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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中环境保护路径之海外保险制度 

林孟孟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  浙江杭州 

【摘要】全球资本的快速流动，致使国际投资成为国际经济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际投资是把双

刃剑，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面对产生的环境问题，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都积极

采取相关措施，在不影响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基础上，努力寻找恰当的方式保护生态环境。本文主要介绍目

前国际和国内投资法律制度中已有的环境保护相关内容，重点分析作为国内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海外投资保

险制度对环境保护可以产生的积极影响，并对我国未来在此领域的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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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apid flow of global capital make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Howev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s a double-edged sword, which not only promo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brings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bo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levels have actively taken relevant measures to find appropriate ways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thout affecting the liber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existing content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investment legal systems,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ositive impact of overseas investment insurance system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domestic law,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this fiel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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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资本开始走出

国门，赚取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相关国家经济的

发展，但也产生了一些环境问题。以中国为例，我

国吸引很多外国资本到中国市场投资，外资的进入

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添砖加瓦”。但是，因为发

展需要以及国内管理层环保意识较弱等因素的影响，

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自然资源

的过度开发和利用进而导致严重的环境保护问题。 
大量环境污染案例的发生，各国以及相关国际

组织逐渐意识到在国际投资中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在 2012 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投资被赋予了新的

含义，将其定义为促使国家社会与经济目标共同发

展的行为，并且指明在进行海外投资活动的同时要

保障东道国的规制权。在2021年的《世界投资报告》

中，可持续发展仍是重要问题。这导致的另一趋势

是，在现今的国际投资条约或者区域贸易协定中，

加入可持续发展条款或者环境保护条款。 
本文首先介绍了国际投资条约中的环境保护条

款和国内法中的环境保护条款，其次讨论海外投资

重要组成部分的保险制度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联系和

实践，最后探讨这种联系和实践给中国未来发展带

来的启示。 
2 国际投资条约层面的环境保护现状 
在国际投资条约层面，此处主要讨论的双边投

资条约中的相关条款。根据已有的双边投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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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在三个部分对环境保护进行规定，分别是条约

的序言、例外或征收条款以及专门条款。 
2.1 序言中的规定 
一般来说在国际投资协定的序言中提到的环境

保护或者可持续发展目标对缔约方并不具有强制性

的约束力，但是在产生纠纷时，可以帮助仲裁庭解

释与适用相关条款。因此，将环境保护或可持续发

展内容加入序言中并不是没有作用的，它的存在使

得投资条约显现出绿色发展的趋向。与没有此类需

要条款的国际投资条约之间具有质的区别。 
以美国的 BITS 为例，其中的环境保护规则经历

了从无到有的发展。美国最早的《1984 年 BIT 范本》

没有涉及环境保护内容。但在《1994 年 BIT 范本》

的序言中明确规定“同意以不放松健康安全和环境

措施或标准实施目标”，这是首次在 BIT 范本中明

确提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内容，虽然仅仅是宣言式

表达并无强制性，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2.2 例外或征收条款的规定 
投资自由化是国际投资中所追求的，因此，例

外条款对于环境保护起着安全阀的作用，越来越多

的国家将环境保护列入例外条款之中。如中国与加

拿大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第三十三条“一般例外”条
款中规定，缔约方可以处于环境保护的需要而采取

一些措施。这为缔约方规制权创造了“生存空间”，
其对环境保护的国内管制不再与国际投资协定冲突。 

除了例外条款，在国际投资中，东道国为了健

康、环境、安全等公共利益可以对投资者的财产进

行合法的征收。虽然各个投资协定中对征收条款的

规定存在差异，但是基本都包括了公共利益、正当

程序、非歧视性和补偿这四项要求。环境保护属于

公共利益的一部分，这是目前大多国家都不会否认

的事实。例如美国在《2012 年 BIT 范本》中规定：

除非罕见的情况下，一缔约方采取的旨意在或者用

于保护正当的公共福利目标，诸如公共健康、安全

和环境的非歧视性的规制措施，并不构成间接征收。 
2.3 专门条款的规定 
相比序言、例外和征收条款的规定，专门条款

的规定更具体和有针对性，将环境保护明确列为双

缔约方的权利义务，不再仅存在于宣言式的序言和

做补充强调的例外条款中。同时也预防了为了追求

经济发展选择牺牲环境利益的情况发生。在 2020 年

12 月 30 日完成谈判的中欧全面投资协议中设有可

持续发展的单独条款，中国承诺在劳工和环境领域

不降低保护标准以吸引投资，不为保护主义目的使

用劳工和环境标准，并遵守有关条约中的国际义务。

可以看出专门条约的设定，既是对东道国环境保护

规制权的再次确认，同时也是督促东道国积极保护

生态环境，避免通过降低环境保护标准来吸引海外

投资的行为。 
3 国内法层面的环境保护现状 
在国内法层面，由于国际投资是跨国的，因此

其主要涉及东道国的国内法和投资者母国的国内法，

以下将分开讨论。 
3.1 东道国的国内法 
在国际投资发展的最初阶段，因对投资自由化

的追求，东道国的规制权并没有得到重视，其对投

资者的规制空间受到严重挤压，无论是在条约文本

还是相关实践中，东道国的规制权都处于被忽视的

状态。环境保护问题的日益严峻，国际投资协定中

开始强调东道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要作用。东道国不

仅是环境保护的义务主体，同时也是环境保护的权

利主体，被赋予规制投资者行为以进行环境保护的

权利，且在某些方面具有自由裁量权。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针对环境保护问

题制定的法律。东道国国内法是东道国行使规制权

的重要基础，例如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该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共海洋环境保护法》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等。

这些法律不仅适用于国内的企业，同时也适用于来

我国投资的外国投资者。美国的 BIT 范本中认可了

东道国国内的关于环境保护的法规与国际投资协定

中的环境保护条款具有同等地位。 
3.2 投资者母国的国内法 
在以往的国际投资协定中，对投资者母国和投

资者的权利规定较多，并未对母国提出环境保护义

务要求。此类规定逐渐被证明是不平衡的，对东道

国国家和人民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在国际投

资法制中寻求母国和东道国以及投资者之间的平衡

是必然的趋势。联合国贸发会议早在 2003 年的《国

际投资报告》中建议，应当在新一代的双边投资条

约中增加投资者责任和母国义务，以确保国际投资

关系中母国、投资者和东道国三者之间权利与义务



林孟孟                                                                  国际投资中环境保护路径之海外保险制度 

- 13 - 

的平衡。2005 年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可持续发

展国际投资协定范本》对母国及投资者的环境保护

义务予以细化，平衡三者的权利与义务，是使投资

者及其母国也承担公平责任的尝试性规定。 
东道国国内法对投资者的规制属于属地原则，

而母国对投资者的规制则为属人原则。与东道国相

比，母国对投资者的规制更为有效，毕竟投资者的

大部分资产仍位于母国境内。目前，母国对投资者

的规制方法主要可分为立法规制的方法和司法规制

的方法，以下将分别介绍。 
1、司法规制的方法 
在投资者进行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如果对当地

的环境破坏造成破坏，除了要面对东道国的法律管

制和投资仲裁外，可能还要面临在母国被诉讼的风

险。母国的法院对发生在东道国境内的环境破坏行

使管辖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基础是诉讼当事人

中有一方是本国人，属于属人管辖权。但现状却是

很多投资者母国出于保护投资者的目的，常常拒绝

在本国进行先关的环境诉讼。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在

国际投资协定中，不断加强母国和投资者的环境保

护义务和责任，一方面是出于母国对自己本国投资

者保护偏袒的担心，另一方面则是在实施前明确权

利义务，促使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谨慎行事，避免

造成不必要的环境污染和影响。 
2、立法规制的方法 
2013 年由商务部和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的《对

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是我国国内第一个专门

针对对外投资合作中环境保护问题的部门规范性文

件，但该指南由企业自觉遵守。2017 年颁布的《民

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要求民营企业境外

投资要全方位注重资源环境保护。2018 年颁布的《对

外投资备案（核准） 报告暂行办法》这一部门规范

性文件则展示了与对外投资备案这一环节相联系的

对外投资环境保护的具体执行方式。可以看出，我

国国内关于海外投资环境保护的法规很多，说明我

国意识到对海外投资环境保护问题进行规制的重要

性，从原本的大多都是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实

施细则与标准，到条约内容的逐渐细化，在实践中

可操作性不断提高。 
同时，很多投资者母国也会通过一国的银行业、

保险业对海外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进行管制。例如，

在 2004 年，花旗银行和荷兰银行等宣布采纳“赤道

原则”。2008 年 10 月 31 日，兴业银行采用了“赤道

原则”，是中国第一所采用赤道原则的银行，截止

2021年，中国国内已有6家银行宣布采用“赤道原则”，
其他银行虽然没有宣布采用使用“赤道原则”，但会

采用 ISO26000 或加入联合国的“全球契约”计划。 
4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环境保护的联系和实践 
4.1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联系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资本输出国促进和保护海

外投资者的主要法律制度，为海外投资保驾护航。

基于海外投资保险“防患于未然”的特点，可以将其

与国际投资中的环境保护问题联系起来。在保险公

司的投保指南和签订的保险合同中列明环境保护条

款，如果海外投资者是因为环境保护问题而被征收

或造成其他非商业损失，即使损失本应落入保险公

司的赔付范围内，保险公司仍可以拒绝理赔。 
环境保护问题需要防患于未然，如果投资者在

最初签订海外投资保险合同的时候就可以意识到，

如果在东道国的投资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则

一旦其遭受非商业风险，可能面临无法受到保险公

司赔付的风险，这对海外投资者来说是很大的损失。

海外投资过程中，投资者的投资额可能并非全是自

己的资金出资，会在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融资。因

此，一旦海外投资出现较大损失，其可能要面临资

金链断裂的风险，进而可能影响投资者国内的相关

企业，这是投资者将无法承受的风险。 
其实，很多金融行业已采取相关措施，将融资

行为和环境保护行为结合在一起考虑。我国银监会

在2012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制

定了《绿色信贷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指

引》中明确规定，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当加大对绿色

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支持，努力防范环境

风险……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加强授信审批管理，

对环境和社会表现不合规的客户，应当不予授信。

2021 年 10 月 22 日，在欧盟的呼吁下，经合组织成

员国原则上达成协议，将在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之前，停止以出口信贷的形式对燃煤电厂

进行支持。早在 2021 年 1 月以来，欧盟一直致力于

停止煤炭出口信贷的支持，2 月欧盟委员会在其《贸

易政策评估》中提议，立即停止对燃煤电力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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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信贷支持。这说明，环境保护与金融业逐渐结

合在一起是不可逆的趋势，中国也身处其中。 
4.2 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实践 
美国是最早的开始实行海外投资保险的公司，

之后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但其实世界上很多国家保

险公司的承保条件中都存在环境保护条款。以美国

的 OPIC 为例，早在 1998 年 OPIC 就已经发布环境

手册，规定其用于未来及现行投资的环境标准、评

估和监管程序指南。OPIC 所承保的项目必须遵守东

道国环境法律，大多数活动必须坚持世界银行的环

境标准。对于环境风险较大的海外投资项目，OPIC
将拒绝予以承保。并且，OPIC 的这种监管是持续性

的，并非是在投保时刻进行审查监督，而是一直伴

随着整个投资行为。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MIGA 通过的《环境和社会

可持续性政策》（以下简称《政策》）适用于 2013
年 10 月之后启动的所有投资担保，并且还将遵守世

界银行的环境、健康和安全指南。《政策》中规定

了绩效标准，而绩效标准的第一条即为环境和社会

风险与影响的评估和管理，《政策》中写道：这些

绩效标准是通过一种基于风险的、以结果为导向的

方式帮助 MIGA 的投资和咨询客户管理和改善他们

的环境和社会绩效，采用减缓体系来预期并避免对

员工、社区和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在无法避免的情

况下，对风险和影响予以最大程度降低，并在仍有

残余影响的情况下，进行适当的赔偿或抵消。并且

不仅适用于直接投资还适用于通过金融机构等的间

接投资。 
近年来，作为中国唯一一家可以为海外投资承

保非商业风险的保险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保”）已经承保了很多海外投资项

目，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国际资本对接有效平

台。从中信保的官方网站可以看出，其业务主要包

括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海外

投资保险以及担保等。在海外投资保险中，承包风

险主要包括征收、汇兑限制、战争及政治暴乱和违

约风险。但是，查遍中信保的官方网站和可查找到

的先关文件，对于承保的项目并未建立相关的环境

保护标准、评估和监管程序。或许是因为我国海外

投资保险起步较晚，目前仍未触及环境保护的相关

领域，但作为对海外投资能够产生较大影响的保险

公司，中信保应该学习其他国家海外投资保险机构

的经验，切实考虑环境保护方面的要求和标准。 
5 结论 
首先，在环境保护立法方面。从上述内容可以

看出，我国国内法中存在环境保护立法，但是有关

海外投资者环境保护行为的内容大多都存在于立法

层级较低的法规和部门规章之中，虽然存在一些较

为具体的规定，但大部分规定都是原则性规定，相

关政策仍只是基本的纲要，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标准

仍然不够明确，在实施过程中也对透明度和公众参

与的方面的考虑也不多。作为母国的政府，应该从

国内法角度入手，加强立法，督促企业在“走出去”
的过程中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切不可为了经济利

益而无底线的破坏东道国环境。 
其次，在海外投资保险方面。我国中信保是根

据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通知》

和所附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组建方案》和《中

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章程》成立，这些红头文件中

并未明确提及海外投资保险业务并且现行的《保险

法》并不适用于中信保的业务之中。相比于其他国

家海外投资保险的“合并立法模式”或“单独立法模

式”，我国目前仍处于“无立法模式”。这种现状并不

利于我国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未来发展，进而将会

影响海外投资者的投资以及我国海外投资总量的下

降。因此，有必要通过全国人大颁布《海外投资保

险法》，从法律上确立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最后，中国保险行业应该向银行业学习，制定

颁布相应的环境保护守则。我国目前的相关法律法

规和政策在这方面是完全空白的，因此可以选择逐

渐发展，例如可以在中信保的投保指南中或与投资

者签订的保险合同中添加与环境保护的条款，建立

环境保护风险评估制度。除此之外，也可以由国务

院相关部门或全国人大办法专门的法律文件，将海

外投资保险制度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监督保险机构

和海外投资者的行为。其实不仅是我国的银行业，

其他发达国家、MIGA 以及世界银行都曾出台过相

关法律法规或政策，以督促投资者在进行海外投资

时，应该注重对当地的环境保护和影响，否则就存

在融资或赔保失败的风险。我国颁布相关立法既可

以表明我国对全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

又可以督促我国的海外投资者切实履行企业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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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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