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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投资伙伴关系计划
Matthew Stephenson*
各国政府之间在投资合作上存在着越来越多的互利共赢机会。政策制定者应抓住机遇
，共同构建生产力，增加投资流动并促进可持续投资。相应地，国际组织可以为这种伙伴关
系提供平台与协助。
伙伴关系的好处正日益彰显。最明显的证据是，不同经济体的投资促进机构(IPAs)之间
签署的谅解备忘录(MOUs)越来越多。2010 年至 2018 年，IPAs 每年签署的备忘录数目稳步增
加，截至 2019 年已增至 9 份（不包含金砖国家(BRICS)签署的一份备忘录）1。 这些备忘录涵
义宽泛，而且通常不附有工作计划。这篇展望提出一项投资伙伴关系计划，以发挥政治意愿
和新兴框架的作用，并采取行动。
第一部分：IPAs 之间关于知识共享与最佳实践的伙伴关系。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
体的 IPAs 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共享知识与经验的自发联系。这种联系涵盖从有效制度安排至促
进可持续发展投资，从吸引数字 FDI2至新兴数字工具。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 IPAs 可
以结伴相互学习，而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WAIPA)有可能促进这种结伴。其费用可以技术
援助和生产力建构的形式为政府开发援助所涵盖。在 2020 年 10 月的年度圆桌会议上，IPAs 以
及 OECD IPA Network 的成员（其中包含发展中经济体的 IPAs）表示他们对这种合作深感兴趣
（例如法国商务部和布隆迪投资促进机构）。
例如，知识共享可能会涉及如何评估大型投资项目。这对发展中经济体的 IPAs 来说往
往是一项挑战，因为评估长期基础设施投资等项目可能需要专业知识。然而，这些投资恰恰

是发达经济体的机构投资者正在追寻的投资；因此，发达经济体的 IPAs 共享知识和最佳实践
以破除瓶颈的作法，符合其自身利益。
第二部分：IPA 与对外投资机构的双向投资伙伴关系。前例预示着通过 IPAs 与对外投
资机构合作促进双向投资伙伴关系的机会3。至关重要的是，依据定义一个经济体的对外 FDI
就是另一个经济体的 FDI 流入，从而带来互利共赢的机会。这些机会并非虚幻：发展中经济
体的企业越来越多地进行对外 FDI，2018 年其对外 FDI 占到全球投资流动的 45%，创下最高
记录4。
这种伙伴关系面临着制度性的双重挑战。首先，并非所有经济体都赋予 IPAs 促进 OFDI
的责任，只有约 60%的 IPAs 具有这一职能5。 其次，如果两者相互独立，促进 OFDI 的自然归
属很可能是出口促进机构(EPAs)，而非 IPAs，因为本国企业通常从出口发展至海外投资6。因
此，EPAs 需要被纳入这项工作。认识到这一增长机遇，世行集团与 WAIPA 签署了一项协议
以促进双向投资合作。根据传闻，这种情况已经在发生了：例如，以色列和阿联酋的 IPAs 正
在商讨如何增加双向投资。
那么，如何在实践中促进双向投资呢？最关键的是发展 IPAs 与对外投资机构之间的联
合行动，因为这既决定了互利共赢的质量，亦确保机构相信其参与的价值。可行措施包括：



联合商务活动、推广宣传或巡展；



协助售后服务与政策宣传的联合常务委员会；



联合对接、联系以及供应商开发项目；



东道国与母国机构的联合财务支持（例如，共同持股）；



联合开发投资项目。

例如，通过联合开发投资项目，东道国经济体的 IPAs 可以找出与其发展目标相一致的
投资机会，而母国经济体的对外投资机构可以为当地企业提供这一信息及业务支持。这种合
作可以确保只有可持续发展项目能得到支持，这样东道国和母国经济体的参与才更有可能取
得成功。
总之，值得注意的是，投资伙伴关系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SDG 17 提倡
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以协助实现其他 SDGs，IPAs 之间或 IPA 与对外投资机构的伙伴关系
就是极好的例子。新冠疫情之后的投资流动重启需要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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