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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投资条约下的优先投资自由化： 

如何确保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 

Robert Basedow
 *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US）——紧接着是加拿大，日本以及最近的欧盟和中国

——开始与第三方国家谈判一种新型的双边投资协定（BIT）。这种新型的条约不仅像

传统的双边投资条约一样包括建立后的处理机制和投资保护措施，而且还包括实质性

的投资自由化承诺。它在设立前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国家和最惠国待遇（MFN）。因

此，虽然传统的双边投资条约仅仅停留在为东道国的已存外国投资者创造一个安全的

商业环境的层面上，这种新型条约仍然设法减少市场进入的障碍，而且可以说是在优

先的基础上放宽投资流量的限制。1在这方面，这种新型的双边酷似优先贸易协定。

在所有双边投资条约中，约有 4%包含有实质性的投资自由化承诺。2 

 

包含这类承诺的双边投资协定强调了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而这正是大多数政策

制定者都会忽略的。世贸组织（WTO）法律对那些打算参与优先经济一体化的 WTO

成员国的义务作出规定。那么请问 WTO 法律——更具体地说，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是否会限制 WTO 成员双边投资条约下的自由投资流动能力？ 

 

服务贸易总协定似乎确实与 WTO 成员参与双边投资条约下双边投资流动自由化

的行为有所关联。3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认“建立国外的商业存在”是四种服务贸易中

的一种。这样一种存在的建立与服务行业的国外直接投资大体相同。大多数的国际服

务贸易是通过建立商业存在，即通过在目标市场上进行投资，来完成的。2012 年，全

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72%可归于服务行业。4因此，拥有实质化投资自由化承诺的

双边投资协定将会成为对统计上最重要的服务贸易模式进行自由化界定的协议。 

 

服务贸易总协定包含有关 WTO 成员国可以在何时以及如何开放双边服务贸易的

规定。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二条规定成员国要这样做，必须事先得到其他所有 WTO 成

员国的相同的市场准入权。服务贸易总协定针对这种最惠国待遇待遇义务制提供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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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例外情况。第一，GATS 第二条规定，如果成员国已经基于他们 GATS时间表中的最

惠国待遇义务豁免了相关部门和活动，则 WTO 成员国不需要再去追求双边协定下授予

的市场准入承诺的多边化。第二，如果与其他成员国签订的双边协议履行某些经济一

体化的标准，那么他们不再需要授予市场准入的承诺。GATS 第五条特别指出，这种

协议不应该排除任何从一开始就努力进行自由化的供应模式，它们都具有相当广的行

业覆盖面或已经超越了国家有关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承诺。 

 

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情况下，拥有实质性投资自由化承诺的双边投资协定

似乎并不能达到，GATS 中涉及的服务相关的投资优先自由化条件。因此，在此种双

边投资协定之下，服务相关的实质性的自由化承诺理所当然地应当具备多边化特点。

一方面，双边投资条约下授予的这种承诺似乎常常超出国家基于 GATS 第二章第二条

在其时间表上所包含的保留条款；仅有 17 个 WTO 成员国在其时间表中注明了双边投

资协定相关的一般性保留条款。5其次，双边投资协定似乎很难与GATS第五条相兼容

。设计过的双边投资协定只开放了四种服务贸易模式中的一种。此外，许多双边中含

有大量保留条款。以美国为例，它通常将国家为背景的大型分拆上市包括到其双边投

资协定当中。 

 

似乎很少有决策者意识到，双边投资协定下授予的服务相关投资自由化承诺很可

能会受到 GATS 第二条中最惠国待遇义务的左右。比如，我们很难想象美国和欧盟会

投身于与艰难的中国的投资自由化谈判中，因为他们明知道任艰辛的服务有关的市场

准入承诺都可能瞬间多边化。 

 

那么，决策者怎样才能确保优先投资自由化符合世贸组织的法律呢？首先，为了

避免 GATS 的适用性，他们可以排除他们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服务相关的自由化承诺。

然而，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其次，他们可以只关注与获取服务部门那些在其 GATS

时间表中被排除在 MFN 最惠国待遇义务之外的额外的市场准入。第三，他们可能会

加紧自由化的努力以符合 GATS 第五条规定。国家必须保证广泛的部门覆盖各种供应

模式。但是，这样的投资谈判随之而来的复杂性，使得直接达成全面的优先贸易协定

变得更加合理了。 

 

(南开大学国经所杨爽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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