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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TEXT 一 TEXTE CHINOIS] 

中牟人民共和固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區政府

美于促遊和保妒投資枷定

1986 

中半人民共和固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固政府(以下各科:“坤的一

方" ) , 
愿丹兩固!司的進一步經濟合作，特別是在平等互利的原則基咄

上，妨一囡囡民和公司在另一囝領土內的投資創造良好的奈件，

扎根到，鼓勵和相互保妒送業投資持有助于激肋回民和公司任

苦的主劫性和增;要掰開的繫亭，

i克成枷ìX如 r:

第一奈定 文

本 iifJ-定內:

一、 “投賢"-- i司系指錦rt'J 月"方根fZFJ生律和法規允件的各神

清戶，主要是 z

(一)劫戶、不劫戶和其它任何財戶杖利，如抵押杖、使用

杖、留置杖或蹟杖;

(二)公司的股份、股票、 f貴券和吳似利益 z

(三〉金梭的所有杖或具有任游1ft-值的任何合同的所有校;

(四)荐 fF 杖、工~F 杖(女u度明寺利、 i諒你、工垃圾 i十)、

考有技朮、工乞流程、商名和商替 g

(五)法律賦予或通道合同而具有的任膏特祥杖，包括台然資

源的勘探、耕作、提條或卉度的特祥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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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收益"一祠系指由投資戶生的金錢收益，包括利潤、利

息、實本利得、外包、提成帶或 tt 用。

三、 “囝民"一何:

(一〉在中學人民共和園方面，系指接照其法律作泊中牟人民

共和固公民的令人:

(己〉在新加拉方面，系指在新加坡共和園亮 j主意文內的新加

坡公民。

.四兮，于公司" --1.司 z

(-~在中學人民共和園方面，系指根括其法律在其領土內組

成或設立的公司或其它法人z

L 三 )-GiJf 加坎方面，系指 i遺址有效注 f幸在新1.-11 ;快其:fn.回!1ì

.成、 i史立或登記的公司、企址、社因或組紋，而不~是否均 j主人。

第二奈 跡定的道用

一、本協定只道用于 z

(一 ) J;才在中 i~ 人民共和囡領土內的投資，是由中半人民共和

固政府指定的机拘帝面寺內批准，并按此呆件， i人均合逅的新加坡

』共和間的園民和公司進行的全都投資。

(二)吋在新 ，;111 ;坡領土內的投資，是由新加坡共和固政府指定

的机拘帶面考門批准，并持此奈件， i人均合逅的中半人民共和圓圈

民和公司進行的全部投資。

二、上款規定這用于本恢定生法前和生攻 t~坤的一方的自民和

公司在締的另一方領土內進行的全部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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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奈 促進和保妒投贊

一、坤的任何一方在其領土內，皮鼓勵并均坤的另一方園民和

公司在符合其位清，已政策第件下進行投資倒造良好的玉不境。

二、依照第二奈批准的投資，皮根掘本↑#定給于公正和公平的

待遇和保妒。

第四奈 最惠囡奈款

除第五、六和十一奈外，蟬的任何一方財締釣另一方根措第二

奈規定允許在其領土內的投資或收益所給予的待遇不座低于其給于

第三囡囡民汗口公司的投資或收益的待遇。

第五奈例 外

一、本枷定美于不做于給予任何第三由自!民和公司的待濁的規

定，不皮解釋均鏘的一方羊î X 1于因下述原因 137戶生的待遇、化惠互巴

特杖而給予締約另一方的回民和公司:

(一)任何地區性的海美、金書長、尖稅或貿易方面的安排(但

括白由貿易區)或可能早致突施送美地區性安排的枷說:

(二〉勻同一地理區域的第三園或其它因家意在考n項目范囝

內進行經濟、社舍、芳存、工~或金融領域的地區性合作的安排。

二、本{亦定的規定不道用于銷釣任何一方領土內的稅牧事項。

放吳稅收事項皮受締約7.7，方向的追兔荒草稅收集的和締的一方自內

法律的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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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奈征 收

一、蟬的任何一方不皮吋銷鈞另一方的固民或公司的投贊采取

征收、固有化措施或其效果相對于征收、固有化的其它措施，除非

送手中措施是均法律所准祥的目的、是在非歧視性基咄上、是!民tEjz

法律并伴有朴餒，法朴健皮能有效的與現，并不得充故的退廷。按

朴健皮受締約一方法律的制釣，座是在采取征收、固有化或其效果

相對于征收、固有化的其他措施前一刻的骨干值。朴健皮白由兌換和

才會移。

二、征收、圍有化的措施或其效果相對于征收、固有化的其它

措施的合注性，皮受影喃的園民或公司的要求，可由采取措施的蟬

的一方的有美法院ψ 其法律規定的形式進行申查。

三". 'f>w Çi帝何一方 q. Ti. .y，~ 句:七內的(f:-人 1 _~ij; p: ~!;: i~ 布吐法律什立:-\:

組成的公司的財戶址行征收、固有化或采取勻征收、固有化具有相

對效果的其它措施，而坤的另一方的園民或公司在上述公司內叉古

有股份，本奈第一款的規定皮保証遁用，以喃保鈴予締的另一方占

有股份的園民或公司第一款所規定的朴位。

第七奈損失朴偕

蟬的一方的固民或公司在坤的另一方領土內的投資，因坤的另

一方領土內友生故帶或其它武裝沖突、固家緊急狀志、暴亂、起火

或單亂而受到損失，締的另一方如果于以恢笑、賠偉、扑信或其它

叫:理方面的待遇，不皮低于其給于任何第三囡囡民或公司的待遇。

第八奈 ì'[ 出

一、締鈞一方宣根搪其注律和法規及在非歧視的基咄上保証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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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另一方園民或公司白由特移其實本及呆會投資財戶的收益，包括 z

(一〉利潤、資本利得、分釷、提成費、利息和J.Å投資中所得

的其它經常性收入，

〈二)投資的部分或全部清算款項$

〈三〉根拇勻投資有美的詩款t/J.淡的信逆款 s

(四〉勻第一奈第一款(四〉項有美的祥可証帶 z

(五〉有美技朮援助、技朮服存或管理費用的支付，

〈六〉有美承包項目合同的支付款，

(七〉卸的另一方園民在締鈞一方領土內勻投資有美而進行工

作的工資 1

二、本朵上款規定不皮影吶本排定第六奈所丈付的扑位的白由

特稚。

第九奈兌袂率

本1亦定第六奈至第八奈所述特移皮使用特穆之日自由兌換貸市

適用的市場i[率。如沒有按jE率，則 i重用官方 j亡率。

第十奈注 律

丹避免誤解，茲宣布，全部投資，除受本 t4定管轄外，皮受投

資所在地的卸的一方領土內的有效法律管轄。

第十一奈 禁止和限制

本赫定的規定不座以任何方式的東締鈞任何一方均保妒其根本

的安全利益，或封保障 2年共 fi~ 康， .lit 均預防劫、值物的病虫害，而

使用任何科業的禁止或限制的叔利或采取其他任何行劫的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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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奈代 企

一、如締釣任何一方〈或由其指定的代理机絢、机美、注定組

f只豆花公司)根拇本協定就其園民或公司的全部或部條投資有共的清

求杖而向他們造行了支付，銷鈞另一方承坑前者締約一方〈或由其

指定的代理机絢、机英、注定組f只或公司〉有杖根搪代位行使其囡

民和公司的杖利和提出清求杖。代位的杖利或情求板不皮超述原投

資者的杖利或清求杖。

二、婦釣任何一方(或其指定的代理机梢、机英、注定組t只或

公司〉向其園民和公司進仟的支付，不皮影吶咳固民了花公司根拇第

十三奈向卸的另一方提出清求的杖利。

第十三 ;f~ 仗!又令心

一、坤的一方的回民或公司勻坤的另一方之間就在締的另一方

領土內的投贊戶生的爭故皮球暈由當事方友好 t# 商解決。

二、如果等設在六小月內未能協商解決，當事任何一方有杖特

學設提交接受投資的締的一方有管轄叔的法院。

三、第六奈美午由征收、固有化或其效果相對于征收、固有化

的其他措施友生的圳、信款額的學t丸，有尖的園民或公司在訴諸本奈

第一款的程序后六小月內仍未能解決，可特學汶提交由攻方組成的

固除仲裁庭。

女口果有美的園民~公司訴諸了本奈第二款所規定的程序，本款

規定不皮迂用。

四、土迷囡眛仲裁庭皮按下述方式寺|寸組成~事攻方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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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United Nations - Treaty Series • Nations Unies 一- Recueil des Traités 1986 

一名仲我頁。按兩名仲裁員再任命一位第三名仲裁員均主席。仲裁

員和主席座在當事方通知另一方持學汶提交仲裁主日趣的兩小月

和四+月內分別任命。

五、如果在第四款規定的期限內未能作出必要的任命，叉元其

他的定吋，當事任何一方均可清求斯德哥然摩商合仲裁院主席作出

必要的任命。

六、除下述規定外，仲裁庭座參考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八日在中

盛頓鑫字的“美于解決固家和他囡囡民之間投資爭端公約"白行制

定其仲裁程序。

七、仲裁庭座以多數票作出裁決。

八、仲我庭的裁決是終局的，其有拘束力，攻方皮遵守裁決，

并 lJ.:. ff 在iL;再呆括:。

九、仲裁庭皮陳述裁決的使提，并座任何一方的要求說明理由。

十、當事攻方皮各白質袒其任命的仲裁員和參勻仲裁程序的贊

用。仲裁庭主席丹執行仲裁取貴的勢用以及仲裁庭的其他帶用皮由

當事攻方平均負扭。但仲裁庭可以在其哉決中決定由一方 ßt 扭校多

輯用。 i女決定吋攻方均具有拘束力。

十一、仲裁皮厚量在新加坡進行。

十二、本奈規定不 J12損害婦釣攻方吋本協定的解釋或造用炭生

爭端吋迢用第十四奈規定的程序。

第十四奈 坤的攻方之祠的爭端

一、坤的攻方吋字;羊皮的解釋或泛用的爭端， E.且不呵能通述外

交途徑解快。
Vol. 1443 , [.24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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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爭端未能解決，皮婦釣任何一方的靖求，皮特學端提交

仲裁。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員組成。婦釣攻方各任命一名仲裁頁，作

均首席仲裁貝的第三名仲裁貝由締釣玖方 tJJ- ì;文任命。

三、在收到仲裁要求之日起的二小月內，錦釣各方皮任命其仲

裁員，其后的二小月內，螃釣攻方皮任命第三名仲裁員。

四、如在收到仲栽要求之日趣的四小月內仲我庭未能組成，且

又元其它 tJJ.攻，則卸的任何一方可清求固縣法院院長作出必要的任

命。如院長是錯釣任何一方的園民或不能任命，貝IJ 可清求副院.長作

出任命。如副院長是婦鉤任何一方的園民或不能任命，買Il可情求均

非締的任何一方固R 的固 F和生院濟深法官作出必要的任命，主手依次

順廷。

五、仲常 f哇!荳以令數票做出栽興。

六、仲裁庭的裁決:均終局的，坤釣攻方 &1是守和執付誠 J夫朵

款。

七、坤的各方店.承拉其仲裁貝及其代表在仲裁程序中的實用，

以及一半的首席仲裁員贊用和其余.費用，但仲裁庭可在其裁決中決

定締的一方承扭校去;比例的嘴用，此項決定吋締的攻方均有拘束

力。

八、此外，仲裁庭皮白行制定其程序規則。

第十五奈其它文努

如果締釣任何一方的立法或現有的飛在本枷定后.坤的lJ.. 方|司

殉立的 FIF示文弄便如吋可一方-RRJ有;公司的投持久于!!:米 VrJt 買:可

忱惠的待遇地位，按地位不座受本跡定的影喃 o 除本協定的規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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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的任何一方皮依其法律遵重其或其園民或公司向坤的另一方園民

豆花公司就投資方面的承諾。

第十六余 生吹、有妓朔和終止

一、婦釣任何一方皮通知坤的另一方巴完成其使本枷定生效的

囝內法律程序。本的、定庄臼締鈞一方最后通知之日起的第三十天汗

始生效。

三、本跡定有效期泊十五年。此后，除非本 t!Þ定在最初十四年

滿后，坤的任何一方帶面通如締釣另一方終止本協定，本 tlJ.定座繼

續有效。終止通知布在坤釣另一方接到后一年，方均生效。

三、.7;才于終止本榔定的通知生效之目前的投資，第一奈至第十

主事的規定，此過失11 ~冬.11.作悅之f]郎 ?fjfjjTfi 尺之十五 {f:.. c.; 

室主証明，攻方政府各白授杖代表登署本協定。

本 tðJ-定千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北京鑫汀，一式兩份，

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寫成，兩神文本具有向等效力。

中半人民共和固政府

代表

bu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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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共和固政府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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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S OF LETTERS 一草CHANGES DE LETTRES 

Ia 

都品
吋

即
以

法娃，卜
，

AY 
持
下
回
朗
和
長
共
都
民
副
人
明
他
十
玉
下

中
魏
制

參照今日我們鑫署的中學人民共和固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因政府

失于促進和保耕投賀你走第八奈，我索幸地硝 i人 7月方的諒解是:如果

在中半人民共和固投資的新加坡共和園的固民和公司，由于中半人

民共和園管轄 i亥特穆的法律和注規的要求，不能造行第八奈第一款

所述的自由特棒，骨，們可以向中 jl~ 人民共和固政特主管部門申請，

i支部門反給于最忱惠的考慮，并提供一切可能的帶助使特移能會多進

行。

清磷i人，上述正喃地除述了戒方的琮解。

順致崇高的敬意。

新加坡共和固政府代表

門
口

,T 

Y

二

F
i

日
川

中
如

快
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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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a 

新加坡共和固貿易和工jt部政每部長

李星克准將倒下

閣下:

我茉幸地1Jk到您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一目的來函，內容如

r: 

[See letter 1 a - Voir lettre 1 a] 

我硝i人攻方的上 i壘球解。

順致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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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人民共和問政府代表

多兔豆，只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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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中學人民共和固吋外任濟貿易部

魏玉明副部長倒下

閣下 z

參照今日益署的中半人民共和固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固政府失于

促進和保耕投資跡定第十三奈，我榮幸地申明，攻方的諒解是 z 中學

人民共和固政府一旦成均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八目在半盛頓卉放鑫字

的美于解決國家和他囡囡民之間投資學端公的〈利:“公釣" )成員

園，締的攻方皮及時就廿夫可由解決投資爭端囡眛中心調解和仲裁

的投贊學校領織的可能性進行枷商。美于 i女枷商后締約 J..~ 方同意tt

大的領域，中學人民共和園給予新加坡共和園的待遇，在同祥情況

下，不皮低于給乎其他固家的待遇。締釣攻方同意的新規定皮代替

第十三奈。

情硝i人，上述正喃地隊述了攻方的諒解。

順致崇高的禪:意。

新加坡共和固政府代表

以防A吋γ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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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b 

稍加坡共和固貿易和土 jt那就得那卡

李星克准特閣下

!到 r:

1986 

我榮幸地收到您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未函，內容如

r: 

[See letter 1 b - Voir lettre 1 b] 

我喃iλ攻方的上述諒解。

順致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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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竿人民共和間政府代表

主鬼且可忍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