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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半球国际投资的法律构架
Lorenzo Cotula

*

针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外国投资造成了两种不平衡协商力量之间的利
益竞争，即跨国企业与东道国政府和受投资项目实施影响的居民之间的竞争。经
济全球化伴随着调节投资的国家与国际行为准则的广泛发展和影响，包括投资法、
自然资源法与人权法。这些行为准则会影响投资的成本、风险与收益在多个参与
方之间分享的方式。
针对国家法与国际法以及对非自然资源投资的跨国合同法发展的分析表明，
法律诉求的平衡往往更有利于保护外国投资而不是受害者。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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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得到国家法律与国际人权法的保护。但是由于法律法规、实质性条例以及法
律救济的缺陷，法律的保护作用正在削弱。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无论从国家层面
还是国际层面上挑战政府行为都是是很困难的。为一些投资制定的先进的社会和
环境管理规划大大超出国家法律规定，但并未建立受害者可执行的法律权利。另
一方面，双边投资协议（BITs）、国家法律的修改、跨国合约以及国际仲裁在加
强国际投资法律保护，规范主权国家专断行为，以及反映发展中国家吸引国际投
资付出的巨大努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由此而来的政权制度似乎更倾向于保
证跨国投资流动而不是确保接收国人民能从这些资本流动中获益。
以国际法为例。投资法与人权法保护权利享有人不受国家的随意干涉，并为
其提供国际救济。但是投资法为外国投资者提供的保护措施通常比人权法提供的
更有效。BITs 中的征用条款通常含有公共目的、非歧视以及补偿要求，并将补偿
与市场价值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非洲人权与人民权利宪章承认财产权，但不
要求国家补偿权力享有人遭受的损失；它仅要求遵守适用的法律，说明国际人权
法没有解决国家法律下对补偿要求的空白。
此外，人权法通常要求申诉人在上诉国际法庭前首先在国家法律下寻求一切
可行的法律救济，这可能涉及漫长的诉讼过程以及不同程度的诉讼。BITs 中许多
仲裁条款没有要求投资者用尽国内的法律救济——虽然有些要求首先尝试国内
的法律救济。
倘若人权申诉人赢得官司，那么该裁定的法律效力或者实际效力是很有限的。
例如，非洲人权与人民权利委员会仅公布了无约束力的决议。近期成立的非洲人
权与人民权利法庭公布了有约束力的裁决。但是只有约一半的非洲国家是该法庭
草案的成员国。仅有四个国家发布声明称，允许私人与 NGOs 无须经过委员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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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接将问题提交到法庭。另外一方面，在国家赞同国际仲裁的方面，仲裁裁决
在法律上是有约束力的。事实上，投资法在抵制政府专断行为上不能提供绝对的
庇护。尽管执行裁定可能很困难，但是执行裁定的安排一般比人权法规定的更有
效。根据一些已经签订的多边协议，当签约国政府不愿付款时，投资者可以获得
该国海外拥有的资产——尽管豁免规定限制这种做法。
在争夺竞争权利的地区，法律保护的差异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投资者与
受害者各自将同一个投资争端提交到国际仲裁员与人权机构。近期，拉丁美洲国
家发生的案例就属于这种情况。
投资者需要有效的保护措施来抵制专断待遇。有合理的理由来区别处理不同
的权利。但是随着全球在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利益的增长，受害者必须拥有更强
的权利。相对而言，由于对受害者的保护不充分，因而他们比大型投资者会损失
更多——因为失去一小块土地会使得他们面对贫困时更加脆弱，并使他们丧失其
社会身份。
国际法必须更注重平衡，从而其向投资提供的保护与对受投资流动影响的权
利保护相匹配。国家法必须赋予地方土地所有人更强的支配其资源的权利以及决
策制定中更大的发言权。就当地权利的透明度、问责制与保护措施（在这些方面
国家法缺少国际标准）而言，投资合约内容必须更加广泛。这些法律改革要有所
作为，必须伴随着加强地方执行权利能力的可持续投资。
（南开大学国经所徐国方翻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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