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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民主国家能够达成更为严谨的国际投资协议？ 

Eric Neumayer and Peter Nunnenkamp
 *

 

 

传统观点认为由良好的治理指标、法律体系以及财产权利的保障所构成的国内制

度为国外投资者提供了第一层有效保护。然而，实证研究表明民主的东道国（一般具

有良好的国内制度）比相对专制的国家更易达成国际投资协议（IIAs）。1此外，由 70

年代末至今的趋势分析表明，民主国家较专制国家更倾向于同意结合投资国争端解决

与准入前国民待遇的 IIA 条款。若 IIAs 结合详细的投资国争端解决与准入前国民待遇

，则东道国由专制到自主每变化一级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将提高 10%（基于“自由之家

”的七级划分）。2也就是说，即使民主政府的国内制度为国外投资者提供了保护，该

政府仍然对 IIAs 秉持严谨的态度。  

 

关注国际贸易协定的政治科学家给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由于国际贸易自由化协

议可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提高决策者的连任的机会，所以民主国家更有可能达成国际贸

易自由化协议（符合中间选民偏好）。3然而，这一理论不太可能在外国直接投资（FDI

）和 IIAs 中体现。与贸易自由化相比，什么才是有效的经济政策尚未明确。由实践可

知，贸易协议能够刺激合作伙伴国的进出口是毋庸置疑的，但 IIAs 是否可有效促进

FDI 流入具约束承诺的东道国并不确定。进一步来看，贸易有利于经济增长是可以肯

定的，但哪些条件下的 FDI 有利于东道国仍不明确。怀疑论者认为能够提高生产力的

FDI 不可能流入最需要的地方，即生产要素禀赋不足的贫穷国家。然而，贫穷的民主

东道国似乎急切的希望像更为发达的民主国家一样参与到 IIA 中去。 

 

对于为什么民主国家会签署更多且更严谨的 IIAs 这一问题，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

们目前还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纯“技术性”的说法是：鉴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

民主长期发展进程与双边投资条约迅速增加的一致性，所以民主和日益严谨的 IIAs 之

间被认为是统计关系，而非因果关系。然而，近期关于包括优惠贸易协定的投资条款

的分析证实了民主的重大影响。或者，民主国家视自己为国际体系的“好公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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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更可能参与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这种未被注意的异质性可随时间而改变，从而在

采用观测数据的典型研究中难以控制。 

 

另一种可能的说法令民主政府更为尴尬。短视与专注于即将来临的选举容易使得

理性受限。4因此，只要政府没有因违背 IIA 条款而被外国投资者指控至国际仲裁，则

东道国政府就应忽略有关 IIA 争端的“高效、低概率成本”。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显示，近期类似案件的数量骤然上升。更重要的是，较多的案件发生在民

主的东道国，而非专制的东道国。尽管对于民主国家来说，案件数量并不一定意味着

较高的投资争端成本，但这表明天真的民主政府对待 IIAs 并不严肃。 

 

民主国家是否比专制国家更短视是一个开放性话题。一方面，一个精确的成本收

益平衡的 FDI 条款需进行一个 IIAs 的合理性评估。其次，民主这一概念过于宽泛，从

而不能揭示具体治理结构的复杂性，例如议会制度与民主总统制之间是存在差异的。

最后，从治理结构到国际规则的单向因果关系是难以建立的。如果民主政府摆脱主要

全球 IIA 管理体制，以越来越弱的 FDI 条款取而代之或就现有协议重新谈判，则将有

新观点应运而生。本文旨在说明投资国争端解决在美国与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

伙伴协议谈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南开大学国经所杨爽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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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着研究并推广实用方法和解决方案、分析热点政策性议题的重要使命。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ccsi.columbi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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