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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负责任的 FDI 不再是可选的*
Roel Nieuwenkamp**
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及其申诉和促进机制——付责任商业行为的国家联
系点——在与 FDI 有关的企业责任领域是独一无二的。尽管这些准则并非 48 个
国家针对商业行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提议，属于国际软法范畴，它们仍具有道
义上的约束力。但是，各国政府有义务建立有效的 NCPs，这是经合组织理事会
决议的一部分，是一项国际硬约束，其法律地位与国际条约类似。NCPs 的任务
是促进企业责任，并充当公正的问题解决机制。因为准则包括了国际劳工组织的
核心劳工标准以及联合国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所以 NCPs 也为劳工和人权提供
了一种申诉机制。此外，矿业、农业、采掘业、服装业和金融业的部门尽职调查
指导在帮助企业实施这些标准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准则 2011 年修订版将其范围扩大到全球价值链。它们现在包含了一个期望
，即企业不仅应在自身的运营环境中负责任地行事，而且还应在其商业关系中
注重企业责任。因此，申诉机制是全球性的，通过连接来自 48 个相关政府中的
任何公司覆盖了全球价值链。
自 2000 年以来，已经有数百起案例被纳入 NCPs，解决了来自 10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商业运作的冲突。在 2011 年至 2016 年期间，超过 50%的投诉被提交、
接受进一步审查和结束，推动双方达成协议1。例如，具体的结果有，实现了在
服装供应链中结束强迫劳动和童工劳动的制度，改善了农业工人的健康和安全，
加强了对大型体育事项的尽职调查，并安排了对当地居民的补偿。最近的喜力刚果协议补偿了内战期间被解雇的工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
但是，NCPs 需要进一步努力才能发挥其潜力。即使是一些成熟的 NCPs 也

需要更多的资源。增加公正性、更多地使用专业调解、更有意义的建议和更强有
力的后续措施是必不可少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NCPs 的制度安排“应该保持社
会伙伴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心”3，这需要 NCPs 大量成员更多的关注。2016 年，
经合组织的部长们决定，所有 NCPs 都需要在 2023 年之前得到同行审查，这利
于加强 NCPs 及其公正性。一些 NCPs 已经被审查，推动了诸如程序改进、公正
性提高和资源丰富等改革。
负责任的商业行为不再是自愿的，即使它仍然没有法律约束力。在法律文书
中，对企业责任和尽职调查标准的要求有所增加。例如，法国通过了一项立法，
要求大型企业在其供应链中进行尽职调查4。其他立法计划专注于特定行业，如
欧盟对冲突矿物的监管。
事实上，不遵守准则会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后果。政府通过各种措施激励企业
负责任地行事，特别是通过出口信贷和贸易代表团的方式。例如，经合组织的“出
口信贷共同办法”规定出口信贷机构应考虑 NCP 的规定。这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
例如，加拿大已经撤销对海外企业的支持，以惩罚不负责任的企业行为和拒绝参
与 NCP 程序的行为。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具有通过金融
促进被投资公司更好商业行为的巨大潜力。大量机构投资者积极推动考虑环境、
社会和治理因素的投资方法5。过去的 NCP 案例表明，投资者不遵守准则（包括
参与和撤资）会产生严重后果6 。
NCPs 需要进一步努力才能成为真正的负责任商业权威机构。此外，政策的
一致性是必要的——不是通过使准则具有法律约束力，而是通过向企业提供遵守
准则的激励措施，并使不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承担更严重的后果。各国政府采取各
种措施以促进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并通过经济外交手段、公共采购、国有企业以
及贸易和投资政策以身作则。
（南开大学国经所陈江滢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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