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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 FDI 促进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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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需要大量的资源，其中就包括极丰富

的 FDI 流量。但是，这不仅指 FDI 的数量更高，还要求它具备商业可行性，能

够对东道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做出最大贡献。这样的 FDI 在名为“可持续

FDI”的公平治理机制下得以实现。 

 

究竟何为可持续的 FDI 呢？它是一种能够表现出一定“可持续性特征”的投

资，这种特征如政府期望跨国企业（MNEs）能为东道国发展做出的经济、社会、

环境和政府治理等方面的贡献，及 MNEs（或其组织）主动表示的为东道国发展

做出的贡献等。这些贡献收集自定义东道国与 MENs 关系的 150 份文件（主要

是近期文件），包括国际投资协议、自愿性政府间文件、东道国法律、母国政策、

政府间组织标准、自愿性商业和工业守则、私营机构投资者标准和公司代码等，

共涉及 8 个主要的利益相关群体。 

 

各式各样贡献的兴起，鲜明地展现了四个可持续性的维度。 

 

更重要的是，在涉及半数或更多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一半或更多文件中，包含

了某些可持续特征，如低碳足迹、劳工权利、工作场所安全、非歧视、人权、重

新安置、透明度、供应链标准、利益相关方参与和法律合规等。这些被定义为“普

遍的 FDI 可持续特征”，例如，至少有一半可归类为本国标准、国际组织标准、

私人机构投资者标准、MNE 代码的文件中，包含了“低碳足迹”的特征。 

 

如果用涉及至少 1/3 利益相关者的占总数 1/3 的文件设置一个较低的门槛，

则会出现 20 个“新兴普遍的 FDI 可持续性特征”
1。例如，1/3 以上的自愿性政府

间文书、母国文件、MNE 代码将“当地联系”计入了期望贡献。可以想象，一些

新兴普遍的 FDI 可持续特征可能将在未来几年内“升级”为普遍的 FDI 可持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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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随着各国推行 SDGs，新的 FDI 可持续特征也可能出现，反映新投资与可持

续发展需求之间动态且多变的关系。 

 

关键点在于，政府希望MNEs为东道国可持续发展做出的贡献类型，和MENs

自身未来这一目标愿意做出的贡献类型，存在明显的重叠。这些贡献超越了“无

害”原则——它们能对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如创建联系）。 

 

如果将国际商会准则与这一领域主要的政府间文书（尽管是自愿的），如国

际劳工组织的跨国企业宣言、联合国指导原则和 OECD 跨国企业准则进行比较，

这种重叠也很明显2。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趋同表明，来自不同地理区域的广泛利益相关者关于可

持续 FDI 所包含内容的国际共识正在达成，并反映在普遍和新兴普遍的 FDI 可

持续特征中。政府间文书巩固了这一共识。 

 

这种趋同应该对所有寻求促进可持续发展的 FDI 具有强烈的指示性作用。它

还应该使可持续发展特征更容易的被纳入他们谈判或使用的文件中，特别是通过

在通常可接受的方面提供指导。 

 

这种趋同也与 WTO 关于促进 FDI 流动的讨论有关。这些讨论产生的任何文

件都应注意促进可持续的 FDI。 

 

但主要行动需要在国家和次国家层面进行。这些层面需要转变观念，他们的

投资促进机构（IPAs）需要从注重“更多的 FDI”转变为注重“可持续的 FDI”。这

很困难，因为 IPA 通常是根据项目数量、资本数量或产生的就业数量作为评价标

准。这些标准仍保持相关性，但必须通过能够反映上述特征且具有同等重要性的

可持续标准来增强。这需要政府最高层采取行动，通过激励机制和 IPAs 加强与

投资者的协作，进而提高个人投资环境下的可持续性。 

 

在政府考虑任何特定投资之前，设计国际投资协议（甚至可能将“投资”定义

为“可持续投资”）时，可持续特征与国内 FDI 立法、与准入标准引入可能需要批

准的特定提案都是相关的，在制定当地可持续发展的效益协议时，这些也需要引

入来巩固投资。就它们与东道国的关系而言，它们与投资的整个生命周期都相关。 

 

但是，不仅是东道国和 MNEs 需要采取行动，母国也有机会，例如，他们在

支持对外投资时。这种支持可以与可持续的想法相联系，比利时是其中一例3。 

 

通过可持续的 FDI 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东道国、母国和 MNEs 的共同

责任——这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一份围绕普遍和新兴普遍的 FDI 可持续特

征建立起来的，并能被广泛接受的可持续特征清单将大有裨益，因为它可以为这

种努力提供可信性，并为法律和政策导向的发展指明方向。 

 

（南开大学国经所杨旭晗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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