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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P. Sauvant and Federico Ortino*
多边投资框架的相关讨论近期出现复苏，因为国际商会、世界经济论坛以及许多
学者都提议对该议题进行谈判。1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审查并调整其国际投资政
策，反映出它们对当前国际投资法律体制的不满，并期望能对其加以改善。
影响国际投资法律体制（包括 3000 多项国际投资协议）的关键问题围绕以下几
个方面：例如明确国际投资法律体制的总体目标、确定外国“投资”及“投资者”
的概念、赋予开放式投资保护标准新的内容、加强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
法律化、解决体制结构缺乏高度协调性的问题。条约和仲裁实践的发展或许能解
决某些上述问题，并促进体制不断完善。
但是，这些问题在常规情况下将会以多快的速度、在何种程度上加以解决尚不清
楚。体制走向成熟是费时的，而且利益相关者针对多大程度上的改变是必要的、
应该是什么以及如何做出改变这三方面存在广泛的意见分歧。这是一种复杂的局
面，需要更好地理解问题并增进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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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取的做法是，通过在有力的投资者保护与政府权利间实现适当平衡，加快制度
向着体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方向演变，从而实现合理的公共政策目标。这反过来
又需要建立在体制的现代化目标之上，而这种体制源于实质性和程序性条款。
然而，并不存在明显的制度能推动投资议题取得进展，因为处理投资问题的主要
国际组织（UNCTAD，OECD）不大可能得到授权，做超出其已经很熟练范围的
事情。而且政府间论坛的公开讨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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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种情况（以及联合国、OECD 和 WTO 过去努力的失败），需要达成一项
独立、开放的国际投资共识来审查与国际投资法相关问题的范围、系统地查明存
在的问题、探讨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推动力可能需要来自较小
国家，因为这更容易被其他国家接受。可以确信的是，将会涉及主要利益相关者
集团的代表，包括与国际投资相关的国际和区域政府间组织的代表；实际上，来
自这些组织的代表甚至可能会（非正式）服务于这一过程。最好的做法是，一国
政府或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政府达成这一包容性的、非正式但结构
化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共识——就与改善国际投资体制相关的议题进行讨论、形成
增值思维并构筑信心。G-20 能鼓励利益相关国启动该进程。芬兰已经开始磋商
在与坦桑尼亚全球治理的赫尔辛基进程的框架下启动该计划，这是一个好迹象。
这一进程将包含多种活动（或鼓励其他人参与），可供选择的范围包括：实情调
查（例如对投资体制的国际听证会、重申国际投资法）、企业与民间社会间的圆
桌会议、就实质性议题（如体制目标、可持续国际投资、规则内容、税收协定）
以及程序性议题（争端解决）达成共识、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完善投资体制的特
定机制（例如 FDI 保护主义观测所、国际投资法律咨询中心、更广泛的利益相关
者追索机制）、确立多边投资框架的吸引力。还可以加强国际组织在投资方面的
合作。在研究的支撑下，还能确定“容易实现的目标”（即需要就解决方法达成
广泛一致共识的特殊议题，如滥用采购协议及不重要的索赔），并出于政府的考
虑找到解决这些目问题的方式。
这一达成共识的过程最终可能固化为一个试图影响更大范围政府间对话的国际
投资指导小组。正是在这种对话的框架下，将不得不就国际投资法律体制的未来
发展是在双边、区域或多边层面做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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