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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法院——优化还是倒退？ 

M. Sornarajah *
 

 

建立国际投资法院的提案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核心问题其一是投资协议究竟是

否应该存在；其二是相较于目前通过仲裁解决争端，投资法院是否更好。虽然第一个

问题更为重要，既然已经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最好一开始讨论并制止这一提议。 

 

考虑到对目前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不抱幻想，尤其是在跨大西洋贸

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谈判背景下的欧盟（EU）文件中，提议的替代选择是建立一个长期

有效的国际投资法庭。这一方案能够解决当前 ISDS 机制的不合理性吗？反对者的观

点指出，ISDS 机制存在的不合理性在于选出的少数仲裁员，存在意识形态偏见，解

决纠纷结果通常利于跨国公司。他们阐述的条文比达成政府谈判的条约更为广泛，因
此，也削弱了政府的监管职能。 

 

投资法院并不能解决这种不合理性。法院将成为新自由主义规则的投资保护手段

，并且拥有更高的权威。国际法院（ICJ）的法官一直出任投资仲裁员。一份研究记录

表明，那些未曾担任如此高职位法官的仲裁员，他们并不能避免同样的偏见。少数情

况下，来自发展中国家的 ICJ 法官出任投资仲裁小组成员，他们与大多数来自发达国

家的法官意见不一。1 仅有少数五位法官来自发展中国家，这并没有太大的帮助。他

们属于少数，甚至假设其还没有被新自由主义观点同化。他们可能被迫服从大多数人

的决议。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可能来自的地理区域，或者他们如何被选任。 

 

国内法院的法官（以欧盟的国内法院为例）大多数来自精英阶层，拥有一致的观

点。英国最高法院的副院长Baroness Hale 注意到，大部分高级英国法官都是男性白种

人，他们就读于同一所名牌大学，专业从事商业法律。2 除了在多数投资仲裁公法问

题上缺乏专业知识外，这些法院的法官很可能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倾向。同样地，从其

他欧盟国家中选出的法官，也不太可能意见不一致。所以，投资法院可能会出现以更

权威的方式偏向某一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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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在的欧洲人权法院为例，它已经解决了投资仲裁中突出的财产权问题。起初

，因为社会学家对财产权存在争议，欧洲人权公约并不包括这一权利。通过第一份公

约议定书，欧洲人权公约才把财产权囊括进来。法院关于该条款的解释表明，其保留
对监管干预产权适用比例标准的权利。比例规则如今被运用于投资仲裁中，用以克服

监管干预不等同于有偿征收。通过投资法院，该种有利于投资保护的创新将会进一步

加强。比例规则增加了不确定性和主观性。批判人士认为，比例规则确保法院通过越

权持续审查监管，从而阻碍了民主国家的职能。 

 

投资法院的建立将使法院从民主控制中分离出来。正如其他常设性国际法院，法

院将僭取额外的权力，并通过它所尝试过的运营领域来建立管理体制。虽然学术上的

观点赞成部分宪法法律中的创新性扩展。但是，潜在的危险在于，新自由主义原则将

在民主进程的力量中保持不变。到目前为止，在投资仲裁领域，尚未出现先例说明。

直到出现一个常设性的司法机构时，将不会存在这种情况。 

 

欧盟提议国际投资法院应该无异于国内法院。假如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允许现存

国内法院行使解决国际争端的职能？国内法院更熟悉国家干预外国投资的案例，并且

能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更有效地评估干预的公正性。这正是南非和巴西采取的方式

。国内法院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借鉴投资仲裁的经验，建立国际投资法院的提案，

将会突显现有 ISDS 机制的缺点。 

 

（南开大学国经所胡梦承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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