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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由主义国家，如澳大利亚，放弃投资仲裁机制；投资仲裁机制的合理
性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捍卫者采取多种方式，试图维持这种不对称的投资保护
机制继续存活下去。确保财产权保护的利益已经引起了关于全球行政法和全球治
理标准存在性的新争论 。这些争论试图维持一种与失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全
球经济危机有关的方法体系。只要该体系的监管限制中的不公平仅仅影响弱小国
家，则它可以顺畅运行；但是随着强大国家开始感受到投资协定的监管限制的影
响时，在管理体制完全确立之前（强大国家）就会被放弃。
当美国，投资保护高标准的强烈支持者，开始以自己的协定模式，通过“除
非在极少情形下”管理性征收是不应予以补偿 的方式“回避”时，国际投资协
议（IIAs）产生了一种治理标准的观点开始淡化；公平、公正的标准只是通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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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最低标准；国家安全妨碍只是主观评定的一个借口；以及采取措施促进社会
福利和健康发展也是有理可循。美国政策及其新协定条款（比如，美国-秘鲁贸
易促进协定）声明，保护标准在国内法律和协定中是一样的；这是对一贯被抵制
的卡尔沃主义(Calvo Doctrine)的一种支持。美国协定模式(2012)确认了这些趋势
。对外国投资者而言，这些不确定性引入美国协定使得仲裁结果的可预测性更
低。
这些情形开始在其他国家的协定谈判中被复制。在一个变革的背景下，辩称
陈旧的投资保护的新自由主义体制能够通过宪法或公法原则维持其活力是徒劳
的。当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共用语言和文化的国家，都不能就国内的财产权公
法标准达成一致时；在一个吸引了诸多部门，如意识形态、文化、甚至是宗教关
注的主题上寻求一个普适的公法标准更将是徒劳。国际法不能像过去一样变成霸
权国家利用一些借口来灌输理念的手段，比如树立更高的文明标准或更好的治理
标准。
在诸如资源的可持续使用，在大众健康与福利中追求社会利益，商业运营中
的人权考虑，以及公司社会责任等公认的利益抵触已经发生的背景下，最好的方
法是重塑（国际投资法）。当前体制深受多方的负面影响，比如前后矛盾的仲裁
结果；反对受限制的仲裁人（参与仲裁）被指控为一种偏见，而事实上这些仲裁
人与法律公司被要求开发诉讼策略以便谈判投资协定时（让他国）难以预测（结
果）。
一个真正关心穷人利益、以正义为中心的管理体制胜过一个偏向于促进富人
的狭隘利益的管理体制。新的管理体制不应该限制政府采取措施提升本国人民、
环境和人权利益以及经济发展的管理空间。管理体制必须被构建为：在赋予外国
投资者相应权利的同时，应尊重外国投资者所在国人民的需求。在新自由主义体
制之前曾有过解决措施。事实上，早期协定的管理体制自身就是解决措施。随着
国家对条约的解释保留较大的控制权而不是将其放权给仲裁人，这种情形将可能
改善。由于现在能够更好地获取信息，契约解决方案比从前更加透明。外交保护
仍是一种可能的途径。在一国对条约的解释拥有充分控制权，以及指派的政府律
师能够操纵对条约的解释的情形下，争端解决机制可以被设计为处理国内法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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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者不公平的恶劣事件。在这样的体制之前，外国投资者可能被（政府）
提名的律师团队预设立场。基于契约的机制更为可取，其中详细明确了外国投资
者的权利。谈判双方则可根据透明原则就保护进行谈判，并依据当地的法律约束
设计自己的争端解决方案，并要求当地法庭优先处理该争端。
国际投资法的奥斯古德厅公共声明就是这项尝试的一个良好开端 。
（南开大学国经所谭人友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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