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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欧美诸国近年来相继推行的“供应链法”是完善跨国公司环境治理机制的新路径，但存在侵犯主权独立等诸多
隐忧。本文以加强跨国公司环境治理为出发点，探讨了跨国公司母国“供应链法”域外适用机制的理论依据及
实践经验。并从我国立场出发提出，鉴于“环境权”与“其他人权”存在法理差异及避免政治争议考量，我国
学者和相关企业应当在国际层面积极呼吁将环境问题与其他人权问题分开处理。同时，我国相关部门应当吸取
“供应链法”域外适用机制的有利经验，实现从行业协会引导到政府部门主导，从软法到硬法，逐步建立和完善
我国跨国公司治理的国内法域外适用机制。最后，我国主管部门应当尽早颁行《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
适用办法》的配套实施机制，以期将他国法律政治化域外适用对我国主权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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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跨国公司在世界各
地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不少跨

致相同，并以德国最新颁行的《供应链企业责任法》
（Lieferkettensorgfaltspflichtengesetz）最为典型，因此
本文将该类法律规范统称为“供应链法”予以分析。

国公司将污染性产业通过供应链分配转移到其他国

目前，针对该机制的现有研究和法律实践存在不

家，特别是环境标准相对较低的国家，为这些国家带

少问题 [1]。在国际层面，国外学术界主要针对域外法

来了不小的环境威胁。为此，学术界很早就针对跨国

权理论 [2]，特别是多边环境协定的域外适用 [3] 和跨国

公司的环境治理机制展开研究，探索可能的法律解决

公司环境犯罪可能存在的域外管辖权问题 [4] 进行探

方案。近年来，跨国公司母国法的域外适用机制逐渐

索。此外，部分学者重构了主权的概念和基础，建议

进入公众视野，欧美等国也在实践中开始尝试推行， 通过间接域外适用国内法来避免可能的主权矛盾 [5]。
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强制要求跨国公司子公司遵循更为 但是，相关机制的理论基础和可执行性亟须进一步阐
严格的环境标准，以期解决跨国公司治理难题，欧美
等国最新推行的“供应链法”即为典型。具体来说，
“供应链法”是指对达到一定规模的本国跨国企业施
加法定尽职调查义务，要求其通过契约相关手段，促
使供应链体系履行更为严格的环境保护义务的一系列
法律规范。这类法律规范普遍要求跨国公司建立包括
风险分析、内部归责、预防措施以及投诉处理等机
制，对旗下子公司及供应链企业加以约束，企业违反

明；与该法律机制实施有关的问题仍待分析和解决。
在国内层面，我国法律学者对于法律域外适用的研究
仍然主要集中在反垄断法以及证券法领域，与跨国公
司环境治理相关的法律域外适用机制的研究仍处于空
白阶段，亟须填补。此外，如何平衡跨国公司环境治
理与法律域外适用的负面影响对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
者来说也是一项挑战。因此，本文旨在对近期欧美

相关法律规定将面临巨额罚金，并可能在一定时间内 “供应链法”法律体系域外适用机制对跨国公司治理
禁止参与政府采购项目。相关法律多以“行为准则 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情况进行系统性分析，并对该机制
法”（Code of Conduct）“尽职调查法”（Due Diligence

的后续发展以及我国相关机构的应对措施进行研判并

Law）“供应链法”（Supply Chain Act）为名，内容大

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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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跨国公司环境问题与治理需求
《2019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总额（FDI）① 达到 1.3 万亿美元 [6]。与此同时，国际
产能持续扩大。2018 年跨国企业外国子公司的销售额



适用机制可以解决母国和东道国环境法律规制及环境
标准不平衡的问题，实现普遍提高环境标准，强制跨
国公司遵守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降低其造成环境污
染和环境破坏风险的目的。然而，该机制的法理基础

和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3% 和 8%，这表明了跨国公司外

仍然存在争议，相关实践情况亦有必要进一步研讨。

国子公司的迅速发展以及良好的盈利潜能。目前，全

2.1 法理探索

球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电信、贸易、金融以及制
造业等领域，跨国企业也在这些领域展现了很高的聚
集度。跨国公司对当前的国际经济发展和民众的日常
生活都影响至深。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一些跨国公司在生产和销
售环节引进环保技术和设备的确会对东道国环境保护带
来有利影响。但近年来，跨国公司频繁被指责通过外国
子公司或通过控制供应链企业转移污染，对东道国，特
别是不发达国家的环境造成破坏 [7]。具体来说，为了加
强本国环境保护以获得政治支持，一些高技术产业集中
的国家颁行了不少法例，禁止企业在本国领土内从事可
能造成严重污染或环境治理成本过高的工业活动。此
外，
《京都议定书》也对缔约国实现减排目标提出了要
求，这也对相关政府控制本国污染活动构成压力。在此
背景下，相关跨国公司通过设立外国子公司，向供应链
体系施压等方式将本国污染企业转移到其他国家。

国内法的域外适用首先涉及一国将其国内法适用
于域外要素的权力，即管辖权问题。本文所论及的国
内法域外适用机制主要包括立法管辖与执法管辖问
题，即国家制定域外管辖和域外适用相关规则，以
及政府执行和实施这类规则的权力 [9]。这与“依托国
内法规的触角延伸到境外，长臂管辖境外实体”的司
法管辖机制不同 [10]。厘清这一概念对开展论述至关
重要。
在国际法体系中，库克（Cook）对国家立法权
作出研究，认为各国针对私法问题行使立法管辖权
实施国内法域外适用不应被限制 [11]。约瑟夫·斯托
里（Joseph Story）认为国家可以为其在国外的国民立
法进行规制，但该种立法权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例
如，域外实施的法律不应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 [12]。此
外，如果相关主体、事物或事件与该国之间存在密切

实践中，应对跨国公司上述环境问题主要有两种

联系时，该国可以适用其国内法予以调整，且只有在

法律途径。一是通过设立相关法律机制强制跨国公司体

国内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律才能在域外适

系遵守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降低其造成环境污染和环

用 [13]。目前来说，国内法域外适用已经在反垄断法、

境破坏的风险；另一种方式是为跨国公司造成环境损害

证券法和劳动法等领域开展，相关研究也已经较为

的受害者提供并改进现有的法律救济措施，通过法律手

成熟。

段保障其实现司法救济并获得公平正义的权利。

因此，为跨国公司环境治理所需进行母国法律的

推动上述两种法律途径共同发展无疑是应对跨国

域外适用从理论上来说并无桎梏。一方面，国际法领

公司环境问题的最优路径。但目前来说，第二种法律

域的相关研究已经为国内法域外适用奠定了理论基

途径的发展面临诸多掣肘。这是因为在跨国司法领

础。根据上述理论，国内法的域外适用机制在满足一

域，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仍未在国际层面形成广泛认可

定条件，例如相关国家与主体、事物或事件之间存在

的统一标准，而且跨境环境侵权诉讼中的管辖权和法

密切联系的情况下，国内法律的域外适用机制是可行

律适用问题存在较高不确定性 [8]。因此，发展第一种

的。而在跨国公司环境治理层面，母国和东道国对环

法律途径应对跨国公司环境问题，即通过设立相关法

境保护的共同需求就是提供这种支持的密切联系点。

律机制强制跨国公司体系遵守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

另一方面，在加强环境受害人司法救济权保障的

降低其造成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风险，在目前看来

基础上，努力规范跨国公司的行为，完善跨国公司环

更具有可行性。

境治理机制，防止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是各国政府应

2“供应链法”域外适用的法理基础及立法发展
概况
发展以“供应链法”为代表的国内相关法规域外
① FDI 流入被视为跨国公司活跃度的衡量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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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履行的义务所在 [14]。2011 年联合国发布的《工商
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
指导原则》也对此进行了规范 [15]。以此为指导，为保
护母国、东道国，乃至国际社会的环境利益，将母国



   跨国公司环境治理机制研究 —— 以“供应链法”域外适用为依归

的相关法律规范域外适用于其跨国公司体系，对其施

规定了更为广泛的人权尽职调查义务，包括跨国公司

加国际公认的环境保护义务是合理的。

需要采取的措施和结果报告义务，对相关矿产资源

从可行性上来说，跨国公司的特殊结构为母国对 ［Regulation (EU) 2017/821］ 和 木 材 产 品［Regulation
其跨国公司体系进行域外控制提供了可能。随着经济

(EU) No 995/2010］进口商的要求就属于第二代立法。

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母公司与其外国子公司及供应

而目前所处的第三代立法过程开始于 2017 年法国颁布

链体系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跨国公司通过该种联

的《企业警戒责任法》
（LOI No 2017-399）
，以及德国

（Lieferkettensorgfaltspflichtengesetz）②。这
系转移污染或引起环境破坏的案例屡见不鲜。而对母 《供应链法》
公司拥有监管责任的母公司所在国，可以通过跨国公

一代立法过程以强制性人权尽职调查立法为主要特点。

司的特殊结构与相关的外国子公司及供应链体系发生

总体而言，目前世界范围内涉及跨国公司治理的

交互作用，这也为其实现国内法律域外适用提供了现

国内法域外适用机制的相关法律汇总列表如表 1 和表

实上的可能性。

2 所示。
结合国别（表 1）和国际（表 2）层面上述立法

2.2 各国与区域间的立法发展概况

情况可以看出：

目前，北美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已开始将国内法域

（1）早期以自愿性为主要特点的跨国公司监管治

外适用机制用于跨国公司环境治理。这些国家主要通

理机制多以失败告终。美国和加拿大早期尝试推行的

过颁行“行为准则法”“尽职调查法”“供应链法”等

国内法域外适用法案均以自愿性为主要特点。特别是

单行法，将本国环境规则及国际人权保护规则间接适

加拿大推行的法案实施机制需要事先获得企业方同

①

用于其境外子公司及跨国公司供应链体系 ，并通过

意，并且该同意可以在任何阶段撤回，因此有别于传

跨国公司风险报告和救济制度保证实施。此外，联合

统的公法制度上的法律实施机制，而更多带有私法色

国以及欧盟也颁行了不少立法指南与指令，鼓励或要

彩。这种机制虽然有助于减少与国内法域外适用相关

求各成员国积极推行国内法域外适用机制，以强化跨

的争议数量 [17]，但是这一机制的缺陷也显而易见。在

国公司环境治理。

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制的情况下，其在东道国实施所

在北美地区，美国与加拿大率先尝试将国内法域

能实现的强化跨国公司治理机制的效果存疑。最终，

外适用机制用于跨国公司环境治理。美国众议院曾于

美国和加拿大的早期相关法案都未能成功立法实施，

[16]

2000 年尝试推出《企业行为准则法》 ，要求在外国

该机制的发展也被按下了暂停键。

雇用超过 20 人的跨国公司采取必要措施，直接地或

（2）欧洲地区的相关立法尝试自成体系并特点鲜

者间接地通过其子公司或其他合作企业来落实法案内

明。首先，法案的实施范围逐步扩展到跨国公司的整

的相关要求（《企业行为准则法》第 3 节）。该要求具

个供应链体系。其次，欧洲地区还对相关跨境环境纠

体包括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场所，确保公平就业， 纷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问题作出了规定。如欧洲议会
以及采取负责任的环境保护措施。至于具体实施方

发布的报告草案建议对罗马Ⅱ法规 [Regulation (EC)

法，该法案授权国内企业优先选择合规实体合作及有

No 864/2007] 和布鲁塞尔Ⅰ法规 [Regulation (EU) No

权终止与不合规实体的合作关系来督促跨国公司体系

1215/2012] 进行修订，为遭受环境损害的外国受害者

完善其治理机制（《企业行为准则法》第 4 节）。但是， 在欧洲地区针对包括欧洲母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体系
母公司及其外国子公司的违法责任问题并没有得到明

提起诉讼提供机会，是从司法管辖权方面为跨国公司

确规定，该法案仍然主要基于自愿原则推行。

环境治理的国内法域外适用机制提供辅助，有助于为

紧随北美国家，欧洲地区也开始推行国内法域外

跨国公司造成环境损害的境外受害者提供法律救济。

适用机制以加强跨国公司治理。截至目前，以欧盟为

最后，从欧洲地区的立法态势可以看出目前相关立法

主体，欧洲地区大致经历了三代人权尽职调查立法过

实践正处于从自愿性向强制性过渡阶段。

程。第一代立法主要围绕人权尽职调查的报告义务作

（3）环境问题与其他人权问题掺杂过深。在推行

出规定，非财务报告指令（Directive 2014/95/EU）就

以“供应链法”为代表的国内法域外适用机制以加强

是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第二代立法为跨国公司体系

跨国公司治理的过程中，欧美等地区和国家普遍将环

① 因该类法律规则统一通过作用于跨国公司供应链体系生效，故本文统一将其纳入“供应链法”体系予以论述。
② 更多立法信息参见 E. Gilligan,“Mandatory Human Rights due diligence: An Issue Whose Time Has Come”, Corporate Justice Coalition,
2019 年 10 月 23 日，<https://corporatejusticecoalition.org/news/issue-whose-time-come/>[2021 年 9 月 10 日最后访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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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国别立法

主要国家国别立法列表

环境保护相关要求

有否包含其他人权

是否强

事项

制性

是否生效

生效
日期

①实施范围：在国外雇佣超过 20 人的跨国公司；
美国《企业行为准则法》
（Corporate Code of Conduct

②效力范围：跨国公司旗下子公司及合作企业；

有（须符合禁止强

③环保要求：必须采取负责任的环境保护措施及进行必

迫劳动等最低国际

要信息披露；

人权标准）

Act）

自愿性

未通过

无

自愿性

未通过

无

强制性

已生效

2017

强制性

未生效

无

④违反处罚机制：对外可终止合作；对内未规定
①实施范围：母公司位于加拿大的跨国公司；

加拿大《企业社会责任计划》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Strategy]

②效力范围：相关跨国公司集团；

有（范围同《安全

③环保要求：同《IFC 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绩效标准》；

与人权自愿原则》）

④违反处罚机制：主管机构可发布建议性改进措施
①实施范围：雇佣 5 000 人起的在法跨国公司；

法国《企业警戒责任法》
（Corporate Duty of Vigilance
Law）

②效力范围：跨国公司集团及其合作商，供应商等；
③环保要求：对可能的环境损害风险及应对措施发布预
警计划；
④违反处罚机制：在宽限期未纠正的企业将对所造成的

有（范围与《联合
国工商企业与人权
指导原则》相同）

环境损害承担严格责任
①实施范围：母公司位于澳大利亚的跨国公司；

澳大利亚《企业行为准则法案》
（Corporate Code of Conduct
Bill）

②效力范围：相关跨国公司集团；

有（禁止强迫劳动、

③环保要求：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环境损害，监测环境影响；

歧视劳动者等）

④违反处罚机制：承担可能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①实施范围：在德设立及在德有分支机构的相关企业；
②效力范围：包括直接及间接供应商在内的整个供应链

德国《供应链企业责任法》
（Corporate Due Diligence in the
Supply Chain Law）

体系；

无

有（禁止雇佣童工、

③环保要求：范围同《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

强迫劳动、非法剥

巴塞尔公约》《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

削及歧视劳动者等）

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强制性

未生效

（预计
2023
年）

④违反处罚机制：巨额罚金，禁止参与某些项目
注：该处法案自愿性与强制性的标准为法案是否设立了以公权力背书的违反处罚机制。下表同

境保护问题与其他人权保护问题深度捆绑，如强迫劳

益相关者承担责任，其活动需与社会和环境发展相协

动、奴役等，将本国价值观通过跨国公司供应链体系

调。随之而来的尽职调查责任也逐渐开始确立。2012

强制向他国推行，这一点遭到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

年及 2017 年，国务院国资委先后颁行《中央企业境

家的抵制和批评。

外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

3 中国跨国公司域外治理机制现状
目前，我国拥有跨国公司的数量在世界上排行第

督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
理。自 2002 年 70 多家中国大型跨国企业发布了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之后，我国跨国企业发布年度社会责任

二，其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 报告已成为惯例。
与此同时，我国是全球供应链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

（2）我国政府在强化跨国公司域外治理机制方面

特别是在电子、汽车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对环境影响较

起主导作用。近十年来，我国政府逐步强化我国跨国

大的行业。此外，我国跨国公司也在很多国家开展长

公司体系的环境保护海外治理机制。特别是 2013 年，

期的能源项目和相关投资

[18]

。因此，完善我国跨国公

商务部发布了《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该指

司环境治理机制意义重大。目前，我国跨国公司环境

南要求企业在参与对外投资活动时，应增强环境意

治理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具体而言，相关公司应对其

（1）我国跨国公司大多为国有企业，除遵循行业

员工进行环境保护教育和培训，使其遵守当地的环保

自律原则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

要求。鼓励公司评估其外国子公司活动对环境的影

影响。2008 年，国务院国资委通过了《关于中央企业

响，并采取措施减少可能的负面环境影响。同时，无

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要求中国企业对所有利

论当地环保法规是否有类似要求，相关企业都需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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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国际区际立法列表

国际区际立法

环境保护相关要求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United

①实施范围：所有工商企业；

Nations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②环保要求：范围同国际公认人权标准之环境权；

and Human Rights）

③违反处罚机制：由各国政府制定

有否包含其他人

是否强

是否

生效

权事项

制性

生效

日期

有（范围同《国
际人权宪章》《工
作中基本原则和

自愿性

已生
效

2011

权利宣言》）

①实施范围：运营或总部所在国遵循《经合组织跨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负责任商业行为尽责

国企业准则》的所有跨国企业；

有（范围同《经

管理指南》
（OECD Due Diligence Guidance

②环保要求：范围同《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第

合组织跨国企业

for Responsible Business Conduct）

六章；

准则》第四章）

自愿性

已生
效

2011

③违反处罚机制：无
联合国《在国际人权法中规范跨国公司和其
他工商企业活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

①实施范围：包括跨国因素在内的所有商事活动；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to Regulate,

②环保要求：商事活动不应对环境可持续发展造成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the

损害；

Activitie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③违反处罚机制：由各国政府制定

有（列举式，范
围详见该文书第

强制性

4 条第 2 项）

未生
效

无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①实施范围：进口木材及欧盟内部生产的木材；
欧盟《木材法规》Regulation (EU) No

②环保要求：禁止不符合认证的木材在欧盟市场流

995/2010

通，相关企业应负尽职调查义务；

无

强制性

已生
效

2013

③违反处罚机制：由各成员国制定
①实施范围：符合定义的所有大型企业，以及列明

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irective（amending 2014/95/EU

的中小型企业；

有（范围同《欧

②环保要求：相关企业必须定期披露其企业活动可

洲联盟基本权利

能造成的环境影响；

宪章》）

Directive）

无
强制性

未生

（预计

效

2024
年）

③处罚机制：由各成员国制定
①实施范围：所有在欧盟设立的符合雇员数量和营

欧盟《关于可持续公司治理和尽职调查的指

业额要求的企业；

有（范围同《经

令》（Directive on Sustainable Corporate

②环保要求：相关企业及其董事对企业活动的环境

合组织跨国企业

Governance and Due Diligence）

影响负尽职调查义务；

准则》）

强制性

未生
效

无

③违反处罚机制：由欧盟委员会以及各成员国制定

其排放的污染物和危险废物进行监测、记录和妥善处

业协会的规定较上述政府部门颁行的规范内容更为具

置。鼓励相关企业购买环境责任保险，使其能够在需

体，要求更为严格，这些都为我国政府日后颁行相关

要的情况下提供充足的环境损害赔偿金。此外，相关

法律收集了有益的经验。

企业还应当按要求披露环境保护相关信息，并鼓励相

总的来说，我国跨国公司域外治理机制已经开始

关公司遵守官方国际组织发布的环境保护原则、标准

建立，且具有自己的发展特点，特别是相关规范的域

和指南

[19]

。

外适用机制正处于发展阶段。一方面，我国跨国公司

（3）我国行业协会在强化跨国公司域外治理机制

治理相关规范域外适用机制主要集中于环境保护领

方面起引领作用。近年来，我国跨国公司所在的各行

域，其他人权保护内容十分有限。另一方面，我国相

业协会开始逐步确立相关的企业社会责任指南或可持

关规则均以自愿和鼓励为基调，并未涉及强制性域外

续发展指南。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中国对

适用规则的推行。这些尝试表明我国政府开始加强对

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均针对本行业

跨国公司域外环境保护的管理和控制，中国母公司开

企业发布了相关管理规定

[20-22]

。特别是中国五矿化

始要求其外国子公司遵守更严格的环境标准。目前，

工进出口商会在 2015 年参考世界经合组织（OECD） 针对我国是否有必要制定一部规范跨国公司强制性尽
指南，发布了《中国负责任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指
[23]

南》 ，是行业自律的典型实践。一些中国公司还为
其所有外国子公司制定了统一的环境标准

[24]

。此类行

职调查责任的专门法律，相关学者和官方政府也已经
开始讨论这一议题。可以看出，该机制在我国将面临
从软法向硬法方向的逐步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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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国际国内相关法律机制发展的情况来看，上

支持优先考虑上述基本人类需求，而非长远需求。
《斯

[28]
述国内法域外适用机制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德哥尔摩宣言》 作为第一个将人权与环境保护联系

一方面，欧美地区以“供应链法”为代表的国内法域

起来的国际文件，在理论界获得的反对声浪也为数不

外适用机制受到不少国家，特别是位于亚洲、非洲等

少 [25]。这种权利等级的客观性使得分别处理环境问题

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抵制。联合国正在推行的上述立

和其他人权问题成为可能。

法程序也未能得到多数国家的合意，这是该法律机制
[26]

（3）执意推行将环境保护与其他人权事项捆绑

。另一方面，该机

的“供应链法”法案可能会引起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

制仍处于发展初期，后续跨国公司治理的效果如何仍

争论。例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不少发展中

然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检验。对我国来说，如何构建适

国家政府不愿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进行国际人权保护

合我国国情的跨国公司治理机制，以及如何应对欧美

谈判。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相比，为数不少的发展

等国相关机制域外适用对我国造成的影响是需要进一

中国家政府明确表示更为重视其国民的经济和社会权

步研判的重要问题。

利。此外，不少事例也可以证明与反腐败、反垄断、

后续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和问题

环境保护和一般民事和刑事问题相比，各国政府更加

4 中国视角下现有机制的改进建议

不愿意在人权领域接受域外管辖。因此，在跨国公司
治理领域专注于不同国家拥有更多共同价值观的法律

4.1 参与国际理论构建
基于这一机制在国际上的实践探索可以发现包括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在内的相关法案虽然
做出了国内法域外适用以加强跨国公司治理的尝试，
但不少法案被本国议会否决而未能成功颁行。与此同
时，欧盟地区的强制性立法模式则在现阶段很难为其
他国家和地区所吸收和接受。而将环境与人权问题并

机制，例如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域外实施机制，更为
实际。
因此，我国学者和相关企业可以积极主动参与国
际社会相关制度的理论构建和实践交流，在该问题上
维护我国权益。
4.2 完善国内立法

列处理是造成目前局面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最大

随着“供应链法”域外适用机制的逐步发展，我

限度发挥国内法域外适用机制完善跨国公司治理的作

国政府也应尽快完善国内立法，以扬长避短，查漏补

用，强烈建议跨国公司母国在域外对其跨国公司体系

缺，并对相关影响做出应对。

适用本国法律时将环境问题与人权问题分开，在现阶

一方面，我国政府应当对相关机制加以借鉴，探

段专注于跨国公司环境治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即域

索本国法律域外适用机制的建立和实施，以加强我国

外适用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规则，并将其他人权保

的跨国公司环境治理机制。首先，随着我国经济实力

护内容隐去。

的增长，跨国公司的数量也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收

（1）就目前来说，仅关注环境保护问题的国内法

到他国投诉我国跨国公司造成当地环境污染和环境破

域外适用机制会更实际和有效。首先，规制跨国公司

坏的事项也偶有听闻。加之我国跨国公司本身多属国

的环境保护问题而不是所有人权问题会更有效率，因

有企业。在国有企业身份在国际社会频频遭受竞争主

为“同时针对劳工、环境和人权问题对跨国公司的行

体质疑的背景下，强化跨国公司环境治理是关系我国

[25]

为进行监管的国际努力过于雄心勃勃” 。此外，当

政府声誉及跨国公司未来发展的必要措施。其次，国

前的国际环境保护制度比其他人权制度在国际层面获

内法域外适用机制在跨国公司环境治理方面确有其

得的支持更多。目前有效的国际环境保护协定与人权

优势所在，值得相关机构及企业进行借鉴。基于现有

保护协定的数量比就是一大证明。因此，将母国法律

跨国公司治理的国内法域外适用机制的理论研究及实

域外适用于跨国公司环境治理更具有可行性和实践

践探索情况，以“供应链法”为代表的国内法域外适

基础。

用机制有望在最小限度影响东道国主权的情况下实现

（2）“环境权”与“其他人权”存在法理概念上

母国跨国公司体系的环境治理强化，解决跨国公司通

的差异 [26,27]，因此在法律机制构建过程中将环境问题

过供应链体系转移环境损害风险的问题。因此，构建

与其他人权问题脱钩不存在理论障碍。理论上来说， 我国的跨国公司环境治理国内法域外适用机制意义
环境权与其他一些人权的性质较为不同，例如生命
权、获取食物权、工作权和自由权等。并且大多数人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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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适用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通过
行业协会制定章程或政府宣传的方式，鼓励跨国公司
乃至供应链系统遵循统一环境标准，履行环境风险防
范和报告义务，强化跨国公司体系内环境治理机制。

trade: a case for extraterritoriality[J].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2016, 65(1): 229-248.
[3] VO R D E R MAYE R M . T h e ex t rate r r i to r i a l a p p l i c at i o n
of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J].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18, 59(1): 59-124.

其次，政府制定指引性法律，以软法加负面评价等方

[4] MAKSIMENTSEV M, MAKSIMENTSEVA N. The global impact

式向跨国公司体系施加一定压力，为相关机制的强

of exercising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over transnational

制化做好过渡准备。再次，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推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crimes in extractive industries[J].

行我国的国内法域外适用机制，要求相关跨国公司体
系统一适用环境标准，履行环境保护义务，报告环境
损害风险，并制定措施予以防范和补救。最后，通过
立法执法等一系列措施逐步将跨国公司供应链体系纳
入上述机制调整范围。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填补跨国
公司结构体系天然容易造成环境风险转移的问题，符
合环境保护这一世界主流价值观；另一方面有助于增
强我国跨国公司的国际影响力。需要注意的是，相关
措施应当在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法益基础上进
行，且发展过程应当持续关注并量化分析相关法律机
制的实施情况。
另一方面，针对他国“供应链法”域外适用实施
对我国企业及我国主权可能造成的影响，我国需要研
判趋势并及早制定策略以开展应对。目前而言，该机
制的实施主要集中于欧洲国家与美国等地，这些国家
在实践中将环境保护与其他人权事项绑定，并通过该
机制强制其跨国公司体系以及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遵循
其国内环境保护及人权相关规定，2021 年内爆发的
“新疆棉”事件就是他国法律政治化域外适用对我国造
成影响的一次冲突事件。为应对他国法律不当域外适
用的规定，我国商务部于 2021 年 1 月颁布了《阻断外
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但该法目前而言缺
乏配套的实施机制，象征意义大过于实际意义 [29]。
因此，我国需要尽早完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
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配套实施机制，特别是有针对
性的反制制度的构建和实施。但最终，被动应对不如
主动参与构建。目前以“供应链法”为代表的法律域
外适用机制的理论研究及实践仍在发展过程中，因
此，鼓励国内学者积极主动在国际层面参与研讨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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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AGTS D F.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law[J].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3, 97(2): 289294.
[6]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 世界投资报告 2019[R]. 纽约 , 日内瓦 :
联合国 , 2019.
[7] ANDERSON M.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is tort law the answer[J]. Washburn law journal, 2002,
41: 399-425.
[8] 田泽华 . 国际民事责任条约体系下跨国公司环境侵权救济制度
研究 [J]. 环境保护 , 2021, 49(19): 71-76.
[9] 廖诗评 . 国内法域外适用及其应对——以美国法域外适用措施
为例 [J]. 环球法律评论 , 2019, 41(3): 166-178.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 [R].
北京 : 国务院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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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联合国 . 工商企业与人权 : 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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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Supply Chain Laws
TIAN Zehua
(Gu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Guangzhou 5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latest implemented “Supply Chain Laws” in sever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e hoped to strengthen curren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lthough they may cause concerns of sovereignty infrin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engthening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Supply Chain Laws” in sever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hina, it is proposed that in view of the legal differences between “environmental rights” and “other human rights” and to avoid political
disputes, Chinese scholars and relevant companies should actively call for separat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from other human rights
issue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Meanwhile, based on the favorable experience of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mechanism of the
“Supply Chain Laws”, from guidance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 to regulation of government authorities, from soft law to hard law, Chinese
authorities should establish relevant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mechanism of Chinese law to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Chines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Finally, to minimize adverse impact of politisized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domestic laws from
other countries on China,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should promulgate the supporting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the Rules on
Counteracting Unjustified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Foreign Legislation and Other Measures as soon as possible.
Keyword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upply Chain Laws;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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