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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国集团重启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机制*
Karl P. Sauvant **
20 国集团已承诺会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和之后“不遗余力”1地支持全球经济。
此外，二十国集团也明确支持“对请求债务偿还期延展的最贫穷国家实行有时限的暂停
偿债”，2但这种暂停仅仅是暂时的。各国将需要长期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作为可持续
基础，以履行自身的债务义务并助力其经济复苏。
2020 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减半至 3,500 亿美元。因此，流向发
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减少这一趋势亟需扭转。
作为其努力的一部分，20 国集团应在 2020 年 7 月的部长级会议上考虑在一个复苏
和增长契约的框架内建立一种重启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机制。
吸引更多且可持续的外国直接投资要求东道国的监管框架尽可能具有可行性、投资
便利化具有高效性。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其中的低收入国家，在改善监管框
架、加强其投资促进活动和降低投资风险方面仍显滞后。3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银行集团、联合国工发组织、国际贸易
委员会和经合组织在内的许多政府间组织都在协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其外国直接投资生
态系统。但是他们目前的援助仍不足以显著地帮助外国直接投资恢复流动，他们需要稳
定的资金。

如果 20 国集团能够建立一个完善的外国直接投资机制以提高投资流的数量和质量，
那么援助缺口便可以得到缓解。该机制的目标应首先是支持使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
接投资恢复到 2019 年的 7,000 亿美元的水平，然后到 2030 年将其增加三倍，达到 2 万
亿美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中国家将因其基础设施、技术基础、人力资源和市场规
模的改善而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实现这一目标将会变得更加容易。成功必将
孕育成功。
该机制基于国别需求评估，可制定扩大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总体战略方法，并与 20
国集团“支持在多边、区域和国家各级加强所有相关国际组织的政策和业务协调”4这
一目标保持一致。为此，它应为有针对性的技术援助提供资源，以解决该机制查明的具
体瓶颈问题。
建立这样的机制需要诸多问题达成协议：


受益人。受益者应该是发展中国家，重点是低收入国家。考虑到当下遍布全球

的流行病，以及更概括而言的在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的挑战，许多发展中国家迫
切需要投资。


范围。这个机制应支持旨在增加流向受益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的数量和质量的

所有技术活动。它应标出提供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援助的主要政府间机构的活动，查明
重叠之处和不足之处，并帮助扩大具有专门知识的机构的活动。该融资机制的工作重
点应放在加强国内能力（尤其是投资促进机构的能力）和改善投资生态系统上。为促
进可持续外国直接投资流并增加这些流量的发展效益所做作出的努力应被特别注意。
此外，该机制应鼓励政府间机构与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商业组织进行合作，在外国直
接投资领域开展实际工作。


治理。由支持这一努力的（20 国集团和非 20 国集团）政府代表组成的理事会

可以监督该融资机制的实施，一个由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代表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可
以提供咨询意见，一个小型协调单位可以从旁提供协助。这样的协调单位可以设立在
对该机制作出重大财政贡献的国家。或者，可以在贸易援助倡议提供的现成的框架下
将其转变为一个涵盖投资内容的贸易和投资援助倡议。或者也可以在联合国内部建立
一个协调机制。5无论如何，公私部门机制应有助于调动私营部门的资源和经验。定期
向捐助者报告所取得的进展，应以明确的基准为基础，衡量改革是否奏效，是否对发
展产生影响，并向捐助者表明其资金的价值。

2



融资。致力于改善外国直接投资生态系统并有能力这样做的各国政府应有兴趣

为这一机制作出贡献。同样，各国政府应有兴趣加强和扩大上文提到的政府间组织支
持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
20 国集团决定建立的重启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融资机制将能够及时且不遗余力
地应对 COVID-19 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影响，是诸多应对方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将
提供稳定的资金给提供与外国直接投资有关的技术援助的组织。为了帮助加速外国直接
投资的流动，促进可持续发展，该方案将把重点放在最需要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特别
是低收入国家。各国政府应将这一机制视为为重启世界经济和重启经济增长作出努力的
一个组成部分。
（南开大学国经所赵灏鑫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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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还将认识到贸易和投资是紧密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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