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NOMIC RELATIONS
F

PRACTICE IN

REIGN
ANDTRADE

doi:10.3969/j.issn.1003-5559.2021.04.010

WTO实务

随着近些年逆全球化与贸易

保护主义的兴起，美国在 WTO上诉

机构法官人选表决当中，频繁地使

用“一票否决”，以上诉机构的生存

为要挟，满足美国在国际贸易当中

的其他利益，导致 WTO上诉机构在

2019年 12月正式处于瘫痪，面临

生死存亡的边缘。在此背景之下，

研究 WTO上诉机构由于法官人数

未达到世界贸易组织程序规定，在

上诉机构运转陷入停摆之后，国际

市场多边贸易纠纷与争端，将有何

种机制与机构弥补纠纷解决的功

能，实现国际市场多边贸易的良性

发展，已然成为现阶段国际社会与

学术界格外关注的焦点。根据世界

贸易组织以及 WTO 多边贸易纠纷

争端解决程序，目前世界贸易组织

仲裁程序是短期内弥补上述机构

缺失最佳选择之一。因为 WTO上诉

机构与 WTO仲裁程序，都可以解决

和协调国际贸易纠纷与争端，当然

仲裁机制相比 WTO上诉机构存在

局限性，因此研究现阶段 WTO上诉

机构的生存危机，以及 WTO仲裁机

制弥补上诉机构停摆之后的功能，

将会面临的局限性和弊端进行分

析。希望通过研究为国际多边贸易

市场纠纷与争端解决机制的重构

和完善，提供具有价值的思考。

一、WTO上诉机构生存危

机的探寻

（一）法官数量匮缺，上诉机构

陷入停摆

WTO上诉机构法定程序规定：

上诉机构现存法官人数少于 3人，

则上诉机构受理的任何国际贸易

纠纷案件，均无法调解与裁定。

2017年 -2019年，美国在 WTO新任

法官评选启动“一票否决”，美国动

用“一票否决权”累计高达 30 次，

导致 WTO上诉机构目前现存的法

官数量，由 2017年的 5人锐减到

2019年年底 1人。由于美国持续不

断地使用“一票否决权”，导致 WTO

上诉机构每一次法官提名都没有

办法得到连任或者通过。以至于在

2020年 1月开始，WTO上诉机构名

存实亡，由于美国的一意孤行、不

择任何手段的胁迫，通过 WTO上诉

机构的存亡，换取有利于美国在国

际贸易当中的其他利益，使得国际

贸易之间可以通过司法调解或者

裁定的经济纠纷，只能够倒退回

去，依赖于“丛林法则”。因此，美国

在 WTO上诉机构当中，肆意妄为地

滥用“一票否决权”，导致 WTO上诉

机构目前已经处在生死存亡的边

缘，根据目前 WTO上诉机构现存法

官数量而言，在跨国贸易产生纠纷

和争端的案件当中，即便争端一方

上诉机构的生存危机、
仲裁机制弥补的局限分析与对策

———基于解决贸易争端角度

■ 吴金蓉 广东白云学院

摘 要院伴随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反扑，多边贸易机制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在WTO 上诉机

构新成员遴选程序持续阻挠，导致WTO上诉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研究 WTO上诉机构的生存危

机，以及 WTO上诉机构运转停摆之后，仲裁机制弥贸易纠纷解决功能的缺失面临的局限性，具有重要的经济

价值与理论意义。结合目前阶段 WTO上诉机构主要面临的生存危机，以及仲裁解决机制本身存在的不足进

行研究，提出有效的补充或者完善措施，使仲裁解决国际之间贸易争端成为常态化，并且发展成为系统化与机

制化。同时为WTO成员国在贸易多边体制当中，积极地维护全球化的趋势并且利用 DUS第 25条，通过仲裁

解决贸易争端提供具有价值的思考与良好的操作意见。

关键词院上诉机构危机；WTO改革；DSU第 25条；仲裁

[作者简介]吴金蓉(1979—)，女，广东白云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讲师；研究方向：经济法、外经贸法则。



ECONOMIC ELATIONSR F
PRACTICE IN

REIGN
AND TRADE

WTO实务

当事人将案件提交到 WTO上诉机

构，但是根据 DSU的规定提交至

WTO上诉机构的诉讼案件，必须有

3名法官对该案件进行审理终结，

这就导致 WTO 上诉机构已经处在

名存实亡的地步。

（二）DSU规定与上诉机构实

际操作的冲突

DSU 的具体规定与 WTO 上诉

机构实际操作之间的冲突持久未

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其中 DSU第 17

条第 5款与第 17条第 1款程序规

定与实际操作出入较大。WTO上诉

机构 DSU第 17条第 5款规定:“诉

讼自争端一方正式通知其上诉决

定之日起至上诉机构印发其报告

之日为止通常不得超过 60 天。”

WTO 上诉机构的 DSU 作出此类规

定，其核心的目的是在于推进诉讼

进程的加快，实现对司法资源的节

约和司法资源利用率的最大化，然

而在现实的 WTO上诉机构所接手

的诉讼案件当中，上诉机构无法在

60日以内完成，对诉讼案件的审理

终结，根据 WTO上诉机构对外数据

的披露：2016 年 WTO 上诉机构

87.33%的诉讼案件，最终完成审理

终结的需要超过 60日，指上诉机

构接到争端一方提交诉讼请求，并

且将该诉讼通知明确地送达，另一

方当事人组织双方开庭审理案件，

由审查小组和专家评定组对该案

件当中的证据、合同协议的具体内

容进行客观公正的审核与评定，然

后有上诉机构对该诉讼案件作出

审判终结所需要的时间周期。往往

在 60以内无法完成涉及到跨国贸

易的庞大工作内容。DSU第 17条第

1款规定:“常设上诉机构由 7人组

成，每一个案件都必须由上诉机构

中的 3名成员进行审理。”上诉机

构对接手的案件进行审理时，必须

要遵循 DSU规定的共同掌权的原

则，也就是说对诉讼案件通常有 3

名法官进行审理，同时 3名法官与

另外 4名法官事前在日内瓦开碰

头会，共同交流和讨论对该诉讼案

件审理的意见，然而 WTO上诉机构

的法官并非是全职而是兼职，这在

无形中再一次对 DSU 的规定与上

述机构实际的运行之间造成冲突，

并且带来额外的负担。

（三）超出受理范围案件仍需

受理，受理审查程序模糊

WTO上诉机构面对超出受理范

围的案件，如果争端一方提起诉讼

或者裁定请求，WTO上诉机构仍需

受理，而且对是否属于上诉机构受

理案件审查程序规定模棱两可。

WTO 上诉机构由于缺少发回重审

权，虽然在 DSU 等相关的规定当

中，确定 WTO上诉机构对受理范围

以内的诉讼案件，进行实质的审判

和案件审判终结。然而根据 WTO争

端解决机制与 DSB相关的规定，在

跨国贸易的纠纷案件与诉讼案件

当中，争端一方的当事人如果向上

诉机构对特定的诉讼案件与争端

案件提起诉讼请求时，WTO上诉机

构并没有权利，对该案件是否在符

合 DSU规定的能够受理的案件范

围进行审查，简而言之，WTO上诉机

构对二审的诉讼案件缺少发回重

审权。与此同时，WTO上诉机构的

对案件是否在 DSU规定的受理范

围以内的审查程序相对模糊，WTO

上诉机构 DSU 第 17 条第 10 款规

定：“上诉机构的审理过程应当是

秘密的”。对上诉案件的书面陈词，

诉讼案件当中的诊断，双方当事人

对问题的回答，以及具体的法律意

见等多项内容采取保密措施，这就

导致 WTO上诉机构对于案件是否

在受理范围以内以及案件具体的

审理过程，都处于极度模糊的状

态，没有做到对 WTO上诉机构审理

的案件，对社会和新闻媒体机构进

行公开、公正、透明的报道。并且根

据 WTO终端解决机制以及 DSB 的

规定，WTO上诉机构对受理的案件

在审判的过程中具体法官人员，采

取随机抽取的方式，这必然会导致

争端双方当事人担心，其中抽取的

3名法官当中会出现对方当事人的

身份的法官，对 WTO上诉机构的审

判权威和公信力直接动摇。

二、WTO仲裁机制弥补上

诉机构功能后的局限性分析

（一）仲裁机制被动的选择，导

致贸易纠纷处理效率低

WTO仲裁机制需要争端双方事

前协议商定，在国际贸易纠纷争端

解决机制当中属于被动选择，导致

国际贸易纠纷通过仲裁机制仲裁

或者调解效率极低。WTO贸易争端

解决机制当中，上诉机构以及与此

对应的 DSU规则，属于强制型的贸

易纠纷与争端解决的机制与审判

机构。根据 WTO上诉机构对外披露

的数据统计：截止 2017年，WTO上

诉机构对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争端

纠纷案件，通过上诉机构进行调解

或者是审判终结的案件，在全球跨

国贸易总案件数量当中占比超过 7

成以上，累计为全球经济发展与贸

易合作挽回经济损失高达 681.33

亿美元。以至于发展到目前为止，

众多的学者、跨国贸易企业以及国

际组织，在面临跨国贸易合作争端

和纠纷案件时，首先是采用 WTO争

端解决机制当中的上诉机构，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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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U规则进行处理。然而根据前文

对 WTO上诉机构目前的生存危机

的分析，由于多方面综合因素的干

扰与阻碍，导致 WTO上诉机构即将

面临走向灭亡的边缘，迫使众多学

者与国际组织以及跨国贸易的企

业，为之后跨国贸易合作产生的纠

纷案件如何采用其他的机制或者

是机构，进行合理、公正的解决而

产生担忧。虽然在理论上可以使用

WTO仲裁机制进行国际贸易纠纷

案件的调解或者是仲裁解决，但是

在本质层面，WTO仲裁机制和仲裁

程序属于被动性的选择，以贸易合

作的双方当事人在具体合同协议

当中约定，产生贸易纠纷时采用

WTO仲裁机制和程序进行解决，WTO

仲裁机构才能够对此类的跨国贸

易合作的纠纷和争端案件，有权受

理并且进行仲裁。然而目前 WTO仲

裁机制在理论上通过变通能够弥

补上诉机构所带来的功能缺失，在

实际当中要实现 WTO仲裁机构弥

补上诉机构以及对应的功能依旧

任道而重远，面临的各方阻碍和挑

战依旧不确定。

（二）仲裁机制的组织架构存

在明显漏洞

WTO 仲裁机制对比 WTO 上诉

机构的组织架构存在明显的漏洞，

在 WTO上诉机构正常运行阶段，仲

裁机制更多停留在程序规定层面，

缺乏对主架构的实际建设。在 WTO

仲裁程序发展方面，主要的局限性

就是在 GATT 时期实践的缺乏，导

致目前阶段 WTO普通仲裁与其它

的争端解决方式相对比，明显存在

先天的不足，以至于 WTO争端机制

当中，仲裁程序发展不足。因为 WTO

争端解决机制当中，磋商、周旋、调

停以及专家组程序，都是经过 GATT

系列的实践检验，以至于其它的争

端解决方式在 WTO具有非常高的

起点，无论是相对应的理论研究，

或者应用实践的设计都比较完善。

与此同时，长时间的推行其它的争

端解决方式，使得 WTO成员国对于

除仲裁之外，其它争端解决方式运

行的规则与对应的程序非常熟练，

在心理层面更容易接受。甚至在经

贸纠纷与经贸争端当中，更多的倾

向于通过仲裁以外的其它争端及

解决方式处理问题。但是，WTO仲裁

程序则完全相反，在 GATT缺乏实

践经验与实践的检验，以至于在

WTO争端解决程序当中，普通仲裁

本身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无论是

WTO争端解决程序本身或者 WTO的

成员国，面对仲裁程序更多地存在

质疑，从认识仲裁程序到初步的尝

试仲裁程序，并且在之后的经贸合

作当中大量的实践应用，仍然是一

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三）仲裁规则比 DSU规则存

在更多的盲区

WTO仲裁机制的规则比上诉

机构的 DSU规则，存在更多的盲区

与界定的模糊地带，不利于持续不

断地推进国际双边或者多边贸易

的开展。 WTO仲裁规则本身存在

非常多的部分，有大量的模糊规

定，由于仲裁规则的完善性有待进

一步的提升，导致仲裁程序本身所

能够发挥的价值与作用非常有限。

其中 DSU第 25条的规定，在具体

经贸纠纷与案件裁定时，应用过程

中规定的内容非常抽象，尤其是针

对仲裁员的选任与仲裁员具体的

管辖权利，以及在具体案件仲裁程

序过程当中，法律适用范围都没有

给出明确的划分；另外，仲裁的程

序、证据规则以及司法复审，相对

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仲裁规则当中

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模糊与笼

统的仲裁规则，其实制约了仲裁程

序的实际价值。截止到目前为止，

WTO并没有针对普通仲裁，制定符

合 WTO本身的仲裁规则，规则建设

的不完善，完全限制了在经贸纠纷

当中，当事各方选择通过仲裁方式

解决经贸争端这一种可能性，只有

在没有办法通过其它程序进行解

决，或者目前的 WTO仲裁规则能够

解决当下某一特定经贸纠纷的时

候，才会选择采用 WTO仲裁程序进

行解决。

（四）仲裁程序在争端解决机

制的优势发挥受阻

任何仲裁程序立足于争端双

方事前达成统一的认识，发生贸易

纠纷与争端时选择以仲裁程序解

决的意愿，强调仲裁程序的选择自

由性，但让仲裁机制弥补 WTO上诉

机构停摆后功能的空缺，反而约束

WTO仲裁机制优势的发挥。在特定

的国际间经贸纠纷案件当中，普通

仲裁的优势有可能转变为劣势，在

WTO争端解决程序当中，普通仲裁

相对于其它的争端解决程序而言，

其中最为明显的优势就是 WTO 仲

裁程序本身的快捷性。然而，在 WTO

整体经贸框架之下，WTO争端判决

结果通常需要 WTO成员国调整国

内的贸易政策，任何国家调整贸易

政策，必须需要较长的时间循序渐

进地完成裁决结果。因此，在这两

种具体的案件当中，WTO仲裁程序

的优势可能反而会演变成为一种

劣势，所以 WTO仲裁程序在实际的

贸易纠纷案件当中，能否得到广泛

的应用，仍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同时，如何提升 WTO仲裁程序

以及机制，同样具备 WTO上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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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制性与司法审判的公信力，这

对能否弥补 WTO上诉机构所发挥

的功能和作用，实现仲裁程序和机

构对上诉机构缺失之后留下的空

白，在国际贸易合作中为经济秩序

与贸易合作正常化的发展，甚至将

WTO仲裁程序和机制所具备的案件

审判的快捷性与便利性真正地发

挥出来，来应对 WTO上诉机构由于

法官数量的不足，无法受理和审判

案件的困境，通过变通和调整，真

正赋予 WTO仲裁机制上诉机构的

功能和价值，当前依旧面临众多的

未知数。

三、WTO上诉机构在生存

危机之下的变革

（一）持续不断地推进 DSU规

则的完善

早在 2001年底《多哈部长宣

言》正式授权与启动，对于现有

DSU规则进行不断的修订与改进，

通过对现有规则与程序以谈判的

方式，逐步地修整使得 WTO仲裁程

序能够符合当前的实际贸易环

境，并且《多哈部长宣言》同意针

对现有 DSU规范进行改进与修订

的谈判；根据 2019年最新谈判结

果显示，目前 WTO成员国针对 WTO

争端解决机制当中仲裁程序提出

诸多更新方案，但是成员国主要

讨论与关注的焦点，仍然是执行

阶段的两种仲裁，虽然之前阶段

WTO成员国针对 DSU第 25条的仲

裁规则缺乏改革的热情，但是随

着美国再三阻挠，WTO上诉机构法

官人选的未能通过，在 2019年 12

月底，WTO上诉机构正式宣布全面

瘫痪，没有办法再受理任何的案

件，迫使 WTO其他成员国重新审视

与思考，针对 WTO仲裁程序改革的

热情，逐渐地关注 DSU第 25条规

则的修订具体进展。

（二）启动成员国投票选任上

诉机构法官

根据 WTO 的宪法性文件《WTO

协定》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

拉柯什协定》第 9 条第 1款的规

定，关于 WTO的决策方式，没有办

法通过目前所规定的“协商一致”

的方式，完整地表达意见的时候，

WTO 所有成员国可以通过投票表

决的方式进行决断。虽然在 GSTT

与 WTO实际实践过程当中，“协商

一致”是发展到目前为止唯一采

用的决策方式，但是投票表决的制

度从来没有被废除过，投票表决制

度虽然没有实际应用过，但是一直

延续并且到目前仍然存在。根据

目的性与实际效果分析，目前 WTO

决策机制的“协商一致”与投票表

决的方式各有利弊，WTO目前所采

用的“协商一致”决策机制，与世

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根

本的区别所在，然而启动成员国投

票表决的方式，选任 WTO争端解决

机制当中上诉机构成员，既需要

克服现阶段的法律障碍，另外需

要在 WTO理事会会议表决通过，需

要获得绝大多数成员的协同行

动，涉及到压力非常大的外交。

（三）构建新的WTO争端解

决机制

在应对 WTO 上诉机构生存危

机方面，可以考虑建立排除美国

在外的争端解决机制，虽然美国

是全球范围以内最为重要的经济

贸易国，在全球经济体系当中，美

国经济体量位居第一。建立一整

套不包含美国在内的、解决经贸

争端的程序或者机制，虽然可能

存在其它的缺陷，但是根据实际经

验的分析，依据目前阶段部分国家

或者在部分地区所构建的贸易争

端解决程序，可以尝试在部分地

区优先建立排除美国之外的争端

解决的机制。根据实际情况而言，

WTO截至目前共有 164位成员国，

即便排除美国在外，仍然没有办

法可以实际地论证一整套机制在

短时间以内通过谈判生效。所以，

建立排除美国在外的、能够解决

WTO 成员国之间经贸纠纷的争端

解决机制，并非是目前阶段其他

WTO成员国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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