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菲利普莫里斯公司诉乌拉圭 
国际仲裁庭的裁决 
 

 

       2010 年 2 月，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以下简称菲莫公司）的三个子公司1在世界银

行的一个仲裁庭即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启动了一项国际法诉讼2。菲莫公司声称乌拉圭的两部烟

草控制法律违反了乌拉圭与瑞士的双边投资条约3。此前，菲莫公司的子公司在乌拉圭的国内法院

对控烟法律的诉讼已遭败诉。2016 年 7 月 8 日, 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发布了仲裁结果，驳

回了菲莫公司的所有诉求，并判决其向乌拉圭赔偿法律费用（700 万美元）。 

两项“被诉控烟措施”规定: 

1. 烟盒上的大幅图片式健康警示面积占烟盒正反面的 80%； 

2. 每个卷烟品牌的包装形式只能以一种形式或一个品牌类型呈现（基于以下证据禁止品牌

系列：多种品牌可能误导消费者，并错误地暗示一些卷烟比另一些卷烟危害小），这被

称为“单一呈现方式要求”（简称“单一呈现”）4。 

诉求 :双边投资条约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协议，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的投资者提供某些保护

和保障，以便鼓励外国直接投资。这些条约允许外国投资者对政府法规提起国际仲裁。菲莫公司

声称，要求烟盒上健康警示面积占烟盒正反面的 80%，使得烟盒上没有足够的空间印制本可以印

制的商标和品牌；“单一呈现”意味着该公司不能推广它的一些品牌，比如万宝路 Gold。菲莫公司

因此声称乌拉圭违反了双边投资条约的条款，因为： 

1. 被诉控烟措施剥夺了菲莫公司在商标方面的财产权却没有给予补偿；  

2. 被诉控烟措施是武断的，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措施的有效性，也就意味着没有给予菲

莫公司公平公正的待遇；  

3. 被诉控烟措施没有满足菲莫公司对稳定的管制环境、或者能够利用其品牌资产盈利的合

理预期；  

4. 乌拉圭法院没有适当地或公正地处理菲莫公司在国内提出的法律诉讼，致使司法不公。  

5. 菲莫公司请求仲裁庭判令撤销被诉控烟措施，并补偿其约 2500 万美元。 

 

仲裁庭的裁决要旨 

 

        这项众所期待的裁决解决了在投资者权利与国家管理公共卫生问题的空间之间如何进行平衡

的几个基本法律问题。虽然在国际仲裁法上不存在先例原则，但是，一个投资协议判例法及其法

理无疑正在形成，这意味着每项裁决都将具有更为深远的重要意义5。这项裁决强调了世界卫生组

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烟草控制目标设定和提供政策证据支持方面的重要

性，确认了各国因此不必重新收集整理当地的证据。该裁决确认了主权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采取

措施或作出决定上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余地”和应得到的尊重。仲裁庭还指出一个国家不需要证



 

明它所采取的措施与任何可见的公共卫生成效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只要表明这些措施是为解

决公共卫生问题而诚意采取的尝试就足够了。 

        这项裁决为任何其他外国投资者试图对一项目的正当且出于善意的、非歧视性公共卫生措施

提起投资仲裁设定了极高的门槛。  

         对直接引用的裁决文字，用方括号[¶]给出了原裁决的段落编号。下划线为编者表示强调后加。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法律意义 

   （与所有烟草控制措施相关） 

 

仲裁庭准许世界卫生组织和公约秘书处以及泛美卫生组织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世界卫生组织/

公约秘书处的意见指出：  

“乌拉圭所采取的行动，是基于大量能够表明大幅图片式健康警示是告知消费者有关烟草消
费的相关风险和劝阻烟草消费的一种有效方式的证据做出的。还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禁止品牌系
列包装是防止烟草制品误导性宣传的一种有效方式”[¶38] 

泛美卫生组织法庭之友意见指出：  

“乌拉圭的烟草控制措施是针对烟草业使用的欺骗性广告、营销和促销策略问题而做出的合
理且负责任的应对，是有大量证据支撑的，并且已被证明能够有效减少烟草消费。”[¶43] 

仲裁庭裁决认为，被诉控烟措施是依据和为了促进公约的义务和建议的履行而制定的，这也

是仲裁庭判定被诉控烟措施并非武断的重要原因（也是认定它没有违反双边投资条约的公平公正

待遇条款的原因）。 

 仲裁庭指出，规定了被诉措施的《18,256号法律：烟草控制法》6明确指出，该法是根据乌

拉圭在公约下的义务而制定的。仲裁庭接下来指出“应强调的是，[被诉措施]是乌拉圭为了

履行保护公众健康的国家义务和国际法义务而采取的” [¶302] 

 仲裁庭指出“像乌拉圭这样技术和经济资源有限的国家，遵循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

架公约》，参与科学技术合作和报告以及信息交换，是获得能够恰当履行公约义务所必需

的科学知识和市场经验的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方式...”[¶393] 

 并且，指出公约是一部基于证据的条约，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要求乌拉圭为了支持

被诉措施，去开展额外的研究或收集进一步的证据”[¶396] 

 

 

 



 

对所有权的剥夺 
（与平装包装相关） 

国家规制公共卫生的权利、所需要的证据以及自由裁量余地 
    （与所有烟草控制措施相关） 
 

为维护公众利益的“规制权利”和国家在国际投资法律体系下所具有的规制范围或灵活度，

是一个备受争论的问题。该仲裁庭明确地裁定国家在与公共卫生相关的措施上，具有广泛的“自

由裁量余地”，应给予特别尊重；并对国家在公共卫生措施方面应如何进行“证明”发表了意

见  。  

 “确实，要证明诸如“单一呈现”和健康警告面积占正反面 80%这样的措施的单独影响是

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开展关于烟草消费的动机研究同样是困难的（正如双方的专家

证人所承认的）。而且，被诉措施是作为宏观烟草控制规划的难以拆分的组成部分而采取

的。但是，事实是乌拉圭的吸烟率下降了，特别是在年轻的吸烟者中。事实是被诉措施正

是为此目的而制定、且有助于此目的之达成即吸烟率下降的公共卫生措施。仲裁庭认为，

以上事实足以驳回基于双边投资条约第 5(1)条所提出的请求。”[¶306] 

 “一个一般特点的评论讲到应承认政府在做出有关公共政策的决定时，应具有‘自由裁量

余地’。申请人认为，‘自由裁量余地’是《欧洲人权公约》用于解释该公约议定书第一

条中具体用语而使用的一个概念，双边投资条约不包括任何类似的规定，所以不适用于本

案。本仲裁庭同意被申请人的观点，‘自由裁量余地’不限于《欧洲人权公约》的语境，

而是‘同样适用于基于双边投资条约的诉求’，至少适用于诸如公共卫生等领域”[¶398] 

 “政府有责任采取公共卫生措施，投资裁判所对政府在诸如保障公众健康等方面的国家需

求上的判断，应予以特别尊重。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予尊重是因为‘主权权力没有不合理

和不诚意地行使，酌情行使涉及许多复杂因素’。正如另一个投资仲裁庭所认为的，‘仲

裁庭唯一要探究的是...该项立法是否存在明显的理由不足。’”[¶399] 

 “最后，仲裁庭认为没有必要裁决“单一呈现”实际上是否起到了国家预期的效果，重要

的是措施制定时是否是一项‘合理的’措施。“单一呈现”是否能够有效影响公众对烟草

制品安全性的认识并不重要，烟草公司是否试图、或者曾经试图在这一点上误导公众也不

重要。根据现行的相关标准，足以作出维持裁决：“单一呈现”是解决一个真实存在的公

共卫生问题的尝试，是与要解决的问题相适称的，是善意制定的。”[¶409]  

 

 

 

 

 

仲裁庭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驳回了关于剥夺所有权的主张。首先，这些措施并没有在整体上明

显剥夺原告的投资价值（因为他们能继续在乌拉圭开展烟草制品的销售业务）；其次，这些法规

是国家为公共利益而正当行使其规制权的体现。  

 

申请人的财产价值 

 “本仲裁庭认为，为了确定“单一呈现”在本案中是否具有剥夺的特征，需要将Abel公司的



 

烟草公司使用其商标的权利 

（与平装包装相关） 

业务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为这些措施影响了其全部活动。”[¶283] 

 

 “本仲裁庭认为，就基于间接剥夺而提出的主张而言，只要在被诉措施实施后，仍有充分的

价值存在，就不存在剥夺。 正如投资条约裁决所确认的，投资所遭受的、非由某措施实施

带来的部分利润损失，并不赋予该措施以剥夺的特征。”[¶286] 

 

“规制权”（或为公众利益的国家管理权力）的使用 

 “本仲裁庭认为，乌拉圭采取的被诉措施是有效行使一个国家的规制权的体现”[¶287]“保

护公众健康长久以来就被视为政府规制权的基本体现”[¶291] 

 

 “应强调的是，“单一呈现”和健康警示面积占烟盒正反面80%的法规是乌拉圭为履行其保

护公众健康的国家义务和国际法义务而制定的”[¶302] 

 

 

 

 

 

烟草公司在其针对大幅图片警示、“单一呈现”和平装包装等严格的烟草制品包装法律的诉

讼中，辩称其商标的注册使其享有使用这些商标的权利，即便这种使用与公众利益相悖。烟草公

司在英国高等法院起诉烟草平装包装规定时，提出了这项主张，但被法院驳回7；在向世界贸易组

织申请对澳大利亚烟草平装包装规定的仲裁中，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8。
 

 “本仲裁庭注意到，《巴黎公约》9没有任何条款明确规定使用商标的权利是一项积极权利”

[¶260]。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10（假设本案可适用）中，也没有任何条款规定

一项使用的权利”[¶262]“申请人又辩称，根据乌拉圭法律，商标是一项财产权，因而赋予

了使用的权利。  但是也同样不能为其辩护意见中对商标授予（拥有者）不可剥夺的商标使

用权利这一结论提供支持论证。”[¶266] 
 

 “在一些情况下，拥有某一商标的确赋予（拥有者）使用它的权利。这是一项相对于其他人

的使用权，是一项排他的权利，但同时也是相对的。这不是一项可以针对国家而主张的绝对

使用权...申请人所引用的任何法律来源都没有条款支持这一结论：拥有某一商标构成一项

绝对的不可剥夺的使用权，不受任何可能限制或约束其使用的法规的规制。而且，正如被申

请人所指出的，这并不是它第一次以有损商标使用的方式来对烟草业进行管制”[¶267-268]  

 

 “本仲裁庭认为，无论是根据乌拉圭法律，还是根据乌拉圭作为缔约方的国际公约，商标持

有者并不享有不受规制的绝对使用权，而只是享有排他权，排除第三方在市场上使用其商标，

使得只有商标持有者有可能在商业活动中，在国家的规制权下，使用商标。”[¶271] 

 

 

 



 

司法不公 
 

 

对稳定监管环境的合理预期 
   （与所有公共卫生措施相关） 

 

 

菲莫公司的一部分主张是它没有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它提出这一主张的根据是它应享有对

管制环境不会发生剧烈变化的合理预期，具体来说，就是如果允许它合法注册商标，则它可以期

待通过使用商标来实现其注册目的。  

 

 “诸如卷烟等有害制品的制造商和经销商，不能期待将来不会实行新的、更严苛的法规”

[¶429]  

 

 “...相反，基于国际公认的关于烟草制品危害的共识，只能期待对烟草制品的销售和使用

的管制逐步更为严格。以所谓预期来反对一项有新突破的法规是无效的。”[¶430] 

 
 

 

 

 

 

菲莫公司的子公司对本案被诉控烟法律措施，亦向乌拉圭国内法院提起了多起诉讼，皆告败

诉。在本仲裁案中，菲莫公司提出，乌拉圭两个不同的法院对健康警示面积占烟盒正反面 80%这一

规定的合宪性所作出的判决理由是相互矛盾的。菲莫公司还提出，审理菲莫公司起诉“单一呈现”

的法院，过度参考了另外一例驳回英美烟草公司对同一措施的诉讼的判决。本仲裁庭认为，乌拉

圭国内法院的判决“可能看起来不同寻常，甚至令人吃惊”，但是： 

 

 “...仲裁裁判所不应作为解决司法不公的上诉法院，更不应承担起改进国家司法体制的职

责。”[¶528] 

 

 “一般来说，在考虑是否存在程序不当时，仲裁裁判所对判定是否存在司法不公的门槛很

高。要证明国际法下存在司法不公的情况，必须有‘司法系统彻底失效...的明显证据’或 

‘系统性不公’的表现...”[¶500] 
 

 

 

 

 

菲莫公司指定的仲裁员Gary Born在两个问题上持不同意见：1）乌拉圭法院在程序上存在司

法不公；2）公约并没有要求或涉及“单一呈现”，并且根据乌拉圭法院的事实性背景和证据性记

录，“单一呈现”显然是武断的、不适称的，因此没有给予（菲莫公司）公平公正的待遇。该异

议仲裁员认为“文件证据清楚表明，乌拉圭卫生部（或乌拉圭政府的其他部门）没有对“单一呈

现”进行过有意义的内部讨论或考量。” 

但是，他在其异议裁决中指出：“我同意本仲裁庭所做出的几乎所有裁决结论”。他同意健

康警示面积应占烟盒正反面80%的规定没有违反双边投资条约的任何条款。对于一个国家采取公共

卫生措施所应适用的几个基本法律原则，他亦表示同意。Gary Born与其他两名仲裁员意见不一的

反对意见 
 



 

不是这些原则本身，而是这些原则对“单一呈现”的适用性。虽然他的观点没有占上风，但也说

明了如果政府能够把制定政策的过程也记录得象提供证明和支持公共卫生措施的证据和理由那样

详实，那么，公共卫生措施就更加无惧任何法律上的质疑。 

 

 编者按： 
 

 

本文旨在对这一仲裁案件中与控烟和公共卫生政策措施有关的一些重大问题做一个简要概述，

主要侧重于对主权国家政府制定烟草控制或其他公共卫生措施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些国际法上的关

键问题。并着重体现长篇裁决中的一些内容，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更细致地阅读裁决原文。编者

无意对该仲裁裁决做出最终的法律分析，本文也不是对该裁决的全面综述。 

 

 

注释： 
 

                                                           
1 1. Philip Morris Products S.A. (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s Swiss affiliate), 2. Abal Hermanos S.A. (a Uruguayan 
tobacco company) 3. FTR Holdings S.A. (a Swiss conglomerate that owns Abal Hermanos S.A. - replaced in the claim 
by Philip Morris Brand Sarl)    
 
2 Philip Morris Brand Sàrl (Switzerland), Philip Morris Products S.A. (Switzerland) and Abal Hermanos S.A. (Uruguay) 
v. Oriental Republic of Uruguay (ICSID Case No. ARB/10/7). The request for arbitration, an expert opinion, the ruling 
on jurisdiction and procedural orders can be found here: http://www.italaw.com/cases/460 
 
3 The 1991 Switzerland – Uruguay Bilateral Agreement o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s. A 
copy can be obtained here - http://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Download/TreatyFile/3121 
 
4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Ordinance 514 dated 18 August 2008 
 
5 Precedent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 Citation Analysis of a Developing Jurisprudence 
Jeffery P. Commiss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4(2) : 129–158, 2007. 
 
6 Law 18,256 dated 6 Mar. 2008 (C-33) 
 
7 R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 Ors)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ealth [2016] EWHC 1169 (Admin).  
https://www.judiciary.gov.uk/wp-content/uploads/2016/05/bat-v-doh.judgment.pdf 
 
8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summary of the dispute is here: http://dfat.gov.au/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organisations/wto/wto-dispute-settlement/Pages/wto-disputes-tobacco-plain-
packaging.aspx 
 
9 The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of 1883 was one of the first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eaties and remains in force. 
 
10 The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 is a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administered by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that sets down minimum standards for many form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ulation as applied to nationals of other WTO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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