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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投资便利化：使之适合发展中国家*
Howard Mann, Martin Dietrich Brauch **
在过去 18 个月里，多篇《展望》系列文章都主张世界贸易组织（WTO）启动投资
便利化谈判1。
一个共同的基础是认为贸易和投资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因此，起草一项投资便利
化协定只是复制一下它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模板。但这种简化的观点忽视了许多现实
问题，贸易发生在短暂的时间内，通常涉及有限的参与者和国内法，与贸易货物相关
的文书是有限且具体的。相比之下，投资则是一个持续数十年的过程，无论是在其启
动时还是在投资存在的整个过程中，都涉及大量的法律。更关键的是，任何所做出的
投资都可能对广泛的经济参与者和社区利益相关者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而审批也
往往需要复杂的审查和决策过程，需要两至三年的时间，与贸易相比，所适用的环境、
社会和经济条件都大相径庭。尽管贸易和投资之间存在经济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监
管这两者就像监管一对兄弟姐妹或表亲一样相互类似。
这种观点正变得具有危险的误导性，它正通过约束政府对促进可持续发展投资的
决策，将 WTO 规则制定的范围直接扩大到国家投资法的核心。WTO 的历史表明，它
没有资格在国家或国际一级干涉可持续发展详细而广泛的各个法律方面。投资对可持
续发展至关重要，WTO 在这方面的实验无法满足需求。

更糟的是，在 WTO 推动投资便利化谈判的过程中，缺乏对投资便利化对可持续发
展的意义和需求的经验分析。2018 年 8 月，笔者协助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 13 个
成员国举办了研讨会2。作为会议背景的经合组织（OECD）和贸发会议（UNCTAD）
研究内容表明，这些主要组织也认识到，虽然“投资便利化在全球经济议程中的地位
越来越高”，但是“关于这个主题的概念研究却很少” 3，“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投资
便利化的背景下，这种矛盾变得更加明显。
研讨会根据 UNCTAD、OECD 和 WTO 的建议，严格分析了 SADC 成员国的投资
便利化目标和需求。在研讨会期间，各个参与的政府评估了确定出来的每个项目，并
根据最适合处理该项目的治理级别对其进行了排序:国家的、区域的或多边的。各政府
还对应该使用何种工具进行了排名，包括能力建设、研究、技术开发以及政府的法律
义务。此外，代表们还确定出没有列入以上各组织目录的相关问题和需采取的行动。
这些发展中国家专家在吸引和评估潜在的对外直接投资（FDI）方面自下而上的分
析结果是非常明显的。在以上这一系列项目中，对于其中任何在国际层面推行谈判义
务都不是最佳的应对办法。相反地，在国家、区域和多边三层级以复杂的组合行动方
式被认为是最能满足发展中国家需要的。若非是在 WTO 秘书处组织会议、多国组织的
积极推动多边协定会议的背景下，与会者们则拒绝承担国际一级的谈判义务。
而参会者确定的主要需求集中于用以评估具体应用和加强知情决策过程的技术协
助、制定最佳实践基准、加强而非取代监管决策的应用创新技术，以及更好地协作过
程以理解投资和投资者。这些因素反映了一项重大关切，即适当地发展各国政府的能
力去对投资建议进行分析，根据潜在投资者在其他国家的跟踪记录和投资资金来源对
其特点进行分析。
SADC 的研讨会似乎是第一次要求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较小的经济体，识别其认为
的实际需求。其对自上而下谈判的指责是有益的，正如清晰地识别出政府需求以支撑
政府作出更明智决策，同时作为识别可持续发展投资便利化最佳实践中的最优先事项，
以及识别出发展中国家实施这些决策所需要的支撑。 考虑到这一点，UNCTAD 和
OECD 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最能帮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
和不太关心外向 FDI 机会的国家。
多数发展中国家不支持在 WTO 进行投资便利化讨论，认为是该重要问题的错误解
决方案，在 WTO 谈判开始之前而叫停的必要性，正是建立在承认这些发展中国家观点
合法性的基础之上，并将下一阶段的投资便利化工作转移到侧重于研究、最佳实践和

2

能力建设的组织机构。较小的发展中国家特别地需要确定其促进可持续发展投资的需
求，它们的需求不应受到自上而下要求的压制，这样才能帮助 WTO 进入到可持续发展
投资决策的核心。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 关乾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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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CCSI)，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地球研究所联合建立的研究中心，也是
致力于 对可持续国际投资加以研究、实践与讨论的应用研究中心和论坛。为扩大国际投资对可持续发展
的影响， CCSI 通过跨学科研究、项目咨询、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教育项目、资源和工具开发，承担
着研究并推广 实用方法和解决方案、分析热点政策性议题的重要使命。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ccsi.columbia.ed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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