优先性，能为长臂管辖对当事人程序
性权益的限制提供正当性证明。主流观点认为，环境公益作为一种优先保护的权益，须将其
13
置于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之前，为保护前者甚至可以牺牲当事人的部分程序性权益。 比如我
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在法
院依职权调查、和解、撤诉等方面，对当事人的程序性权益施加限制。在适用长臂管辖的案
件中，很可能对被告的程序性权益有所限制，而且只有在保护环境公益等特定前提下，这种
限制才能具有正义性、合理性。由此可见，长臂管辖与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间具有天然
的契合性。
其次，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构造强调对审判权的强化，这与起到管辖权扩张效
果的长臂管辖制度相契合。据上文论述可知，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公益性要求对当事人
的诉权加强监督，审判权的强化是监督环境公益诉权的主要方式之一。而强化审判权的同时，
也为管辖权的适当扩张提供了合理性依据，这就为长臂管辖制度的嵌入留出了足够的空间。
因此，无论当外籍主体侵犯我国公民享有的环境公益时，还是当我国主体侵犯外籍公民享有
的环境公益时，我国法院均有权适用长臂管辖受理案件。
再次，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国际性更是直接反映了其对长臂管辖制度的需要。上文
已经论述了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国际性一是体现为侵权主体具有涉外因素，二是体现为
侵权事实或结果具有涉外因素。如果一国法律明确禁止适用长臂管辖，或者对长臂管辖的适
用规定不清，造成国内司法机关适用长臂管辖时“畏首畏尾”，那么这一方面将导致该国对
本国环境公益的保护能力下降，无法规制外籍主体侵犯本国环境公益的行为，也无法强制执
行外籍主体所有的财产对本国环境公益加以救济；另一方面还有可能致使该国无力规制本国
主体的境外环境侵权行为，有损该国的国际地位和声誉，降低国际社会与其开展经贸合作的
信任度与积极性。

二、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管辖问题与长臂管辖的缺陷
（一）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管辖问题
1．我国有关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管辖规定
《民事诉讼法》
（2017 年）第 55 条规定：
“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

13

参见段厚省：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本原理思考》
，
《中外法学》2016 年第 4 期，第 8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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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条款
为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奠定了基础。据上文分析可知，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分为两大
类，第一类是外籍主体侵犯我国公民享有的环境公益的案件，第二类是我国主体侵犯外国公
民所享有的环境公益的案件。那么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我国法院对上述两类案件是否都享有
管辖权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
及相关司法解释，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的管辖权根据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以地域为基础的管
辖根据，二是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管辖根据，三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管辖根据（通常称
14
为专属管辖）。
针对上述第一类案件，我国法院理论上是能够获得管辖权的。首先，当我国公民享有的
环境公益受到损害时，侵权事实发生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很可能在我国境内，因此根据《民
事诉讼法》
（2017 年）第 28 条，我国法院可根据地域管辖获得对案件的管辖权。其次，外
籍主体只侵犯财产权益，未侵犯人身权益的，双方当事人也可形成合意，令中国法院获得管
辖权。相关的法律依据包括我国《民事诉讼法》（2017 年）第 24 条（协议管辖）和第 127
条（出庭应诉管辖）
。再次，如果环境侵权涉及我国不动产，或是因港口作业发生的，那么
根据《民事诉讼法》
（2017 年）第 33 条，我国法院还可获得专属管辖。
上述第二类案件也是同理，我国法院有一定几率获得管辖权。因为在我国主体侵犯外国
公民享有的环境公益的案件中，我国主体为被告。根据《民事诉讼法》
（2017 年）第 21 条
的规定，我国法院可以依据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被告财产所在地等，获得以地域为基
础的管辖权。同理，在仅涉及财产权益的案件中，我国法院还可能依据当事人合意获得管辖
权。此外，根据我国《刑法》第 7 条的规定，我国公民或法人在境外触犯污染环境罪、破坏
环境资源罪等罪行时，我国法院对其拥有属人管辖权。在刑事案件中，境外环境公益的救济
可作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处理。
2．上述管辖规定的问题
即使在理论上，我国法院对上述两类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都具有管辖权，但在司法实
践中，真正运用这种管辖权的案例却非常鲜见。事实上，这正是由我国缺乏明确的长臂管辖
规定导致的，下文将结合具体案例详细分析。
（1）外籍主体侵害我国环境公益的管辖问题
一旦外籍主体侵犯我国环境公益，理论上可以交由我国法院管辖。然而，当直接侵权人
是设立在中国境内的子公司时，我国法院是否还享有对外籍母公司、关联公司的“长臂”管
辖权，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这种长臂管辖非常关键，因为这两类公司往往财力雄厚，
而设立在中国境内的子公司很可能没有足够的赔偿能力，需要借助前者的经济力量才能使我
国环境公益得到充分救济。此时有两种替代方案，但都不甚理想。替代方案一是由国际法院、
国际仲裁法庭管辖，但这种管辖范围较窄，且弱势国往往会遭到强国压迫。比如在 1938 年
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中，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同意将案件提交给“国际联合国委员会”协调解

14

参见丘国中：《中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及其完善》，《嘉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 年第 2
期，第 3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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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约定仲裁庭除适用国际法和惯例
决。 但美国对加拿大政府施压，迫使其签署“特别协议”
之外，须适用美国相关法律和判例。替代方案二是由被告所在国的国内法院管辖，但很可能
出现证据采集不便、原告起诉成本高昂、法院可能偏袒被告等情况，对我国环境公益的救济
非常不利，实乃不得以之举。比如在 1988 年法国诉阿莫科·卡迪兹原油泄漏案中，由于原
告法国签署了《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而该公约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限额过低，为
了规避该公约的适用，这才不得不交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美国伊利诺斯州北区地区法院管
16
辖。 不仅如此，被告所在国的国内法院还可能基于“不方便法院”原则拒绝管辖。比如印
度博帕尔毒气案，由于印度缺乏长臂管辖的规定，印度法院对美国联合碳化公司没有管辖权，
印度政府只能向美国纽约南部联邦地方法院提起索赔诉讼，但该法院以“不方便法院”为据
17
驳回起诉，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维持了上述裁决。 由此可见，对保护我国环境公益而言，赋
予我国法院适当的长臂管辖权是最优的选择。
另一方面，长臂管辖制度模糊还会导致我国和解谈判能力大幅下降，环境公益救济严重
不足。根据以往经验，庭外和解是解决国际环境纠纷的主要手段之一，比如 1974 年澳大利
亚、新西兰诉法国核试验案、1989 年瑙鲁诉澳大利亚含磷土地案等都是以庭外和解结案。
在和解谈判中，长臂管辖是一个重要的谈判筹码，如果缺少这一制度支持，被告很可能会肆
无忌惮地压低赔款数额。假使和解不成，只需令中国境内的子公司申请破产，就可以有效控
制损失，而难以危及母公司的生产经营。比如 2011 年发生于我国渤海的康菲漏油污染案，
仅部分养殖户的索赔诉请就高达约 14.5 亿元。但由于我国当时综合国力相对较弱，同时缺
乏长臂管辖这一谈判筹码，康菲与我国达成的和解协议中，所有养殖户仅能分得 3 亿元左右。
18
反观美国墨西哥湾原油泄漏案，在和解谈判后，英国石油公司同意创建一笔 200 亿美元的
19
基金，专门用于赔偿漏油事件的受害者。 这样的谈判结果当然与美国强大的综合实力密切
相关，但美国的长臂管辖制度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英国石油公司的全球资产都产生
了威胁。可见完善的长臂管辖对我国环境公益的保护与救济尤为关键。
（2）我国主体侵害境外环境公益的管辖问题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已从口号变成了现实。然而，
跨国投资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部分“走出去”企业没有承担起国际环境保护责
20
任。比如缅甸密松大坝项目因环保问题被当地政府叫停， 特罗莫克铜矿项目因铜矿废弃物
21
污染当地湖泊被当地政府叫停， 首钢集团的 Hierro 铁矿因违反秘鲁环保法规先后受到过四
22
次巨额罚款等等。 更严重的是，部分企业的不当经营行为还将致使其他中国企业遭受东道

15参见[美]伊迪丝·布朗·韦斯等：
《国际环境法律与政策》
，中信出版社
16参见万霞编：
《国际环境法案例评析》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46-256 页。

2011 年版，第 12 页。
参见余劲松：
《跨国公司法律问题专论》
，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1 页。
18
参见宫靖：
《康菲石油污染大案重回“中国式赔偿”老路》
，at https://news.qq.com/a/20120314/000703.htm，
2012 年 3 月 14 日。
19
参见王姗姗：
《墨西哥漏油事故赔偿方案出炉 BP 设 200 亿美元赔偿基金》
，at http://news.sina.com.cn/c/201
0-06-17/083820489446.shtml，2010 年 6 月 17 日。
20
参见赵毅：
《密松水电站项目能重启吗》
，
《世界知识》2016 年第 19 期，第 13 页。
21
参见《中国企业最大海外铜矿因污染环境被秘鲁叫停》，at https://www.guancha.cn/economy/2014_03_31_2
18213.shtml，2014 年 3 月 31 日。
22
参见钟斌：《从秘鲁铜矿事件看中国企业海外矿业项目开发的错与难》，at http://www.360doc.com/content/
18/0408/20/54137511_743880775.shtml，2018 年 4 月 8 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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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国人民的抵制、国际社会的质疑。 比如 2010 年中方投资的苏丹麦洛维水电站被当地环评
认定不合格，导致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公司受到多方指责。甚至此后多
24
年，中国企业修建国际水电站的项目都被认为缺乏社会与环境成本考虑。
因此，在东道国环保法制暂不健全的阶段，为了有效规制我国企业的域外经营行为、保
护国际环境、维护中国企业的国际声誉，有必要明确我国法院的域外管辖权。但仍存在以下
疑问：首先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作为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基础条款，《民
事诉讼法》第 55 条规定的“社会公共利益”仅指我国社会的公共利益，还是可以扩张理解
为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在法理上未有定论。其次是公司法人人格否认问题。很多在境外污
染环境的主体，如中国企业的子公司等，并不具有中国国籍，但它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公民
或法人，或者与中国籍自然人或企业存在股权、债权等方面的关联关系，那么在国际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中可否刺破外籍子公司的面纱，追究中国企业及其经营管理者的赔偿责任，相关
制度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再次是原告资格问题。我国环保组织的驻外机构、外国相关环保
部门、检察院是否具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也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总之，“一带一路”应当是造福各国人民的发展之路，绝不能重走部分西方跨国公司的
全球化污染之路。虽然目前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并未禁止我国法院的域外管辖权，但由于我
25
国长臂管辖制度尚不明确，我国法院在行使域外管辖权时显得过于谨慎， 目前还未起到针
对我国企业域外污染行为的制约作用。
（二）现行长臂管辖制度的缺陷
虽然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迫切需要长臂管辖制度，但现有长臂管辖制度存在缺陷，不
可盲目照搬。本文将以美国的长臂管辖制度为例，指出其中的缺陷，为接下来修正长臂管辖
制度打好基础。
1． 美国现行长臂管辖制度
美国法院一般将“长臂管辖”称为“专门管辖”（specific jurisdiction）
，其允许美
国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对非居民被告享有司法管辖权。在州法院层面，长臂管辖的法律依据一
般是各州民事程序法中的长臂法令（long-arm statute）或长臂条款（long-arm clause），
长臂管辖的范围各不相同。在联邦法院层面，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允许宪法范围内最大限
度的长臂管辖。此外，美国《1934 年证券交易法》授权联邦法院在符合一定条件时，对发
生在美国之外的违法行为进行域外管辖。
《反海外腐败法》作为《1934 年证券交易法》的组
26
成部分，同样适用上述长臂管辖条款。 在适用长臂管辖的国际案件中，因违反《反海外腐
败法》而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比例非常高。
美国法院的长臂管辖均受到正当程序原则的限制。美国宪法第五、十四修正案中规定，
美国公民“不经正当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者财产”，这就是所谓的“正当程序原

23

参见方慧、宋玉洁：
《东道国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 43 国的考察》
，载《上
海财经大学学报》2019 年第 5 期，第 33 页。
24参见：
《
“走出去”企业如何应对环境污染责任风险》，at

8 年 2 月 28 日。
25
参见肖永平，注⑦文，第 59—62 页。
26See

15 U.S.C. §78aa(b)(2)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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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ohu.com/a/224531762_774581，201

则”。在长臂管辖的语境下，正当程序原则具体化为两个要求，一是存在“最低程度的联系”
；
二是通过“合理性审查”。
“最低程度的联系”关注被告与受案法院所在辖区的关联程度。在
国际性案件中，美国将被视为一个整体，因此须考察被告是否与美国存在足够的联系。判例
27
法表明，美国法院已经认识到在国际案件中适用长臂管辖须秉持谨慎适用的态度， 被告必
28
须“进行了一系列指向特定辖区（美国）的行为”， 并且“必须预见或应该预见到其行为将
29
对上述辖区（美国）产生影响”
。 存在“最低程度的联系”的案件将进入第二步——合理性
审查。这一阶段法官须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第一，法院行使管辖权对被告造成的负担；第
二，法院所在地因审理案件可否获得收益；第三，原告可否因法院管辖获得方便、有效的救
30
济。 在国际性案件中，第一项因素是法院进行合理性审查的焦点。只有同时符合这两个要
求，长臂管辖才能最终成立。
2． 现行制度的主要缺陷
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盲目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大肆滥用长臂管辖，使其沦为打压
贸易竞争对手、干涉别国司法主权的工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感。现行长臂管辖的缺
陷主要包括如下几项：
（1）适用条件高度不确定
美国长臂管辖之价值目标在于追求狭隘的短期国家利益，具有明显的利己性和短视性。
为了保护国家利益，长臂管辖的适用条件被赋予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广阔的解释空间。根据
美国判例法，确定长臂管辖能否适用的关键，在于判断案件与法院地是否存在“最低程度的
联系”
。在美国司法机关精妙的说理论证下，
“最低联系”标准完全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比
如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将所有使用美元支付的公司都纳入其管辖范围之内，看似美国担任
31
了“世界警察”，实则拥有了随意打击贸易竞争对手的法律武器，以规则之名行霸权之实。
截止 2014 年，美国司法部海外反腐调查案件中，非美国的公司贡献了 67%的罚款总额；罚
32
款超过 1 亿美元的 26 个案例中，21 个是外资公司。 作为美国企业的重要竞争对手，法国
巴黎银行、阿尔斯通、空中客车、荷兰银行等企业均遭遇过美国的长臂管辖。又如英国 BAE
33
公司向阿联酋王室“行贿”案， 无论是从属地角度还是属人角度看，都与美国没有任何联
34
系，但美国声称这些贿款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美国国土上转账和消费的，因此有权管辖。 还
有德国西门子公司向中国、以色列、尼日利亚、委内瑞拉等国官员“行贿”案，美国声称部

27See

Leasco Data Processing Equip. Corp. v. Maxwell, 468 F.2d 1326, 1341 (2d Cir. 1972).

28See

J. McIntyre Machinery, Ltd. v. Nicastro, 131 S.Ct. 2780, 2789 (2011).

29See

Leasco, 468 F.2d at 1341.
See 21 F. Supp. 2d 244, 254 (S.D.N.Y. 2013).
31
参见邓宇：
《帝国的獠牙：规则较量与美国的“长臂管辖”》
，at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00558884
61541590&wfr=spider&for=pc，2019 年 11 月 13 日。
32
参见蔡若愚《美国陷阱：美国如何用司法“暗箭”吃掉世界 500 强》
，at http://www.chinadevelopment.com.c
n/news/zj/2019/05/1508872.shtml，2019 年 5 月 9 日。
33
给“行贿”一词加上引号的原因在于，涉案公司的行为虽在美国法中属于行贿，但按照涉案公司母国、受贿
者所在国法律不一定能作出相同的认定，下文同。
34
参见温玉顺：
《英 BAE 公司在美巨额行贿》
，at http://news.sina.com.cn/w/2007-12-17/133314540104.shtml，
2007 年 12 月 17 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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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分贿款以美元支付，部分贿款用于赴美旅游消费，因此对该案也有管辖权。 类似的还有哈
36
里伯顿公司贿赂案、阿尔卡特-朗讯公司贿赂案等等。 由此可见，
“最低程度联系”标准过
于空泛、多变，为打压美国主要贸易竞争对手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持。
（2）践踏外籍公民人权
美国长臂管辖秉持的是恃强凌弱的司法霸权主义，其利用国际法中反制规则的欠缺，侵
害外籍公民的人身、财产权益。长臂管辖在处理美国州际管辖问题时，尚能受到宪法第十四
修正案中“正当程序”规定的强制性约束，这为美国公民提供了强力的人权保障。但在国际
案件中，大量其他国籍的被告无法获得“正当程序”原则的有效保护。比如在上述英国 BAE
公司行贿案的调查阶段，美方为了引渡相关人员，在英国上诉法庭公然宣称：
“如果外国商
人在美国犯罪，而他的国家政府拒绝引渡他到美国受审的话，那么美国将有权实施绑架政策，
37
“美
把他带回美国接受惩罚。
” 此言一出即招致国际社会的强烈反感，正如英国法官所言：
国要绑架外国人回美国，那么该国法庭根本毫无正义可言。绑架……是对法律的倒行逆施。
”
38
39
又如阿尔斯通贿赂案。 2014 年法国阿尔斯通公司若干高管被美方逮捕，部分高管拒绝美
方提出的“卧底”合作，但不排除其他高管接受合作的可能性。同年阿尔斯通被美国通用电
气以惊人低价收购。之后拒绝合作的高管被判“个人商业贿赂罪”
，直至 2018 年才走出监狱。
孟晚舟案也有类似情节，美国一系列长臂管辖行为尚存诸多疑点，但至本文写作之时，孟晚
舟已被监视居住长达五百余日。对此，中国外交部明确指出：“美加两国滥用其双边引渡条
约，对中国公民任意采取强制措施，严重侵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
40
件。”
（3）固守单边主义
美国长臂管辖一直以来都以国内法为依托，从未试图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将长臂管辖
转化为国际条约法。这种固守单边主义的做法将进一步削弱长臂管辖在国际法层面的合法性。
首先，由美国单方面启动的长臂管辖非常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甚至支配。比如日本三菱
日联银行案、法国巴黎银行案、中国中兴公司案等，都是因为涉案企业与美国制裁的伊朗、
古巴、苏丹等国交易，是美国通过司法途径实现政治目的的典型案例。其次，美国国内法并
没有为长臂管辖设置有效的管辖异议机制。虽然理论上美国法院最终会对管辖异议作出裁判，
但据学者统计，大约 95%的美国联邦案件并未真正进入到司法审理阶段，在此之前就以认罪

35

参见戴远程：
《西门子行贿门追踪：洋贿赂手法曝光》
，at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b/20070828/10
443923629.shtml，2007 年 8 月 28 日。
36
参见《分析：揭露朗讯贿赂门事件背后的中国高官》
，at https://www.eefocus.com/eenews/blog/08-01/14250
9_205dd.html，2008 年 1 月 17 日。
37
温玉顺：
《英 BAE 公司在美巨额行贿》
，at http://news.sina.com.cn/w/2007-12-17/133314540104.shtml，200
7 年 12 月 17 日。
38
温玉顺：
《英 BAE 公司在美巨额行贿》
，at http://news.sina.com.cn/w/2007-12-17/133314540104.shtml，200
7 年 12 月 17 日。
39
参见杨楠：
《美国陷阱：
“法国版孟晚舟事件”亲历者的故事》
，at http://photo.china.com.cn/2019-05/09/conten
t_74766563.htm，2019 年 5 月 9 日。
40
参见：《孟晚舟案本周三宣布裁决结果 外交部发言人重申立场》，at http://www.citreport.com/content/9079
4-1.html，2020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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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和解的方式解决了。 美国检方会故意将海量证据文件交由被告律师审查，大幅抬高被告的
律师费，拖延诉讼时间，最终拖垮被告，迫使其签署认罪和解协议。据阿尔斯通案中被逮捕
42
的高管所言，美国检方交给其律师的证据文件数量高达几百万份。 由此可见，美国的惯用
伎俩是先依据长臂管辖立案，再通过和解协议绕过管辖异议的审查。固守单边主义的长臂管
辖，容易造成一国司法权过度扩张，损害别国主体的合法权益，引发国际关系的紧张。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长臂管辖的修正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以往法院行使域外管辖权时过分谦抑的做法，可能无益于国
43
际社会中大国责任的承担。但若依托目前尚不完善的长臂管辖制度，盲目扩张域外管辖权，
则无异于美国的司法霸权行径。对此，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反思并修正我
国现有的长臂管辖制度，这样才能在国际环境问题上承担大国责任的同时，赢得国际社会的
44
认可和支持。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框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中国共产党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首先提出、倡导并
45
推行的一种国际主义的价值追求和基本行为逻辑。 中共十八大报告界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内涵：
“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十
九大报告明确了它的价值目标：“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
丽的世界”。2016 年，习近平主席倡导“共同构建各国人民共有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46
自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正式的固定表达。 在长臂管辖制度的修正问题上，
“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框架所提供的指导要点如下：
1． 以人类长远共同利益为终极追求
公益通常指“公共利益”，有关社会公众的福祉和利益。环境公益包括国际环境重大风
险的防控所带来积极效果或增益现象。环境公益与单个的国家环境利益及个人环境利益不同，
它必须以人类整体的共同、长远及利益为基础。当今全球联系空前紧密，各国命运休戚与共，
环境问题上更是如此。一个国家在其国内环境治理上取得的成绩将惠及周边国家甚至全球，
而爆发在一个国家的环境问题也很难被地理意义上的国界所阻挡。一国在面临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的冲突时，不能一味追求本国利益，而忽视他国的合理关切。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41

参见强世功：
《帝国的司法长臂——美国经济霸权的法律支撑》，
《文化纵横》2019 年第 4 期，第 92 页。
参见杨楠：
《美国陷阱：
“法国版孟晚舟事件”亲历者的故事》，at http://photo.china.com.cn/2019-05/09/cont
ent_74766563.htm，2019 年 5 月 9 日。
43
参见徐宏：
《国际司法协助理论与实践》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76 页。美国法院拥有相对更为
广泛的国际管辖权，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美国国家实力、经济地位居世界之首，使其在国际民事诉讼中有能
力以效果原则和自愿服从原则主张管辖权。
44
参见肖永平，注⑦文，第 65 页。
45
参见李爱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本质、基本内涵与中国特色》，《中共福建省党校学报》，2016 年
第 2 期，第 97-98 页。
46
参见马忠法：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治创新》
，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6 期，第 22 页。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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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理论框架下，全人类的长远利益、共同利益才是解决国际环境争端的出发点和归宿。
这意味着长臂管辖不能仅仅服务于某个国家或某方势力，而应体现对人类长远共同利益的
保护或追求。
47

2． 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理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坚持以人为本，在国际环境法治建设以及长臂管辖的适用
上，应当把人权保障放在核心和关键的地位，而经济建设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这里的
人权保障有两方面的内涵：第一，环境问题爆发地居民的人权应当得到保障，引发环境问题
的企业及其母公司有责任立刻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这为长臂管辖权的行使提供
了合理性支持。第二，受到长臂管辖的企业经营者、责任人的人权也同样需要保护。这意味
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长臂管辖须增设有效的救济渠道或异议机制。
3．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治世方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体现了对多元主义的认
48
同，以及对协商秩序的追求。多元主义指的是对多元理念、价值、行为的包容。 协商秩序
则是对单边主义的反对，对双边、多边平等协商范式的支持。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长臂管
辖不能仅仅是单纯的国内法制度；而应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遵循多元、包容的价值导向，
将其适用条件、方式、效果等详细而有变通地规定在双边、多边条约中，使其成为国际条约
法的一部分。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长臂管辖制度的修正
1．确立“人类长远共同利益”标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要求调整长臂管辖的立法宗旨，从单纯保护国内利益转变
为保护人类长远共同利益。在长臂管辖的适用条件上，应确立“人类长远共同利益”标准，
以替代“最低联系”标准。
“人类长远共同利益”标准的内涵及与“最低联系”标准的差别
如表 2 所示：

原告主体资格

“人类长远共同利益”标准

“最低联系”标准

条约或国内法规定的公益诉讼代表（如我

无限制

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环保组织、人民
检察院等）

受案法院资格

受害群众聚居地法院、被告所在地法院

法院辖区与案件存在“最低联系”，
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几乎无限制

47

同上，第 23 页。

48参见魏玲：
《改变自己塑造世界：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共同进化》，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

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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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2 期，

条约或国内法穷尽性列举的公益侵权纠
案由限制

无限制

纷（常见的有环保公益侵权、消费者公益
侵权等）

案件严重程度

致使公益受损或面临严重威胁，具体

无限制

严重程度可由条约或国内法进一步细化

表 2：
“人类长远共同利益”标准与“最低联系”标准区别对照表

由上表可知，相比于“最低联系标准”，
“人类长远共同利益”标准明显提高了长臂管辖
的适用门槛，在原告主体资格、受案法院资格、案由、案件严重程度方面均提出了较高要求。
特别是受案法院资格的限制，可以有效避免我国法院成为世界司法机构，体现了对各国司法
主权的尊重，以及对传统国际司法秩序的维护与传承。此外，“人类长远共同利益”标准还
为国际条约细化上述要求留有制度空间，为平等协商机制的植入奠定了制度基础。下文将给
出具体细化方案以供参考。
以“人类长远共同利益”标准作为长臂管辖的适用条件，其法理基础有二：一是“人类
共同利益”原理。
“人类共同利益”即不能归属于特定主体的、由各国际社会成员所共有的
49
利益。 其又可具体分为国家间的共同利益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前者通常蕴含在多边、区
域合作中；后者不是所有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指人类作为整体的生存与发展，以及人
50
类文明延续与繁荣的相关利益总和。 “人类共同利益”原理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发展，其
改变了以往“自利”的国际行为模式，赋予了各国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促进国际合作的义务。
51
同时也为打破原被告所在国之司法主权平衡的长臂管辖制度论证了合理性，这是“最低联
系”标准不足以支持的。
二是条约下的国家司法主权让渡论。相互依存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在国际环境问题
上，依存的特性更为凸显。在此背景下，国家环境公益的构成要素和获取方式发生了重要嬗
52
变，国际合作和主权让渡成为增进国家利益的必要手段。 如果国家固守主权的绝对完整，
反而不利于包括环境公益在内的国家利益的增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在
国际条约中细化落实作为长臂管辖适用条件的“人类长远共同利益”标准，实质上是借助了
国际条约法的平台，在平等协商的秩序下，稳步推进成员国司法主权的相互让渡。通过条约
下国家司法主权的让渡，
“人类长远共同利益”标准能够获得国际法层面强力的合法性支持，
这是“最低联系”标准无法达到的。
2．尊重和保障人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立足于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立场，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其基

49

参见许建：
《论国际法之“人类共同利益”原则》
，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5 期，
第 112-114 页。
50
参见龚柏华：
《
“三共”原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基石》
，
《东方法学》2018 年第 1 期，第 34 页。
51同上，第

35 页。
参见刘凯：
《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让渡的必然与必要性》
，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10 年第 5 期，第 25 页。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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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本价值取向。 在该理论的指导下，设置长臂管辖制度的国家应在其国内法层面确立正当程
序制度，同时适用于本国主体和外籍主体，以防范长臂管辖的滥用风险，为国内外公民的人
权提供平等的尊重和保护。在国际法层面，应借助国际条约法强化长臂管辖的反制规则。在
适用长臂管辖之前，各国可在条约中约定针对检察院、行政机关长臂管辖权的异议机制，以
及管辖异议成立后，上述机关对其行为所造成损失的赔偿义务。具体约定方式和内容可详见
下文。这可以有效遏制美国的惯用手段：先利用长臂管辖权抓捕被告并扣押其财产，再迫使
被告签署和解协议，从而规避美国法院对管辖异议的审查。
3． 以平等协商为基础的多边主义
5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提倡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模式。 在其指导下，应尝
试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将长臂管辖制度引入多边国际条约。除上文提及的正当程序原则外，
条约中还可详细规定长臂管辖的适用情形和法律效果，加强该制度的确定性和约束力，尽可
能降低政治因素的干扰。此外，还可在条约中落实以国际礼让原则为基础、以不方便法院原
则为例外的国际重大公益案件管辖规则，并详细约定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考量因素和典型
情形，以便日后处理管辖争议时有法可依。这同时伴随着长臂管辖的性质从一种单边管辖制
度向双边、多边制度的转化。

四、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长臂管辖制度的适用
基于上文对以往案例中管辖问题的梳理、适用长臂管辖之学理论证、以及“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下长臂管辖的反思与修正，下文将从法律原则和规则两方面论述国际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中长臂管辖的具体适用。在规则层面还将根据我国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发展现状，
分别提出具体建议。长臂管辖的实施程序如图 1 所示：

图 1：长臂管辖实施程序图

53

参见马健永：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意蕴》
，《理论导刊》2019 年第 5 期，第 20
页。
54
参见李景治：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 年第 8 期，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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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原则的变革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应在长臂管辖制度体系中确立“人类长远共
55
同利益原则”的指导原则地位。 这将从根本上纠正过去长臂管辖一味追求本国利益的缺陷，
对长臂管辖在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规则中的具体制度设计也会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可以归
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适用条件。以往长臂管辖以“最低联系”为标准，不确定性较强，司法机关的自由
裁量空间较大，容易沦为短期国家利益追求者的法律工具。修正后的长臂管辖将确立“人类
长远共同利益”标准，这意味着该制度以人类共同利益、长远利益为终极追求，在很大程度
上避免了为保护一国权益而损害他国司法主权的现象。
二是适用范围。以往长臂管辖的宗旨在于保护本国利益，其没有明确的适用范围，理论
上只要达到“最低联系”标准就可以适用，实践中无论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无论是公
益案件还是私益案件，均可以找到适用长臂管辖的案例。修正后的长臂管辖以“人类长远共
同利益原则”作为其指导原则，在国际环境领域只能适用于环境公益受损或面临严重威胁的
案件，对主要保护私益的案件则不可适用。这也有利于避免部分国家追求国内个别企业或个
人的利益，利用长臂管辖侵犯他国司法主权的不当行径。
三是制衡机制。
“人类长远共同利益原则”秉持以人为本、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这不
仅要求保护国际环境公益和原告方的国内环境公益，也要求兼顾被告方的相关权益，也就意
味着须对长臂管辖设置有效的制衡机制。美国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制度起到了较好的制衡作
用，但其只保护美国公民，无法保护外籍企业或个人，“人类长远共同利益原则”要求对其
适用范围进行补充和完善。
（二）法律规则的完善
1．国内法层面

（1）
“社会公共利益”在国际层面的内涵拓展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只有在“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情形下，才能提起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以寻求相应的救济。但在“社会公共利益”内涵和外延的问题上，国内学界尚未统
56
一认识。由于我国《环境保护法》将适用范围限定于中国领土及其管辖的海域 ，这似乎暗
示了该法第 58 条中的“社会公共利益”并不具有国际层面的内涵。然而，如果将“社会公
共利益”的内涵局限于我国国内的公共利益，那么就无从规制我国公民和法人在境外污染环
境、破坏生态等有损国际环境公益的行为。这不但抹黑了我国的国际形象，也会使“一带一
路”建设等国际合作项目遭到质疑。对此，已有学者明确指出：“公共利益的规范化、类型
57
化、层次化和体系化是完善我国公共利益立法的应有之义。” 基于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
角度，本文认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应当在国际法层面加以拓展，使其不但包括我国社

55

参见李寿平：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法治变革：逻辑证成与现实路径》
，
《法商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52 页。
56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014 年修正）第 3 条。
57
参见高志宏：
《公共利益观的当代法治意蕴及其实现路径》
，《政法论坛》2020 年第 2 期，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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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公共利益，也涵盖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以消除我国法检机关行使长臂管辖权时可能产
生的顾虑。因此建议在《环境保护法》第 3 条“适用范围”中增设对中国公民和法人的属人
适用，明确污染域外环境、破坏全球生态等行为的违法性；此外还可在《民事诉讼法解释》
等法律文件中，明确“社会公共利益”在国际法层面的内涵，以便疏通我国法检机关对损害
国际环境公益者的管辖障碍。
“人类长远共同利益”标准的确立
（2）
如上文所述，在“人类长远共同利益原则”的指导下，应当将“人类长远共同利益”标
准作为判断能否适用长臂管辖的基本准则，并在适用过程中兼顾本国利益和他国关切，以人
类长远共同利益作为管辖和审判的终极追求。对此，本文建议在《民事诉讼法》、
《环境保护
法》等层级较高的法律文件中，明确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原则”确立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指导
原则，同时将“人类长远共同利益”标准确立为适用长臂管辖的必要条件，明确赋予我国法
检机关在国际、国内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时对涉案被告的管辖权。
那么“人类长远共同利益”标准具体是什么呢？对此，本文将针对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的特点提出一个细化方案，供立法者参考。一起国际环境纠纷案要达到“人类长远共同利
益”标准，则必须同时符合下列四个条件：第一，原告具有法律规定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
主体资格”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赋予了三大类主体，然
而很多环境法学者指出，该规定对原告的要求过高，不利于环境公益诉讼的推进。参照上述
观点，本文认为可将原告主体资格适当扩张，至少包括下列主体：具有一定资质的中国环保
组织、中国人民检察院、具有一定资质的国际环保组织、主权国家的公权力部门等；此外还
须在现行规定的基础上，将“一定资质”的门槛适当降低。第二，受案法院必须是受害群众
聚居地或被告所在地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第三，案由只能是环境民事公益侵权纠纷，在特殊
情况下，比如东道国政府与外籍企业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也可以是环境民事公益合同
纠纷。这里排除了案由为私益纠纷的案件。第四，在案件严重程度上，可以从人身伤亡、财
产损失、风险级别等角度入手设置具体的标准。这类细化规定可以增加在《检察机关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层级较低的法律文件中。
（3）
“刺破公司面纱”的制度支持
“人类长远共同利益原则”还要求在适当情形下为“刺破公司面纱”提供制度支持。这
里的“适当情形”主要有两类，一是因外籍母公司的违法指示或不当监管，导致我国境内子
公司或关联公司损害我国环境公共利益的，外籍母公司也属于我国法检机关的长臂管辖对象；
二是因我国公民或法人的违法指示或不当监管，导致其位于境外的关联公司损害国际环境公
共利益的，我国法检机关也可就我国公民或法人设立的境外实体适用长臂管辖。这种制度设
计与美国《综合环境反应补偿与责任法》中的追责制度较为相似，其将环境侵权责任扩大到
“其行为对这个违法行为的发生或其损害后果的扩大都做出了贡献”的主体身上，使其承担
58
连带赔偿责任，从而约束境外关联公司的行为。 具体而言，可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对《民法

58

参见张乃伦：《跨国公司频频出现环境违法行为，苹果“最难啃”》，at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
ws/22121.html，2018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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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典》第 1229 条中的“侵权人” ，以及第 1169 条中的“帮助侵权” 采取相应的扩大解释，
将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落实到所有对侵权行为或损害结果做出了贡献的主体之上；在《环境保
护法》第六章中明确帮助侵权、间接侵权者的法律责任；同时还可在《民事诉讼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
司法解释中明确赋予我国法检机关在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对帮助侵权者、间接侵权者的
管辖权。
（4）构建正当程序制度体系
正当程序制度源于自然公正原则，其要求国家机关做出决定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或财
61
产时，必须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框架下，正当程序制
度应与长臂管辖制度相伴而生，也是其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必要条件。然而我国现行法律尚
未重视正当程序制度的构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27 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
62
提出的管辖异议进行审查后，认为异议成立的，应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这
一规定默认了我国法院具有管辖权，不能起到制衡长臂管辖的作用。而且实践中确有法院适
63
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拒绝受理案件的情况，应当在《民事诉讼法》中加以落实。 因此本
文建议将上述条款修改为：
“异议成立的，裁定本法院不具有管辖权，或裁定将案件移送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同理，人民检察院具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但被告可否对
检察院的起诉行为提出管辖异议，异议成立后又将如何处理，现行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对
此，本文建议在条件成熟时出台《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公益诉讼规则》，并在审查起诉阶
段增设长臂管辖的异议环节。异议的受理主体可以是作为原告的人民检察院，审理主体可以
是上级人民检察院。此外还可进一步规定管辖异议的提出程序和处理方案，消解管辖异议的
司法审查在程序上过于滞后的弊病。
2．国际法层面
长期以来，为解决各国的管辖权冲突，国际社会曾付出过诸多努力，比如 1928 年《布
斯塔曼特法典》
、1954 年《民事诉讼程序公约》
、1965 年《协议选择法院公约》
、1980 年《国
际司法救助公约》
、2005 年《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等等，但上述立法工作均因签署国家数量
64
不多、大国之间未达成共识等原因而收效欠佳。 2017 年中国签署《协议选择法院公约》，
是我国在国际私法领域的里程碑事件，但该公约将侵权之诉的管辖问题排除在外，因此并不
65
能解决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管辖问题。
对此，本文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在国际多边条约中增设长臂管辖条款，将其正式引入
国际条约法，以提升其合法性、确定性与强制力。第二，正当程序等制衡长臂管辖的机制也
应脱离国际软法的范畴，成为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法，真正发挥其制衡效用。具体而

59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 年）第 1229 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 年）第 1169 条。
61
参见牟爱华：
《宪政意义上的民事诉权》
，
《理论月刊》2010 年第 6 期，第 108 页。
62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2017 年修正）第 127 条。
63
参见刘恩媛：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构建》
，
《理论与现代化》2015 年第 6 期，第 109 页。
64
参见黄进、宋连斌：
《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几个重要问题》
，
《政法论坛》2009 年第 4 期，第 4-5 页。
65
参见《选择法院协议公约》
（2005 年）第 2 条。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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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规定长臂管辖及其制衡机制的相关条款应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明确“人类长远共同利益”原则的指导地位，将维护人类长远共同利益确认为实
施长臂管辖的终极目标。同时重申尊重国家主权和不损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环境原则、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国际环境合作原则等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为长臂
管辖具体规则的设计与实施提供指导。
第二，确立“人类长远共同利益”标准作为长臂管辖的适用条件，该标准的具体细化方
案可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由条约成员国共同决定。成员国可以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几项：本国环境问题严重程度、本国公民环保诉求、本国环境法制发展状况、主要外资企
业的环境风险级别等等，从而综合决定司法主权让渡的程度和范围。具体方案可参见上文对
国内法中“人类长远共同利益”标准的细化。
第三，明确跨国企业母公司对其境外实体可能引发的环境风险之管理、控制义务，以及
环境风险实际发生或对东道国环境公益产生严重威胁时，东道国可对母公司适用长臂管辖。
第四，规定各国均须在其国内法中设置多元化的长臂管辖异议机制。除了法院有权审查
管辖异议之外，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也应具有受理、审查长臂管辖异议的职能。各国可自行
决定异议程序以及具体审查方案，但须告知被管辖者异议权利和途径，并留出足够的时间。
第五，当一国法院依照条约规定对其他成员国主体实施长臂管辖后，应及时通知被管辖
者及其国籍国政府。其他成员国原则上应遵循国际司法礼让原则，不得实施无理由的反制措
施。当具有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主体主动向其他成员国法院（也即被告所在地
法院）起诉时，该法院原则上应受理案件，不得随意以“不方便法院”为由拒绝受理。至于
可以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例外情况，可由成员国协商确定。在这一问题上可以考虑的
因素有：原告的诉讼成本、涉案证据的获取难度、两国实体法的实质差异等等。

五、结语
总而言之，无论是真正适用于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还是作为和解谈判的
重要筹码，长臂管辖对我国国内、国际环境公益的保护作用毋庸置疑。然而现有长臂管辖制
度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加以修正。在国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修正后的
长臂管辖制度，必须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明确我国司法机关的域外管辖权，与《环境保
护法》、
《民事诉讼法》、
《民法典》等相关法律制度相衔接，拓展“社会公共利益”在国际层
面的内涵，确立“人类长远共同利益”标准作为触发长臂管辖的必要条件，并对“刺破公司
面纱”提供制度支持；二是对长臂管辖进行适当限制。适用领域上，应将其限制在危害国际、
国内环境公益的案件中，尽量排除私益保护案件适用长臂管辖。同时还应注重在国际、国内
法两个层面，构建针对长臂管辖的异议机制。三是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将长臂管辖制度引
入国际条约法，提升其合法性与强制力，有效避免长臂管辖的滥用。只有同时做好上述工作，
才能既为全球环境问题的缓解贡献中国法治力量，又能兼顾他国司法主权、环境主权的尊重
与保护，引领国际环境法治体系的根本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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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endment and Implement of the Long-arm Jurisdic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bstract: The long-arm jurisdiction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must be revised under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o clarify the ultimate pursuit of the long-term common interests of mankind, uphold
the value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and implement the basic policy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long-term common interests of mankind", expand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 public interest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use the standard of "long-term common interests of mankind" as
the applicable conditions for long-arm jurisdiction. Based on equal consultation, the long-arm
jurisdiction and its counterbalance mechanisms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multilateral treaty law.
While contributing China’s legal power to solve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t also takes into
account the respect and protection of judicial and environmental sovereignty of other countrie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long-arm jurisdiction;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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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协议下当事人仲裁选择权的归属与行使
周清华 王梦颖

摘 要：非对称仲裁协议在国际商事实践中十分常见，但各国目前对此类仲裁协议的效力通
常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中对其效力认定也多有争议。鉴于非对称仲裁协议赋予
双方当事人提起仲裁的权利不对称，故在判断其效力时，往往需要仔细衡量其是否具有明确
的仲裁意图、是否符合相互性原则、是否显失公平或是否有违公共政策。事实上，非对称仲
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经平等协商后，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订立的有效仲裁协议。该协议实质
上并不会引起不公平的后果，亦不存在可能影响仲裁协议有效性的因素，故而应当承认其法
律效力，以维护当事人意思自治。此外，为了确保实现非对称仲裁协议中双方当事人间的利
益平衡，防止此类仲裁协议被滥用，对其适用和行使设置必要限制就显得尤为关键。
关键词：非对称性仲裁协议；相互性；显失公平
Abstract: Asymmetric arbitration agreement is very common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practice,
but there is no definite regulation about the validity of such arbitration agreements in existing law,
so there are many disputes in judicial practice. As the right of the parties to arbitrate is asymmetric,
it is necessary to judge carefully whether there is a clear intention to arbitrate, whether there is a
gross disparity and whether it damages one country's public policy when determining the validity
of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In fact, an asymmetric arbitration agreement is valid, which is
concluded by both parties after equal consultations based on their own interests. In essence, this
arbitration agreement will not cause unfair result, and there are no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validity of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so its legal validity should be recognized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party autonomy. In addition,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 parties in
asymmetric arbitration agreement and prevent the abuse of such arbitration agreement, it is
particularly critical to set necessary restrictions on their application and exercise.
Key Words: asymmetric arbitration agreement; mutuality; gross disparity
仲裁协议是当事人提交仲裁的基础，也是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石，其中双方当事人的
权利义务关系可能是对称的，也可能是非对称的。一般而言，对称的仲裁协议在实践中最为
常见，此时双方当事人享有同等的提起仲裁的权利，即无论哪一方当事人都有权将争议提交
仲裁解决。由于对称的仲裁协议具有显而易见的公平性，其效力也容易得到各国家和地区的
支持。但随着仲裁制度的快速发展和普遍适用，实践中开始出现了非对称的仲裁协议来满足
当事人的不同需求。具体而言，非对称仲裁协议1（asymmetric arbitration agreement）表现为
双方当事人约定，争议发生后，双方均应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以解决争议，但其中一
方当事人享有将争议提交仲裁的权利。在此类仲裁协议中，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之规定是不
对称的，其中一方当事人仅能将争议提交诉讼，而另一方当事人却享有选择将争议提交诉讼
或仲裁的权利。

周清华：女，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仲裁员；王梦颖：女，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 2018 级国际经济法
方向硕士研究生。
1
非对称仲裁协议也可称为单边（one-sided or one-way or unilateral）、选择性（optional）、单方选择（unilateral
option）、混合（hybrid）、非相互（non-mutual）仲裁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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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诉讼与仲裁是目前解决国际商事争议中最常用的两种机制，其本身各具优劣之处。在订
立争议解决条款的过程中，当事人如果难以确定哪种方式更有利于维护自身利益，或者想兼
得两种争议解决方式的优点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会订立可选择诉讼或仲裁的争议解决
条款。且倘若一方当事人想拥有争议解决方式的最终选择权，以保证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具体
争议时适用最有利于实现自身利益的争议解决方式，则会约定仅有一方当事人享有争议解决
方式的选择权，非对称仲裁条款也就应运而生。
在早期司法实践中，非对称仲裁协议被广泛运用于金融借贷领域。由于贷款人的履约能
力和信誉较有保障，所以借款人在交易中承担的风险也相对较小。然而，借款人的财产状况
却难以保证，且存在着借款人为逃避债务而将其资产转移至不同国家的可能性，故贷款人时
常面临着难以顺利按时收回贷款的情形，承担了较大的交易风险2。但贷款业务的持续运行
有赖于前期贷款的回收，倘若贷款人无法收回贷款，长此以往，必将大大挫伤贷款积极性，
不利于金融市场的长远发展。反之，若双方当事人订立了非对称仲裁协议，则贷款人可以根
据争议发生时的具体情形选择最适合的争议解决方式。这既有利于贷款人实现债权，有效降
低了其在商事交易中承担的风险，也能促进交易的达成。不仅如此，通过应用法经济学3的
分析方法，非对称仲裁协议的适用同样有其合理性。具体而言，根据法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
定理，即科斯定理，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是最好的法律4。显然，非对称仲裁协议的
适用大大降低了当事人的交易成本。如果贷款人在缔约时就需要对争议解决方式作出明确决
择，则意味着其不得不在开启所有贷款业务前就对应适用的争议解决方式进行详细预估，这
不但会增加贷款人的交易时间和交易成本，也依然无法灵活避免可能遭遇的商业风险5。从
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应当尊重当事人之间的自由交易以减少交易成本。同样，在保险、证券、
航运等领域，其中一方当事人通常承担了较大的商业风险，选择非对称仲裁协议能更好的帮
助当事人维护己方利益，减少交易成本。
目前，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非对称仲裁协议的适用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金融借贷等传
统领域，而在其他如租赁、消费、雇佣、建设、买卖等领域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鉴于非对
称仲裁协议确实赋予了一方当事人在诉讼和仲裁之间选择的权利，却限制了另一方当事人的
相应权利。所以，此类仲裁协议形式上明显将双方当事人置于权利义务不对等地位，也由此
引致其效力在具体实践中饱受质疑。但与此同时，考虑到非对称仲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友好
协商后的产物，是一方当事人基于自身利益考量，自愿在争议解决方式选择权上作出的让步，
所以实践中也极可能将其认定为建立在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基础之上的有效仲裁协议。因
此，纵观各国司法实践，对非对称仲裁协议的效力可能会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

2

张利民：“不对称管辖协议的合法性辨析”，载《法学》2016 年第 1 期。

法经济学是一门源起 20 世纪 60 年代并至今发展迅速的交叉学科，其特点是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法律制
度，通常人们又称其为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就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法律这一特定的
研究范式而言），或者经济分析法学（当代法理学中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流派）。艾佳慧：“当法律经济
学‘遭遇’中国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2013 年第 3 期。
4
科斯定理，又分为第一和第二两个定理。科斯第一定理也称为实证的科斯定理：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
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最佳配置，而与法律规定无关。科斯第二定理也称为规范的科斯
定理：在现实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能使交易成本影响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即通过法律的建
立和实施可以消除达成私人协议的障碍。冯玉军：“法经济学范式的知识基础研究”，载《中国人民大学学
报》2005 年第 4 期。
5
The Legal Committee of the ICC Banking Commission, Unilateral Jurisdiction Claus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ntracts,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Document No. 470/1248rev, 2015, p.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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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否认非对称仲裁协议效力的主要理由
虽然非对称仲裁协议在国际商事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各国也相继出现了相关司法判
例，但始终未能就其效力达成一致观点。由于非对称仲裁协议中当事人可在诉讼和仲裁间选
择期望适用的争议解决方式，故部分国家和地区会因请求仲裁的意图不明确而认定此类协议
无效。同时，因为只有一方当事人享有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权，故虑及相互性原则、显失公
平及公共政策等要求，实践中非对称仲裁协议的效力也存在着被否认的可能性。
（一）非对称仲裁协议缺乏仲裁意图
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明确的仲裁意图是判断仲裁协议是否存在且有效的首要要素6。一
般情况下，仲裁意图需要通过书面的仲裁协议加以证明，即双方当事人需于仲裁协议中明确
约定将发生的所有争议交由仲裁解决，而非通过诉讼解决7。为了促进国际商事仲裁的进一
步发展，明确限制法院对仲裁可能产生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且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当事人
也有意识的在其仲裁协议中明确排除法院管辖权，故一些国家的法院在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
仲裁意图时倾向于采取严格解释的方法也是有道理的8。此时，只有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争
议发生后的所有争议都将最终交由仲裁解决，法院才会认可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明确的仲裁
意图9。然而，在非对称仲裁协议中，同时存在着诉讼或仲裁的可能性，故法院极可能会以
缺乏明确的仲裁意图为由否认仲裁协议的效力。
判别仲裁当事人是否具有明确的仲裁意图，首先应考察仲裁协议用词能否充分体现出双
方当事人的仲裁意图。一般来说，仲裁协议的用词应明确体现出双方当事人同意通过仲裁方
式解决双方之间发生的任何争议。例如，在 Joint venture partner (France) v. Joint venture partner
(Denmark)一案中10，当事人约定，争议发生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双方当事人均可以向仲裁
庭提起仲裁以解决纠纷。对此，法院认为争议解决条款所使用的“可以（can or may）”等
非强制性词语，实际上不能确保仲裁成为最终的争议解决方式，故无法表现出当事人之间存
在明确的仲裁意图。类似问题同样存在于非对称仲裁协议中，此类仲裁协议使用的词语只能
体现出“有可能”仲裁，而非“必然”仲裁，故争议解决方式实际上处于待定状态，即仲裁
可能并不会成为当事人最终选择的争议解决方式。因此，法院极可能将其解释为未能表现明
确的仲裁意图而无效。
与此同时，从非对称仲裁协议的内容上看，依然无法确保仲裁成为最终的争议解决方式。
因为非对称仲裁协议仅赋予了一方当事人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权，所以一旦该方当事人主动
提起诉讼，或者在另一方当事人提起诉讼后应诉，都将被视为选择了诉讼作为争议解决方式。
土耳其上诉法院在审理有关非对称仲裁协议的案件时指出，因为一方当事人享有在诉讼和仲
裁中进行选择的权利，所以无法反映出当事人具有明确排他的仲裁意图，据此否认了此仲裁
协议的效力 11。印度马德拉斯法院在 M/S.Castrol India Limited v. M/S. Apex Tooling Solution
Gary B. Bo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Second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4, p.762.
Nigel Blackaby, J. Martin Hunter, Constantine Partasides, Alan Redfern, Redfern and Hunter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ix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2.
8
UNCITRAL Secretariat, Explanatory Note by the UNCITRAL Secretariat on the 1985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s amended in 2006, p.4.
9
Nigel Blackaby, J. Martin Hunter, Constantine Partasides, Alan Redfern, Redfern and Hunter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ix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96.
10
Joint venture partner (France) v. Joint venture partner 3 19127 (2013) (Denmark), ICC Case No. 19127.
11
Serdar Paksoy and Simel Sarıalioğlu, ‘The Guide to Construction Arbitration - Second Edition’,
https://globalarbitrationreview.com/chapter/1175415/turkey#footnot (last visited August 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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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中也采取了类似观点12，法院认为，由于一方当事人可以通过选择诉讼或仲裁来解决争
议，故仲裁并非是仲裁协议中排他的争议解决方法，此时将无法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明
确的仲裁意图。
此外，在中国，仲裁协议的首要内容即是具有明确、具体的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且考
虑到仲裁会产生排除法院管辖的效果，根据或裁或审原则，有效的仲裁协议必须明确排除法
院管辖权。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中
也明确了这一原则，“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仲裁协议无效。”13因此，非对称仲裁协议显然含括了诉讼和仲裁两种相互排斥的争议解决
方式，这会导致无法识别双方当事人的意图究竟为何，法院也将据此认定为不存在明确、具
体的仲裁意思表示，进而否认仲裁协议的效力。
（二）非对称仲裁协议缺乏相互性
相互性原则的内涵是平等、公平及正义，体现为“义务的相互性”或“救济的相互性”，
强调缔约各方应同样的受合同条款约束或同样的不受约束14。实践中，非对称仲裁协议违反
了相互性原则也是一些法院否定其效力的理由。法院否认此类协议的效力通常基于以下考
量：首先，根据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原则，判断仲裁协议效力时应仅限于仲裁条款本身，而无
需考虑合同的其他部分。其次，由于非对称仲裁协议本身仅赋予了一方当事人选择权，而排
除了其他当事人平等的程序性权利，所以违反了仲裁协议中“义务的相互性”要求15。因此，
根据相互性原则，仲裁协议中各方当事人都应享有对等的权利义务，即所有当事人都应享有
将争议提交诉讼或仲裁的选择权。否则，即使当事人缔约时同意适用此类仲裁协议，也会因
其不具有相互性而被认定无效。
早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法院就出现了以违反相互性原则为由否认非对称仲裁协议效力
的实践。英国法院最早曾在 1966 年 Baron v. Sunderland Corp.一案中指出16，任意一方当事
人都可以在争议发生时按照约定将争议提交仲裁是仲裁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仲
裁协议必须赋予双边的仲裁权利。美国早期的一些判决也体现了这一观点，典型如 Hull v.
Norcom,Inc.一案中17，双方当事人约定其发生的一切争议事项均应提交仲裁裁决，但其中一
方可选择将争议事项提交诉讼。对此，法院指出仲裁协议必须满足相互性要求，只有双方当
事人都具有相互的义务时才能有效，但该案只有一方当事人需要承担将争议提交仲裁的义
务，故仲裁条款因缺乏相互性而无效。此外，印度法院在判断此类仲裁协议效力时也会考虑
相互性原则，在 Bhartia Cutler Hammer v. AVN Tubes 一案中18，法院指出仲裁协议必须具有
相互性，保证双方当事人都有平等的选择程序性救济的机会。否则即使双方当事人已经明确
同意了非对称仲裁协议，也会因其赋予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对等被判定无效。
除此之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法院在否认非对称仲裁协议效力时虽然没有明确援引相互
性原则，但实际上也体现了相互性原则对平等的追求。例如俄罗斯法院在 Sony v. Russian
Telephone Company 案中就以争议解决条款违反了平等原则为由认定其无效19，此案中法院
M/S.Castrol India Limited v. M/S. Apex Tooling Solution, [2015] 1 LW961 (DB).e-01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7 条。
14
Christopher R. Drahozal, ‘Nonmutual Agreements to Arbitrate’, 27 The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537, 544
(2001).
15
Hans Smit, ‘The Unilateral Arbitration Claus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20 Americ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391, 401(2009).
16
Baron v. Sunderland Corp. [1966] 1 All ER 349, 351.
17
Hull v. Norcom, Inc., 750 F.2d 1547, 1550.
18
Bhartia Cutler Hammer v. AVN Tubes, 1995 (33) DRJ 672.
19
Russian Telephone Company v. Sony Ericsson Mobile Communications Rus Ltd., No. 1831/1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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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考虑到民法中的平等原则，如果争议解决条款只赋予了一方当事人选择提起诉讼或仲裁
的权利，而剥夺了另一方当事人同样的权利，则仲裁协议会因严重破坏了当事人间的利益平
衡而无效。为此，法院还援引了《欧洲人权公约》的有关规定和类似案例，明确指出当事人
应享有平等的司法救济权利，即有效的仲裁协议必须保证双方当事人获得同等的救济权利。
（三）非对称仲裁协议显失公平
公平和自由均是现代法治所蕴含的重要价值20，法律始终努力在公平和自由之间寻求平
衡点。显失公平制度就是基于公平考量下对自由的一项重要规制，面对显失公平的合同时，
法院可以依此否认该合同的效力。具体而言，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过度利用其经济优势
或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合同条款不合理的偏向于一方当事人。英美法系下，显失公平也
可表述为不合理（unconscionability）21，含括程序和实质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从程序上
看，显失公平反映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由于双方当事人的议价能力不平等，弱势一方当事
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合同条款的内容22。尤其常见于消费者合同或雇佣合同中，双方当事人
的经济实力相差甚远，拥有强势议价能力的一方当事人可能会利用其优势地位谋取利益，而
消费者或劳动者对此只能全盘接受或放弃合同。此时，双方当事人的议价能力显著不平等，
相应的非对称仲裁协议也会被视为存在程序上的显失公平。
除此之外，判定显失公平还需衡量是否存在实质上的显失公平。从实质上看，显失公平
体现为合同条款结果的不公平，即因合同条款过于偏向于一方当事人而导致了不合理的结果
23
。就非对称仲裁协议而言，首先，仲裁协议规定仅一方当事人享有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权，
故双方当事人可选择的救济方式明显不平等。其次，仲裁协议虽然也规定了弱势一方当事人
解决争议的权利，但其权利的行使实际上却受制于另一方当事人的选择权，故其所享有的诉
讼权利也是名存实亡。因为有效的仲裁协议可以产生排除法院管辖权的效果，所以一旦承认
了非对称仲裁协议的效力，无选择权一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将难以实现。再者，即使无选
择权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其给双方当事人带来的结果仍是不公平的。一方面，
因为有选择权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在该方提起诉讼后继续行使选择权，即可以向法院提出中止
诉讼程序转而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所以，尽管当事人已经按照仲裁协议约定将争议提交至
法院，仍会面临着争议解决方式的不确定。另一方面，得益于 1985 年《纽约公约》24的订
立，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相较于涉外民商事判决更易获得承认与执行，但无选择权的一方当事
人显然无法享有此便利。综上，非对称仲裁协议在结果上对无选择权一方的当事人而言是极
其不公平的，故存在实质上的显示公平。
20

公平正义是法治的生命线，无论在西方还在东方，从词语上、语境上，法律、法治总是意味着某种公平。
“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法是善和正义的艺术”，这些古老的法学格言都表明法和公平正
义是密不可分的；自由作为法律概念和法治精神，近代以来，常被思想家们时用来界定法律。罗伯斯比尔
说：“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庄严的表现。”黑格尔认为:“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至于法的体
系则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 洛克指出: “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
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
张文显：“法治的文化内涵——法治中国的文化建构”，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 年第 4 期。
21
胡凌斌：“美国合同法上的显失公平原则”，载《国际商法论丛》2004 年第 0 期；Gary B. Bo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Second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4, p.855.
22
Michael Rogers, et al. v. Royal Caribbean Cruise Lines et al., US No. 653 (2008).
23
Brian A. Blum, Examples & Explanations for Contracts, Wolters Kluwer, 2017, p.466.
24
《联合国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United Nations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截止至 2020 年 8 月，共有 184 个缔约方。在玛丽女王学院《2018 年国际仲裁的
调查》中显示，仲裁受到当事人青睐主要是因为裁决的可执行性，其中纽约公约发挥了重要作用。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White & Case, ‘2018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urvey: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http://www.arbitration.qmul.ac.uk/media/arbitration/docs/2018-International-Arbitration-Survey---The-Evolutionof-International-Arbitration-(2).PDF (last visited August 1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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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早期相互性原则失去说服力，美国开始转用显示公平制度判断非对称仲裁协议效
力。在 Arnold v. United Companies Lending Corp.，Iwen v. U.S. West Direct，Armendariz v.
Foundation Health Psychcare Services, Inc.等案件中25，法院认为，非对称仲裁协议规定了只
有优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享有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权，这造成了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明显
不平等，导致了显失公平，应被认定为无效。在德国，法律明确规定，格式合同中的仲裁条
款不能给一方当事人施加不公平的义务，否则将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
理涉及非对称仲裁协议的案件时也指出，由于无选择权的一方当事人将争议事项提交法院
后，有选择权的一方当事人仍可以向法院请求中止诉讼程序转而将争议提交仲裁，这不仅会
使得仲裁协议赋予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难以实现，还会给该方当事人增加不必要的诉讼费用，
所以该仲裁条款因不公平而被认定无效26。此外，保加利亚法院判断非对称仲裁协议效力时
也体现了显失公平制度的理念。法院认为，当合同条款赋予一方当事人单方面影响另一方当
事人的法律权利，且后者需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时，会违反保加利亚法律规定。故在非对称仲
裁协议中，有选择权一方当事人可以单方面决定哪一争议解决机制对特定争议享有管辖权，
其权利分配明显偏向一方当事人，故仲裁协议因设立了一项“非对等权利”而无效27。
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反映出非对称仲裁协议可能因显失公平而无效的态度。1999 年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中就曾指出，“发生争议，由卖方选择其认为适当的仲裁机构进
行仲裁”的约定“剥夺了一方当事人寻求解决纠纷途径的权利”，属于显失公平，仲裁协议
无效28。虽然非对称仲裁协议与上述仲裁协议形式上有所不同，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
国法院认为仲裁协议应保障双方当事人权利平衡的严格态度。随后，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四庭编写的《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实务问题解答（一）》中就对非对称仲裁协议的
效力做了明确评价29，法院指出，若当事人在涉外合同中约定双方提起仲裁的权利不平等，
则会违背公平、合理的法律原则，应认定该仲裁协议无效。
（四）非对称仲裁协议违反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作为各国维护本国基本利益和秩序的一项法律制度，已经被各国的理论和实践
所接受，广泛成为各国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同时，也可能成为一国法院否
认仲裁协议效力的原因。如德国法中就明确规定仲裁协议不能违反公共政策，其实践中也反
映出法院对赋予一方当事人单方面权利的仲裁协议持消极态度30。所以，即使是双方当事人
经过协商后才达成非对称仲裁协议，也可能因为仲裁协议导致双方当事人利益严重失衡，使
一方当事人处于不利地位而被认定为违反公共政策。在印度德里高院审理的 Emmsons
International Ltd. v. Metal Distributors 一案中31，当事人约定的仲裁条款仅赋予了一方选择将
争议提交诉讼或仲裁的权利，却没有赋予另一方任何相应的权利。对此，法院认为这种对一
方当事人程序性权利进行绝对限制的条款，明显违反了印度合同法的规定且与印度的公共政
Arnold v. United Companies Lending Corp., 511 S.E.2d 854 (1998); Iwen v. U.S. West Direct, 977 P.2d 989,
995 (1999); Armendariz v. Foundation Health Psychcare Services, Inc., 6 P.3d 669, 694 (2000).
26
BGH, 24 Sept. 1998, IIIZR 133/97, NJW 1999, 282, 283; B.Van Zelst, ‘Unilateral Option Arbitration Clauses in
the EU: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the Operation of Unilateral Option Arbitration Clauses in the European
Contex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365, 377 (2016).
27
Gilles Cuniberti, ‘Bulgarian Court Strikes Down One Way Jurisdiction Clause’,
http://conflictoflaws.net/2012/bulgarian-court-strikes-down-one-way-jurisdiction-clause/ (last visited August 1
, 2020).
28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关于审理请求裁定仲裁协议效力、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暂行规
定’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说明”》第 5 条。
29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实务问题解答（一）》第 80 问。
30
B.Van Zelst, ‘Unilateral Option Arbitration Clauses in the EU: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the Operation of
Unilateral Option Arbitration Clauses in the European Contex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365, 377
(2016); BGH, 26 Jan. 1989, X ZR 23/87, NJW 1989, 1477.
31
Emmsons International Ltd. v. Metal Distributors (UK) and Anr., 2005 (80) DRJ256.
25

1858

策相抵触，因此该非对称仲裁条款无效。

三、应当肯定非对称仲裁协议效力的理由
虽然非对称仲裁协议表面上具有不对称性，但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指引下，仔细审
视此类仲裁协议不难发现，其不对称性实质上并不会导致仲裁协议无效。相反，若是不加区
分的一概否认此类仲裁协议的效力，才会引发不合理的结果。
（一）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国际商事仲裁的基本原则，贯穿于仲裁的始终，保障了仲裁作为一
种争议解决方式的灵活性、自主性优势。意思自治原则起源于合同法中契约自由原则，表现
为当事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是否订立契约，与何人订立契约以及契约内容为何32。
仲裁协议作为程序法上的契约，理应遵循契约自由的基本原则，即应当最大限度的尊重当事
人的意思自治，这也符合目前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趋势。总体而言，只要仲裁协议满足
了成立的基本要件，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显失公平等无效情形时，仲裁协议就应被视为双
方当事人友好协商后的产物。即使双方当事人选择争议解决方式的权利不对称，如果确系各
方当事人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后做出的权利让渡，就应当认定双方当事人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
达 成 了 有 效 仲 裁 协 议 。 西 班 牙 马 德 里 上 诉 法 院 在 Camimalaga SAU v. DAF Vehiculos
Industriales SA and DAF Truck NV 一案中就认可了非对称仲裁协议的效力33，并指出西班牙
法律中没有减损非对称仲裁协议效力的规定，故非对称仲裁协议作为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结
果应被视为有效。
（二）存在明确的仲裁意图
虽然在非对称仲裁协议中确实存在诉讼的可能性，仲裁也不属于排他的争议解决机制，
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当事人之间存在明确的仲裁意图。实际上，判断仲裁意图的关键要素在于
判断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共同的仲裁意思表示，即只要双方有明确的接受仲裁作为争议解决
方式的意思表示即可，而无需绝对排除其他程序机制的适用。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与少
数司法管辖权对仲裁意图进行严格解释的做法相反，目前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认可仲裁对解
决国际商事纠纷的作用，因此会采取支持仲裁的态度。故不会为了保护法院管辖权就对仲裁
协议效力进行严格解释，而是尽量使仲裁协议有效34。《纽约公约》与《国际商事仲裁示范
法》中也都体现了尽量使仲裁协议有效原则35。《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在对有效的仲裁协
议作出说明时，也只要求双方当事人具有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共同意图，而不要求仲裁必
须作为排他的争议解决机制36。通过对当事人仲裁意图进行宽松解释，尽量将其解释为有效，
也符合国际商事仲裁中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在非对称仲裁协议中，双方当事人约定了一方
当事人享有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权，也就明确传达了双方愿意接受仲裁以解决争议的意思表
示，即应视为存在明确的仲裁意图。
在新加坡 Dyna-Jet Pte Ltd v. Wilson Taylor Asia Pacific Pte Ltd 一案中 37，双方当事人约
李永军：“从契约自由原则的基础看其在现代合同法上的地位”，载《比较法研究》2002 年第 4 期。
Camimalaga S.A.U. v. DAF Vehiculos Industriales S.A. and DAF Truck N.V, LA LEY 172387/2013; Dragulev
Deyan, ‘Unilateral Jurisdiction Clauses: The Case for Invalidity’,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8 (2014).
34
Gary B. Bor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 (Second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5,
p.60.
35
Gary B. Bo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Second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4, p.231.
36
Art.7 of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1985, with Amendments Adopted
in 2006.
37
Dyna-Jet Pte Ltd v. Wilson Taylor Asia Pacific Pte Ltd, [2017] SGCA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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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仅有 Dyna-Jet 享有选择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权利。新坡高等法院审理此案时指出，仲
裁协议形式上的 “不对称性”和“选择性”均不会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解释当事人是否
达成了有效的仲裁协议，也不要求当事人在制定仲裁条款时就明确有必然提起仲裁的意思表
示，只要有选择权一方当事人选择将争议提交仲裁，就会产生相应的仲裁义务，即应视为当
事人之间具有明确的仲裁意思表示。与此类似，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在 PMT Partners Pty Ltd v.
Australian National Parks and Wildlife Service 一案中指出38，澳大利亚商事仲裁法中认为仲裁
协议是指“当事人以书面形式约定将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争议交由仲裁裁决的协议”。因
此，法律并未规定仲裁协议需满足双方当事人都有义务将争议提交仲裁，故不应对仅有一方
当事人有权选择诉讼和仲裁的规定加以限制，即非对称仲裁协议依然应被视为有效的仲裁协
议。可见，非对称仲裁协议不会造成当事人仲裁意图不明确，故而也不会因此被否认效力。
相反，在支持仲裁的背景下，英国、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西班牙等诸多英美法系和大
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都尽力为仲裁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对待当
事人根据各自交易需要设计的仲裁协议时，也都尽可能的将其视为有效39。
（三）无需考虑相互性原则
虽然非对称仲裁协议确实未赋予双方当事人相互的权利义务，但仅仅根据其形式上的不
对称性就否认此类仲裁协议效力的做法已经逐渐被司法实践所摒弃。首先，仲裁条款独立性
原则实际上无法成为支持相互性原则适用的理论基础。独立性原则表明了仲裁条款具有独立
于合同其他部分的特性，其适用的典型情形就是主合同的无效并不会必然招致仲裁条款的无
效。其产生旨在实现对仲裁条款的救济，而非为了使仲裁条款具备充分对价后仍与主合同相
分离，最终导致被认定为无效40。其次，相互性原则的内在含义也不要求当事人之间达成必
须仲裁的相互承诺。相互性原则核心在于合同具备对价41，即在非对称仲裁协议中，只要选
择权的获得具备了充分对价，且无选择权的一方当事人是经过合理商业考量后，自愿放弃了
选择权，就应认定为仲裁条款具有对价且符合相互性要求，进而肯定其效力。
实践中，判断是否满足相互性原则更多需要法官进行个案分析，目前，大部分国家和地
区的法院都已经明确推翻了仲裁协议需符合相互性原则的做法。英国法院对相互性原则适用
的态度自 1986 年 Pittalis v. Sherefettin 一案起开始转变42，该案中，法院认为仅有一方当事人
享有将争议提交仲裁的权利不会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也不会违反相互性原则。此观点也在
随后的 NB Three Shipping Ltd v. Harebell Shipping Ltd, Debenture Trust Corp plc v. Elektrim
Finance BV 等案中得到延续43。美国也不再适用相互性原则的传统做法，转而根据显失公平
制度判断仲裁效力。在 Sablosky v. Edward S. Gordon Co.,Inc 一案中44，法院就明确认可仲裁
协议无需满足救济权利上的相互性，只要非对称仲裁协议获得了充分对价，且足以支持该方
当事人取得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权时，仍坚持以相互性为由否认仲裁协议效力反而是不合理
的。
（四）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
非对称仲裁协议看似不公平，但仔细审视后则会发现其并未造成显失公平。如上所述，
PMT Partners Pty Ltd v. Australian National Parks and Wildlife Service, (1995) 131 ALR 377.
莫莉：“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发展动向及我国司法审查立场”，载《理论界》2018 年第 2 期。
40
Hans Smit, ‘The Unilateral Arbitration Claus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20 Americ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391, 400(2009).
41
Dragulev Deyan, ‘Unilateral Jurisdiction Clauses: The Case for Invalidity’,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40 (2014).
42
Pittalis v. Sherefettin, [1986] 2 All E.R. 227.
43
NB Three Shipping Ltd. v. Harebell Shipping Ltd., [2004] EWHC 2001 (Comm); Law Debenture Trust
Corporation Plc v. Elektrim Finance BV And Others, [2005] EWHC 1412 (Ch).
44
Sablosky v. Edward S. Gordon Co., 535 N.E.2d 643, 646 (N.Y. 1989).
38
39

1860

评定仲裁协议是否显失公平，应从程序和实质两个方面予以考察。既要存在双方当事人议价
能力上的不平等，又需强势一方当事人利用了其优势地位并导致了明显不合理的结果45。首
先，从程序上看，非对称仲裁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并非绝对处于议价能力不平等的状态。此类
仲裁协议除了适用于消费者合同和雇佣合同，在越来越多的商事合同中也有所体现。而在商
事交往的过程中，各商事主体必然需要承担一定的商业风险，且各商事主体通常都具备相应
的商业经验和专业知识，故双方当事人的谈判地位和议价能力多较为均衡。因此，当双方当
事人均为商事主体时，通常会视为双方具有相对平等的议价能力46。即使双方当事人并非商
事主体，只要合同经过了双方当事人谈判协商，且存在修改合同的余地，也依然意味着当事
人之间具有平等的议价能力47。虽然仲裁协议更有利于一方当事人，但不能仅因此就断定当
事人之间的议价能力不平等。显然，即使双方当事人经过平等协商，也无法确保各方的权利
义务在任一条款上均呈对称状态。实践中，仅赋予一方当事人某项权利，而不赋予另一方当
事人相应权利的合同条款大量存在。故判断是否存在程序上的显失公平，仍需全面考量当事
人是否享有谈判修改合同条款的可能性。
同样，从实质上看，非对称仲裁协议也并未因过于偏向一方当事人而导致了不合理的结
果。一方面，非对称仲裁协议的订立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其具有标准博弈问题应
涵盖的三个元素48。即博弈的参与人为双方当事人，参与人可能的策略是选择订立或者拒绝
订立仲裁协议，参与人的收益是在订立仲裁协议与否时预期可获得的利益。因此，通过适用
博弈论方法进行法律分析是切实可行的49。从博弈论视角上看，一个基本的假定就是参与人
具有个人理性，其具体策略的决择就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50。在此基础上，因为议价能力
相对平等的各方当事人对此类仲裁协议的潜在风险具有明显的可预见性，但是经过利益权衡
后，仍然选择在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权上作出让步以换取其他方面更重要的利益，这实际上
反映了当事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相较于提起仲裁的权利而言，其他方面的利益也更符合
当事人的需要，所以虽然非对称仲裁协议看似不公平，实质上却并没有损害双方当事人的利
益，也并未产生不公平的结果。此时，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得到了合理分配，故无需法律介入
来改变博弈的均衡结果。
另一方面，非对称仲裁协议本身虽然更有利于一方当事人，但也绝没有达到显失公平的
程度51。首先，无选择权的一方当事人仍然享有有效的争议解决方式。虽然一方当事人单独
享有一项在仲裁和诉讼中选择的程序性利益，但实践中，无选择权一方当事人仍可以按照仲
裁协议约定将争议提交法院，此时，有选择权一方当事人应选择应诉或请求中止诉讼程序转
而将争议提交仲裁。且一旦有选择权一方当事人行使或放弃行使其选择权，争议解决方式就
完全确定，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也必然得以解决。其次，根据非对称仲裁协议，当事人间的争
议必将在诉讼或仲裁两个公平中立的争议解决机制中解决，所以无论最终的争议解决机制是
诉讼还是仲裁，当事人的诉求都将得到公平公正的处理，而不会仅因双方订立了非对称仲裁
协议就产生实质不公平的后果。这一观点也在英国 Mauritius Commercial Bank v. Hestia

Berkson v. Gogo LLC, 14-CV-1199 (2015).
United States ex rel. TBI Invs. v. BrooAlexa, LLC, NO. 2:14-cv-29074 (2015).
47
Gardner v. Yucaipa Trading Co., E069879 (2019).
48
标准形式博弈包括三个元素：1.博弈的参与人（players）；2.参与人可能的战略（strategies）；3.每一
可能战略组合（combination of strategies）下参与人的收益（payoff）。道德拉斯·拜尔等：《法律的博弈
分析》，严旭阳译，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 页。
49
博弈论（Game Theory），是研究竞争条件下决策分析的科学，其研究的典型问题是若干个利益冲突者
在同一环境中进行决策以求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侯定丕：《博弈论导论》，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版，第 1 页。
50
金梦：“法律博弈论及其核心构造”，载《江海学刊》2015 年第 5 期。
51
Gary B. Bo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Second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4, p.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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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ings 一案中得以体现52，此案中，法院认可了非对称争议解决条款的效力，并指出仲该
裁条款未违反《欧洲人权公约》中关于“当事人应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的规定，“平等的
司法保护”只要求各方当事人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获得平等的保护，而不要求双方当事
人在选择法院的权利上保持平等。故不能因一方当事人享有选择法院的权利，就认定在该法
院内当事人无法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从而否认非对称条款的效力。
（五）未违反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作为主权国家维护本国基本利益和秩序的一项法律制度，已被各国普遍接受，
具有最后一道安全阀的性质和功能。但事实上，正因公共政策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弹性，其
具体内容会因各国不同的国情和社会价值取向而有所不同，故时至今日各国仍未对公共政策
的确切定义达成共识。但尽管如此，公共政策在各国法律体系和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却是基本
一致的，各国理论和实践中基本也认可了只有在一国最基本的道德和正义观念被违反，重大
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受到损害时，才会被视为违反了该国公共政策53。为了消减公共政策给
国际商事仲裁发展带来的阻碍，保障仲裁庭自由裁量权以及仲裁裁决终局性的能够得以实
现，目前，各国在具体适用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也更倾向于对其进行限缩解释和适用54。
在非对称仲裁协议中，虽然其仅赋予了一方当事人争议解决机制的选择权，但另一方当
事人也享有解决争议的权利，且最终无论争议事项是通过仲裁还是诉讼解决，当事人在诉讼
或仲裁程序的过程中都不会因仲裁协议的不对称性遭受不平等待遇。故非对称仲裁协议实际
上并不会严重违反一国的基本原则和道德。因此，在没有绝对的限制无选择权一方当事人解
决争议的权利，且双方当事人的法定程序性权利都能得到平等实现的情况下，若仅因仲裁协
议形式上的不对称性就判定其违反了公共政策，反而是对公共政策的滥用。

四、对非对称仲裁条款的必要限制
事实上，经过当事人的平等协商，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只有一方当事人享有诉讼或仲裁
选择权的协议。诚然，早期司法实践中各国法院对非对称仲裁协议表现出了否定态度。但是，
随着仲裁适用范围的扩大，各国开始逐渐转变为支持仲裁的态度，承认非对称仲裁协议的效
力也成了大势所趋，只是一味因为仲裁协议没有赋予双方当事人对称的权利就否认此类协议
的效力将不再符合现代法律环境。尽管如此，为了防止此类条款被滥用，对其施加适当的限
制亦十分必要。
（一）对适用非对称仲裁条款的限制
首先，非对称仲裁协议作为仲裁协议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本质上也不能脱离一般仲裁协
议有效性的要求，即适用非对称仲裁协议时应首先受到仲裁协议成立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
限制。其次，非对称仲裁条款在格式合同中的适用应受到一定限制。在格式合同中，双方当
事人的议价能力通常较为悬殊，常表现为未经谈判协商，强势一方当事人就直接拟定了合同
条款, 弱势一方当事人对此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无法对合同条款进行磋商修改55。但正
如前述，非对称仲裁条款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倘若当事人间无法进行平等协商，
该仲裁条款的公平合理性也就难以保障。故格式合同中的起草方应尽到有效的提醒注意义
Mauritius Commercial Bank Ltd v. Hestia Holdings Ltd, [2013] EWHC 1328 (Comm).
徐琳：“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公共政策”，载《河北法学》2009 年第 7 期。
54
UNCITRAL secretariat, UNCITRAL 2012 Digest of Case Law on the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p.174.
55
张利民：“不对称管辖协议的合法性辨析”，载《法学》201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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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且一旦双方当事人就合同条款解释发生争议，应采纳不利于起草方的解释56。另外，出
于保护弱者权利的考量，当非对称仲裁协议出现在消费和雇佣等强弱分明的交易领域时，其
适用应受到更严格的限制。由于消费者和劳动者在经济地位上天然的处于弱势地位，国际条
约和各国国内法通常会制定专门性法律予以特殊保护。如欧盟于 1993 年《有关消费者合同
中的不公平条款的欧共体第 93/13 号指令》中规定57，如果合同条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未经协商而导致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严重不平衡，给消费者造成了损害，该条款就应被认定
为不公平。同时，在该指令的附录中也提出，若合同条款排除或者妨碍消费者获得法律救济
的权利，尤其是要求消费者排他性将争议提交仲裁时应认定其无效。据此，当非对称仲裁协
议涉及消费者、劳动者等需保护弱者权益的领域时，仲裁协议的效力也需额外受到相应弱者
保护的强制性规定制约。
（二）对非对称仲裁条款中选择权行使的限制
非对称仲裁协议无疑给了一方当事人提供了更优的权利，确保了一方当事人享有争议解
决方式的选择权，另一方当事人则必须对该方当事人选择权的行使予以配合。在此基础上，
倘若不对有选择权一方当事人的选择权行使加以限制，则在非对称仲裁协议的具体运作过程
中，当事人极可能会面临着程序选择上的纠纷或法院和仲裁机构管辖权冲突等问题。甚至可
能因无选择权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而扩大非对称仲裁协议中双方当事人权利义
务关系的不平衡程度，最终导致非对称仲裁协议的效力更受质疑。
在 非 对 称 仲 裁 协 议 的 具 体 实 践 中 ， 英 国 法 院 在 NB Three Shipping Ltd. v. Harebell
Shipping Ltd.一案中关于有选择权一方当事人如何行使选择权的论述极具借鉴意义58。该案
中，双方当事人约定与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由英国法院管辖，但同时船东也享有将争议提
交仲裁解决的权利。据此可知，承租人唯一可选的争议解决机制只有诉讼，但船东却享有将
争议提交仲裁的权利。当双方当事人发生争议后，承租人未与船东协商就径直按照约定将争
议事项提交至法院，并且在船东书面通知其将行使选择权时提出，因为承租人已经先行将争
议提交至法院，故船东应无法再行使选择权。对此，法院在认可非对称仲裁条款效力的同时
指出，有选择权的一方当事人无论作为原告或被告均可行使其选择权。非对称仲裁条款具有
商业意义，其订立正是为了赋予船东“更好的”权利，承租人不能仅因已经先将争议事项提
交诉讼就阻断船东选择权的行使。事实上，船东依然享有选择决定将争议交由诉讼或仲裁解
决的权利。但同时法院也明确指出，船东的选择权也应受到限制，如果船东的行为使承租人
有合理理由相信其不会再行使选择权时，船东将不得再行使选择权。当然，为了避免增加不
必要的程序性成本，双方当事人如果能在订立仲裁协议时就明确选择权行使或丧失的条件，
将更有利于解决此问题。随后，在 Law Debenture Trust v. Elektrim Finance BV 一案中法院再
次重申了这一观点59。此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信托公司享有选择将争议提交诉讼或仲裁的
权利，而金融公司仅能将争议提交仲裁。对此，法院支持了非对称仲裁条款效力，并指出非
对称仲裁条款明确清晰的赋予了信托公司专属选择权，如果其选择将争议事项提交诉讼，则
不能强制其进行仲裁。即使金融公司已经先行将争议事项提交仲裁，信托公司仍可以行使其
选择权。但同时，法院也强调信托公司的选择权绝不是不受限制的，如果信托公司方主动开
启了仲裁程序，则意味着其放弃了将争议提交诉讼的权利，也就不再享有选择权。同样地，
如果信托公司方已经充分参与了仲裁程序，则也会被视为其放弃了选择权。
由此可见，非对称仲裁协议旨在实现赋予有选择权一方当事人选择争议解决机制的权
56
57
58
59

郭玉军、司文：“单边法院选择条款的法律效力探析”，载《国际法研究》2014 年第 4 期。
Art. 3 of the Directive on Unfair Terms in Consumer Contract of EU.
NB Three Shipping Ltd. v. Harebell Shipping Ltd., [2004] EWHC 2001 (Comm).
Law Debenture Trust Corporation Plc v. Elektrim Finance BV And Others, [2005] EWHC 1412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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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故其选择权不会因为无选择权的一方当事人先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而丧失，否则此协议的
效力将会被实质性减损。也就是说，无论有选择权的一方当事人作为争议事项的原告或被告，
其均可行使选择权。在此情形下，对该方当事人选择权的行使进行一定限制，能更好的平衡
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保障无选择权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首先，当有选择权
的一方当事人作为原告时，其可以任择诉讼或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机制。但如果有选择权的一
方当事人就诉讼或仲裁作出了明确选择，即该方当事人已经主动向法院或仲裁庭提交了争议
事项，就应视为相应法院或仲裁庭取得了争议事项的管辖权，其随后将不得再行使选择权。
此时，无选择权的一方当事人只能接受其选择，而不得因与其所期待的争议解决方式不同就
提出质疑。
其次，当有选择权的一方当事人作为被告时，该方当事人必须在合理时间内作出是否要
在此种情形下行使选择权的回应。若是在无选择权的一方当事人在将争议事项提交诉讼前的
协商过程中，有选择权的一方通过其行为使无选择权的一方有合理理由相信其将不再行使选
择权或其事实上不作为，例如出现了有选择权的一方拒绝与另一方就争议解决机制进行磋
商、不合理的拖延协商过程或拒绝表明希望通过何种争议解决机制解决争议等情形时，均可
视为有选择权的一方放弃了选择权60。若是无选择权的一方当事人已经根据仲裁协议将争议
事项提交诉讼后，有选择权的一方当事人明示放弃行使其选择权，或者作为被告已经充分参
与了诉讼程序且未提出任何有效抗辩，则法院据此取得应诉管辖权，该方当事人享有的选择
权将不复存在，之后也不得再依据仲裁协议向法院请求中止诉讼程序转而提交仲裁。但若是
有选择权的一方当事人在有效时间内以存在有效仲裁协议为由向法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由
于有效的仲裁协议可以产生排除法院管辖权的法律后果，故法院应裁定中止诉讼程序。同时，
为保障无选择权的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能通过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解决，应责令有选择权
的一方当事人将争议事项提交约定的仲裁机构裁决61。且一旦有选择权的一方当事人明示或
默示的行使了其选择权，则不得在最终判决或裁决作出前再更改选定的争议解决机制，否则
将影响非对称性仲裁协议的可执行性62。
因此，对于试图订立非对称仲裁协议的双方当事人而言，为了避免日后可能在争议解决
机制的选择上出现冲突，双方当事人可在订立非对称仲裁协议时就给有选择权一方当事人的
选择权行使设定必要的条件，即可明确约定选择权应在何时行使，如何行使及因何丧失。当
然，就算仲裁协议中未进行相关约定，也不会导致非对称仲裁协议无效或无法执行。但为了
避免不必要的程序和成本增加，当无选择权的一方当事人向有选择权的一方当事人寻求索赔
时，应在争议发生后，先与有选择权的一方就争议解决机制进行协商。而有选择权的一方当
事人应在合理时间内以明示或默示的方法行使选择权，否则将被视为丧失了选择权63。反之，
当有选择的一方当事人向无选择权的一方当事人寻求索赔时，应及时告知无选择权一方其选
定的争议解决机制。通过前述方式，将更好的平衡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保证
有选择权一方当事人享有选择权的同时防止了其滥用选择权，进一步保障了无选择权一方当
事人的应有权益。

Simon Nesbitt, Henry Quinlan, ‘The Status and Operation of Unilateral or Optional Arbitration Clauses’,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22 (2006).
61
Art. II.3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UNCITRAL
Secretariat, Guide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New York,
1958) 2016 Edition, p.58.
62
许晨：“非对称性仲裁条款的效力分析”，载《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 年第 5 期。
63
桑远棵：“单边选择争议解决条款的效力”，载《北京仲裁》2018 年第 4 期。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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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非对称仲裁协议虽然形式上具有不对称性，但在基本立场上，仍应肯定此类仲裁协议效
力。同时，为了防止当事人滥用非对称仲裁协议，将非对称仲裁协议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降
至最低，还应对其设置适当限制。鉴于认可非对称仲裁协议效力的国家和地区日渐增多，此
类仲裁协议的适用必将愈加广泛。尤其在目前世界各国均日益重视并支持仲裁的大背景下，
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趋势应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意思自治，尽量使仲裁协议有效，故逐
步认可非对称仲裁协议的效力也是仲裁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也警醒了我国应适时放松对
非对称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标准，摒弃目前判定仲裁协议无效时严厉的处理方式，打造更好
的仲裁环境，为我国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的长远发展消弭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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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困境与对策
马 乐

摘 要：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作为一项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制度在国内外均得到了立法与政策
体认。鉴于其所关涉利益关系的复杂性，这项制度从产生至今仍然争议不断。我国虽然建立
了从立法到政策的专利强制许可规则体系，但是对于在公共健康危机背景下由政府部门决定
实施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仍然缺乏明确的程序规定。我国需要在谦抑性、审慎性、灵活性的
理念指引下，在切实保障专利权人权益的基础上完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机制。
关键词：公共健康；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

一、问题的提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引发的公共健康危机使得专利强制许
可问题再次成为话题。有国内学者认为，“疫情已经符合国际条约和我国《专利法》规定的
颁发强制许可的条件，建议：具备生产能力的相关主体依法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请求给予强制
1
许可，生产应对疫情所必要的专利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抗病毒相关药品和医用防护口罩” 。
2
针对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研究所申请“瑞得西韦”用途专利所引发的争议 ，有学者也认为，
对于（可能存在的）国外原研厂商以专利要挟，我国还有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可以对其进行约
3
束。 与此相对的是，政府部门的专家对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更为谨慎。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卫及其团队成员认为，根据
国际上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实践，应结合我国需求灵活运用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同时
4
要谨慎使用，还应积极谋求生产授权。值得注意的是，根据 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国家卫健委是“在国家出现重特大传染病
疫情及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防治重特大疾病药品出现短缺，对公共卫生安全或公共健康
造成严重威胁等非常情况时”提出实施强制许可建议的政府牵头部门。
以上不论“大胆启用”，抑或“谨慎为之”，不可否认，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问题已经成
为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应对疫情所引发公共健康危机不可忽视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鉴
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伴随的理论争议以及我国作为药品需求大国从未实施过该项制度的现


马乐：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与知识产权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的困境与路径研究”（16CFX049）、司法部法治建
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课题“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诉讼的裁判规则研究”（15SFB3030）、华东政法大学 202
0 年科学研究项目（疫情专题）“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问题研究”。
1
林秀芹等：
《林秀芹教授等关于利用专利强制许可应对当前公共健康问题的建议——以新型冠状病毒（20
19-CoV）疫情为例》，
“中国知识产权杂志公众号”2020 年 2 月 7 日文，2020 年 2 月 19 日访问。
2
2020 年 2 月 4 日，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通过其官网所发布的《我国学者在抗 2019 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筛
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一文中称，“对在我国尚未上市，且具有知识产权壁垒的药物瑞得西韦，我们依据国
际惯例，从保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在 1 月 21 日申报了中国发明专利（抗 2019 新型冠状病毒的用途）
，
并将通过 PCT（专利合作协定）途径进入全球主要国家。”该文随即引发广泛争论，网络就“瑞德西韦被武汉
病毒研究所抢注了发明专利”的说法展开热议。
3
参见《武汉病毒研究所申请瑞德西韦用途专利惹争议：药物产品专利与用途专利有啥区别》，
《法制日报》
2020 年 2 月 7 日第 4 版。
4
参见傅卫等：
《药品“强仿”国际实践带来哪些启示》，
《健康报》2020 年 2 月 17 日第 0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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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状况，如何冷静看待该项制度实施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尤为重要。

二、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功能实现存在争议
（一）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制度理性
药品是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硬核”手段。由于药品的研发和生产需要极高的智力、财力
和时间成本，具有实用价值的药品被发明出来后即被申请为专利，由此形成对发明者创新的
肯定与回报。作为专利权最重要的权能，未经专利权人允许不得生产、制造专利产品的“禁
止性权利”使得专利药品具有独占性和垄断性。由此，专利药品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与
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成为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关键。
在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应对疫情所引发的公共健康危机不可能不借助于有效的药
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争分夺秒地加快研发进度，期冀尽快研制出能够有效抑制
新冠病毒的药品。届时，不论是谁首先攻克这一难题，将其申请为专利都将成为发明者的不
二选择。这样的专利布局不仅是法律所允许的，也符合国内外惯例。这也是为何在此前中科
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其声明中提出拟申请瑞得西伟用途专利。且不论瑞得西伟最终是否能够
通过临床试验成为有效抑制病毒的那剂“良药”，也不论其专利权最终花落谁家，这样的药品
一旦问世，生产和销售该药品就需要得到专利权人的许可。尽管强制许可作为一种专利权保
护的例外已为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所认可，但是，其实施往往伴随争议。
专利强制许可作为一项规则最早出现在 1883 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下简称《巴
黎公约》)中。
《巴黎公约》第 5 条第 2 项规定：本联盟的每一国家有权采取立法措施规定授
予强制许可，以防止由于专利赋予的排他权而可能产生的滥用，例如不实施。此后，世界贸
易组织（以下简称 WTO）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以下简称 TRIPS 协定）进一步明
确了对专利权的限制，并在第 31 条之二中设置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规定。为加强该项规
定的可执行性，WTO 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于 2001 年 11 月 14 日通过了《TRIPS 协定与公共
健康多哈宣言》 (简称 《多哈宣言》) ，而后在 2003 年 8 月 30 日 WTO 总理事会通过《关
于实施多哈宣言第 6 条款的理事会决议》(简称《总理事会决议》) ，确立了成员方在解决
公共健康问题时有权充分利用 TRIPS 协定有关条款（如强制许可）的灵活性。5
学界对专利强制许可的讨论也基本建立在“其是对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这一制度理性
之下。“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和防止滥用专利垄断权的重要手段。”6“强
制许可自 1883 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起就是通过行政措施限制专利权人滥用独占权
的一种有效手段。”7“专利强制许可最早出现于《巴黎公约》，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专利权人
滥用专利权、阻碍发明创造的实施和利用、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以保证专利权人利
益与公众利益的平衡，保证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8

（二） 强制许可对维护公共健康的效用存疑
但是，对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能否实现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功能则存在争议。有学

5

参见刘亚军、马乐：
《我国专利产品平行进口制度新发展之理论探究——以《专利法》的修改为考察对象》，
《社会科学战线》2012 年第 8 期，第 202 页。
6
林秀芹：《中国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完善》
，《法学研究》2006 年第 6 期，第 30 页。
7
李双元，李欢：《公共健康危机所引起的药品可及性问题研究》
，《中国法学》2004 年第 6 期，第 83 页。
8
曲三强：《论药品专利许可与公共健康权》
，《学术探索》2006 年第 1 期，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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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积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面对重大药品紧缺
9
对公共健康安全的威胁，通过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推进高质量仿制药发展势在必行。”
“为
了提升低收入国家人民获得药物的可能性，专利强制许可显得非常必要。利用专利强制许可
制度, 发生公共健康危机的国家可以不经专利权人许可，允许第三方生产仿制药，低价提供
给本国的患者，缓解公共健康危机。”10“它（强制许可）虽是 TRIPS 谈判中最受专利大国极
力反对的制度,但却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可支付药品、解决公共健康危机的有效途径。”11
也有学者认为，对药物专利进行强制许可仅在有限的范围内有积极作用。12有学者指出，
强制许可制度发展至今，除了让 WTO 成员在政治上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健康危机外，
并不具有较高的解决健康危机的实践价值。虽然已经有一些国家颁发了强制许可, 除了暂时
缓解公共健康危机，更多的是对该国经济发展和未来药物的可及性造成的负面影响。13除此
之外，有西方学者认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还会产生抑制创新的负面效果。有学者以印度为
例，认为印度最近启动的强制许可正在制造抵制新药研发的风险。14“如果不对强制许可进
行严格的限制以达到足够激励制药公司进行药物研发的程度，该制度将对世界药物产业的创
新发展形成阻力，构成制药公司发展新药的最主要威胁。”15当然，也有学者通过实施药品
专利强制许可的实例论证“强制许可直接损害创新的论断也许是错误的”，强制许可不一定导
致创新下滑，其作为提高药品获取的政策工具应被善加利用。16
由是观之，强制许可制度自诞生起就伴随争议。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问题关涉专利独占性
与药品可及性、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利益等多种二元关系的协调与平
衡，其实现有赖于国内法与国际法的适用，不同部门、位阶之间法律的协调以及法律与政策、
政策与政策的协调，所涉利益关系不可谓不复杂。这些都给立法与政策制定带来不小难度。
作为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方法之一，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是否是解决药品可及性的最佳方
案？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制度理性是否等同于最终的政策选择？政府在实施强制许可时除
了考虑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所规定的适用条件外还要考虑哪些因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
是应对此次疫情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未来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践必须考虑的问
题。

三、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实施规则存在缺陷
（一） 立法缺陷

汤启悦等：
《中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立法进路》，
《南方周刊》2020 年第 1 期，第 76 页。
梁金马：《药品专利保护与公共健康——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重新审视》，《科技与法律》2017 年第 3
期，第 42 页。
11
李双元，李欢：
《公共健康危机所弓}起的药品可及性问题研究》，
《中国法学》2004 年第 6 期，第 83 页。
12
See Jamie Feldman: Compulsory Licenses: The Dangers Behind the Current Practices, 8 J. Int'l Bus. &
L. 137 2009, pp.140-141.
13
参见梁金马：《药品专利保护与公共健康——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重新审视》，《科技与法律》2017 年
第 3 期，第 43 页。
14
See William J. Bennett: Indian Pharmaceutical Patent Law and the Effect of Novartis AG v. Union of
India, 13 Wash. U. Global Stud. L. Rev. 535 2014, p.555.
15
See Jamie Feldman: Compulsory Licenses: The Dangers Behind the Current Practices, 8 J. Int'l Bus. &
L. 137 2009, pp.140-141.
16
See Colleen Chien: Cheap drugs at what price to innovation: does the compulsory licensing of pharma
ceuticals hurt innovation? Berkeley Tech. LJ 18, 853,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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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已经有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在法律法规层面,《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
《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中明确规定了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现行《专利法》
（2008 年实施）
设专章（第六章）共 11 个条文对“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进行了规定，尤其对专利强制许
可的实施条件进行了立法体认。《专利法实施细则》（2010 年实施）在第五章“专利实施的
强制许可”中进一步对“未充分实施”、
“药品”
、
“强制许可请求程序”、
“使用费裁决”等问
题进行了明确。在此基础上，由国家知识产权制定，2012 年实施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
法》
（以下简称《办法》）取代此前由该部门发布实施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
（2003.6）
和《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2005.11），对强制许可请求的提出与受
理、审查和决定、使用费裁决请求的审查和裁决、终止审查和决定等程序事项进行了进一步
明确规定，由此组成我国目前调整专利强制许可从法律到行政法规再到部门规章的立法体系。
对此，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强制许可的立法符合 TRIPS 协定第 31 条及《多哈宣言》、
《总
理事会决议》对于强制许可的国内立法要求。但也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未能充分考虑到我国国情, 很大程度上就是对 TRIPS 协议规定的复制，甚至高于 TRIPS 协
议规定的实施条件。我国知识产权法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略显仓促，片面追求一致性，脱离
中国实际国情，导致对国民生命健康权的保护处于不利境况。17除此之外，也有学者认为现
行法律规定对专利权人权益的保障不够，“被强制许可的专利权人的利益补偿在立法上处于
相当模糊的状态，从补偿标准到补偿范围及补偿内容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作出具体规定。”18
从上述规定来看，我国《专利法》区分了实施强制许可的不同类型，即根据启动主体不
同有两种情况下可以实施强制许可。19第一类是由适格单位或个人请求实施（“请求型”）；
第二、三类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决定实施（“建议型”）。
《专利法实施细则》主要针对第一种类型进行了细化规定。
《办法》在程序上的细化规
定几乎也只是针对请求型，特别对请求人的请求事项、期限等进行了指导性的细化规定。对
于决定型专利强制许可，现行立法均未对强制许可的实施程序进行细化规定，也没有对此种
类型下专利权人的权利保护有任何细化的规定。
（二） 政策缺陷
在政策层面，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
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在第三条“完善支持政策”中规定：
“（十二）明确药品专利实
施强制许可路径。依法分类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提高药品可及性。鼓励专利权人实施自
愿许可。具备实施强制许可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可以依法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强制许可请
求。在国家出现重特大传染病疫情及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防治重特大疾病药品出现短缺，
对公共卫生安全或公共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等非常情况时，为了维护公共健康，由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进行评估论证，向国家知识产权
局提出实施强制许可的建议，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作出给予实施强制许可或驳回的决定。”

参见赫敏：
《药品专利许可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
《知识产权》2015 年第 8 期，第 99 页。
彭心倩：
《专利强制许可下的专利权人权益保障论》，
《政治与法律》2019 年第 5 期，第 17 页。
19
这三种类型分别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 48 条、第 49 条及第 51 条。第 48 条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的申请，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
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
（一）专利权人自专利权被授予之日起满三年，且自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满四年，
无正当理由未实施或者未充分实施其专利的；
（二）专利权人行使专利权的行为被依法认定为垄断行为，为
消除或者减少该行为对竞争产生的不利影响的。第 49 条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
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第 50
条规定，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对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制造并将其出口到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强制许可。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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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意见》规定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既可以由相关的个人，也可以由单位提出，进一步明
确了请求型专利强制许可包括药品专利。但是，对于决定型强制许可，《意见》仅仅明确了
建议部门及决定部门。至于建议部门进行“评估论证”的标准、期限，决定部门最终决定的
依据、考量因素，以及专利权人在此过程中如何保障自身的知情权、参与权等重要问题，
《意
见》均未予明确。
当下发生的疫情与《意见》所规定的“在国家出现重特大传染病疫情及其他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或防治重特大疾病药品出现短缺，对公共卫生安全或公共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等非常情
况”十分契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相关专利药品（如果有）实施强制许可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就能据此确定。实施程序的缺失与专利权人权益立法及政策体认的缺失都是需要考量
的因素。

四、完善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机制的对策
对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从立法到政策的规则体系。但是，在当前疫
情或类似情况引发的公共健康危机背景下，强制许可的实施仍然缺乏具有实操性的规则。这
种规则的完善不仅要在具体程序补缺上做文章，更加需要在深入理解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理性基础上的理念指引。
首先，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应当保持谦抑性。强制许可从本质上是对专利权的限制。
尽管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最终的目标是维护公共健康，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应当最大程度保障专
利权人的合法权益。针对请求型强制许可，有学者提出，“应从强制许可制度建立的宗旨出
发，即以防止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为目的，批准申请人的强制许可申请。”20对于应对公共
健康危机的强制许可实施，公权介入的限度和私权保障的前提更应当强调。
其次，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应当体现审慎性。在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语境下，应严
格区分医药专利与药品专利。以此次疫情为例，包括口罩在内的医用物资都可以被视为应对
公共健康危机所需要的资源。但是，除药品外的医用产品专利被纳入强制许可范围需要更为
审慎。一方面，这些物资的可及性强于药品。之所以出现“断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疫情导
致企业无法及时复工复产。另一方面，WTO 多哈宣言及其执行决议将强制许可的范围限于
药品，国内措施不宜随意扩大，否则更容易在国际层面引发争议。
再次，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应当强调灵活性。强制许可是手段而非目的。药品专利
强制许可实施的目的是通过实现药品可及性缓解公共健康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强制许可
不一定需要真正实施。正如学者所言，这类措施不应作为僵化的教条在药品的可及性问题上
使用，而在更多的时候应被看作是一种谈判时施压的策略。强制许可的威慑作用足以达到“不
战而屈人师者”的目的。21“尽管 TRIPS 和各国专利法中都有强制许可的规定，但在实践中，
批准强制许可和采取这种措施的情况是很少见的。这是因为强制许可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威
慑和劝阻作用，当发明专利权人知道由于自己缺乏合作会发生什么结果的时候，一般就会比
较好地主动进行合作。由于发明专利权人最了解怎样从发明专利中取得最好的成果，所以与
发明专利权人达成自愿许可是最好的实施方式。”22
最后，在上述理念的指引下，我国应尽快建立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
施程序。尤其应当尽快确定决定型强制许可的实施机制。在《意见》的基础上，我国应进一
20
21
22

周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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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2003 年第 6 期，第 48 页。
李双元，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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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明确国家卫健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进行评估论证的依据、标
准及时限，同时至少规定专利权人对建议有评论权。国家知识产权局需要考虑专利权人对建
议的评论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决定。上述对于专利权人知情权与参与权的保障也符合 WTO 透
明度原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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