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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空间：建构投资条约的灵活性，以履行气候变迁承诺* 
 

Rachel Thrasher** 

 

科学界和社会在气候变迁问题上立场明确。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需要彻底的转变，

以使经济生活与全球气候需要相适应。 

 

世界各国出台了新的法律来支持可再生能源部门并鼓励能源转型，同时减少对化石燃

料的依赖。与此同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在能源转型与民众的发展需要之间取得

平衡。这些新的法律(通常被称作“绿色产业政策”)也与外国投资者有关，这促使他

们向绿色能源注资，同时也有助于当地经济的多元化。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以及其他国际机构虽然并不一致，但是已经开始通过优先考虑气候友好

型发展项目的制度安排来支持这些法律。 

 

然而，国际投资机制往往落后于科学界、社会甚至国际金融机构。绝大多数投资条约

仅关注于投资保护，而对投资的影响不予置评。因此，这些条约阻碍了促进气候友好

型(或阻止气候有害型)投资的措施。新的条约表述仅略微增加了政策灵活性。一些新

的条约通过重申各项多边气候协议中的承诺来应对气候变迁(例如巴西-智利, 厄瓜多尔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这些条款虽然展现出各国政府鼓舞人心的发展方向，但

是一般不要求缔约方彼此对这些承诺负责。其他新的条约包含通过投资便利化条款应

对气候变迁难题的投资条款——旨在增加对环境友好型商品和劳务的投资(例如欧盟-

日本, 欧盟-新加坡)。然而，投资便利化的表述尚不完整，仍然使自由化的投资体制凌

驾于政府对关键部门的监管权之上。还有一些条约保留了取消某些投资激励措施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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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即使投资者的利益会因此受到不利影响(例如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欧盟-越

南)，但是这些条约的影响尚不明确，而且常常(自相矛盾地)避免直接提及气候变迁。 

 

尽管最近的条约调整了传统投资承诺的范围，但是当前机制很大程度上仍制约着政策

制定者制定气候变迁政策时的行为。三种国际案例阐明了各国为此面临的法律障碍: 

 如果国家通过自制率要求，将投资激励与国内可再生能源产业建设挂钩，WTO 会认

为这违反了 WTO 规则(例如加拿大-强制性关税(FIT), 印度-太阳能, 美国-可再生能源).  

 各国推进可再生能源投资激励项目(而不是遵守条约)时，如果激励措施过于顺利、过

于迅速，政府无法同时满足投资者和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就会发生投资者-国家诉讼 

(例如 Foresight v. Spain, Antaris v. Czech Republic).  

 各国试图逐步淘汰传统能源(如煤炭)时，会被这些公司指控违反投资条约义务(横加公

司、西摩兰公司)1. 

现实导致一些国家完全退出投资者-国家执行机制和投资条约。然而，并非所有国家

都有这样做的政治权力或意愿。对这些国家而言，需要另辟蹊径。条约应该允许各国

采取气候适应性政策，以促进绿色工业发展，阻止化石燃料投资等气候“公敌”。 

恰如其分的解决方案将朝着这一目标迈出关键一步。首先，各国可以暂时同意为促进

可再生能源行业(长期)全球竞争的产业政策“亮绿灯”2。这一方案仿效了 WTO 逐步

取消补贴的规则，使各国得以提供国内支持，落实产业政策，鼓励可再生能源生产，

进而建构当地可再生能源部门，使可再生能源长远来看更廉价易得。 

 

此外，条约应区分可再生能源行业和化石燃料行业的政策和保护措施。这种做法借鉴

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中的渔业补贴规则3，要求各国区别对待化石

燃料投资，取消补贴形式的传统支持，防止各国通过产业政策发展本国化石燃料部门。

如果与允许对可再生能源提供补贴和其他支持的特许政策相结合，这些条款将激励化

石燃料公司(以及其他公司)同样投资于能源转型过程4。 

 

实现结构性改变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即刻开始调整经济和气候目标。各国政府必须

有行动空间并灵活应对民众的需要。新的条约必须体现这一现实，想方设法使各国能

够评估外国直接投资对其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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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国经所郭子枫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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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附带以下承认，这篇展望中的材料可以被重印:“Rachel Thrasher, 《行动空间：建构投资条
约的灵活性，以履行气候变迁承诺》, 哥大国际投资展望，No.296, 2021 年 1 月 25 日。经哥伦比
亚可持续投资中心许可转载(www.ccsi.columbia.edu)。”请将复印件发送至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
心 ccsi@law.columbia.edu。 

 

获取更多信息，包括关于提交给展望的信息，请联系 :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Riccardo 

Loschi, riccardo.loschi@columbia.edu.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投资中心(CCSI)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联合中

心，是一个领先的应用研究中心和论坛，致力于可持续国际投资的研究、实践和讨论。我们的

任务是制定和传播切实可行的办法和解决办法，并分析当前的政策性问题，以便最大限度地发

挥国际投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该中心通过跨学科研究、咨询项目、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

教育项目以及资源和工具的开发来承担其使命。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www.ccsi.columbi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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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 先 前 的 哥 大 国 际 投 资 展 望 均 载 于 : http://ccsi.columbia.edu/publications/columbia-fdi-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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