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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多边投资框架
Nicolle Graugnard*

企业需要一个稳定和可预见的投资环境来继续创造就业机会和财富，尤其是在经
济前景不明朗的时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浪潮中暴跌之后，国际直接投资的流量
虽然上升了两年，但在 2012 年再次下跌 18%至 1.4 万亿美元1。据联合国贸发会
议，导致这种急剧下降的主要因素是一些经济体的脆弱性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此
外，被列为“限制”的投资法规的比例在 2012 年上升至 25%，而 2000 年该比例只
有 6%；“自由化”的法规在 2012 年的比例为 75%，相比之下 2000 年该比例为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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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些法规产生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企业在新增投资上受到阻碍，跨
国公司申报备案的现金持有为 4 至 5 万亿美元。3
国际直接投资的下降不仅仅源于产业政策和限制性措施的使用增加。国际商会
（ICC）已一再指出，国际投资协定（IIA）制度覆盖面的变化的广度和深度——
加上新的紧缩政策的风险——也导致了政策的不确定性，从而使投资的可预见性
对企业来说越来越难。鉴于 IIA 制度的这种性质，全球的企业认识到了认真思考
未来数十年应该如何管理投资的必要性。应鼓励广泛讨论投资的问题，例如国际
投资协定中的争端解决，国有企业国际投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以及公共——私
营部门的伙伴关系如何有助于打破投资壁垒。
正如在早期的展望中所说，当前的区域谈判为巩固 IIA 的制度提供了潜在的机会，
并为企业提供了可增加的预见性。鉴于目前美国正与欧盟和中国协商，为全球标
准奠定基础的新规定很可能会出现。巩固 IIA 制度的第一步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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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利益里建立一个关于国际投资的共同对话框架。
国际投资将是一个关键的政策领域，G20 的领导人将会于 2013 年 9 月在圣彼得
堡会面，届时他们会提出相关的建议。从国际商务的角度来看，二十国集团——
汇集了占世界贸易的 80%、全球 GDP 的 85%以及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的领先的
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了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治理的最高级别的政
策论坛。自 2009 年以来，全球企业界已向 G20 领导人输送其优先事项，并把
G20 置于一个独特的位置，以解决一些全球最重要的经济挑战，这些经济挑战关
系着贸易、投资、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等核心经济目标。在过去的四年中，企业
和二十国集团政府之间的持续全年的合作已发生在多个政策领域，包括国际投资。
在今年的峰会之前，以 B20 联盟为代表的全球商界建议 G20“商定一系列的建议
书来管理 G20 的多边投资框架、制定所有 G20 政府认可的最低标准并且充当其
他国家的典范（……）。2012[ICC]国际投资指南可以作为这样一个框架的模板” 。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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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和坦桑尼亚主持的关于赫尔辛基进程框架中的国际投资管理的讨论，是一
贵的并行处理，这正是由于他们的“包容性的、非正式的、却又结构性的多
方利益相关者建立共识的性质”。 20 世纪 90 年代失败的 MAI 讨论应该是一个
提醒，我们有必要在多边层次上参与国际投资的谈判之前奠定恰当的基础。因此，
当前在双边和区域层面的谈判是解决协议中过于繁琐的意大利面条碗问题的必
要的第一步，企业目前必须要通过这些协议试着在设定他们的长期投资策略时进
行筛选。作为进一步的基础筹备工作，G20 和赫尔辛基进程正在进行的讨论流程
是同等重要的，尽管时间范围更长。全球商界积极参与这些进程，他们的目标是
IIA 内部最终可以制定出一种企业能够依赖其创造可持续的增长的综合的高标准
由
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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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
（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 侯亚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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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 2 日，转载须经哥伦比亚维尔可持续国际投资中心授权（www.vcc.columbia.edu）
。”
转载副本须发送到哥伦比亚维尔中心的 vcc@law.columbia.edu。
更多信息请联系：哥伦比亚维尔可持续国际投资中心：Shawn Lim, shawnlwk@gmail.com 或
者 shawn.lim@law.columbia.edu。
由 Lisa Sachs 女士领导的哥伦比亚维尔可持续国际投资中心（VCC），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
院和地球研究所联合成立的研究中心。它是唯一致力于可持续国际投资的研究、实践以及讨论的
应用研究中心和论坛，主要通过跨学科研究、咨询项目、多方会谈、教育计划、以及资源和工具
的发展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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