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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特殊目的实体对 FDI 的影响
Delphine Nougayrede*
由于特殊目的实体(SPEs)的广泛应用（包括返程投资），外国直接投资（FDI）
在母国与东道国间的流量和存量测定模糊不清。1 FDI 统计数据并不能完全通过 SPEs
形式分别跟踪数据，因此国家统计机构所得的全球 FDI 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风险。
国际机构（包括 OECD 2和 UNCTAD）3已确定该问题的存在，但仍未解决¬¬。
本期《Perspectives》给出一个俄罗斯本国企业收购的例证：2013 年，俄罗斯石油
公司（Rosneft）以 550 亿美元收购秋明英国石油公司（TNK-BP）。虽然上述属个别
案例，但却造成了数额较为明显的扭曲。
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是俄罗斯联邦政府成立国有的开放式股份企业。秋明
英国石油公司（TNK-BP）是一个俄罗斯石油集团，其中包括维京群岛（BVI）的一个
顶级控股公司。在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收购之前，英国 BP 和由 BVI 注册公司
（俄私人）组成的财团 AAR 各持有 50%的股份。4
BP 出售 TNK-BP 的总报酬为 274 亿美元，分别为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股份
和净现金收益约 120 亿美元5其中，净现金收益是出自俄罗斯的，对于 BP 来说即是股
权交换与资产剥离。俄私人 BVI 公司 AAR 获得由国有俄罗斯石油公司交付的 277 亿
美元。6综合来看，该交易是由外国投资者（BP）的股权交换和资产剥离，以及国内石
油生产资产的重新收归国有组成。7
然而，官方 FDI 统计却给出了相反的结果——全球 FDI 呈增长态势。俄罗斯中央
银行报告得出，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俄罗斯 FDI 大量流出，维京群岛 BVI 存量增
至 820 亿美元 ，维京群岛 BVI 成为俄罗斯继塞浦路斯后第二大海外直接投资目的地。
8
这是由于尽管 TNK-BP 资产位于俄罗斯，但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获得的股份是
出自 BVI 公司的。另报告得出，俄罗斯 FDI 由英国大量流入，9并由此成为该年世界第

三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国10——推测可知，BP 先前在 TNK-BP 的位置并未在英俄 FDI
中体现。
TNK-BP 的例证说明消除 SPEs 对跨境投资统计的影响困难重重。国际机构已建议
国家数据编译部门创建通过查找 SPEs 获得的数据系列，确定投资的根本来源和目的地
11
若所有国家均建立确定来源和目的地的 SPEs 数据库(如 BVI)，将大大助力于该问题
的解决。强制性企业登记也会因 SPEs 最终实益拥有权的公开披露迈出新的一步，12并
得到企业法律从业者的鼓励支持。
(南开大学国经所戴琳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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