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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应该有一个以促进发展为目的的投资便利化的多边框架，它应该包括一个促进
来自任何投资者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措施清单。
虽然总的来说，几乎所有外商直接投资都对发展有着促进作用，但若想充分发挥这
一促进作用往往需要付出特别的努力。要确保多边框架在具体的项目这一层次上能够直
接并且最大限度地促进东道国发展，就必须鼓励外国投资者进行可持续的直接投资，即，
“在具有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并且在具有公平治理机制的情况下，对东道国的经济、社
会和环境发展作出最大贡献。”1
《贸易便利化协定》
（TFA）2 中的经营者授权规定为促进贸易中的最佳做法提供了
一个可以类比的先例和模式。《贸易便利化协定》的成员可为符合某些标准的经营者提
供额外的便利条件，经营者需要符合的条件包括遵守海关规定的记录、财务偿债能力或
供应链安全。而其可得到的便利条件则包括减少文件要求、递延所得税和单独的关税申
报。3
设立一个“得到许可的可持续投资者”（ASIs）类别也将使符合资格的国际投资者
享有超出所有其他投资者所享有的投资便利条件。构建这样的一个类比也同样带来了挑
战，包括:什么是可以适度监控的详细标准，以及哪些额外的便利条件会让投资者有必

要寻求“得到许可的可持续投资者”的地位？
得到许可的可持续投资者的要求可包括三个主要部分：
基本标准。无论投资者是在哪个东道国进行投资，他们都必须符合某些相同的基本
资格标准。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承诺遵守某些国际公认的准则，特别是《劳工组织跨国
公司宣言》、《联合国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和《经合组织跨国公司准则》。额外的要求
可能包括广泛提供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进度报告，并有遵守当地法律的记录。这些基本
要求的目的是确保投资者接受国际公认的准则，并在其经营中表现出负责任的行为。
国家标准。此外，投资者将承诺在合理范围内做出最大努力以确保其投资符合东道
国所规定的某些外商直接投资可持续性特征。这种标准侧重于投资者为履行承诺所做的
努力，而不是要求各国监督投资者是否符合每个特征的特定指标。虽然每个国家都可以
制定自己的可持续性特征清单，但该清单可以以外商直接投资可持续性特征的一般指示
性清单为指导 4。清单中可以包括承诺，例如，建立后相关联，参与社区发展，减少碳
排放，实行适当的资源管理方式，秉持非歧视性的招聘原则，尊重人权，保持供应链标
准，与利益相关者结合并共同为东道国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是众多东道国政府所寻求的
和许多投资者认为他们已经做了的。允许各国表明使投资者具有“可持续性”资格的可
持续性特征，可确保针对那些其投资可能支持特定国家发展目标投资者的额外收益。同
时，投资者可以灵活地选择最适合他们项目的特征。
额外收益。一旦投资者满足了基本要求和具体的东道国要求，他们就有资格获得超
越所有投资者普遍享有的、额外的“得到许可的可持续投资者”收益。各国可以对额外
收益进行选择（与 TFA 的做法类似）。额外收益可以包括在各国的投资促进机构内设立
一个专门的可持续投资者联络中心，该中心在其投资的整个周期内专门为获得许可的可
持续投资者服务；在设施需求方面对获得许可的可持续投资者进行优先援助（也可以收
取较低的费用）；提供专属员工培训项目；通过提高本地供应商的地位，来帮助得到许
可的可持续投资者通过与本地供应商的联合项目建立后向联系；提供有针对性的财政和
/或资金激励 5。积极的宣传和“软”认可之类的福利也可以考虑，例如颁奖并由此更容
易接触高级官员。
东道国可能与投资者的母国一起对得到许可的可持续投资者的确定负责。得到许可
的可持续投资者的名单可以公开，供竞争对手和非政府组织查阅。这种透明程度会有助
于降低被无根据指证的风险，有助于监管，并吸引投资者采取合理的措施，以免一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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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己忽略了当初的承诺就会遭到指控和羞辱。
在世贸组织继续就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结构化讨论之际，通过加强投资
便利措施来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的目标应与增加可持续外商直接投资现金流的目标相结
合。得到许可的可持续投资者类别构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机制。这将特别有助于那
些迫切需要更多投资但议价能力较弱的东道国（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寻求一种可能增
加可持续外商直接投资的办法。
最后，独立于结构性讨论的结果，个别国家当然可以自行确立得到许可的可持续投
资者的范畴，以吸引可持续的外商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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