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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下一代投资协定：变革时代的平衡范式*
Qianwen Zhang**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恰逢其外商投资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中国的投资协定的历史始于
1982 年：中国于该年签署了第一份双边投资协定（BIT）。此外，中国的投资协定的历
史上还有另外两个关键时期：1998 年，中国与巴巴多斯的双边投资协定生效，中国在该
协定中接受了 ICSID 的全面管辖；2013 年，中国同意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和负面
清单制度以处理例外情况。在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中国的新一代投资协定具有两个新
特点：它们均基于平衡的范式，并且在国内层面上变得更具影响力。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投资母国，并仍然是第二大投资东道国。因此，中国政府力求平
衡外国投资保护与国家主权。可以预见，中国将更多地强调对 FDI 的保护，特别是在实
施“一带一路”的倡议方面。同时，中国必须维持其对 FDI 的监管空间。与 20 世纪 90
年代缔结的大多数双边投资协定不同，2012 年中日韩投资协定以及 2012 年中加双边投
资协定都明确阐述了有关安全、税收和审慎措施的例外情况。作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
中国可能会将更多类别的例外情况（例如网络安全问题等）纳入下一代的投资协定中。
除此之外，中国的投资协定日益影响着中国的国内立法。例如，在 2013 年与美国就建
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达成协议之后，中国于 2015 年起草并于 2019 年批准的新
外国投资法便反映了这些变化1。此外，中国于 2018 年实施了全国统一的负面清单制度。
因此，在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期间与其达成的协议导致了一项旨在结束中国国内
的外国投资法中的单一后国民待遇时代的改革。国家立法的这种变化使所有外国投资者

有权预先享有国民待遇。其他的国内法也已有所调整以阐明中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例外
情况，例如中国 2015 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和 2017 年颁布的网络安全法。
此外，随着中国外商投资法的改革，一些双边投资协定可能会被更新，特别是那些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20 世纪 90 年代当中国专注于扩大其对外开放政策时所缔结的双边投资
协定，如 1985 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双边投资协定。其他双边投资协定，例如 1986 年
的中英双边投资协定，可能会被未来的自由贸易协定所取代。
双边投资协定与国内立法之间的松散联系、国内立法的分散以及作为一个不太典型的资
本输出国而采用高度灵活的谈判策略吸引 FDI，都导致了 2016 年之前中国双边投资协
定的不一致2。下一代中国双边投资协定应该反映中国已成为净资本输出国这一特征。
这可以促进中国双边投资协定之间更大的一致性，同时实现平衡；但同时，这可能会减
缓中国与外国就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尤其是那些坚持自己模式的大国。
其余的困难涉及投资者的定义、例外条款的内容以及对信息技术的态度。
中国的国有企业（SOEs）在仲裁中提出的问题反映了中国早期双边投资协定在界定投
资者方面存在的缺陷。例如，在北京城建集团诉也门案中，仲裁庭——就决定其是否对
中国和也门双边投资协定下的争议拥有管辖权时——认为国有独资企业 BUCG 是商业
承包商而不是中国政府的代理商3。在缺乏对国有企业的一般定义的情况下，中国在其
未来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应当明确地将国有企业纳入到投资者的定义之中，例如最近的中
韩和中墨双边投资协定。
此外，对东道国的外国投资法规（例如对公共安全的定义）中例外情况的不同解释将为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和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带来重大挑战。通过使用例外条款，南北
冲突将变得更加明显。例如，美国的目标是实现跨境数据流4，而中国则强调工业安全
和客户数据。
新一代的中国投资协定正在采取一种平衡的范式，以加强投资保护和保持监管主权。每
个协议中的确切平衡将取决于与之谈判的外国政府的具体情况和利益。
（南开大学国经所赵泽堃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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