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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 FDI 将在其脱欧后保持强劲态势*
 

Laza Kekic
**

 

在发达经济体中，英国一直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受益国之一，也是欧盟的

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接收国。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在 2015 年底英

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为 1.55 万亿美元，高于法国和德国的总和 1。然而，在 2016

年 6 月 23 日举行的全民公投中，英国以 52％对 48％的票数决定退出欧盟。许多

观察家预计这一结果将对英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估计，脱欧将导致未来十年内流入英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额

下降 22％。该研究考察了所有 34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在过去 30 年间

吸收的 FDI，并分析了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不变时，FDI 会如何受到欧盟成员国

资格的影响。调查得到的结果与其他估计值相似 2。许多调查也指出脱欧可能对

英国的 FDI 产生负面影响。许多大型跨国企业的负责人，包括通用电气、空中

客车公司、思科和日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警告说英国脱欧后存在的不确定性

可能会影响 FDI 的决策。 

  

在评估脱欧对于英国吸引 FDI 的影响时，我们需要区分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

大多数预测专家推测，即使在短期内，脱欧对英国经济和投资的影响也将是负面

的。但他们的这一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英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在 2016 年增

长了 2％，远高于预期。自全民公投以来，英国的经济增长快于欧元区国家。其

商业投资、就业和股票市场的表现均超出预期。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2016 年英国吸收的 FDI 额猛增至 1790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与其 2015 年总额相比增加了 6 倍（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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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位居世界第 12 位）。其中，1010 亿美元得益于一次大规模收购，但值得注

意的是该收购是在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欧以后完成的 3。 

 

英国脱欧的长期影响受不确定性的制约。许多投资者可能采取观望态度。这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和欧盟关于脱欧谈判的确切结果，尤其是对于那些注重欧

洲市场的英国公司的外商直接投资而言。然而，即便是从长期来看，我们也有理

由推测，英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将保持强劲，特别是来自于服务英国和非欧洲市场

的公司的投资。 

 

自英国脱欧公投以来，大多数调查都着眼于其 FDI 在脱欧后浮动的可能性。

例如，普华永道为世界经济论坛进行的年度商业调查发现，大多数英国公司的首

席执行官都对英国的前景非常乐观。高力国际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在 20 个世

界级城市中，伦敦将继续是最具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地。 

 

针对投资者进行的调查表明，在任何情况下，欧盟成员国资格都不是其进行

投资时首要考虑的因素。英国也有许多不会受到脱欧影响的优势，如英语、宽松

的市场监管、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强有力的法律制度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 

 

自其脱欧公投以来，外国投资者仍继续在英国设立总部。2016 年 10 月 27

日，在英国政府宣布给予未具体说明的“支持和保证”之后，日产公司确认将在其

桑德兰工厂生产新车型。波音公司、葛兰素史克公司、谷歌、脸书、苹果、捷豹

路虎、塔塔和麦当劳的公告也均表示，即使英国脱离欧盟，他们仍将继续在英国

进行投资。 

 

除了英国传统的区位优势，多个因素也表明英国的 FDI 将在其脱欧后继续

保持强劲态势。疲软的英镑将促进 FDI 的流入。外国直接投资也将受到英国政

治稳定和放松监管的新机遇的鼓励。强劲的 FDI 流入还将取决于英国政府的政

策，例如削减公司税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在全球范围内追求签订新的贸易

协定。英国政府和英格兰银行必须抑制威胁经济增长的通胀压力。最重要的是，

英国政府需要勾勒出脱欧后与欧盟保持何种关系的明确目标，并在触发《里斯本

条约》第 50 条后迅速与欧盟就脱欧进行谈判，以减少脱欧后英国经济的不确定

性。 

(南开大学国经所赵泽堃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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