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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协议对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举证责任几乎没有规定 ,相关举证责任规则是由处理争

端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发展起来的。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中 ,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规则的基本要求 ,

其标准是初步证明 (证据 )标准 ,这种标准实质上是一种推定技巧 ,而非终局的证明标准。提供充分的证据并说服专

家组是举证责任的内在要求。不同诉因、不同条款可能影响争端方举证责任的分配。争端方是否满足了举证责任

的要求 ,由专家组最终评估、认定 ,专家组在这方面享有相当大的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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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规则及程序谅解 》(以

下简称 DSU)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 ,

统一适用于相关协议所产生的争端解决 ,并且建立

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两个审级 ,规定了不同阶段的

具体规则和程序 ,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 DSU对申

诉方如何证明其主张、被诉方如何进行其抗辩并没

有明确的规定。换句话说 , DSU对争端解决程序中

的举证责任这一重要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其他相

关协议也是如此。

申诉方设立专家组的申请所含内容是非常简单

的 :指明争议的具体措施 ,提供足以明确提出问题的

申诉的法律依据 (诉求 ) ①。证明该诉求真实或成立

的证据、主张 ,是在以后的程序中不断进行的。DSU

附录 3规定了专家组的工作程序 ,包括各方提交第

一次书面陈述的时间、第一次庭审时间、提交第二次

书面陈述的时间、第二次庭审时间、专家组做出报告

的时间等 ,但这是一个纯程序性的程序 ,虽然暗示了

申诉方的申诉与被诉方的反驳 ,却看不出申诉方证

明申诉成立、被诉方抗辩成功的标准。同时 ,尽管专

家组可以寻求必要的信息对争议事项进行客观评估

做出裁决 ,但专家组的这一权利性质上是裁量权 ,该

权利的行使与争端方证明其主张没有必然的关系。

专家组在履行职责时不能代替争端方提出主张 ,做

出裁决。

申诉方提出了某项诉求 ,并不等于该诉求就是

真实的 ;被诉方用作抗辩的证明和主张 ,也不见得都

是成立的。正如上诉机构在“美国羊毛衫案 ”所说

的 ,“很难理解 ,任何司法解决制度 ,如果采取提出诉

求就等于证明的做法 ,该制度能够运作。”[ 1 ]这突出

说明了举证责任的重要性。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不

断发展的争端解决实践中 ,逐步形成了争端解决程

序中的举证责任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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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阐释 ,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举证责任主要包括

下述方面的问题 :举证责任的含义、分配、标准 ,证据

提供 ,专家组对相关事项的自由评估和客观评估。

争端解决程序中的当事方的举证责任与专家组的客

观评估责任是紧密联系 ,不可分割的。

　　一、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

　　举证责任规则是一个程序概念 ,旨在公平、有序

地处理和解决争端 [ 2 ]。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的

早期案件“美国羊毛衫案 ”中 ,第一次明确涉及举证

责任这一问题 ,并就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举证责任进

行了阐述。

在“美国羊毛衫案 ”中 ,上诉机构指出 ,“不同的

国际审理机构 ,包括国际法院 ,普遍并一直接受和适

用这样的原则 :提出事实的一方 ,无论是申诉方还是

被诉方 ,负责对此提供证据进行证明。同时 ,举证责

任在于提出肯定性具体诉求或抗辩的一方 (无论是

申诉方还是被诉方 ) ,这一原则在大陆法、普通法制

度中 ,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司法制度中 ,被普遍接受。

如果一方提供充分的证据得出其诉求真实的推定 ,

则举证责任即转移到另一方 ,如果该另一方没有提

出足够的证据反驳该推论 ,即败诉。”[ 1 ]15上诉机构有

关举证责任的论述可以归结为我们熟悉的一句话 :

谁主张谁举证。

上诉机构的上述观点概括为下述几方面的要

求 :第一 ,举证责任是提供证据并证明的责任。提供

证据只是举证责任的一部分。第二 ,该证明责任限

于确立其诉求 (或抗辩 )成立的推定 ,并不必然等于

最终证明其诉求或抗辩。第三 ,举证责任适用于控

辩双方 ,而非某一方的责任 ,必要时可能在控辩双方

来回轮换。第四 ,谁提出具体的主张 ,谁承担对这一

主张的举证责任。第五 ,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 ,如果

不能履行其举证责任 ,则对其所主张的事项 ,承担败

诉的结果。这涉及举证不能的风险承担。第六 ,该

举证责任仅适用于提出的事实 ,法律无需证明。

上诉机构的上述观点同时表明 ,在承担举证责

任的顺序上 ,存在先后次序。就一项争端来说 ,发起

程序的申诉方应首先提供证据证明其诉求 ,之后被

诉方进行抗辩、反驳 ,被诉方对其提出的抗辩或反

驳 ,也承担证明责任。但对于举证责任来说 ,真正的

问题不是谁是申诉方 ,谁是被诉方 ,而是谁提出具体

的主张 ,谁即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规则称之为举

证责任的分配。在上述“美国羊毛衫案 ”中 ,争议事

项涉及美国根据《纺织品与服装协议 》第 6条采取的

保障措施。印度指控美国采取的保障措施没有满足

第 6条的要求 ,而美国则提出根据原《关税与贸易总

协定 》下的惯例 ,应由申诉方即印度证明美国当局做

出的裁定是不合理的。专家组认为应由印度证明美

国没有满足第 6条的要求 ,由美国证明其措施满足

了该条的要求。在上诉中 ,上诉机构维持了专家组

的这一观点。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中 ,争端方的举证

责任限于提供充分的证据得出其诉求 (或抗辩 )真实

的推定。这样的举证责任标准被称为“初步证据 (证

明 )标准 ”( p rima facie case) ①。所谓初步证据 (证

明 ) ,是“指这样的情形 ,在抗辩方没有有效反驳时 ,

要求专家组作为法律问题做出支持提出初步证据

(证明 )的申诉方的裁决。”[ 2 ]192上诉机构的这一说法

是针对申诉方而言的 ,其内容对抗辩方也同样适用。

如果抗辩方提出某一抗辩 ,并初步证明其抗辩真实

(确立抗辩真实的推定 )后 ,如果申诉方对抗辩方的

抗辩没有进行有效的反驳 ,专家组应在法律上做出

支持抗辩方的裁决。举证方举证责任的初步证据标

准 ,不是终局标准 ,而是推定标准。该标准不要求举

证方提供最终的、结论性的证据 [ 3 ]。举证方并非需

要完全证明其主张的真实性。这一标准与国内法上

刑事审判程序中的“超出合理怀疑 ”标准有根本性不

同 ,也与某些国内制度中适用于民商事审判程序的

“优势证据 ”标准不同。如果举证方没有初步证明其

主张 ,则其主张失败 ;如果举证方初步证明其主张 ,

未被有效反驳 ,则其主张成立 ;如果举证方初步证明

其主张 ,但被对方有效反驳 ,举证方未能提出其他的

证据来证明其主张 ,则其主张也告失败 ;如果举证方

初步证明其主张 ,被对方有效反驳 ,而举证方提出新

的证据证明其主张 ,未被有效反驳 ,则其主张得以成

立 [ 4 ]。这一标准或做法 ,被称之为审判者运用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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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技巧 ”(p resump tion technique) ,是审判者对向其提

交的证据进行评估的工具 ,是非终局性证据情形下

使用的一种工具 [ 5 ]。“在实践中 ,履行举证责任会是

一个动态的过程 ,像网球运动一样 ,在整个专家组程

序中 ,每一方都多次地提出证据、反驳证据。⋯⋯当

证据尘埃落定时 ,只有专家组对提交证据的量与质

满意时 ,才视为满足了举证责任的要求。”[ 4 ]179

确定举证方是否提出了初步证据 ,初步证明相

关诉求 ,需要审查举证方提出的与其诉求相关的证

据和主张。何为提出初步证据 ,并无统一标准。“确

立初步证据所要求的证据的性质和范围 ,必然随措

施的不同、条款的不同和案件的不同而不同。”[ 5 ]235在

指控措施是立法本身的情况下 ,在某些情况下 ,仅仅

提供措施条文 ,或在条文不很明确时另外提交支持

材料 ,可能履行了初步证明的义务 [ 5 ]263。被控法律条

款可能有多种解释 ,被诉方认为申诉方的解释是错

误的 ,并不能使申诉方基于条款用语确立的初步证

据不充分 [ 6 ]。但并非没有最低标准。“至少 , ⋯⋯证

据和主张必须足以指明指控措施及其基本含义 ,指

明相关的世界贸易组织条款及其所含的义务 ,并且

解释该措施与该条款不符的诉求的依据。”[ 7 ]而且 ,

“初步证据的确立 ,必须基于申诉方提出的与其诉求

的每一因素相关的证据和法律主张。申诉方不可以

只是提交证据 ,而期望专家组通过猜测来发现与世

界贸易组织不符的诉求。申诉方也不能只是指控事

实 ,而不将其与法律主张联系起来。”[ 8 ]这一观点无

疑也适用于被诉方。可以说 ,提交材料、说明该材料

与其诉求的关系 ,论证其诉求的真实 ,是举证方举证

责任的内在要求。

由于初步证明标准不是完全证明主张为真的最

终标准 ,在整个争端解决程序中可能出现举证责任

的转移 (如上述所说的反驳再反驳 ) ,加之上述的动

态性 ,这一标准的举证责任似乎带有阶段性的程序

特征 ,但事实并不如此。

在英美法系中 ,举证责任含有双重含义。第一 ,

是说服责任 ,即说服审判者的责任 ;第二 ,是提供证

据责任 ,即使程序继续进行下去的责任 ,提供足够的

证据使审理者相信确实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

责任是一种程序上的责任 ,也被称为“初步证据责

任 ”[ 5 ]229。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举证责

任 ,是否也包括了上述程序上的责任 ?

根据上文所说的举证责任的分配 ,在申诉方初

步证明其诉求为真的情况下 ,被诉方即承担了进行

反驳的举证责任。这似乎表明 ,在时间程序上 ,申诉

方证明在先、被诉方反驳在后。但申诉方证明到什

么程度、在什么时间点上 ,就确立其诉求真实的推

定 ,而转由被诉方进行反驳 ? 在整个争端解决程序

中 ,是否存在截然分明的两个阶段 ?

实践中 ,争端方对申诉方提供初步证据的要求

皆无异议 ,但是对什么情况下申诉方提供了初步证

据却有不同看法 ,上诉中提出专家组适用举证责任

不当的情形也比较多。问题的症结在于 ,对于申诉

方是否满足提供初步证据的要求 ,是否需要专家组

做出单独的认定或裁定 ,在专家组程序中是否存在

一个明显的分界点 ,前一阶段由申诉方提供初步证

据 ,后一阶段由被诉方提供初步证据 ,支持各自的诉

求或主张。从另一角度说 ,申诉方的举证责任 ,是否

必须首先满足所提证据足以使程序进行下去的要求

(即类似普通法意义上的程序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

许多案件已经表明 ,在专家组程序中并不存在这样

的要求 ,专家组对申诉方是否提供初步证据、被诉方

是否进行了有效反驳的裁判 ,是在申诉方和被诉方

提供的证据的总体评估基础上做出的。“在专家组

进行审查被诉方的抗辩和证据前 ,专家组不需要就

申诉方是否初步证明其诉求做出明示的裁决。”[ 9 ]

“印度数量限制案 ”中 ,印度在上诉程序中提出 ,专家

组在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答复和将举证责任转

移到印度之前没有确定美国是否确立了初步证据 ,

美国提供的证据在法律上不能构成印度的收支平衡

限制不能据注释获得正当性的初步证据。上诉机构

承认专家组确实没有明确裁定美国已确立了初步证

据 ,但上诉机构认为并不要求专家组在考虑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或其他专家的观点之前得出确立了初步

证据的结论。专家组在评估美国是否确立了初步证

据时 ,也不存在反对考虑印度作出的反应的理由。

这种进行程序并不意味着专家组转移了举证责任。

在“泰国钢反倾销案 ”的上诉中 ,泰国提出 ,对波兰是

否确实提供了初步证据、泰国是否有效地反驳 ,专家

组没有明示或默示做出所要求的裁定 ;在审查波兰

据第 3条提出的诉求的每一阶段中 ,专家组没有做

出具体的明示裁定。对此 ,上诉机构指出 ,专家组并

不需要在每一情形下做出单独的具体裁定 ,裁定某

一方对某一具体诉求满足了举证责任 ,或者某一方

反驳了初步证据。在专家组没有具体裁定波兰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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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了举证责任方面 ,专家组没有错误 [ 10 ]。在“欧共

体床单案 ”中 ,印度提出 ,一旦印度确立了初步证据

后 ,专家组应将责任转给欧共体。然而 ,专家组的推

理中没有任何情况表明专家组将其最终结论基于印

度是否提出了初步证据。上诉机构认为 ,专家组评

估、权衡了向其提交的所有证据 ,既包括印度提出

的 ,也包括欧共体提出的 ,之后专家组最终得出了其

得出的结论。

对于被诉方是否有效反驳了申诉方提出的初步

证据 ,也适用同样的标准和做法。在“欧共体海关

案 ”中 ,美国指控欧共体采取了事先批准要求 ,其提

交的支持其诉求的一份证据包括了两个方面 ,一是

审计法院报告 ,表明一些成员国存在事先批准要求 ,

另一是欧共体委员会对审计法院报告的答复 ,指出

一些海关当局没有采取这种通知要求。由于该证据

包括了支持和反对美国诉求的两个方面 ,上诉机构

指出 ,“鉴于这一反驳 ,我们不能同意美国的意见 :该

证据等于欧共体承认一些成员国采取事先批准要求

这一事实 ”[ 11 ]。上诉机构对待美国提交的证据的做

法 ,既表明美国没有初步证明其诉求 ,也表明欧共体

进行了有效的反驳 ,尽管使用的是同一份证据材料。

上述分析表明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中的初

步证明责任 ,是一种实体意义上的责任 ,而非阶段性

的程序性责任。举证方是否履行了这一责任 ,根据

争端双方举证的总体情况来判断。这也表明 ,只有

在整个审理程序终结时 ,才能做出举证方是否履行

了举证责任的认定。

　　二、不同诉因下的举证责任

　　根据《GATT1994》第 23条和 DSU的相关规定 ,

申诉方可以在三种情况下发起争端解决程序 ,这三

种情况分别是违反之诉、非违反之诉和其他情况之

诉①。在争端解决实践中 ,绝大多数的争端是违反之

诉 ,极少数是非违反之诉 ,其他情况之诉迄今为止没

有发生过 (在此不进行分析 )。上诉机构在“美国羊

毛衫案 ”中指出 ,专家组程序中的举证责任包括两个

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被诉方是否违反了有关协议 ,

第二个问题是被诉方违反了有关协议是否造成了申

诉方根据相关协议享有的利益的丧失或受损。很显

然 ,上诉机构的这一观点是针对违反之诉而言的 ,因

为非违反之诉不存在违反协议的情况。这也表明 ,

在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中 ,申诉方需要证明的事

项是不同的。从理论上说 ,在违反之诉中需要证明

违反协议和利益丧失或受损两项内容 ,而在非违反

之诉中需要证明利益丧失或受损的情况。但实际

上 ,违反之诉中 ,申诉方只需证明被诉方违反协议即

可。

上诉机构把专家组程序中的举证责任分为两个

方面 :违反义务和造成损害。这一分类或许意味着

对这两个方面的举证要求是不同的。关于违反义务

确定后的损失证明问题 ,原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框架

下形成了一定的惯例② , DSU 第 3条第 8款将以前

GATT1947的做法成文化 :“如发生违反相关协议项

下的义务的情形 ,则该行为被视为初步构成了利益

的丧失或受损。这通常意味着一种推定 ,即违反规

则对适用协议的其他成员造成不利影响 ,在这种情

况下 ,由被诉方反驳这一指控。”第 3条第 8款规定 ,

在违反有关协议项下义务的案件中 ,即确立了违反

性申诉的案件中 ,存在利益丧失或受损的推定。第 3

条第 8款接着规定由被诉成员反驳这一推定。实践

中 ,这一利益损害的推定成为一种不可反对的推定。

专家组在得出了违反义务的结论后 ,有时提及被诉

方没有能够推翻这一推定 ,有时根本不提及这一问

题。

上述情况仅适用于违反性申诉 ,不适用于非违

反之诉。根据 DSU第 26条 ,如果《GATT1994》中第

23. 1 ( b)的规定适用于某一相关协议 ,则无论该措施

与该协议的规定是否产生抵触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

只有在某一争端方认为由于另一成员实施任何措施

造成其相关协议项下的任何直接或间接利益丧失或

受损 ,或此种措施妨碍该协议任何目标的实现时 ,方

可做出裁决和建议。申诉方就与相关协议不抵触的

措施提出申诉时 ,应提供详细的正当理由 ,支持其诉

求。实践中 ,申诉方为支持其诉求 ,必须证明其据相

关协议享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 ,这种利益因为被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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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分别规定于 GATT 23. 1 ( a) , 23. 1 ( b)和 23. 1 ( c)。DSU的

大部分内容是对违反之诉的规定 ,但第 26条再次对非违反之诉和其

他情况之诉作了进一步的规定。

根据《1979年争端解决谅解》,“当存在违反据总协定承担的

义务的措施时 ,该措施被视为初步构成利益的丧失或损害 ”(B ISD

26S/216)。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框架下的美国石油税案中 ,专家组

认为这一利益丧失或受益的推定实际上是不可以反驳的 (L /6175,

B ISD 34S/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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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措施丧失或受损。申诉方申诉成功必须证明下

面几点 :第一 ,被控措施必须发生于减让或谈判之

后 ,而不是之前 ;第二 ,该措施必须在减让或谈判时

不能为申诉方所合理预期 ;第三 ,申诉方须证明其据

有关协议下的利益因被诉方的措施而丧失或受到损

害 ;第四 ,申诉方须证明其存在合法预期利益 ,该利

益的丧失或受损与该措施之间有因果关系①。

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协议设定了成员的权利义

务 ,争端解决机制也是为了维持成员间权利义务的

平衡。因而 ,制止成员违反义务 ,是维持权利义务平

衡的主要和重要手段。如果某一成员没有违反义务

而被要求承担责任 ,这对于享有主权的成员政府来

说 ,是不愿接受的。正因为如此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23条及 DSU第 26条第 1款尽管对非违反性申诉

作了规定 ,但它只是一种例外的救济 ,在给予这种救

济时应非常谨慎。确立非违反性申诉 ,必须满足前

面提到的几个条件 ,包括申诉方证明其利益的损失。

在非违反申诉确立后 ,被诉方并不被要求撤销有关

措施 ,而只是授权申诉方进行中止减让。

上述分析表明 ,基于不同诉因发起的程序中的

举证责任的不同 ,仅是证明事项的不同 ,而不是举证

责任标准或分配的不同。这仍然符合举证责任的谁

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要求 ,无论其主张什么内容或事

项。

　　三、条款定性对举证责任的影响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规则体

系 ,权利规则和义务规则并存、一般规则与例外规则

交织。申诉方在对被诉方的措施提起申诉时 ,往往

同时依据不同的法律条款提出要求与指控。而被诉

方既可能依据申诉方提出的法律依据进行抗辩 ,又

可能依据其他条款进行抗辩。这些不同情形是否改

变争端方的举证责任 ?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体系中 ,有些规则属于

确立成员义务的肯定性规则 ,规定了实体义务的构

成条件 ;有些规则属于实体义务的例外规则 ,规定了

满足例外的条件。申诉方在违反之诉中 ,通常指控

被诉方违反了有关实体义务。就指控和抗辩本身来

说 ,申诉方和被诉方都要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义

务。如果申诉方根据某一法律规定提出指控 ,被诉

方根据另一法律条款进行抗辩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仍

然需要就各自主张的问题承担举证责任。因而 ,无

论依据什么条款 ,其举证责任并没有发生变化 ,变化

的可能是其举证所具体依赖的不同条款。在这一点

上 ,肯定义务条款也好 ,例外规则条款也好 ,都不改

变引用者的举证责任。但是 ,如果某一条款是实体

义务条款 ,则申诉方应承担由此引起的举证责任 ;如

果是例外条款 ,则被诉方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因

而 ,不同性质的条款 ,引起争端方举证责任分配的变

化。因此 ,相关条款的定性 ,即哪些条款归类为肯定

性义务条款 ,哪些条款归类为免责性例外条款 ,对举

证责任的分配来说 ,就成为关键性问题。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则中 ,存在某些公认

的例外条款。这样的例外条款有《GATT1994》第 20

条 (一般例外 )和第 21条 (安全例外 )、GATS中的一

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等。在其他个别条款中 ,也存在

类似的例外条款 ,如 GATT1994中的第 11. ( 2 ) ( c)

( i)。这些例外条款 ,不是本身确立义务的肯定性规

则 ,性质上属于免责抗辩 ,被诉方引用这些条款须承

担相关的举证责任。被诉方利用例外条款进行抗辩

时 ,需要证明其满足了例外条款中规定的要求。例

如 ,在《美国虾案 》中 ,申诉方根据其他条款指控美国

违反了相关义务。美国引用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

第 20条的一般例外条款进行抗辩。第 20条从结构

上分为两部分要求。一部分是对有关措施目的或内

容的要求 ,例如 ,有关措施必须符合保护人类、动植

物健康的目的 ;另一部分是对有关措施具体适用方

式的要求 ,例如不得歧视、不得变相限制国际贸易

等。在该案中 ,由于美国只证明了第一部分的要求 ,

而没有满足适用方式的要求 ,其抗辩没有成功。

由于例外条款性质上属于免责条款 ,从理论上

说 ,其适用应建立在被诉方违反了相关义务的基础

上 ,以被诉方违反相关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为前

提。体现在审查次序上 ,在逻辑上 ,应该是申诉方先

证明被诉方违反了一般原则 ,如果申诉方不能证明

这一点 ,则被诉方没有引用例外条款进行抗辩的必

要。在申诉方确立了被诉方违反一般义务规则的初

步证据之后 ,被诉方再引用例外条款进行抗辩。但

是 ,在原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框架下 ,曾经出现过专家

组直接审查被诉方的措施能否根据例外条款获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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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性这一问题。该专家组的理论是 ,既然在裁决被

诉方的措施违反一般规则后 ,仍然需要根据例外条

款进行审查 ,不如直接根据例外条款进行审查。“专

家组认为第一步应考虑《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20

条 ( d)的例外是否对本案适用。如果适用 ,则本案的

争议措施排除令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其他条款是

否相符的问题 ,就不需要审查。”①专家组的这种做法

或许有可取之处 ,例如节约了时间 ,但在举证责任上

实际上是不当地转移了争端方间的举证责任 ,解除

了申诉方的举证责任 ,使被诉方处于不利地位。世

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的争端解决中 ,上诉机构在“美国

虾案 ”中 ,明确了一般规则与例外条款的审查次序 ,

只有在确定被诉方违反了相关协议的一般规则之

后 ,专家组才可以根据例外条款进行审查 [ 12 ]。这实

际上回到了举证责任的一般要求。

由于例外条款具有使被诉方承担证明免责的作

用 ,实践中常常出现争端方对某些条款能否定性为

例外条款的分歧。例如 ,某一规定的但书条款 ,是否

是这样的例外条款。在“印度数量限制案 ”上诉程序

中 ,印度提出 ,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18条第 11

款的但书②和第 11款的注释方面 ,专家组错误地分

配、适用了举证责任。专家组认为该但书是一免责

抗辩 ,印度应承担举证责任。上诉机构认为 ,该但书

实质上对成员施加了不得要求实施收支平衡限制的

发展中国家成员改变其发展政策的义务。引用该但

书 ,在涉及什么政策可以构成该但书意义上的“发展

政策 ”的解释的范围内 ,并不引起举证责任问题 ,但

也不排除有关发展政策的主张确实涉及产生举证责

任问题的可能性。假定申诉方成功地确立了与第 18

条第 11款和注释不符的初步证据 ,被诉方在抗辩时

可反驳支持不符的证据 ,或引用该但书。在引用但

书的情况下 ,需要证明申诉方违反了不要求被诉方

改变其发展政策的义务。这是被诉方需承担举证责

任的情况。上诉机构同意专家组的意见 ,但书的举

证责任在印度 [ 13 ]。

“欧共体荷尔蒙案 ”中 ,涉及《卫生措施协议 》

(以下简称 SPS协议 )第 3条第 1款与第 3款。第 1

款规定了成员尽可能适用国际标准的义务 ,但同时

规定“除非本协定 ,特别是本条第 3款另有规定 ”。③

在该案中 ,专家组将第 3条第 3款视为第 3条第 1款

一般义务的例外 ,将证明一措施据第 3条第 3款获

得正当性的责任分配给被诉方 ,由被诉方主张该具

体抗辩的成立。上诉机构推翻了这一裁决 ,认为第 3

条第 1款与第 3款的关系不是一般规则与例外的关

系 ,第 3款规定了成员的独立的自治权利 [ 14 ]。上诉

机构指出 ,将一条约条款定性为“例外 ”本身 ,不会使

被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并不仅仅因为将同一规定

描述为例外而避免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一般要求 (被

诉方承担证明某措施与 SPS协议的规定一致性之

前 ,申诉方确立与 SPS协议的规定不符的初步证

据 )。”[ 14 ]104实质上 ,上诉机构认为专家组对第 3条第

3款的定性是错误的 ,因而即使表面上定性为例外 ,

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欧共

体荷尔蒙案 ”突出体现了条款定性的难度以及对争

端方举证责任分配的影响。在“欧共体沙丁鱼案 ”

中 ,上诉机构再次借用上述分析方法 ,推翻了专家组

将《贸易技术壁垒协议 》第 2条第 4款第 1部分与第

2部分定性为一般与例外关系的定性 ,裁定由申诉方

承担相关的举证责任 [ 15 ]。

“巴西飞机案 ”涉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

禁止性补贴 (第 3条 )的指控 ,涉及到了《补贴与反补

贴协议 》第 27条的定性。专家组指出 ,申诉方加拿

大指控发展中国家违反了《补贴与反补贴协议 》第 3

条的规定 ,必须负责证明发展中国家没有遵循该协

议第 27条的规定。加拿大就该裁决提起上诉 ,认为

第 27条第 4款是有条件的例外或免责抗辩 ,如适用

例外条款 ,适用方必须负责举证。巴西则主张第 27

条是一过渡性的规定 ,对发展中国家成员规定了一

系列特殊的差别性的权利和义务 ,申诉方应负责证

明发展中国家成员没有遵循第 27条第 4款的规定。

上诉机构指出 ,该协议第 27条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特

殊待遇 ,第 3条禁止的补贴在过渡期内不适用于发

展中国家。只要发展中国家履行了第 27条的具体

义务 ,发展中国家有权不适用第 3条。第 27条规定

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肯定性义务 ,不是免责抗辩。如

果发展中国家遵循了该条 ,第 3条的禁止出口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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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L /5333, B ISD 30 S/107. ( 参见韩立余. GATT/W TO案例及

评析 (下卷 ) [M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2: 286. )

该款的但书条款使用了“p rovided that”这样的句式。该款在

要求发展中国家成员在条件改善后取消数量限制的同时 ,规定一个

但书条款 ,“任何成员不得以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的变化使限制不必

要为理由 ,要求取消限制”。

该款的后半部分使用了“excep t as otherwise p rovided”这样的

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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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适用。但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遵循这些义务 ,

第 3条则适用。最后上诉机构同意专家组的举证责

任在申诉方的结论。在《补贴与反补贴协议 》中 ,如

果被诉方是发展中国家 ,申诉方必须证明发展中国

家没有遵循第 27条的规定。如果证明了没有遵循

这一规定 ,也只有在这时 ,第 3条禁止出口补贴才对

发展中国家适用 [ 16 ]。该案表明 ,如果对发展中国家

提出禁止性补贴的指控 ,申诉方须承担双重的递进

式的举证责任。它说明举证责任的分配不能脱离具

体条款而抽象存在。

除了上述的条款定性引起举证责任分配的不同

外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中还存在非实体性条款 ,

它既不是积极义务条款 ,也不是义务例外条款 ,而是

纯程序性的举证责任条款 ,是对一般举证责任原则

的限制或变更 ,它改变了相关实体规则的举证责任

的分配。《农业协议 》第 10条第 3款就是这样的条

款。① 上诉机构在“加拿大奶制品案 ”第 21. 5程序上

诉中 ,对该款进行了分析和解释。

根据《农业协议 》第 3条 ,一成员有权在减让表

规定的减让承诺限制内提供出口补贴。当某一成员

诉称另一成员通过超出减让水平提供出口补贴而与

第 3条第 3款不符时 ,该诉求有两个不同的部分。

第一 ,被诉成员必须超出承诺水平出口农业产品。

如果出口的数量没有达到承诺水平数 ,根据第 3条

第 3款 ,没有违反承诺。然而 ,仅仅是以超出数量承

诺水平的数量出口产品 ,没有违反该承诺。该承诺

是限制接受补贴的出口数量 ,而不是限制出口数量

本身。因而 ,诉求的第二个部分是 ,被诉成员必须对

超出数量承诺水平的数量授予出口补贴。该诉求存

在出口量和出口补贴两个方面。《农业协定 》第 10

条规定了防止规避出口补贴承诺的要求 ,第 3款即

是其中之一。该案专家组对《农业协议 》第 10条第 3

款的举证责任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 ,申诉方证明被诉

方的农产品出口量超出了减让表中的数量承诺 ;第

二 ,申诉方进一步证明其诉称的出口补贴因素存在 ;

第三 ,被诉方证明对超出承诺数量的出口部分没有

提供出口补贴。上诉机构首先重申了举证责任的一

般原则 ,表示不会轻易地裁定举证责任的通常规则

不适用 ,因为它们反映了国际程序中接受和适用的

“基本证据原则 ”( canon of evidence) [ 17 ]。但上诉机

构指出 ,《农业协议 》第 10条第 3款“规定了一项特

殊的举证规则 ”,“部分改变了通常的举证责任规

则”[ 17 ] 69, 71。该条款将申诉方的诉求分成两部分 ,将

上述诉求的两部分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不同的当事

方。与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相一致 ,由申诉方证明

诉求的第一部分 ,即被诉方成员超出其数量承诺水

平出口农产品。如果申诉方成功证明诉求的数量部

分 ,被诉方对诉求的出口补贴方面有异议 ,则根据第

10条第 3款 ,被诉成员必须确立对超量出口的部分

没有提供出口补贴。因而 ,对于诉求的出口补贴部

分 ,只要申诉方成员确立了诉求的数量部分 ,即免除

了根据通常的证据规则初步证明超量部分存在出口

补贴的证明责任。因而 ,上诉机构不同意专家组做

出的申诉方必须确立支持其诉求的这一部分的初步

证据的观点。实践中 ,申诉方可能希望提供证据反

驳被诉方提出的任何证据。然而 ,不要求申诉方成

员领先向专家组提供证据 ,即使其没有提供任何证

据 ,假如被诉方成员负有法律责任证明对超量出口

部分不存在出口补贴 ,其诉求也可能成功 [ 17 ]75。

　　四、举证责任与证据提供

　　举证责任是提供证据并证明的责任。责任的标

准是初步证明标准 ,或推定标准 ,该标准是统一的 ,

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实践中 ,举证方达到举证责任所要求的标准 ,即

提供充分的证据初步证明其主张成立 ,可能会遇到

不同的困难 ,换句话说 ,举证难度可能因不同的案

件、不同的措施、不同的法律依据而有所不同。上诉

机构多次重申 ,满足举证责任所要求的证据的性质

和程度 ,因个案而有所不同 [ 18 ]。在 GATT/W TO的框

架中 ,提供多少、提供何种证据来确立这种推定 ,必

然因措施不同而不同 ,因规定不同而不同 ,因案件不

同而不同。

根据 DSU的规定和争端解决的实践 ,申诉方可

以提出申诉的措施有两类 :一类是立法本身 ,另一类

是适用措施。而就适用措施来说 ,经由国内调查程

序的贸易救济措施与一般性适用措施又存在不同。

这些不同的措施可能影响到举证的难度。上诉机构

在“欧共体沙丁鱼案 ”中指出 ,案件事实和争议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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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款规定 :诉称超出减让承诺水平出口没有接受补贴的任何

成员 ,必须证明对争议的出口部分没有提供补贴 ,无论是否在第 9条

中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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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举证的难度 ,但上诉机构也同时指出 ,W TO争

端解决制度中 ,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 :举证责任的分

配 ,应根据申诉方和被诉方在搜集信息证明其案件

时可能遇到的相对难度来确定 [ 15 ]281。例如 ,一方面 ,

申诉方证明某一具体措施具有确立同类产品明示的

正式歧视的条文 ,因而与《GATT1994》第 3条的国民

待遇义务不符 ,是相当直接的 ;另一方面 ,如果歧视

不是来自于措施的法律文本或文件 ,而是被诉方国

内当局在适用该措施中的行政做法的结果 ,申诉方

证明违反国民待遇义务的困难就大得多。申诉方可

以对被诉方的法律本身提出指控。上诉机构在美国

对“德国钢板反补贴税案 ”中曾指出 ,被诉方成员的

法律 ,应视为与 W TO 相符 ,除非存在相反的证明。

“指控另一方的国内法本身与相关条约义务不符的

一方 ,对该法律的范围和含义承担提供证据、支持其

主张的责任。这样的证据通常采取相关立法或法律

文件文本的形式 ,适当时辅之以该法的一贯性适用

的证据、国内法院对这些的解释、法律专家的观点和

公认学者的著作。”[ 18 ]157而对待国内当局采取的贸易

救济措施 ,“专家组不得因为国内当局没有考虑不可

能合理知道的事实而认为国内当局存在错误 ,专家

组的审查必须限于国内机构能从记录证据发现的事

实。”[ 19 ]这从另一角度表明 ,争端方提供证据的内容、

类型在不同争议措施下是不同的。

提供充分的证据是举证责任的最基本的要求。

何为充分证据 ,无论是专家组还是上诉机构都没有

正面明确阐述。但是 ,我们可以从上诉机构给出的

示例中看出相关的要求。在“欧共体关税案 ”中 ,上

诉机构指出作为申诉方的美国“对其主张没有提供

充分的证据 ”。“例如 ,它没有具体指明欧共体的哪

些成员国采取了事先批准的方式 ,这些成员国的海

关当局采取了什么形式的事先批准 ,或者实施这种

要求的频率。另外 ,美国也没有具体提及连续销售

条款的实施情形 ,或者给出成员国实践中采取事先

批准的例子或者要求采取事先批准的例子。”[ 11 ]269这

些示例表明举证方在履行举证责任时 ,应对类似于

叙述文的几要素提供相应的证据 ,例如谁、什么、何

时、何地、如何等。简单地笼统性地指控或断言 ,没

有相应的具体事实支持 ,不能视为提供了充分的证

据。

提供证据也要求争端方应及时提供相关证据。

DSU及其附录 3工作程序 ,尽管规定了专家组工作

的大概时间表 ,但没有规定争端方提交文件的具体

时间 ,也没有规定不遵循专家组确定的时间的后果。

DSU第 12条第 5款只是要求专家组设定各方提供

书面陈述的明确的最后期限。同时 , DSU第 13条规

定了专家组广泛的寻求信息的权利。该款对专家组

行使这一权利时间并无限制。这些规定虽然主要是

对专家组的规定 ,赋予了专家组在接收证据时间方

面的裁量权 ,另一方面也表明 ,对争端方提交证据的

时间没有严格的要求。这不同于上诉审查程序。

《上诉审查工作程序 》对时间要求比较严格。该程序

规则 18 (1)规定 ,“除非文件在本规则所列提交时限

内收到 ,否则该文件不得视为已提交上诉机构 ”。规

则 29同时规定 ,如一参与方未能在要求的时限内提

交陈述 ,则上诉审判庭在听取其他参与方的意见后 ,

可以发布适当的命令 ,甚至驳回上诉。

与上述态度相联系 ,上诉机构和专家组对待争

端方在专家组程序中提交证据的时间表现出了很大

的灵活和宽松。上诉机构在“阿根廷鞋类进口案 ”以

及在“澳大利亚鲑鱼案 ”中 ,对 DSU这方面的要求表

明了自己的观点。“DSU第 11条并没有确立提交证

据的时间限制。第 12条第 1款指示专家组遵循附

件 3所规定的工作程序 ,但同时又授权在与争端方

磋商后另行做出安排。附件 3的工作程序也没有确

立争端方提交证据的准确时间。”“现有的工作程序

并没有对提交证据的最后期限做出严格的不可变更

的规定。专家组可以拒绝 ,也可以接受 ,接受证据并

不构成第 11 条规定的没有对事项进行客观的评

估。”[ 20 ]在“澳大利亚鲑鱼案 ”中 ,专家组最初规定了

提交证据的最后期限 ,但后来决定接受在该期限后

提交的证据。对此 ,上诉机构指出 ,“DSU第 12条第

2款规定专家组程序应提供足够的灵活性以确保高

质量的专家组报告 ,同时不应不适当地延迟专家组

程序。但专家组必须注意遵循正当程序 ,给予双方

充分的机会对提交的证据做出答复。”[ 21 ]

尽管如此 ,如果争端方在专家组已经做出报告

或即将做出报告时 ,专家组再接受争端方提交新的

证据 ,将延误专家组程序 ,也会使程序的另一争端方

处于相对不利的处境 ,因而 ,从正当程序、公正的角

度看 ,争端方提供证据应该存在一个最后截止点。

从现有的实践来看 ,这个时间点应截止到专家组发

布中期报告前。“中期报告审查阶段不是提交新证

据的适当时间。”[ 15 ]301
DSU第 15条规范中期报告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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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第 15条允许当事方在程序的这一阶段对专家

组发布的报告草稿发表评论 ,要求审查中期报告的

准确性 (p recise aspects)。此时 ,专家组程序几近结

束 ;中期报告审查中必须核实的 ,用第 15条术语表

示 ,只是报告的准确性。这不能适当包括对新的未

查证的证据的评估。在中期报告审查阶段 ,专家组

拒绝考虑新证据是适当的。①

在争端解决程序中 ,申诉方确立被诉方违反相

关义务的初步证据 ,被诉方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

反驳 ,在这一问题上 ,申诉方与被诉方之间的利益是

对立的 ,但同时 ,申诉方和被诉方还受到共同的纪律

的约束 ,善意地从事争端解决程序 ,努力寻求双方满

意的解决办法 ,迅速、有效地解决争端 ;因而 ,争端方

在程序中应善意地密切合作。表现在证据方面 ,争

端方应提供其掌握的与解决争端相关的资料或证

据。此即举证中的合作义务。这一义务更多地体现

在被诉方一方。如果专家组认为有必要 ,可以要求

相关争端方提供相关证据 ,被要求提供证据的一方

善意地提供。具体情况可参见下文相关部分。

　　五、专家组在举证责任中的作用

　　如何判断举证方履行了举证责任 ,谁来判断举

证方履行了举证责任 ? 在“加拿大飞机案 ”中 ,上诉

机构拒绝了只有在申诉方确立了初步证据后被诉方

才提交相关信息的主张 ,同时指出 ,“任何成员自己

都不能自由地确定对方是否初步确立了申诉或抗

辩。这一权利必然由专家组根据 DSU享有 ,而不是

由争端方享有。”[ 2 ]192这充分表明 ,在世界贸易组织争

端解决程序中 ,专家组是争端方是否履行举证责任

的裁判者。

专家组对举证方举证责任的判断 ,必然涉及对

证据的采纳和评估。在国际法院的实践中 ,证据自

由评估原则 ,被视为证据领域的第一原则 ,法官在评

估证据时具有广泛的裁量权 ,且该原则不容置疑 [ 22 ]。

该原则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中同样适

用。上诉机构多次指出 ,对证据的采纳与评估 ,赋予

证据的效力 ,是专家组事实认定过程的一部分 ,是专

家组裁量权的一部分 ,上诉机构一般不会轻易干预。

对争端方提交的事实性证据 ,专家组不必与争端方

一样赋予相同的意义和重要性。专家组作为事实认

定者 ,享有广泛的裁量权评估每一证据的价值、赋予

相应的证明力 [ 15 ] 299 - 300。

DSU第 11条规定的专家组客观评估相关事项

的义务 ,制约专家组对证据的采信 [ 23 ]。专家组在评

估证据时 ,在判断举证方是否履行举证责任时 ,应遵

循这一要求。故意无视或拒绝考虑争端方向专家组

提交的证据与专家组客观评估事实的义务不符 ,故

意歪曲或不实陈述向其提交的证据同样违反专家组

的客观评估义务。但是 ,并非对证据的评估的任何

错误都可以定性为专家组违反了 DSU第 11条规定

的客观评估义务。专家组不得做出缺乏专家组记录

的证据支持的裁决 ,但在遵循上述要求的范围内 ,专

家组在做出裁决时 ,可以选择使用证据 [ 24 ]。而成功

指控专家组故意无视向其提交的证据 ,争端方必须

证明专家组超越了其裁量权的范围 ,并且犯了对专

家组的诚信引起怀疑的严重错误 [ 24 ]187。在世界贸易

组织的争端解决实践中 ,专家组几乎没有犯过这种

严重的错误。这从另一方面表明 ,专家组对证据的

评估、对争端方举证责任的评估 ,其裁量权是非常大

的。

DSU第 13条也涉及专家组对举证方举证责任

的判断。根据上诉机构的解释 , DSU第 13条赋予了

专家组寻求信息的裁量权。从第 13条的语言中 ,专

家组可以行使裁量权要求和获得信息 ,不仅是从

W TO成员管辖内的个人或团体 ,还可以从任何成员

(包括争端成员 )的个人或团体寻求信息。第 13条

第 1款第 3项规定得非常明确 ,成员应迅速和全面

地答复专家组提出的有关提供其认为必要和适当信

息的任何要求。W TO的这一规定或 W TO的其他规

定 ,都没有使专家组寻求信息的这一裁量权以一方

在初步证据基础上确立其要求或抗辩为条件。第 1

款没有施加裁量权行使的条件 [ 2 ]185。如果一争端方

拒绝提供其掌握的资料 ,而这一资料又为解决争端

所需要 ,专家组可以要求提交这样的证据。对于专

家组向某一争端方提出的信息要求 ,争端方应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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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一方面 ,并非举证方及时提供的证据都可以接受。这在对

贸易救济措施提起的申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对贸易救济措施的申

诉 ,不同于对其他争议措施的申诉。其不同在于 ,被诉方在采取贸易

救济措施前经过调查程序 ,该程序的双方都有机会进行指控或抗辩。

国内当局根据调查程序中所获得的信息做出了决定。因此 ,在世界

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中 ,如果申诉方提交了国内当局做出决定

时没有掌握的信息 ,该证据不被接受。 (余敏友 ,席晶. 论 W TO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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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地答复。如果被专家组要求提供信息的成员没

有做出答复的法律义务 ,第 1款中专家组不可置疑

的寻求信息的法律权利就会失去意义。争端成员方

可能会按其意志阻挠专家组发现事实的权力 ,自己

控制 DSU第 12条、第 13条规定由专家组掌握的搜

集信息的程序。成员可能阻止专家组履行其认定事

实、对事实法律定性的任务。如果专家组被阻止确

认事实的真实或虚假 ,就不能够确定相关条约规定

对这些事实的适用性 ,也就不能协助 DSB做出基本

的裁定和建议。潜在的结果还不止如此。某一成员

在法律上不遵守专家组的信息要求 ,在效果上是宣

布该成员在法律上可以自由阻止专家组履行 DSU的

职责和义务。这样就使成员通过谈判 DSU确立的制

度和程序解决争端的根本权利化为乌有。争端成员

遵循专家组提出的信息要求的义务也是第 3条第 10

款规定更为广泛的义务的具体体现 ,“成员不应将争

端程序的使用视为是引起争议的行为 ,在争端发生

时 ,应善意地参预程序努力解决争端 ”[ 2 ]188。

如果被诉方拒绝提供专家组要求的信息 ,专家

组可以从中得出对被诉方不利的推论。得出推论是

专家组认定事实、对事实定性的基本职责的内在的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 2 ]198。举证责任不同于也不应混

同于从事实中得出推论 [ 2 ]198。专家组根据 DSU承担

的职责 ,要求专家组确定争端的事实 ,根据事实与协

议的具体规定是否一致对事实进行评估或定性。

DSU并不旨在规定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可以从多种事

实混合中得出不利的推论。在所有案件中 ,在根据

DSU第 11条的要求履行职责并对事实的客观评估

中 ,专家组通常从记录中的事实得出推论。这一推

论可以是事实推论 ,也可以是法律推论。事实必须

合理地支持做出的推论 ,但无论记录中的事实是否

确立了初步证据 ,都可得出推论。在“美国小麦面精

案 ”中 ,上诉机构进一步将得出推论的权利定性为专

家组根据第 11条的职责的裁量权 [ 25 ]。上诉机构对

专家组从记录事实中得出推论的审查 ,其任务不是

对专家组对事实的评估重新审查、自己决定从中得

出什么推论 ,而是必须确定专家组没有从中得出推

论是否据第 11条适当地行使了裁量权。上诉方在

要求上诉机构进行这一审查时 ,必须清楚指出专家

组没有适当行使这一裁量权的方式。考虑到事实的

整体性 ,上诉方至少应指明专家组应从中得出推论

的记录事实 ;指出专家组应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事

实性或法律性推论 ;解释专家组没有得出推论、行使

这一裁量权 ,为什么等于据 DSU第 11条的法律错

误。这样的定性 ,加重了上诉方指控专家组推论方

面的裁定的难度。实践中 ,尽管上诉机构这样强调

争端方对专家组提出的要求给予迅速、全面答复的

重要性 ,但在具体案件中 ,在争端方没有进行这样的

答复时 ,无论是专家组还是上诉机构都采取了深表

遗憾的态度① ,而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如果申诉方没有基于其主张的具体法律要求初

步确立不一致性 ,专家组的重要调查权不能用于做

出支持申诉方的裁定。对于申诉方没有提出诉求或

没有提出主张的案件 ,专家组不应做出支持申诉方

的裁决。“日本农产品案 ”、“智利价格段案 ”,就是

这样的例子。上诉机构在“日本农产品案 ”中进一步

分析了专家组与举证责任的关系问题。DSU 第 13

条允许专家组从任何相关的来源寻求信息 ,与个别

专家或专家小组磋商以取得就事项的某方面的意

见。另外 SPS第 11条第 2款明确指示涉及科学和

技术性问题的 SPS争端中的专家组向专家寻求建

议。DSU第 13条和 SPS第 11条第 2款表示专家组

有重大的调查权。但这一权利“不应被专家组用于

做出支持没有依据其具体法律要求确立违反义务的

初步证据的申诉方的裁定。专家组有权从专家和其

选择的相关渠道寻求意见和建议 ,以帮助了解和评

估提交的证据和争端方的主张 ,但不能为申诉方判

案。”[ 26 ]专家组寻求信息是正确的。但当申诉方没有

确立违反义务的初步证据 ,专家组使用专家的信息

和建议作为裁定违反义务的依据时 ,就出现错误 ,这

样的裁定与举证责任的原则不符。“泰国钢反倾销

案”中 ,涉及的问题更为有趣 :在申诉方的诉求不很

明确时 ,专家组可否向争端方提问。泰国提出 ,因为

波兰的诉求不够明确 ,专家组通过对争端方的提问 ,

不适当地承担了偏袒波兰的责任 ,因而不适当地使

自己成为检控人。上诉机构重申了以前的观点 :专

家组有权对争端方提问他们视为与审议向他们提交

的问题相关的问题。专家组无权提问与申诉方没有

首先确立初步证据的诉求相关的问题 ,这样的主张

没有条文和逻辑依据 [ 10 ]135。

关于专家组在争端方履行举证责任中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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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US - W heat Gluten, W T/DS166 /AB /R, para.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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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机构在美国对“德国钢板反补贴税案 ”中所表达

的观点 ,可以成为最好的说明 :“虽然专家组根据

DSU第 13条享有从任何相关来源寻求信息的裁量

权 ,但 DSU第 11条对专家组却没有施加自己进行事

实认定的义务 ,或填补争端方所提主张的空白的义

务。”[ 18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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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den of Proof in W TO D ispute Settlem en t
HAN L i2yu

(Renm in University of China, School of Law,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No stipulation of burden of p roof in dispute settlement can be found in the agreements ofW TO. Rath2
er, the rules of burden of p roof are developed by the Panels and the Appellate Body. In settling disputes between

W TO members, a fundamental rule is that the party who makes an allegation shall bear the duty to p roduce evidence

to substantiate it. The test of the evidence p roduced is a p rima facie case, which is, in essence, a sort of construc2
tive evidence rather than a conclusive one.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burden of p roof lies in p roducing sufficient

evidence and persuading the Panel. The variation of causes of action and difference of p rovisions may have impact on

the issue thatwhich party shall bear the burden of p roof. Panels have discretion and final say in deciding whether the

party has substantiated the allegation.

Key W ords: W TO; dispute settlement p rocedure; burden of p 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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