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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投资协定和双边仲裁条约是否可以结合起来以确保人权补救？
John Gaffney**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UNGP）重申了政府有义务通过司法、行政、立
法或其他方式来确保在其领土内的商业活动中发生侵犯人权的行为时，受害者可以获得
有效的补偿1。
UNGP 建立在先前的政策框架之上，包括以下三个所谓的“支柱”：
（a）各国有义
务保护人权，包括防止与商业有关的人权侵害行为；
（b）企业有责任尊重人权；
（c）与
2
工商有关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必须能够获得有效的补偿 。
虽然各国和企业在实施 UNGP 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受害者们在获得有效补偿方
面仍面临着巨大的障碍。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 2013 年 5 月孟加拉国的《消防和建筑
安全协议》
（Accord，以下简称“协议”）3。这是全球品牌与工会之间达成的一项协议，
该协议要求品牌在违反协议条款时提供补救措施。2016 年，两个工会根据该协议的内容
对两个全球时尚品牌进行了诉讼。诉讼由常设仲裁法院管理并由特设法庭审理，该案件
在最近几个月以优惠条件得到了解决4。
那么各国如何才能在投资背景下复制“协议”所取得的成功，并要求投资者根据其
在 UNGP 和相关法律框架下的义务，为其侵犯人权的行为提供有效的补救措施呢？他们
可以通过修订现有的双边投资条约（BITs）来确保受害者能够获得国际仲裁，以解决与
投资相关的侵犯人权行为的诉讼并获得适当的补偿。
双边投资条约允许外国投资者在与主要国家没有传统仲裁协议（通常被称为“无合
同仲裁”5 ）的情况下，与其所在国的投资争端进行仲裁。这是通过让东道国在双边投

资条约中公开提出与属于该条约界定类别的任何外国投资者进行仲裁来实现的。如果外
国投资者希望开始仲裁，则只需与东道国签订一个具有约束力的仲裁协议。
从原则上看，在双边投资协定中制定的“无合同仲裁”（或建设性的同意）这一概
念应当可以增加未来双边投资协定中获取人权补救办法的机会。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什
么呢？类似于 Gary Born 所提出的“双边仲裁条约”（BAT）6这一创新概念，波恩提出，
在任何给定的双边仲裁条约框架下，两个国家都会认为国际商业仲裁——作为默认机制
——将解决各自国民之间所有特定类型的商业纠纷，无论是按照制度原则抑或是非制度
规则7。
双边仲裁条约的概念可以通过修订未来的双边投资条约来确保与 UNGP 和法律框架
保持一致，以：
（a）要求本国的投资者遵守与其在东道国的投资相关的特定人权标准（新的投资条
约已经包含了这项要求）；以及
（b）规定东道国的国民对与本国投资者违反这些人权标准有关的指控应根据具体的
制度（或非制度）规则通过仲裁解决;
（c）规定东道国同意对（b）中所述机制进行“投资者-国家”的仲裁。
建议（b）中引用的争议类别与双边仲裁条约的概念保持一致，不会直接涉及缔约国。
然而，缔约国可以通过提供财政或技术支持来对外国投资者进行索赔以支持人权受害者。
成功的索赔人应有权对投资者造成的伤害进行索赔。
母国投资者通过设立国际仲裁来解决东道国国民投资和人权索赔的建议性意见——
考虑到东道国同意投资者国家的仲裁及索赔——将在投资方面有助于其履行在 UNGP
框架下的义务，并要求投资者为其侵犯人权的行为提供有效的补救手段。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刘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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