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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DI 与关于母国投资激励的全球契约* 

Marta Soprana** 

 

认识到不仅输入 FDI 而且对外 FDI(OFDI)可以给增长和生产力带来好处，

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采用各种各样的母国措施来支持或促进被认为是有益的

OFDI 活动1。 

并非所有的母国措施都是相似的。有些(例如，保险方案、减少管制障碍、

商业支助服务)如果以透明的方式执行，可能会促进投资流动。其他的(例如，

财政激励)更有可能产生不受欢迎的扭曲效应。随着过去十年间 OFDI 的急剧增

加，母国措施越来越多地被采用，引起了对一个约束某些母国投资激励的国际

框架的潜在需要的讨论。 

的确，我们迫切地需要更好地理解日益增加的OFDI对母国的法律和政策影

响，以及 OFDI 激励，尤其是以财务和财政措施的形式，对国际和国家监管框

架构成的挑战。监管介入必须在一方面保持(如果不是促进)母国从 OFDI 中获

得的好处和另一方面减少某些 OFDI 激励对国际投资、竞争和贸易可能产生的

任何扭曲效应之间取得平衡。 

至于好处，尽管发展中国家的能力限制可能会限制OFDI母国影响，但有证

据表明，通过允许企业比在其母国市场经营时的规模更大，OFDI 提高了母国的

生产力、创新和出口。这带来了规模经济效益和更低的生产成本;通过提高母国

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来提高效率;并促进知识转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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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采用财务、财政等母国措施来激励OFDI以期获得上述好处，可能存

在着显著的弊端，包括滥用、浪费、以邻为壑政策以及对竞争中性的负面影响

等风险。Sauvant 和 Boullanger 建议因此建立一个国际多边(或区域)框架来约束

OFDI激励以解决这些问题3。 

在同意有必要采取这种办法的同时，应当考虑下述问题以增强其可行性:  

 可信的(可执行的)规制，甚至最佳实践的非约束性准则，都必须受到基

于证据的讨论的启发。因此，限制潜在投资扭曲的激励措施，需要深入了解这

些政策工具对承认它们的母国、接受它们的对外投资者和第三国的影响。一个

可行的「交通灯」方案需要收集关于投资扭曲性激励的充分数据，藉以区分

「好/可容忍的」和「坏的」OFDI 激励措施，以便制定适当的规制，限制对前

者的依赖，并阻止后者4。 

 各国政府明显倾向于保留自己的政策空间，它们对侵蚀政策空间的谈判

规则兴趣不大。因此，如果能够获得更可信、全面的数据来设计 OFDI 规制，

从而在不过分牺牲章程本身有效性的情况下限制对国家政策空间的侵蚀，那么

关于 OFDI 激励措施的国际框架的讨论可能会获得更好的动力。例如，鉴于行

为激励往往比区位激励更有效，可信的数据将使决策者能够更好地设计针对其

扭曲效应的章程，而不必阻碍它们的使用5。 

 任何约束OFDI的国际框架都应具有足够的约束力，以最小化政府方面的

偏离风险，同时应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使母国能够追求正当的政策目标。例如，

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 18 条，关于服务业 OFDI 激励的 GATS+章

程可以作为有约束力的额外承诺来执行，而母国措施在一般例外情况下可能是

合乎情理的(「GATS」第 14条)。 

 OFDI 激励可能会影响跨境和境内的竞争中性。受益于 OFDI 激励的母国

企业相对于那些来自于没有从其政府获得类似帮助的国家的企业处于更有利的

地位。 相似地，有资格获得贷款的母国公司比没有这种资格的母国公司更具优

势——这是一个超越国有企业(SOEs)的问题。如果国际规制是专门针对第一种

扭曲而设计的，那末它们将无法捕捉到 OFDI 激励对国内企业而非外国企业可

能产生的竞争扭曲效应。同样地，特定于 SOEs 的规制可能只解决部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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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确保OFDI激励措施合理执行的多边(或诸边)规制，可以帮助母国获得

这些措施的效益，不过前提是对其适用范围和设计的讨论是有证据支持的，而

且涉及到大量有意为之的国家的利益。 

（南开大学国经所郭子枫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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