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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双边投资条约:现状与前景

韩秀丽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摇 要:中非双边投资条约的现状不利于需要国际法保护的中非投资。 随着中非经济合作的

主要范式由经济援助转变为贸易和投资,以及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转型和现代化,更新和缔结新

的中非双边投资条约应成为中国政府非洲投资政策的重要内容。 中非双边投资条约需要更为有

效和平衡,尤其要考虑中国保护非洲投资的迫切需要以及非洲国家保护特殊利益的现实要求,最
佳模式应是在南南合作理念的基础上平衡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规制空间。 中非投资法律关系的

区域化或多边化,也是双边投资条约之外的一条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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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双边投资条约(BIT)谈判与研究的热点是中美 BIT 和中欧 BIT。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转

向非洲,就会发现近年来非洲已经重新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投资重点。 相应的结果是,这些经济

体竞相与非洲国家缔结 BIT,可见,这些经济体仍将 BIT 作为其非洲投资政策的重要内容。 最为典

型的是加拿大,其与坦桑尼亚的《外资促进与保护协定》(加拿大版 BIT)于 2013 年生效,与贝宁的

BIT 于 2014 年生效。 而且,其于 2013 年完成了与几内亚、赞比亚的 BIT 谈判,于 2014 年与喀麦隆、
尼日利亚、塞内加尔、马里、科特迪瓦签订了 BIT,与布基纳法索完成了 BIT 谈判。 目前,其正在与

加纳、肯尼亚和突尼斯进行 BIT 谈判。[1] 显然,近两年加拿大与非洲的 BIT 处于方兴未艾的状态。
除了与非洲 8 个国家有有效的 BIT 外,美国与卢旺达的 BIT 也于 2012 年生效。 美国也重新开始与

加纳等非洲国家及东非共同体进行探索性的 BIT 商讨,并与毛里求斯谈判高标准的 BIT。 此外,美
国与非洲国家之间还有其他国际投资协定,为促进和保护美国投资奠定了基础。 一向很少签订

BIT 的日本也于 2013 与莫桑比克签订了 BIT。 而欧洲发达国家则由于历史原因,与非洲国家早已

有大量 BIT。 例如,仅德国与非洲国家就有 42 个有效 BIT 和 3 个已签订但尚未生效的 BIT。
相比之下,中国与非洲国家仅有 17 个有效 BIT,而其中多数不符合中国对非投资的现实需要。

其他 17 个尚未生效的 BIT,除个别由于签订时间较早、生效希望渺茫外,多数可能被认为过于强调

投资保护而面临无法生效的挑战。 因此,有人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当然包括非洲国家)的 BIT
对于增加中国对其投资似乎没有作用,这些 BIT 可能主要是出于政治而非经济上的目的。[2]在中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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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关系日益重要、非洲投资风险日益增加而整个国际投资条约体制却面临正当性危机的情况下,
研究中非投资面临的挑战及中非 BIT 的现状与前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的非洲投资:现实挑战与风险

20 世纪 90 年代末,由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快速发展,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也开始活跃。
2003—2014 年间,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存量迅速增加。 尤其是 2008—2009 年间,在西方国家发

生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向非洲直接投资的流量急剧增加,此后,中国向非洲直接投资流量亦逐

年稳定增加。 2000—2014 年间,中国非洲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16% 。[3]

2013 年末,中国企业的非洲投资涵盖 52 个国家,投资覆盖率达到 86. 7% ,仅次于亚洲。[4]在非

洲投资的中国投资者虽然呈现出多样化态势,但主体仍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在矿业和建筑部门。 中

国在非洲的主要投资地包括:南非、赞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津巴布韦、苏丹、阿尔及利亚、刚果

(金)、毛里求斯、加纳、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刚果(布)和肯尼亚。[5] 随着非洲国家经济的增长及

中非关系的日益密切,一些非洲企业也开始积极向中国投资。 但毫无疑问,在中非投资关系上,中
国主要扮演的是资本输出国角色,非洲是中国重要的投资地。

联合国贸发会的外国直接投资贡献指数显示:“外国公司对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具有相对较

高的贡献,尤其是非洲,表现在增加的价值、创造的就业和工资、税收收入、创造的出口和形成的资

本方面。冶 [6]所以,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增加对于非洲的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中国投资的

渐进增加却引起了一些国家的担忧,因为中国在非投资不可避免会触及一些国家的“既得利益冶,
自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其焦虑和非理性反应。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甚至在一次演讲中

指出,非洲国家应当考虑与更负责任的国家而不是掠夺资源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7] 其含义不言

自明。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 2011 年 7 月访问尼日利亚时,更是提请非洲国家注意中国的“威权资本

主义冶对非洲的“不可持续性冶。[8]中国在非洲的矿产资源投资甚至被指责为以“恩惠冶之名行“自
利冶之实。[9]虽然中国在非投资的一大优势是非洲国家并不将中国视同西方殖民者,但这些夸大其

词的批评对中国的非洲投资难免不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即使在正常情况下,投资者和东道国政府或

投资地的利益相关方也可能产生一些矛盾,而这些负面言论无疑会起“煽风点火冶的作用。
实践中,中国投资者在非洲经营投资过程中,已经遇到了一些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以下仅列

举较为突出的三种情况。
(一)国有化、征收及违反企业社会责任风险

近两年,非洲一些国家资源民族主义思想膨胀,为此,容易实行国有化或征收政策。 在 2013
年,中石化的子公司阿达克斯石油公司(Addax Petroleum)在加蓬“Obangue冶油田的开采权被加蓬

政府撤销后,该子公司向国际商会的国际仲裁院提出了仲裁申请,但其仲裁申请被该仲裁院驳回。
据报道,阿达克斯石油公司的“Tsiengui冶油田的开采权也将在 2015 年被加蓬政府撤销。 而早在

2012 年,加蓬政府就曾经取消中国机械工程公司对“B佴linga冶铁矿山的开采权。[10] 一般说来,在非

洲发生的国有化或征收现象,经常发生在自然资源开发部门,而中国的投资恰好就集中在采矿业和

建筑业。
一些国家的整个投资政策就是不合常规的,这为中国的投资者带来了系统性风险。 例如,国际

社会公认只有例外情况下才能采取征收措施,且要受包括补偿在内的一些条件的限制。 然而,津巴

布韦的 2005 年宪法修正法案却允许政府没收或征收私人农场而无需补偿,并禁止其法院对外国投

资者的求偿做出裁决。[11]

此外,也存在投资者违反当地法律、忽视企业社会责任而遭到东道国规制的风险。 例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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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科蓝煤矿(Collum Coal Mine)因受到滥用劳工、工作环境不符合标准的指控,赞比亚政府从

中方私营业主手中收回了煤矿控制权。
(二)战争或类似事件的风险

一些非洲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形势不稳定,宗教冲突严重,战争或骚乱频发,恐怖袭击时有发生。
利比亚、埃及、苏丹和突尼斯是四个典型国家。 由于战争或类似事件,中国投资者在这些国家的投

资遭到了严重损失。 在此情况下,保护中国投资者及其在这些地区的投资成为迫切需要。 然而,中
国政府与利比亚旧政府签订的 BIT 很难生效,与其他三个国家的 BIT 仅规定在发生战争或类似事

件的情况下,对于投资者遭受的损失,如果东道国采取补偿等措施,外国投资者享受最惠国待遇或

国民待遇。 因此,在这些国家遭受战争或类似事件造成损失的中国投资者,其受损利益并不必然能

够得到救济。 然而,毫无疑问,中国在此类非洲国家的投资需要安全保证,这会导致双赢结果。 如

果没有适当的国际法安排(即 BIT 或其他国际投资协定),中国与非洲国家间的可持续投资很难良

性发展,因为只有这些条约才能从法律上保障中国投资者及其在非投资的安全和利益。
(三)反 BIT 的风险

一些非洲国家开始对 BIT 采取怀疑和反对态度。 南非是一个典型例证。 南非政府早就表明了

对 BIT 的态度和立场:2009 年南非贸易和产业部发布了《BIT 政策框架评审》,表示计划分阶段终

止其于 1994 年至 1998 年缔结的第一代 BIT。 截至目前,南非已单边取消了其与比利时及卢森堡、
西班牙、荷兰、德国和瑞士的五个 BIT。[12] 南非也在讨论终止与古巴和阿根廷的 BIT。 至于来自中

国的投资,南非政府官员表示要根据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协定框架来提高

保护水平,在金砖集团的背景下处理与中国的 BIT。 但该主张缺乏详细的实施计划,签订于 1997
年 12 月 30 日的中国-南非 BIT 也前途未卜。 在“BIT 对吸引外资无益,且损害国家发展目标冶的思

想指引下,南非并没有去更新和改进其第一代 BIT,而是在积极推动其国内的外国投资法,计划退

回到用国内法来保护外国投资。 南非 2013 年的《促进和保护投资议案》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 Bill)表达了用该法保护外资的意愿,但其反映出的保护水平降低,因为征收补偿标准

受到南非宪法的限制,而争端解决只能利用其国内机制。[13]

无独有偶,纳米比亚对 BIT 也选择了消极态度,其认为“BIT 与外资的流入没有相关性冶,并且

其“目前正在评审其外资法冶。 实际上,纳米比亚计划未来依靠其外资法而不是 BIT 来保护外

资。[14]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与纳米比亚 1996 年签订的 BIT 生效希望渺茫,更不要说更新条约了。
非洲一些国家对待 BIT 态度的转变很大程度上缘于深度卷入国际投资仲裁。 2014 年(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新增根据《ICSID 公约》及《ICSID 附加便利规则》登记的投资争端中,以非洲国

家为被申请人的有 12 起,占到 30% 。[15]从另一方面看,这也表明非洲国家的一些投资规制措施可

能存在违法性,给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带来风险。

二、中非 BIT 的总体特征与局限

在具体考察中非 BIT 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中国的四个 BIT 范本及相应的四代 BIT。 回顾中

国 BIT 范本的历史,根据中国学者提供的学术文献,中国曾经有四个 BIT 范本,即 1984 年范本、
1989 年范本、1997 年范本及 2010 年范本(草案)。淤 相应的,建立在这些范本基础之上,中国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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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BIT 自然可以分为第一代 BIT (1982—1989 年)、第二代 BIT (1990—1997 年)、第三代 BIT
(1998—2009 年)和第四代 BIT(2010 年至今)。淤 当然,基于缔约年代来确定一个条约属于哪一代

条约并不总是准确,更准确的方法应该是基于条约的内容。 例如,中国-南非 BIT 缔结于 1997 年

12 月 30 日,然而,其在内容上应属于第三代 BIT。 尽管中国-埃塞俄比亚 BIT 和中国-佛得角 BIT
分别缔结于 1998 年 5 月 11 日和 1998 年 4 月 21 日,根据条约内容,它们仍然属于第一代 BIT。 当

然,这种情况属于例外。
一般说来,每一代 BIT 都反映了其依据的相应范本,具有不同的特征:第一代 BIT 及 1984 年范

本强调东道国的利益;相比之下,第二代 BIT 及 1989 年范本并没有实质性变化;第三代 BIT 及 1997
年范本偏向于保护投资者利益;而第四代 BIT 及 2010 年范本试图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 中非

各代 BIT 反映了同样的特征,本文仅以前三代中非 BIT 及其四个条款为代表加以说明。
首先,在待遇标准方面,中国-加纳 BIT(第一代)第 3 条和第 12 条规定投资享有公正待遇和最

惠国待遇,前者不应低于后者。 虽然该条约不阻止东道国国内法律法规给予投资更优惠的待遇,但
并没有规定国民待遇,而是把是否给予国民待遇的权利保留在东道国手中。 中国-加蓬 BIT(第二

代)第 2. 2 条和第 3. 1 条规定投资享有公平与公正待遇,其含义包括免受不正当或歧视性措施,且
该待遇不应低于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 中国-马达加斯加 BIT(第三代)第 3. 1 条和第 3. 2 条首

先强调了公平与公正待遇是一项国际法原则,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都不应当受到阻碍,并进

一步列举了这些法律上或事实上阻碍的表现。 第 4. 1 条规定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而且投资

要享受两者中更优者。 该条约第 9 条还规定,无论是缔约方之间的国际法还是东道国国内法现在

或将来给予投资的优惠待遇,应当优先于该条约而得到适用。
其次,在征收方面,中国-加纳 BIT 第 4 条采取肯定式的表达方式,规定缔约方为了国家安全和

公共利益,可以采取征收、国有化或相似措施,只要满足根据国内法律程序、无歧视及补偿三个条

件。 中国-加蓬 BIT 第 4. 1 条则采取否定式表达方式,对征收或国有化采取消极态度,规定除非符

合为了公共利益、依据国内法律程序、无歧视及补偿四个条件,缔约方不得采取征收、国有化或类似

措施。 中国-马达加斯加 BIT 第 5 条则同样采取否定式表达方式,进一步细化了采取征收或国有化

措施的要件:为了公共利益、依据良好的法律框架、无歧视且不违反缔约方的承诺,以及公平补偿。
再次,关于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条款,中国-加纳 BIT 规定,投资者只能就征收补偿额的争

端提交国际特设仲裁庭,而仲裁庭适用的准据法应是东道国国内法、该 BIT 及缔约双方公认的国际

法原则。 中国-加蓬 BIT 引入了磋商作为前置程序,但是,能够提交国际投资仲裁的仍然只是有关

征收补偿额的争端,其他投资争端则要逐案同意。 只是由于彼时中国已经批准了《ICSID 公约》,所
以,ICSID 机构仲裁取代了特设仲裁。 仲裁庭可适用的准据法与中国-加纳 BIT 相同。 至于中国-
马达加斯加 BIT,其第 10 条规定任何投资争端,投资者都可以选择提交仲裁,东道国只可要求将东

道国国内行政复议程序作为前置程序。
最后,对待战争和武装冲突带来的损失,三代中非 BIT 普遍规定,如果东道国采取措施进行补

偿,则投资者享有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 但是,根据此类条款的措辞,即“如果东道国采取措

施冶,投资者未必真正能够得到补偿。
笔者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及联合国贸发会网站提供的 BIT 进行统计,中非共有 34 个 BIT,生

效的有 17 个,其中:8 个第一代 BIT(加纳、埃及、毛里求斯、津巴布韦、阿尔及利亚、苏丹、佛得角和

埃塞俄比亚),2 个第二代 BIT(摩洛哥、加蓬),6 个第三代 BIT(尼日利亚、南非、赤道几内亚、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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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斯加、突尼斯和马里),1 个第四代 BIT(坦桑尼亚)。
其他 17 个中非 BIT 由于各种原因尚未生效。 其中,1 个第一代 BIT,由于久已过时,难以生效。

13 个第三代 BIT,在整个国际投资条约体制面临挑战与危机、一些国家对其产生怀疑甚至抵制的情

况下,其生效亦非易事。 与纳米比亚及刚果(金)的 BIT 由于得不到文本,所以尚不能确定其属于

哪一代 BIT,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总体结论。 另外,中国从未与其他 20 个非洲国家签订 BIT,包括

中国投资者的重要投资目的地,诸如安哥拉、赞比亚。 然而,一些与中国无 BIT 的国家却与美国订

有 BIT,如塞内加尔和卢旺达。
简言之,中非 BIT 不仅量少、生效率低,而且生效条约中的大多数是第一代和第二代 BIT,投资

保护水平很低。 所以,尽管非洲是中国的重要投资目的地,其投资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和风险,但大

多数中非 BIT 并不能起到保护中国海外投资的作用。 第三代中非 BIT 具有较高的投资保护水平,
尤其是投资者享有将所有投资争端诉诸国际投资仲裁的权力,然而,在当前的形势下,这类条约似

乎很难获得非洲国家的普遍接受。
为了有利于中非合作和双赢投资关系的发展,将来有必要更新中非 BIT,缔结能够平衡投资者

和东道国利益的现代化 BIT。

三、BIT 的转型和现代化趋势

当前,国际投资条约及仲裁体制的改革成为流行话语。 BIT 的转型和现代化也成为必然趋势,
反映在 BIT 的新发展方面,其共同趋势是投资者和东道国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平衡。 而 BIT 出现转

型和现代化趋势的原因则包括各国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对外国投资与 BIT 的关系、BIT 及《ICSID
公约》态度及立场的变化,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并扩及亚洲、非洲国家,导致他们重新审查其 BIT
政策、并可能根本改变其投资法律与政策。

一方面,BIT 的转型体现在对经济主权和政府规制权的强调以及引入投资者的责任。 另一方

面,对投资者的保护也得到某种程度的加强。 因此,更确切地说,这种转型应该视为国际投资法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由于中国越来越具有资本输入国兼资本输出国地位,即所谓“身份

混同冶,所以,如同美国一样,中国在当前国际投资法的转型与现代化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 中国

的 2010 年 BIT 范本(草案)及其后缔结的中国-坦桑尼亚 BIT 及中国-加拿大 BIT 体现了这种转型

和现代化,这两个条约也表现了南南 BIT 和南北 BIT 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试图在不同的水平进行

利益平衡;而在后者,投资者和东道国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水平无疑都更高。 进一步说,投资

者的权利和东道国的政策空间即使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也是能够实现利益平衡的。 例如,一方面,
BIT 可以规定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又可对准入前国民待遇规定例外,并将准入前国民

待遇的争端排除在投资者-国家仲裁事项范围之外。 再如,一方面可以规定保护伞条款,另一方面

又可将合同义务限制于特定范围。 为了本文的目的,以下论述仅集中于 2010 年 BIT 范本(草案)
及中国-坦桑尼亚 BIT。

其一,在 2010 年范本的序言中,除了前三个 BIT 范本中提到的传统目标,诸如“促进和保护投

资冶“基于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冶“相互尊重主权冶外,引入的新要素包括“促进健康稳定的经济及

可持续发展冶以及“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冶。
其二,尽管 2010 年范本规定了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及公平与公正待遇,但对这些待遇的适用

范围加以限制。 国民待遇并不适用于投资的设立、并购和扩大,而只适用于投资准入后。 投资者不

能通过最惠国待遇条款援引其他国际投资条约中的投资争端解决程序,从而排除了最惠国待遇条

款对争端解决程序的适用。 当然,投资者可以享受第三方条约中的实体待遇,但是具体享受程度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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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基础条约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和基础条约的具体条款,最惠国待遇条款并不能自动

并入第三方条约中的所有实体条款。[16] 强调充分的保护和安全不等于要为投资者提供超国民待

遇,违反该条约的其他条款及违反其他条约也不等于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
其三,征收条款更加细致,试图在给予东道国规制权的基础上限制其可能被滥用。 除了征收作

为例外要符合四个要件外,即为了公共利益、依据国内法律程序或相关的正当程序、无歧视及补偿,
还规定间接征收的确定要依据事实逐案确定,并列举了需要考虑的因素,即措施的经济影响、对投

资者及其投资的歧视程度、对投资者正当期望的干扰程度以及措施的性质和目的,这些措施是善意

地为了公共利益且与其所追求的目的成比例。 这些考量因素限制了东道国任意采取不合法的征收

措施。 更为值得注意的变化是规定了征收的例外条款,即“缔约一方采取的旨在保护公共健康、安
全及环境等在内的正当公共福利的非歧视的规制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但在个别情况下,例如所

采取的措施严重超过维护相应正当公共福利的必要时除外冶。
其四,对待战争和武装冲突带来的损失,规定如果东道国采取措施进行补偿,则投资者享有国

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两者中较优者。 而且,对于东道国军队或当局非因战斗行动或情势必需而征

用或损害投资,应给予恢复原状或合理补偿。
其五,在投资争端解决方面,规定更加详细。 主要的发展和新要素是:(1)投资者可将争端提

交东道国国内法院、ICSID、依据 UNCITRAL 仲裁规则设立的特设仲裁庭、其他仲裁机构或特设仲裁

庭,但选择其一则不能再选择其他争端解决场所或方式,即规定了岔路口条款。 但可仲裁的事项仅

限于投资者主张东道国违反第 2 至 9 条以及第 14 条的争端。 (2)三年仲裁时效的限制。 (3)准据

法优先适用争端双方协议的法律。 (4)仲裁裁决要采取金钱补偿或返还财产的形式,但争端双方

可以另行约定。 (5)关于仲裁成本,仲裁庭可在裁决中指示争端双方中的一方承担较高比例的费

用并说明理由。 所以,如果仲裁庭认为争端一方的申诉或异议是轻率的,可依据正当理由裁定败诉

方承担胜诉方因反驳该申诉或异议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和律师费用。
在 2010 年范本之后缔结生效的中非 BIT 是中国-坦桑尼亚 BIT。 该 BIT 基本上套用了 2010 年

范本,并在其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 例如,中国-坦桑尼亚 BIT 在序言中明确增加了“鼓励投资

者尊重公司社会责任冶。 在投资待遇标准方面,第 3. 2 条明确增加了一个特殊条款,授权缔约方为

了发展与激励本国企业家,根据其法律法规给予其国民激励或优惠。 在健康、安全和环境措施方

面,缔约双方承认,放松国内健康、安全或环境措施来鼓励投资的做法是不恰当的。 因此,在消极措

施方面,第 10. 1 条规定东道国不得放弃或损抑有关措施或承诺放弃或损抑有关措施,以鼓励投资

者在其领土内设立、并购、扩大或保留投资。 而在积极措施方面,第 10. 2 条规定,只要东道国不是

以专断或不合理的方式采取有关措施,或有关措施不构成对国际投资的变相限制,则东道国为保护

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而采取或维持必要的环境措施不应受阻止。 实践表明,因东道国环

境、安全及卫生标准过低,可能引起缔约方之间的争端,并可能通过协商和仲裁方式解决。 因此,对
于该类消极措施可能会有实质性约束。

基于以上,迄今为止,最新的中国-坦桑尼亚 BIT 乃中非 BIT 的典范,似乎预示了中非 BIT 的发

展方向,虽然,也许中国 BIT 的转型和现代化远非如此。 中国-坦桑尼亚 BIT 试图使投资者得到更

好的保护,同时,也试图维护东道国为了正当目的而采取规制措施的权力,从而使东道国免受“寒
蝉效应冶的影响,即由于受到国际投资仲裁的威胁,抑制行使正当法律权利。

四、中非 BIT 的前景

在一些国家对 BIT 采取消极态度的时候,中国对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即积极缔结 BIT。 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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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由于现有中非 BIT 的弱点以及后危机时代中国 BIT 的转型和现代化,更新过于陈旧、不利

于保护中国海外投资的第一代和第二代 BIT 是必要的,并且也是有先例的,例如,中国与尼日利亚、
刚果(金)的 BIT 就经历了重新缔结的过程。 对于 13 个尚未生效的第三代 BIT,也需努力促其生

效,如果非洲国家不愿批准,则也存在重新缔结的问题。 此外,对于其余 20 个与中国尚未缔结 BIT
的国家,则需要积极缔结 BIT。

笔者认为,主张 BIT 与吸引外资没有任何关系无疑如同呓语。 至于 BIT 作为一种法律工具能

够发挥多大作用,当然取决于多种因素,BIT 必须与其他投资环境要素,诸如国内资源禀赋,国内政

策、规制和制度框架等,共同发挥作用。 尽管对于 BIT 是否能够促进或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存在不同

观点,但不可否认,在大多数情况下,BIT 能够促进缔约双方的经济利益,而且能够表达双方促进经

济关系和增进友好关系的政治意愿。 从另一个角度看,BIT 可能促进东道国的整体发展,对于其政

治、法律、社会和经济均有重要含义。 也许正因如此,在一些国家否定 BIT 的同时,有更多的国家在

积极缔结 BIT。
至于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输入国和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输出

国,很难说没有 BIT 的贡献。 主张中国的 BIT 对其增加向发展中缔约方的投资没有作用,以及主张

这些 BIT 主要出于政治而不是经济目的,这些观点并不可信,或者已经过时。 而且,即使初衷为政

治目的,在条约缔结后便有了法律效力,可以用来维护经济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海外投资

预计在两三年内将超过外资流入,[17]中国政府仍在创造条件,大力推进海外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
中非 BIT 对于促进及保护中国在非投资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中非 BIT 的更新和缔结应列入中国

政府的重要议程。
虽然具体的条款设计取决于缔约双方的实力及各自关心的议题,但将来的中非 BIT 条款无疑

应该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在探讨中非 BIT 的前景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南南合作应作为中非 BIT 的指导理念或原则。 南南合作是发展国家间基于平等互利、互

相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及不附加任何特权和政治条件的合作,[18]而如今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合作,
南南合作仍应是发展中非投资关系的基石。 自 1964 年以来,南南 BIT 逐渐增加。[19]由于近年来新

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出现,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分化加强,南南 BIT 的数量更不断增加。 值得注意的

是,有学者提出,南南 BIT 并没有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一种不同于南北 BIT 的法律框架,因此,当另

一缔约方是中国时,“非洲国家必须小心地对待每个 BIT 谈判冶。[20] 笔者认为,客观上,由于中国的

发展中国家身份,中非 BIT 本质上仍然是南南 BIT 而不是南北 BIT。 实践中,中国缔结的南南 BIT
和南北 BIT 还是存在很大差别,南南 BIT 不如南北 BIT 那样要求过高。 通过仔细的条款对比分析

会发现,2013 年签订、2014 年生效的中国-坦桑尼亚 BIT 与 2010 范本极其相似,而 2012 年签订、
2014 年生效的中国-加拿大 BIT 似乎基本上是以 2004 年加拿大投资协定范本为依据进行谈判的

结果。 中国-坦桑尼亚 BIT 与中国-加拿大 BIT 的差别体现了中国缔结的南南 BIT 和南北 BIT 的实

质差别。 相比之下,2013 年签订生效的加拿大-坦桑尼亚 BIT 鲜明地体现了南北 BIT 的特征,同
样,美国-卢旺达 BIT 也并没有特殊考虑卢旺达的发展程度,而是同样包含了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

条款,二者皆与中国-坦桑尼亚 BIT 差别巨大。 因此,总的说来,虽然中国缔结的南南 BIT 和南北

BIT 都在试图平衡投资者和东道国利益,但可以说,它们是在不同水平上的平衡。 有学者认为,虽
然中国主张“南冶的身份,但是其追求的却是“北冶,中国的中非 BIT 立场是模棱两可的。[21] 这种观

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特定 BIT 毕竟是缔约双方现实情况和国力的反映,具有特殊性。 换句话说,中国缔结的南南

BIT 和南北 BIT 不可能完全相同。 很难想象中国与非洲国家签订的 BIT 和中国与美国或欧盟签订

的 BIT 在保护和准入方面达到相同的高水平。 再试想,即使南北模式的 BIT 更符合中非投资关系

·45·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5 年



的现实和中国利益,但如果中国政府倡导与非洲国家缔结此类南北 BIT,在政治上会是何种影响?
是否符合中国的对非政策? 是否有现实可行性? 更何况,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还负有推动国

际投资法向更为公正的方向发展的历史使命。 当然,理论上,通过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拉平冶或“多
边化冶作用,会将中国缔结的南北 BIT 和南南 BIT 的差距在某种程度上(具体取决于最惠国待遇条

款的设计)缩小,但这需另当别论,也并不能因此倡导中非 BIT 就应该选择南北 BIT 模式。
第二,在国际投资法方面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之一是联合国贸发会,在其《世界投资报告》

(2012 年和 2014 年)中强调负责任的投资和可持续发展,这两个理念是不可忽视的,应该得到中国

和非洲国家的认真考虑和接受。 投资者应当承担某些社会责任和义务,即使此类条款没有强制性

的法律约束力,对投资者的行为也会起指引作用。 当然,在目前阶段,防止此类条款成为投资壁垒

也是必要的。 实际上,中国似乎已经接受了以上观点,即在反思了中国企业在非洲频繁面临当地工

会抵制和劳动争端以及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青山绿水变为穷山恶水冶的现实后,认为未来的

BIT 应该考虑劳工和环境问题。[22]中国-坦桑尼亚 BIT 引入了可持续发展、公司社会责任、健康、安
全和环境等因素正是对这种观点的缔约实践回应。 这里的可持续发展应做广义理解,即包括经济、
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在《中非经济贸易合作》中也广泛提及了这些要素或目标。[23]

第三,对于一些非洲国家,特殊条款是必要的。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坦桑尼亚 BIT 中规定了一

个特殊条款,授权缔约方为了发展与激励本国企业家,可以根据其法律法规给予其国民激励或优

惠。 另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南非 BIT 第 3. 3 条规定,根据该条款,南非在其境内给予中国投资者

的“投资和收益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本国投资者的投资和收益的待遇,但全部或主要关于税收

的国内立法或旨在专为促进、保护和提高由于南非共和国过去的歧视性做法而受到损害的人或人

群的计划或经济行动除外冶。 显然,这是出于考虑南非特殊国情的特殊条款。 另外,从发展维度考

虑,在 BIT 中应给予较不发达缔约方以特殊和差别待遇,这也得到了联合国贸发会的支持。
第四,中非 BIT 应对保护中国海外投资起到重要作用。 所以,对于目前最有争议的 BIT 条款,

即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条款,包括仲裁条款,无疑是应当保留的条款,其是国际投资法治化的重

要标志,是国际投资法治的“牙齿冶。 我们看到,欧盟在评审了其 BIT 政策后,仍然决定保留投资者

-国家争端解决条款,认为该条款是欧盟共同投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希望其更加具有透明

度、可问责性和可预见性。 所以,笔者赞成,尽管投资者-东道国家争端解决机制起初是为西方国

家的投资者设置,也最受人诟病,但经过良好设计的投资者-东道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在中非投资争

端解决中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 ICSID 仍应是重要的争端解决场所。
至于一些非洲国家突出存在的战争和内乱等现象给中国海外投资带来的风险,加强 BIT 中的

战争损失条款和明确代位权条款是很重要的应对方法。 在 2010 年范本的基础上,具有借鉴意义的

是意大利 2003 年 BIT 范本第 4 条的规定:“如果一缔约方的投资者在另一缔约方领土内的投资,因
战争、其他形式的武装冲突、紧急状态、内乱或其他类似事件,遭受损失或损害,则受到影响的投资

所在的缔约方应(shall)就此类损失或损害提供充分的补偿,且不管损失或损害是否由政府军队或

其他主体造成,补偿应(shall)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支付,并无不适当迟延地可自由转移。 无论如

何,有关投资者应(shall)得到另一缔约方国民同样的待遇,且无论如何,不能低于第三国投资者取

得的待遇。冶此外,现有的中非 BIT 中都提及缔约一方或其指定的机构对于非商业风险的担保,可
以行使代位求偿权,但应该进一步明确规定缔约一方或其指定的机构如何行使这种求偿权以及这

种权利的范围、行使的主体、场所和程序。
第五,中非投资法律关系的区域化或多边化也是 BIT 之外的一条发展路径。 目前,中国正在积

极参与和促进非盟的经济一体化和跨区域合作,不断加强与非洲区域组织的合作,并将合作制度化

和体制化。 例如,自 2011 年起,中国就与东非共同体以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签订了《经济贸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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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框架协定》,涉及贸易便利、直接投资、跨境基础设施、发展援助等方面的合作。 鉴于当今国际投

资法的碎片化状态,国际投资条约的多边化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海外投资者的大力倡导,因此,
在中非投资协定方面,区域化与多边化同样是值得考虑的路径。 前面提到的金砖国家框架也是一

个重要的探索方向。
综上所述,中国应当对中非 BIT 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理念和战略,中国的政策应该不同于那

些敌视 BIT 或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国家,并认真思考应当缔结何种中非 BIT。 除了极少

数国家,中国的积极态度应该能够得到非洲国家的广泛认同。 例如,埃及对待 BIT 的态度就与中国

一致,其表示希望国际投资协定体制能够有效保护投资者,也能保护东道国免于遭受无理的申诉,
并且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及平衡投资者权利与义务。 赞比亚亦想在不损害国际投资协定有效

性的情况下,保留充分的政策空间以促进经济发展。 尼日利亚则客观地认识到,国际投资协定确实

为各个行业的投资者提供了“安慰冶,但也担心国家为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进行规制的权力。 中国

政府多次宣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渴望与南方国家基于平等互利原则,展开广泛深入合作,实现

追求实际效果的共同发展。 中国与非洲国家宣布建立经济上双赢合作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这些

原则和伙伴关系能够保证中非 BIT 基于南南合作理念,迈向合理方向。 在缔结新的中非 BIT 或更

新旧条约时,应当考虑中国和非洲国家的现实情况,保持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的平衡,不能如美国

或加拿大与非洲国家的 BIT 那样,“要求过高冶。 在中国在非投资面临风险与挑战的情况下,正确

处理中非政治经济关系,基于国际法缔结互利且在文化上适当的 BIT 应是正确选择。 为此目的,
《联合国贸发会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框架》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BIT 模板》都具有重要参考

价值。 有学者认为中非 BIT 存在重大缺陷,全部过时。 这一论断似乎过于极端,但无疑提醒我们应

当认真思考中非 BIT 的现状和未来。

注释:
[1]Foreign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FIPAs), www. international. gc. ca / trade-agreements-accords-commer鄄

ciaux / agr-acc / fipa-apie / index. aspx? lang= eng, 2014-09-01.
[2]Kate Hadley, “Do China蒺s Bits Matter? Assessing the Effect of China蒺s Investment Agreements on Foreign Direct In鄄

vestment Flows, Investors蒺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冶,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3-2014(45):
255.

[3]CNN: 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is far above that of the U. S., 29 August 2014, big5. mofcom. gov. cn / gate / big5 /
www. mofcom. gov. cn / article / i / jyjl / k / 201408 / 20140800715762. shtml, 2014-08-30.

[4][5]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商务部、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3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4 年,第 36、18 页。

[6]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2: Towards a New Generation of Investment Policies, New York and Geneva: U鄄
nited Nations, 2012, p. 1.

[7]MAP: Here Are All of the Big Chinese Investments in Africa since 2010, www. businessinsider. com / map-chinese-in鄄
vestments-in-africa-2012-8,2014-09-09.

[8]Jason Groves, Cameron warns Africans over the “Chinese invation冶 as they pour billions into continent, 19 July 2011,
http: / / www. dailymail. co. uk / news / article-2016677 / Cameron-warns-Africans-Chinese- invasion-pour -billions -
continent. html, 2014-12-14.

[9]Uch佴 U. Ewelukwa, “South-South Trade and Investment: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African Perspectives冶,
Minnesot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1(20:2): 513, 513.

[10]The Africa Report, Asian companies naive to African challenges, 7 February 2013, www. theafricareport. com / News-
Analysis / asian-companies-naive-to-african-challenges. html, 2013-08-31.

[11]Zimbabw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Act (No 17), 2005, section 2(2).
·65·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5 年



[12][17]UNCTAD, 2014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Investing in the SDGs: An Action Plan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2014, p. 114, xix.

[13]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 Bill, 1 November 2013, www. tralac. org / files /
2013 / 11 / Promotion-and-protection-of-investment-bill-2013-Invitation-for-public-comment. pdf, 2014-12-14.

[14]Malan Lindeque, The Statement of Namibia, World Investment Forum 2014: Investing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IA
Conference - 16 October 2014.

[15]ICSID, The ICSID Caseload-Statistics, Issue 2014-2, p. 25.
[16]UNCTAD,Most-Favoured-Nation Treatment: UNCTAD Series on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2010.
[18]曾华群:《国际经济法导论》(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第 288 页。
[19]UNCTAD,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rangements, UNCTAD serie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鄄

ment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2005, p. 5.
[20]Uche Ewelukwa Ofodile, “Africa-Chin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 Critique冶,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鄄

al Law, 2013(35): 131, 207.
[21]Won Kidane, “Reflections on China-Africa BITs, China-Africa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Dispute Settlement: A Piece

of the Multipolar Puzzle冶,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Proceedings, 3-6 April 2013, p. 228.
[22]李成纲:《2012 年中国对外商务法律实践及其思考》,《国际经济法学刊》2012 年第 4 期。
[23]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蒺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Afric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鄄

tion, Peking, December 2010.

[责任编辑:蔡永明]

China鄄Africa BITs: Current Conditions and Future Prospects

HAN Xiu鄄li
(Law School,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The status quo of China鄄Africa BITs is unfavorable for China鄄Africa investment which needs the protec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With the major China鄄Africa cooperation paradigm shifting from economic aid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a蒺s BITs, renewing, and entering into new, China鄄Africa BITs should be鄄
come an important part in China蒺s policy for investment in Africa. China鄄Africa BITs should be more effective and better
balanced and the urgent need to protect Chinese investors and their investments as well as the demand of African countries
to protect their special interests should all receive special attention and consideration. It is argued that an ideal approach i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investors蒺 interests and the regulatory space of the host states according to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uth鄄South Cooper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regionalizing or multi鄄lateralizing China鄄Africa investment legal relationship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apart from China鄄Africa BITs.

Key Words: China, Africa, BITs, South鄄South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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