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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正在重新审视国际投资协定（IIA）。2015 年 12 月，印度起草了

一份双边投资协定（BIT）修订案，试图在投资者保护和国家主权之间取得平衡。

该草案的制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 IIA 制度更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

逐步进行，并重视每一条约和行动。印度修订案只是整个机制改革的一个步骤。 

 

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印度模式 BIT 改革过程中作者的亲身经历，但是也

从更广阔的角度，解决了改革整个 IIA 系统的需要。 

 

投资深植于国民经济，比贸易问题更加复杂，后者可以通过边境措施加以控

制。投资问题的复杂性阻碍其被置于保护伞条款之下。因此，包括争端解决机制

在内的投资机制，不同于贸易机制，二者不能一视同仁。 

 

然而，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是 IIAs 的核心。它被证明是一个

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强有力的工具，但它也引起了广泛的政策担忧。目前的 ISDS

机制是特别设立的、不可预知的、随意的，亟待重新审视。这些顾虑已经引起了

对改革现有机制的关注，以各种提议的形式存在；例如，欧盟建议成立一个投资

法庭系统，巴西提出了设立特派员和国与国间争端解决方式，南非已通过国家投

资保护法。 

 

在目前的 ISDS 机制中，东道国付出的代价巨大。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

议报告，截至 2016 年年底，关于 IIAs
1的约 767 起针对东道国的诉讼案被公开提

起。2015 年 74 起诉讼案，2016 年 62 起。虽然目前 ISDS 机制的成本显著，但

是几乎没有实证证据可以证明 BITs 和 FDI 流量之间的关系。这需要大量工作来

提高各个国家对于 IIAs 合法性的信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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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 IIAs 对于投资者的偏袒，因为其焦点是对资本的

保护和资本收益。此类保护均未扩展至劳动力、当地人、移民或者消费者，他们

同样与投资存在关联。 

 

未来的 IIA 机制应包括以下原则： 

 

 该机制必须能够考虑东道国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不能损害政府对福利或合

法公共政策的自主监管权。已有国家在条约中承认政府“监管权”，未来仍待

进一步发展改进。在协商过程中敏锐洞悉不同参与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是解

决这些担忧的必要条件。  

 未来的机制改革应比较现有及任何拟议的 ISDS 机制的成本和收益。ISDS 机

制中的不同程序和参与者费用表有助于澄清争端相关方的费用，这对政府尤

其重要。费用表也有助于降低成本。 

 应该更加重视争端解决的其他替代方式，包括国内补救办法、强制性谈判和

调解。仅当不存在当地救济时，才允许直接使用国际机制。 

 基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仲裁规则，产生了大量的 ISDS 争端。由于

该规则主要针对私人商业争端解决，因此应制定独立的投资者-国家仲裁规则。 

 

改革机制应包含以下特征： 

 

 仲裁员协议，关于公正性、不合格标准、利益冲突及能力方面。 

 提高仲裁员多样性，通过选取来自不同背景和地区的仲裁员，建立仲裁

小组。 

 撤诉和上诉条款。 

 规避多级诉讼和择地行讼条款。 

 建立申报阶段预审索赔机制，拒绝缺乏实质，并可能增加政府对琐屑无

聊索赔的处理费用的索赔。 

 透明度原则，同时有权不披露秘密/保密/机密信息。 

 仲裁裁决和费用合理性规定。仲裁时，法庭也应考虑反讼和其他减罪因

素。 

 维护东道国责任与投资者义务、国家防御型与冒险型投资利益之间的平

衡。 

 

因此，国际投资机制下一阶段的改革需要突破近期条约所作的有限改进：充

分纠正现行制度的缺陷和模糊性，在上文所述概念和问题的基础上逐步修订。 

     （南开大学国经所陈江滢、杨旭晗） 

                                                           
*
 The Columbia FDI Perspectives 是公开辩论论坛。 本文观点不代表 CCSI 或者哥伦比亚大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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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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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见 UNCTAD, http://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I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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