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编辑 杨月涵 美编 李烝 责校 杨志强 电话：64101949��bbtzbs@163.com

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剩剩剩剩剩剩剩剩剩剩剩剩剩1111111111111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WWWWWWWWWWWWWTTTTTTTTTTTTTOOOOOOOOOOOOO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悬悬悬悬悬悬悬悬悬悬悬悬悬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

国际

在线支付“杀死”世界最大印钞厂

Focus
聚焦

北京商报2019.12.10

从7到3再到1，随着法官人数的递减，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的停摆几乎没有悬念。在

美国力推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之下，以多边著称的上诉机构仿佛“非死不可”，曾经

“皇冠上的明珠”也越发暗淡，全球贸易被一步步推向最原始的“丛林法则”。25年未变的WTO规则

或许确实需要适应时代的改变，但可以肯定的是，贸易自由化及便利化该是始终不变的核心。

停摆定局

如今的WTO仿佛在走钢丝，每一步都充

满了惊险。10日，随着两位WTO上诉机构成

员的退休，原本7人的WTO“最高法院”将只

剩下1人，从而因人数不足丧失审理案件的能

力和权利。而各方在10日之前达成妥协的概

率也已经越来越小，11日开始，WTO上诉机

构停摆几乎已经成了铁定的事实。

根据WTO的公开资料，上诉机构目前仅

剩的3名法官中，美国籍法官托马斯·格雷厄

姆与印度籍法官辛格·巴提亚的任期将于10

日结束。而仅剩的中国籍法官赵宏，将就任至

明年11月。

据了解，上诉机构成立于1995年，是

WTO争端解决机制（DSM）的一部分，平时拥

有7名法官，每人任期四年，每起案件至少需

要3名法官进行审理。

鉴于该机构有权维持、修改或撤销涉及

贸易争端的专家组报告结论，且获得争端解

决机制通过后各方必须无条件接受，因此上

诉机构也一直被冠以国际贸易“最高法庭”之

称，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也被誉为“WTO皇

冠上的明珠”，但现在，一切都变了。

美国已经铁了心要让上诉机构停摆了。

上个月在日内瓦举行的WTO每月例会上，美

国又为阻挠上诉机构成员的遴选程序找出了

新的理由，即“工资太高而效率太低”———每

位成员年收入超过30万瑞士法郎，但上诉机

构每年仅做5-6次裁决。

而这已是过去两年里WTO成员第29次

提出类似建议，也是美国第29次动用一票否

决权予以阻挠。虽然这个说法当天便已经遭

到了欧盟、墨西哥等多个世贸主要成员的反

驳，但结果仍旧于事无补，其他成员也明白，

美国在此时提出薪资问题别有用心。

WTO受阻

美国对WTO的阻挠，早已不限于上诉机

构成员的遴选。上个月，美国再次发出新的威

胁，称将支持WTO总额1.972亿瑞郎的2020

年度预算，条件是上诉机构的预算不得超过

10万瑞郎，将原本预算大砍87%。此外，WTO

运作资金也不得超过10万瑞郎，将原本预算

大砍95%。

彼时，美国方面已明确表示，正因反对上

诉机构，才会以预算威胁WTO。鉴于美国是

WTO的主要出资国，在WTO资金方面的贡

献占比达到12%，因此美国的威胁足以得到

重视。最终，在6日的预算会议上，各方成员达

成妥协，接受了砍掉87%的上诉机构预算和

砍掉95%的WTO运作资金预算。

WTO躲过了关门危机，却怎么也躲不过

上诉机构的停摆了。对此，WTO上诉机构创

始成员及前主席、首席法官詹姆斯·巴克斯近

日一语道破，称当前在上诉机构有十多起针

对美国单边贸易行为的案件等待裁决，而他

认为美国在这些案件中都会败诉。

去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曾威胁可能

退出这一多边组织，按照特朗普的说法，

WTO对美国不公，让美国吃亏。但在外界看

来，美国多年来恰恰是利用多边贸易机制来

维护美国利益，卡托研究所统计数据显示，美

国在WTO发起的诉讼数量远高于其他成员

国，其中有超过90%获胜；但在别国针对美国

发起的诉讼中，有近90%为美国败诉。

“历史不会原谅那些让WTO争端解决机

制崩溃的人。”今年5月，即将离任的WTO上

诉机构大法官PeterVandenBossche在他

的告别演讲中如此说道，他在演讲中毫不避

讳地将矛头指向了美国，称上诉机构走向关

闭可能只会让美国感到高兴，届时将回归某

种WTO前的争端解决机制，这意味着回归经

济和其他力量凌驾于法律权利之上的争端解

决机制。

“丛林法则”

WTO争端解决机制象征的是一种秩序。

今年10月，WTO总干事阿泽维多曾喊话164

个成员，这个世界若失去执行国际贸易规范

的能力，将退回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丛林

法则”时代。WTO的数据显示，从1995年到

2018年，争端解决机制一共受理了573项请

求。整体来看，在争端解决机制中比较活跃的

成员多达109个，占WTO成员总数的2/3。这

意味着，起码在现在这个时代，WTO争端解

决机制已经成了解决贸易摩擦的关键所在。

在上诉机构停摆的边缘，WTO的意义变

得更加重要。巧的是，上周刚刚因为“数字税”

而接到美国关税威胁的法国仍旧对WTO抱

以希望，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8日表

示，法国正考虑就此向WTO进行申诉。按照

他的说法，“数字税”并不针对美国公司，因此

就谈不上歧视美国互联网企业，法国将把与

美国的争端提交国际机构进行仲裁，特别是

考虑向WTO进行申诉。而在不久前，闹得不

可开交的日韩贸易摩擦也是求助于WTO的

这一争端解决机制。

停摆的事实已经无法改变，那些还维护

着WTO的成员便只能想办法弥补了。此前，

欧盟、加拿大和挪威便已同意自行设立临时

仲裁机制，沿用世贸组织原则和惯例，对加入

倡议国家之间的纠纷作“平行”仲裁，直至世

贸组织仲裁机制恢复正常。

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回应

称，中方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一直在积极

推动解决上诉机构遴选僵局。中方与115个世

贸组织成员提交了关于启动上诉机构遴选的

提案，联合欧盟等40个成员提交了关于上诉

机构改革的提案，努力争取凝聚各方共识，持

续推动相关问题解决。中方将与志同道合的

绝大多数成员一道，继续推动解决上诉机构

面临的挑战。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

明解释称，争端解决机制的停摆意味着整个

WTO没有了价值和功能，很多问题只能说，

却没有办法执行，失去执行力就变成了论坛。

而其背后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便指向了美

国的阻挠，美国作为争端解决最初的支持方，

如今却成了反对的一方，争端解决机制与现

在的世界贸易发展不能同步。当然WTO本身

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遇到了一些新的情况

和新的问题，但过去的争端解决机制却没有

涉及，内容方式等需要进行调整，但无论怎样

都应该朝着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方向调整，

同时也要考虑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

话语权，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平衡，不能一家

独大。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印钞机”这个词可能不再有吸引力了，

就连世界上最大的印钞厂———德拉鲁如今

也面临着破产的风险。在线支付的风靡无疑

是“杀死”德拉鲁的罪魁祸首，而另一项主要

业务———印刷护照遭到竞争对手的抢食，成

了最后一根稻草。亏损之下，市值难抵负债，

这家近200岁的印钞厂前途越发渺茫起来。

“世界上最大的印钞公司快没钱了”，8

日，今日俄罗斯在报道标题中言简意赅地概

括了德拉鲁目前面临的困境。作为全球最大

的印钞厂，德拉鲁诞生于1821年，自1860年

起，德拉鲁开始为英国央行印制钞票。截至

目前，德拉鲁已经与全球140家央行签订了

合同，世界上约1/3的钞票都是这家公司印

刷的，投资研究公司爱迪生集团称，德拉鲁

涉及了流通中所有纸币面额的36%，它也因

此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印钞机。

早在一周前，BBC就在报道中指出，德

拉鲁公司宣布暂停派发股息，并报告上半财

年出现了亏损。根据德拉鲁11月26日发布的

2019/20财年上半年业绩，该公司当期收入

同比下降了15%，运营亏损达到920万英镑。

德拉鲁CEOCliveVacher宣布了“彻底审

查”的计划，并取消了公司2600万英镑的股

息，试图为德拉鲁争取一些喘息的空间。德

拉鲁方面还表示，如果实施重组计划失败，

公司将面临倒闭的风险，这也意味着德拉鲁

可能有2500名员工面临失业风险。

一次亏损不足以让德拉鲁步入绝境，更

关键的问题在于资难抵债。在最新的财报

中，截至今年9月28日，德拉鲁的净负债已经

增加至1.707亿英镑，而这一数字在2018/19

财年同期为1.075亿英镑，同比增加了58%。

德拉鲁表示，这主要是由于库存、末期股息

支付、养老金捐款和资本支出方面的不利营

运资金变动所致。

至于德拉鲁面临亏损和破产危机的原

因，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德拉鲁媒体联络中

心，不过截至发稿还未收到具体回复。有分

析认为，自从德拉鲁公司将价值4亿英镑的

英国护照印刷合同输给其法国的竞争对手

后，就一直处于挣扎之中。

这并非空穴来风。除了钞票印刷之外，

德拉鲁在过去九年中也一直与英国政府合

作生产护照。但在英国决定“脱欧”之后，新

护照的印刷也立刻换了厂商。来自法国的竞

争对手Gemalto打败了德拉鲁，获得了这笔

4亿英镑的大单。德拉鲁还曾上诉，将英国政

府告上了最高法庭，要求撤销合同，并审理

竞争对手的资质。

之后，关于德拉鲁的坏消息一个接一

个。委内瑞拉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美国的制

裁，使得委内瑞拉央行无法支付账单，而为

该国印钞的德拉鲁公司只能无奈地记下了

一笔1800万英镑的应收账款。此外，英国金

融犯罪调查机构SFO还就德拉鲁涉嫌南苏

丹政府腐败嫌疑进行调查。

对德拉鲁而言，这些不过是“压死骆驼

的最后一根稻草”，归根到底还是与支付方

式的变革有关。从最新的2019/20财年半年

报来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数字支付

日益流行的大背景下，德拉鲁占比最大的

货币业务营收下滑近30%，这部分的下滑

抵消了产品认证及追溯业务和身份识别业

务的增长。

无现金的大潮正在席卷全球。英国咨询

公司RBR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称，由于银行

纷纷关闭分支机构，并将资源转向数字支

付，去年全球ATM数量出现首次下降。在

ATM数量下滑最多的五大市场中，中国、美

国、日本以及巴西分别下降了1%，而位居第

五的印度“增长也开始大幅放缓”。

更是有国家开始进入了“无现金支付”

时代。从2017年1月1日起，丹麦中央银行开

始关闭丹麦境内所有的印钞机构，从此以后

不再印刷制作纸钞和硬币等丹麦克郎现金，

还计划着将商店必须接受现金的法律废除，

让移动支付逐渐全面取代现金。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银行卡支付和在

线转账来取代现金支付，人们支付习惯的急

速改变也对印钞公司的运营造成了极大冲

击。在此情况之下，印钞厂成为鸡肋也在所

难免。除了德拉鲁，澳大利亚的印钞业也面

临着缺钱和难以为继的困境。去年5月，澳大

利亚印钞公司工人25日因要求涨工资罢工，

这也是该印钞厂一百多年来首次停工。

德拉鲁也想过自救的办法，打算以

4200万英镑将国际验钞解决方案出售，以

缓解公司的流动性问题。当然，德拉鲁并非

毫无希望，持有德拉鲁7%股份的Crystal

Amber基金经理RichardBernstein表示，

“德拉鲁有利可图的产品认证部门的产品，

有进行安全打印以识别正品的功能，可能

是竞标者的主要目标。产品认证本身的价

值是德拉鲁估值的几倍”。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WTO争端解决机制主要程序

磋商

专家组程序

上诉机构程序

执行程序

在专家组报告散发的60
天内通过，运用“反向一
致”的方式进行表决

上诉机构可维持、 修改或撤销
专家组的法律调查结果和结论

上诉机构报告应于散发后30天
内通过“反向一致”的表决方式
在DSB通过

专家组报告的通过 上诉机构报告及其通过

俄罗斯遭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禁赛四年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9日，世

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执委会在瑞士

洛桑宣布，禁止俄罗斯在未来四年参加所

有大型国际赛事，这意味着俄罗斯将无法

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2022年卡塔尔

世界杯。WADA同时指出，俄罗斯运动员

在能够证明自己没有卷入兴奋剂丑闻的

情况下，可以使用中立旗帜参加比赛。俄

反兴奋剂机构还证实，俄被剥夺在接下来

四年内主办和申请主办大型国际体育赛

事的权利。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由于2019

年初送交WADA的莫斯科反兴奋剂实验

室数据可能被操纵，WADA于9月启动了

拟剥夺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资质的程序。

俄方有三周时间对涉及这些数据的问题

予以答复，答复信已于10月8日寄出。

WADA发言人和国际奥委会上个月

曾经表示，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当局涉嫌篡

改莫斯科实验室的数据库，想以此来隐瞒

存在的兴奋剂案件，俄罗斯方面还企图把

责任推卸到举报人身上。国际奥委会上个

月表示，俄罗斯篡改数据库的做法，是对

体育运动的侮辱。同时，要求俄罗斯方面

把一个干净的实验室交给国际奥委会来

审查。

WADA合规审查委员会11月23日建

议执委会认定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违反

了《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根据WADA合

规审查委员会的声明，俄方转交WADA

处置的莫斯科反兴奋剂实验室数据“既不

全面，也不完全可信”。WADA表示，俄罗

斯反兴奋剂机构有21天的时间对禁令提

出上诉，上诉将提交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目前俄罗斯奥组委表示，制裁不合逻

辑也不正当。俄罗斯亿万富翁、国际击剑联

合会主席阿利舍尔-乌斯马诺夫强烈反对

制裁，他表示，反兴奋剂的无情斗争，不应该

变得像私刑。此外，不能因为同样的问题对

俄罗斯进行两次制裁。对于世界反兴奋剂

机构的提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1月26

日指出，这无疑是某些西方国家在国际事

务上“试图孤立俄罗斯的又一次尝试”。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之前也表示：

“做决定、惩罚、禁赛……周而复始，所有

相关兴奋剂丑闻好比‘一部没完没了的反

俄剧集’。”他表示，俄罗斯存在兴奋剂问

题，这在现代体育发展的趋势中是不可接

受的，俄方将继续致力于打击兴奋剂。他

还说，其他国家存在同样的问题，但只有

俄罗斯被责罚，显然这与政治局势相关。

天空体育的报道指出，自2015年由

WADA委托的一份报告发现俄罗斯田径

运动中存在大量使用兴奋剂的证据以来，

一直试图展示自己是一个全球体育强国

的俄罗斯，却始终身处于兴奋剂丑闻的漩

涡之中。此后，其兴奋剂丑闻愈演愈烈，很

多运动员都缺席了过去两届奥运会，在去

年的平昌冬奥会上，作为对2014年索契冬

奥会上国家支持兴奋剂事件掩盖的惩罚，

整支代表团都被禁止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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