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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过去 １０ 年中，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ＯＤＩ） 的迅速增长成为一个重要

的经济现象。 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消息， ２０１４ 年中国企业在全球 １５６ 个国

家共投资 １１６０ 亿美元， 约为 ２００２ 年的 ４５ 倍。 若涵盖具有外资性质的中国

企业， 则中国 ２０１４ 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将超出外国对中国投资 ２００ 亿美元，
即中国在 ２０１４ 年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商务部， ２０１５）。

势头强劲的中国对外投资实际上在东道国遭到诸多阻力。 有的对中国

企业的投资动机提出质疑， 有的对中国海外投资的方式方法表示担忧， 还

有的将中国的投资视为威胁。 前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指出， 只有约 １ ／ ３ 的中

国投资计划在美国能获准通过 （Ｈｏｒｎｂｙ， ２０１３）。 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中

国海外投资未能顺利走出国门。 这也意味着对中国和东道国而言， 在更好

地理解、 信任中国海外投资的基础上， 双方将能挖掘出更多潜在的共同利

益。
本文第一部分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企业， 整理了它们在海外投资过

程中受阻的经历。 还特别关注了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占较大份额这一现

象。 本文还讨论了新一轮国企改革对于未来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将产生的影

响， 探讨的意义在于： 一方面能促进中国全球化的进程， 另一方面促使东道

国了解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经过， 从而能从中国的投资中受益。
本文第二部分集中讨论了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动机及政治关联性。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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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论述了新一轮国企改革及其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 最后部分是结

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动趋势和问题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动趋势

最近趋势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进入第四个阶段。 首先， 从

１９８０ 年到 １９９０ 年的改革初期， 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几乎为零 （见图 １）。 当

时中国的首要目标为吸引外资。 从 １９９１ 年到 ２０００ 年，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数据同样有限， 仅 ２３ 亿美元。

图 １　 中国直接对外投资的第四个阶段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编制的外国直接投资数据集。

２００１ 年， 中国经济政策由 “对外开放” 逐渐转变为 “走出去”。 首先，
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的一员。 其次， 中国政府实行了 “走出去”
政策， 通过激励政策来促进海外投资。 这标志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到第

三个阶段。 具体来说， 从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０７ 年，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直接升至

１０６ 亿美元， 是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０ 年对外投资水平的 ４ ６ 倍。 自 ２００８ 年的全球金

融危机以来，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速度惊人①。

５９２

① 因为资金流在 ２０００ 年尤为低而在 ２００１ 年却非常高， 因此使用 ２００２ 年的资金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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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展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急剧增长。 从 ２００２ 年到 ２０１３ 年， 复合

增长率约为 ４０％ 。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年均对外投资已达 ７４０ 亿美元———
是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对外投资水平的 ７ 倍。 一些统计数据声称中国的 ＯＤＩ 数据将

香港排除在外， 否则投资水平可能高得多。

图 ２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３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资金流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 中国的对外投资资金流和总数分别为１０１０ 亿美元和 ６１４０

亿美元， 世界排名分别为第 ３ 和第 １２。 两项排名在发展中国家中皆为第 １。

未来展望①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过去 １０ 年中发展迅速， 仍具有巨大的增长潜

力。
投资 发 展 路 径 理 论 基 于 １９６７ ～ １９７８ 年 ６７ 个 国 家 的 实 证 分 析

（Ｄｕｎｎｉｎｇ， １９８１）， 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围绕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周

期性。 如果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５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美元， 对外直接投资将超

出外国资本的流入达到转折点， 此时的资本流出净额为正， 即该国成为资

本输出国。

以中国为例， ２０１２ 年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 ５６８０ 美元， 此时中国的对

６９２

① 该工作基于方刚教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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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投资比外国直接投资少 ２７５ 亿美元。 直到 ２０１４ 年， 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达到 ７４８５ 美元， 此时中国的对外投资净额为正。 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

开始于 ＧＤＰ 理论预测范围的中期， 符合邓宁 （１９８１） 提出的人均范围假设。
据测算， 从 ２０１３ 起，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年复合增长率为 １９％ ～ ２２％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①。 这意味着自 ２０１３ 年起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加额约为

２５０００ 亿美元至 ３６０００ 亿美元 （见图 ３）。 该预测值高于 Ｒｈｏｄｉｕｍ Ｇｒｏｕｐ
１ 万亿 ～ ２ 万亿美元的估计， 低于香港货币研究所 （ＨＫＩＭＲ） ４ ６ 万亿美元

的预估 （见图 ４）②。

图 ３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资金量估计值

来源：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

无论精确数值为多少，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将在未来 １０ 年内保持

快速增长。
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里唯一对外投资水平飙升的国家。 发展中国家经济

体占全球 ＧＤＰ 的份额在不断上升， Ｄｕｎｎｉｎｇ （１９８１） 确认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

已上升至 ５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美元。 图 ５ 为 ４０ 年间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变动趋

势———从几乎为零到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占全球对外投资总额的 １ ／ ３ 以上。
图 ６ 展示了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金砖四国 （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

７９２

①

②

详细分解见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
ＨＫＩＭＲ 的估计基于乐观的假设。 例如， 他们假设在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期间中国的 ＧＤＰ 平均增长

率是 ８ ４％ ， 在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期间为 ７％ 。 而作者假设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为 ７％ ， 在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２
年为 ６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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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中国未来对外直接投资估计值对比图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２ 年）

注： ①ＮＥＲＩ 为国民经济研究所。
②Ｒｈｏ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ＨＫＩＭＲ 的估计期为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
资料来源： Ｒｈｏｄｉｕｍ ｆｒｏｍ Ｒｏｓｅｎ ａｎｄ Ｈａｎｅｍａｎｎ， ２０１１；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ＫＩＭＲ） ｆｒｏｍ Ｈ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图 ５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中国） 这几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动趋势。 金融危机发生时，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俄罗斯， 为四个国家之首。

传统的对外投资理论主要针对发达国家。 因为在 ２１ 世纪之初， 全球投

资市场受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主导。 不足之处为这些研究并未考证早期的理

论在面临如今更多样的全球对外投资格局下， 是否仍然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

投资提供理想的分析框架。 的确在新形势下， 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发达国家经

济体最大的投资者， 如中国投资澳大利亚。

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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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金砖四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注： 金砖四国为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

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

如前所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引起了东道国媒体、 大众、 政

府和学者的高度关注。 主要关注点为国有企业在中国对外投资中所占的高份

额。
即使缺乏官方数据证实， 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实际上是由国有企业主

导。 具体来说， 中国的官方数据将众多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列示在广义的

“公司” 分类下， 难以区分这些公司是国有或私有。
本文为探索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采用的资料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

会跟踪记录的中国全球直接投资数据 （传统基金会， ２０１５）， 该数据记录了

中国对外投资数据以及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超过 １ 亿美元的合同数据。 一方面，
数据只记录了 １ 亿美元以上的合同意味着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即大多数小额投

资并没有被充分体现； 另一方面， 其作为非官方数据也可能记录不全。 本文

中我们假定传统基金会的数据具有代表性。
至 ２０１３ 年底，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中的外国直接

投资数据，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为 ６１４０ 亿美元， 而美国传统基金会记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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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的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３ 年的中国 ＯＤＩ 数据 （不包括合同） 为 ４７６０ 亿美元， 表明

美国传统基金会数据只记录了 ７８％ 的中国 ＯＤＩ 数据。 差异是由未被记录的

大额投资引起还是与低于 １ 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目前还不能确定。
基于美国传统基金会数据， 我们将公司分类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地位十分明显， 尤其在 ２００９ 年之前

（见图 ７）。 根据我们的计算，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３ 年， ８０７５ 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

及 ８９ ４％的合同都与国有企业相关。
９０％的中国对外投资来自国有企业， 所以国有企业成为理解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的关键。 东道国担心国有企业的投资受中国政府驱使， 其动机出于政

治目的和对国家战略的考量， 而不是商业化的投资。 大多数国家担心国企投

资会潜在地危害自己的国家利益。

图 ７　 超过 １ 亿美元的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注： 上面的数据既包括投资也包括合同， 所以会大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
平均来说 ５９％的数据为投资， 剩余为合同数据。

来源： 传统基金会和作者的计算。

这些担忧是可以理解的。 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刚刚兴起。 传统意义上，

对外直接投资一般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 由该组织成员国投资

到发展中国家。 就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而言， 中国不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

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 中国也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员。 这意味中国

的投资是一个独特的经济体系， 而其并不被熟知。 加深理解需要投入时间、

精力和兴趣。 当然， 一些异议也可能是保护主义的伪装。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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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监管环境

出于这些担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海外监管环境更加严格， 尤其

针对国有企业。 例如， 继 ２００７ 年美国出台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之后， 澳大

利亚也于 ２００８ 年颁布了新的外国投资准则， ２００９ 年加拿大也引进了加拿大投

资法的修正案。 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其境内投资变得更为困难。
２０１２ 年标志着美国对中国投资态度的一个明显转变。 那一年美国外资

投资委员会审核的中国事务激增了 １０９％ ， 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１ 起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３ 起。 中国事务占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全部事务的 ２０％ （见图 ８）。 相比较

而言， 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只占美国当年海外投资的 ２ ５％ 。

图 ８　 外交委员会所涉及的中国在美投资事务

来源： 美国财政部、 荣鼎公司和作者的计算。

图 ９ 展示了中国对外投资在 ２０１４ 年美国外资审核加强后第三季度的特

征。 在该季度， 国有企业在美国的海外投资几乎为零。
除了被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加以审核的投资， 在与监管机构或其法律顾

问非正式交流之后， 许多拟投资的申请在审核之前就被中国企业撤回。 这些

放弃的投标不为公众所知， 中国前商务部长陈德铭说： 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大

约只有 １ ／ ３ 的投资申请得到通过 （Ｈｏｒｎｂｙ， ２０１３）。 在此举例说明这些审核

如何影响中国在美的投资意向。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中信证

券宣布已同意其子公司中信国际以 １２ ５ 亿美元购买里昂证券① １００％ 的股

１０３

① 里昂证券是家过去由法国里昂信贷拥有的经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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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中国企业在美投资

来源： Ｈａｎｅ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Ｇａｏ， ２０１４。

权， 这项事务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被结束， 一个主要的原因为美国政府反对该项交

易。 因为中信证券最大的股东是中信集团 （拥有中信证券 ２０％的股权）， 而中

信集团为中国财政部所有。 美国政府并不想让一个美国公司被中国政府控制。

这项交易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初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由中国

副总理汪洋亲自提出后才得以通过。

２０１２ 年， 中国第三大石油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 １５０ 亿美元收购

加拿大尼克森公司被许多人认为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一大突破。 加拿大总理哈

珀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宣布批准协议时说， 政府一直在努力减少国有制的经济成

分， 但能源部门被外国政府购买和控制是一个例外。

虽然中海油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已获得尼克森交易的批准， 但随后加拿大

政府表示打算在未来对外国国有企业收购加拿大公司实施更严格的规则。 外

资投资委员会也禁止中海油操作尼克森的墨西哥湾油田。 在 ２０１３ 年， 联想

作为一家中国领先的私人电脑公司被认为是国家扶持企业 （ 《经济学人》，

２０１２）， 曾试图兼并蓝莓公司， 但该交易被加拿大政府拒绝。

贸易和投资政策存在新的不确定性。 美国正领导形成亚洲最大的贸易和

投资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ＴＰＰ）， 但其中不包括该区域最大的

经济体中国。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的一篇文章认为这项倡议没有意义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２０１４）。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认为 ＴＰＰ 体现了对国有企业和国家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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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企业投资的限制， 在美国或第三国产生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是推进国企投资问题的一大契机 （Ｈｏｒｍａｔｓ， ２０１１）。
为了明确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动机， 有必要研究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委托

代理问题。

国有企业的发展

至 ２０１３ 年底， 中国有 １５６０００ 家国有企业 （注册企业而非企业组）。 其

中， ５２０００ 家为央企 （其中一些为 １１２ 家央企的子公司， 受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监管； 一些隶属于中央部委， 如财政部）， 还有 １０４０００ 家为省级

或其他地方企业。 国企员工总数约为 ３７００ 万， 其中 １８００ 万人受雇于央企，
１９００ 万人受雇于地方国有企业 （２０１４ 年财政部数据）。

至 ２０１３ 年底， 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 １０４ 万亿元人民币 （合 １７ 万亿美

元）， 同比增长 １６ ３％ ； 未偿债务总额为 ６７ １ 万亿元人民币 （合 １０ ９ 万亿

美元）， 同比增长 １６ ７％ 。 ２０１３ 年， 国有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了 １０ ８％ ，
达 ４７ １ 万亿元人民币 （合 ７ ７ 万亿美元）， 利润增加 ５ ３％ ， 为 ２ ６ 万亿元

人民币 （合 ４０００ 亿美元）。 ２０１３ 年公司支付了总计 ３ ８ 万亿元人民币 （合
６２００ 亿美元） 的税收， 同比增长 ５ ４％ （财政部， ２０１４）。

在过去的 ３０ 年中， 中国国有企业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 包括破产、 合并

和收购。 从第一家国有企业破产———１９８６ 年沈阳防爆器械厂， 到第一个国有

企业上市———中国交通建设公司 ２００６ 年在香港证交所上市， 以及第一个国有

企业 （中信） 于 ２０１４ 年将总部迁往香港， 中国国有企业经历了深刻的变化。
管理系统和操作方法是改革的核心。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中国国有企业

直接依附于政府机构， 反过来， 政府机构也深入参与国企的操作。 在 ２０ 世

纪八九十年代， 最初的改革对政府所有权和管理操作的角色进行分离。 在

２１ 世纪初， ９ 个从事管理国有企业的政府机构被废除。 这些改革的阻力是巨

大的。 朱镕基总理曾宣布 “我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进行这项改革”。
从 １９９８ 年到 ２００６ 年， 国有企业的数量下降了 ５９％ ， 从 ６００００ 多家降至

不到 ３００００ 家。 受雇于国有企业的人数从 ３７００ 万下降到 １８００ 万 （ Ｓｈａｏ，
２００７）。 许多中小型国有企业已经开始深化改革。

２００３ 年， 中国政府成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文以下简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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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委）。 国资委是被授权监督管理国企、 决定国有企业权利的机构。 与之前

的监管机构不同， 国资委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监管的控制力， 从分散到集中的

监管权力是一个巨大转变。 这个新的监管制度潜移默化地影响国企的行为，
详细的机制讨论放在探索国有企业的动机部分。

２００６ 年， 国资委发布了推动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并购的指导意见。
文件明确表示， 如果中央国有企业没有排在行业的前三位会被合并和收购。
目标是将中央国有企业的数量从 １５５ 个减少至 ８０ 个到 １００ 个。

８ 年后， ２０１４ 年中国有 １１２ 家中央国有企业集团。 在随后的几年里， 国

有企业绩效评估标准由国资委多次修正， 准则以赢利为核心。 到 ２０１３ 年，
大约有 ２６０ 家国有企业在海外上市， ９５３ 家在国内股票市场上市 （ 《人民日

报》， ２０１３）。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 国有企业的投资动机以及政治关系已经改变。

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是商业动机吗

许多学者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是否有商业动机进行了综合分析 （例如，
康沃尔， ２０１２； 唐斯， ２０１２； Ｄｒｙｓｄａｌｅ， ２０１１； Ｄｒｙｓｄ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ｉｎｄｌａｙ， ２００９；
Ｈａｎｅ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Ｒｏｓｅｎ， ２０１２； Ｒｏｓｅｎ ａｎｄ Ｈａｎｅｍａｎｎ， ２０１１）。 这些学者认为，
国企大多为商业动机， 但也存在问题。

央企： 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

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 两家都是中国铁路行业的领先企业， 都为集中制

的国有企业， 都在香港和上海证交所上市。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 阿根廷宣布购买城市轨道车。 中国北车、 阿尔斯通和

其他几家公司参与了竞标。 中国北车的投标价格是每辆 ２３０ 万美元， 其他公

司的收购价格是每辆 ２００ 万美元。 中国南车没有按照政府规定的首先在中国

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注册的要求， 直接对阿根廷开出每辆车 １２７ 万美元的低

价。 中国南车最终以按总价 ５ １４ 亿美元为阿根廷供应 ４０９ 辆城轨车赢得了

合同。
中国南车的报价低得多的原因是它的汽车设计是一个较旧的模型， 汽车

零件是中国制造， 而中国北车的报价是以更新的汽车模型和进口的汽车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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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为基础。 因此， 中国南车的投标价格较低。 此外， 中国南车当时缺乏订单

并经营困难。①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 中联重科和三一集团

中联重科和三一集团都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领先的上市公司。 中联重科

在香港和上海的股票交易所上市。 三一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中联重

科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是一家省级政府公司， 在湖南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支

持下运营。 ２０ 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６５％ 。 三一集团是一家民营企业， 也就

是由私人建立并归属于私人， 董事长梁稳根是其控股股东。 三一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一直以年 ５０％的速度增长。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被英国 《金融时报》 评选

为全球 ５００ 强之一， 是唯一上榜的中国机械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意大利的世界第三大混凝土机械公司 ＣＩＦＡ 对其股票进

行公开拍卖。 中联重科和三一集团在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提交投标。 最终中联重科

与高盛联合赢得了投标。 中联重科的主席说， 尽管收购的时机不太好 （金
融危机前夕）， 但也不能让 ＣＩＦＡ 落入竞争者手中。

来自欧洲的另一个例子发生在 ２０１１ 年底。 德国公司普茨迈斯特是全球

混凝土机械的第一品牌， 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寻找买家， 中联重科和三一集团都

受邀报价。 尽管中联重科是唯一一家获国家发改委 （ＮＤＲＣ） 批准参与投标

的企业， 但最终三一集团与中信基金合作， 创纪录地用 ３３ 天成功购得普茨

迈斯特。
这两个例子是中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相互竞争的例子。 这也说明了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一定遵循中国政府的指导， 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商业

实体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

政治因素如何影响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国有企业显然与政府和政治有紧密的联系。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

的行为总反映国家的政治目的。 由于被复杂的委托代理问题扭曲， 国有企业

更倾向于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所有者的目标。 了解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问

题是有必要的。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体系有三个层次： 国家或全体人民作为委

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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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人位于顶部； 国有企业的经理人位于底部的第三层； 行使国有企业所有者

权力的监管者在中间。
在这个系统中， 监管机构扮演了多个重要的角色。 他们代表整个国家审

查国企投资建议， 选择和分配企业经理， 检查国有企业生产效率， 研究国有

企业的重组计划， 评估高级经理人的表现。 换句话说， 监管机构参与并对国

有企业的经营产生微妙的影响。
作为连接国企所有者与企业经理的桥梁， 监管机构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

重角色。 通过改变监管结构和政治环境， 国家或政府可以对监管机构施加影

响并激励和约束它们的行为。 监管机构的行为改变反过来又影响了国有企业

的行为和表现。

监管制度的变化

根据监管权力集中的程度， 我们将监管体制划分为 “分散体制” 和

“集中体制”。 完善的监管体制给予较少的监管者以集中的监管权力。 而当

有更多的监管机构和较低程度的权力集中， 监管体制是受管制的。
自 １９７８ 年引入市场化改革以来， 中国国有企业的监管制度一直在急剧

变化。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始以来， 主流趋势是整合分散的监管权力。 从分离体

制过渡到集中的政权。
１９８２ 年以来的监管体制转型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 分界点为 ２００３ 年。

该年国资委的创立导致更高程度监管权力的集中。 从 １９８２ 年到 ２００３ 年， 主

要有 ３ 家国有企业监管机构：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研究国有企业的改革和

重建； 财政部， 管理资产、 监管金融， 选择和分配国有企业经理； 中央大型

企业工作委员会， 确保党的政策的实现。 还有 １０ 个依据当年成立的专业工

业部门， 包括纺织、 煤炭和机械工业。 负责相应行业的规划、 协调和监督。
一般来说， 在 ２００３ 年之前， 监管权力分布在不同的监管机构， 与 “集中体

制” 相比可称为 “分散体制”。
国资委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整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财政部、 中央大型

企业工作委员会、 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的权力。 反过来也意味着国资委垄断了

所有对国企的监管权力。 因此， 考虑到监管权力的集中程度， ２００３ 年可以

看作集中监管体制的开始。
根据 Ｑｉ （２０１５）， 监管机制中存在着制约平衡。 分散的政权在减少监管

６０３



中国成为资本输出国

机构和国有企业之间相互勾结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而一个集成和更集中的政

权在有效地利用管理权力上具有比较优势。
分散机制存在搭便车的问题。 当几个监管机构共享监管权力， 成功与失

败的责任会分摊到所有参与者身上。 在分散的监管体制下， 国有企业多次抱

怨当它们的表现优于预期时， 所有的监管机构会声称是自己的功劳， 但当国

有企业表现不佳时， 后者则纷纷逃避责任。 分散制度下的监管机构没有足够

的动力去促进国有企业扩展国内及国际业务。
国资委的建立解决了搭便车问题， 因为奖励或惩罚的好坏由相应的监管

机构负责。 监管者权力的增强， 也增加了国有企业到更成熟、 竞争更激烈的

外国市场发展的可能性。 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是监管机构对 “走出去” 这一

国家战略的响应， 以便为未来的发展积累经验。
中国的 “走出去” 战略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提出， 但在 １０ 年之后才得

以有效执行。 由上述可知， 只有相关政府部门的动力得到激发， “走出去”
战略才有可能有所进展。 国资委的建立解决了监管机构的动力问题， 加速了

２１ 世纪中期以后国有企业的海外开发。
国有企业监管的另一个问题是需要有效机制防止监管机构和国有企业之

间共谋。 国家授权委托监管机构监督国有企业的行为。 虽然不能完全消除但

缓解了国有企业的委托 －代理问题。 在监管过程中， 监管机构可能与他们监

管的国有企业相互勾结， 追求自身利益而牺牲国家的利益。 对于监管机构，
勾结至少有受贿和 “旋转门” 两种方式。

与监管机构滥用权力相关的腐败在中国政府部门并不少见。 这可以由

２０１３ 年国家反腐运动期间几十名国企官员被调查和起诉间接证明。 “旋转

门” 现象在中国国有部门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根据 Ｕｎｉｒｕｌｅ 经济研究所

（２０１１） 研究表明， １９ 个部委 １８３ 位领导人中有 ３０ ６％副部长及以上职位的

人员在某种程度上已受雇于某一国企。 Ｚｈｏｕ （２０１０） 研究发现， 在中国 Ａ 股

市场上市的国有企业的 １１４２ 名高级企业主管中有 ５０％以上曾担任政府官员。
“旋转门” 现象给监管官员与国有企业相互勾结以激励。 例如， 他们并

不严格实施监管以与他们将来潜在的国企同事保持友好关系。
虽然集中体制对监管者有更强的激励去督促企业良好表现， 比分散体制

下的监管机构在使用监管权力方面有更少的限制， 但分散体制下的监管机构

可以相互制衡以减少共谋的风险 （Ｑｉ，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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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谋会造成国有企业所有者的损失， 例如批准低效的投资。 然而当所有

者试图监管这种勾结时又会产生额外的成本。
随着中国监管体制从分散体制改为集中体制， 国有企业监管机构有更强

的动力来增进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 自 ２００３ 年创立国资委以来， 国有企业

投资额大幅增加。 在国资委的管理体制下， 监管者和国有企业的勾结会导致

海外投资的低效低质。 劣质的海外投资可能导致国企海外增长， 但投资的整

体效率低下。

政治环境

影响管理者进行奖励和限制的一个因素是政治环境。 目前约束官员、 影

响政府官员创造力的最大因素是正在进行的国家反腐工作。
中国的腐败问题突出。 ２０１４ 年， 中国的国际清廉指数在 １７５ 个国家中

位列 １００， 与阿尔及利亚和苏里南处于同等水平。 腐败会导致国内外低质量

的投资， 成本会被无形地强加给国有企业所有者和中国经济。
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调推进反腐倡廉运动。 已瞄准

各级政府和国有部门的众多官员。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已处理了 １００ 名高官， 包括

一些国企的高管， 处罚违背反贪污八项规定的官员 ７００００ 名。 对 ２０００００ 多

名小官员也有针对性考察。 考虑到对官员的惩处力度和案件审查的规模与数

量， 这项反腐败运动被认为是中国 ３０ 年来最艰难的一次。
这次反腐行动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对外投资增

长放缓， 但最终效率得到提高。 根据我们在这里应用的框架分析， 监管机

构促进海外投资的部分动机来源于利益勾结。 在强烈的反腐环境下， 监管

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共谋行为更容易被发现， 管理者与国有企业勾结的动机

被压缩。 预期利益的减少阻碍了监管机构和国有企业勾结， 并减少了无效

率的投资。
我们的分析表明， 国有企业的行为受到政治元素， 如监管体制和政治环

境的影响。 一些被投资国家的观念不同于国企不仅因为该国家认为它拥有的

公司的商业绩效有价值， 而且因为委托代理问题意味着管理者并不总遵循国

家的意志。
中国国有企业不能与 ３０ 年前在中央计划经济时代相比。 此外， 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改革的不断深入， 国有企业也在不断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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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 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举行， 涉及全面深化改革

重大问题的决定。 国企改革是此次改革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下一轮国企改

革的主要组件包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 改进国有

企业治理和管理系统， 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核心。 混合所有制是指允许更

多的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发展成混合所有制企业。 这意味着允许

私人资本投资国有资本项目， 并允许混合所有制企业采用员工股份所有制，
以使资本所有者和工人获利。

目前， 国企改革的总设计正由习近平主席主持， 在中央领导班子的领导

下进行全面深化改革。 探索和讨论的改革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允许私人资本

进入国有企业， 如何允许高层管理人员持有股票以及如何建立国有资本投资

和运营机制。 在最后一点上， 问题是要不要将现有的中央国有企业分为独立

的控股公司和经营公司或不同集团， 从而与规模更大、 更强的公司一起赞

助、 成立、 控股和经营公司。
一些中央国有企业已经开始依据新政策进行改革。
例如，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公司 （中石化） ———中国最大的石油产品和

主要石化产品的制造商和供应商， 批准了一项重组其燃料零售业务的计划，
并邀请私人资本形成一个混合所有制公司。 分配给私人资本的持股比例上升

至 ３０％ （ 《上海证券报》， ２０１４）。
另外，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中石化宣布将为其在 ２０１１ 年收购的加拿大公司

天然气项目寻找投资者。 希望这将降低中石化自身的资本要求， 同时加快项

目的发展。 加拿大国家资源部长评论说， 这家国企经营得就像一个商业实

体， 在购买、 销售和引进投资者 （路透社， ２０１３）。
还有一个例子是中国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 经销商中石油。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中石油宣布将为待开发储量、 非传统石油、 天然气、 输送、 炼油厂

（在岸和离岸） 和金融业务建立六个独立的平台， 计划利用生产股份制引入

私人资本， 推动混合所有制。 这一改革反映了中石油设定了打开整个业务

链， 战胜中石化的目标。
在电力行业，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ＣＰＩ 公司）， 是中国五大国有电

９０３



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转型

力生产商之一， 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宣布将允许私人投资其子公司和项目。 其股

份将占股本总额的 １ ／ ３。
中信泰富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收购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引起了市场的关注。 中信

集团在收购过程中将大部分资产由中信证券操作业务注入香港上市的子公

司———中信泰富 （见图 １０）。 这笔交易将成为中国大陆对香港上市公司最大

的资产注入。

图 １０　 收购前后的中信集团

来源： 中信集团。

“新” 中信总部将在香港， 作为一家香港上市公司， 中信将接受香港更

成熟的法律体系， 还有更严格的香港监管机构与媒体的监管。 这将有助于使

其运营和财务状况更加透明， 也会改善它的管理体系和公司治理。 主要的变

化包括采用员工股票期权计划， 从市场招聘高级管理人员， 降低政府的所有

权份额， 吸引更多的私人和海外资本。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 国资委宣布改革试点为 ６ 个中央国有企业， 包括国

家发展和投资公司、 中国粮油公司 （中粮）、 国药控股、 中国建筑、 中国节

能环保集团和新兴国泰国际集团。 试验项目包括： ①将中央国有企业转变为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②中央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 ③给予中央国有企业

董事会从市场招聘高级管理人员、 评估其表现、 确定其报酬的权利。
在省一级， 几乎所有 ３１ 个省、 直辖市都已公开宣布国有企业改革计划。

例如， 格力电器有限公司， 一个位于广东的中国领先电器公司， 将高达

０１３



中国成为资本输出国

４９％的股份通过公开招标转让给投资者。 这些计划得到资本市场积极的

反响。

在这一轮国企改革有何创新

混合所有制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新概念。 １９９３ 年就已经开始实行。 中央

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实践通过公开上市和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持续多年。 超

过 ６０％的中央国企子公司现在的结构化方式包括一定程度的混合所有制。
新一轮国企改革和之前的改革有几处不同。 首先， 混合所有权现在被认为是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形式， 因此， 大多数国有企业现在可以成为混合所

有制实体。 其次， 鼓励私人资本控股。 最后， 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将被允许

持有股票 （ 《中国证券日报》， ２０１４）。
国企改革的困难和复杂， 将给中国经济以及中国企业和它们的对外投资

带来深刻变化。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 世界对它们的观点也应随之改变。

结束语

中国的对外投资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 目标是赚取利润， 同时寻求合理

的投资环境和公平、 透明的监管规则。 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 １０ 年保持 “新
常态” 的持续增长， 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将会继续保持

活跃。 并且， 它们的经济效率通过更广泛的经济改革还会得到加强。 在这种

增长过程中误解、 担心和保护主义会阻碍中国对外投资的顺利实行和成功，
同时也阻止被投资国家受益于中国对外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就业。 因此，
屈服于对外国投资的民族主义对经济、 政治都是极其有害的 （Ｄｒｙｓｄａｌｅ，
２０１１： ７０）。

同样， 《经济学人》 指出， “拒绝中国的进步将带来未来对几代人的伤

害， 也是资本主义对自身信心的深深悲观” （ 《经济学人》，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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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３０９？ｓｙｍｂｏｌ ＝ＣＣＥ 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２０１５）， Ｐｒｅｓｓ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Ｍｒ Ｓｕｎ Ｊｉｗｅｎ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ｃｊ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１９ ／ ６９８３５４５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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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２０１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ｐｒｅｖｉｅｗ／ ｑｉｙｅｓｉ ／ ｚｈｅｎｇｗｕｘｉｎｘｉ ／ ｇｏｎｇｚｕｏｄｏｎｇｔａｉ ／
２０１４０７ ／ ｔ２０１４０７２８＿ １１１８６４０ ｈｔｍｌ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ａｉｌｙ （２０１３）， Ｎｅｗ ＳＯＥｓ， Ｎｅｗ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ａｉｌｙ １５， １６， １７ ａｎｄ
１８ Ａｐｒｉｌ

Ｑｉ， Ｚ ， Ｓｏｎｇ， Ｌ ａｎｄ Ｈｅ， Ｆ （ ２０１５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ｙｌ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Ｑｉ， Ｚ （２０１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ｕｔｅｒｓ （ ２０１３ ）， Ｉｎ Ｒａｒ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ｖｅ， Ｓｉｎｏｐｅｃ Ｓｅｅｋ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ｆｏｒ Ｃａｎａｄａ Ｓｈａｌｅ，
Ｒｅｕｔｅｒｓ， ２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３ ／ １０ ／ ２５ ／ ｕｓ⁃ｓｉｎｏｐｅｃ⁃
ｃａｎａｄａ⁃ｉｄＵＳＢＲＥ９９Ｏ０３Ｒ２０１３１０２５

Ｒｏｓｅｎ， Ｄ Ｈ ａｎｄ Ｈａｎｅｍａｎｎ， Ｔ （ ２０１１ ），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ｐｅｎ Ｄｏｏｒ？ Ｍａｘ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ｎ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ｉ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ｏｏｄｒｏｗ Ｗｉｌｓ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ａｓｉａ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ｒｇ ／ ｐｏｌｉｃｙ ／ ｃｅｎｔｅｒ⁃ｕｓ⁃ｃｈｉｎ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ｐｅｎ⁃ｄｏｏｒ

Ｒｏｓｅｎ， Ｄ Ｈ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ｒ， Ｔ （２００７），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Ａ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ｐｌｅｘｅｄ，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Ｓｈｅｅ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ｉｉｅ ｃｏｍ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ａｐｅｒｓ ／ ｒｏｓｅｎ０５０７ ｐｄ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Ｄａｉｌｙ （２０１４ ）， Ｓｉｎｏｐｅｃ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Ｍｉｘｅ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Ｒｅｆｏｒｍ，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Ｓｈａｒ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 ３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Ｄａｉｌｙ， ２０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Ｓｈａｏ， Ｎ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２０１０）， Ｃｈｉｎａ Ｂｕｙｓ Ｕｐ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ａｙ Ｏｐｅｎ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１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２０１２）， Ｎｅｗ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２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２０１４）， Ｗ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２３ Ａｕｇｕｓｔ
Ｕｎｉｒｕｌ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ｒｕｌ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ＣＴＡＤ）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ｓｅｔ Ｇｅｎｅｖａ，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Ｌ Ｍ （ ２０１４ ）， Ｃｈｉｎａ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Ｉ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Ｚｈｏｕ， Ｊ （２０１０），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ｉｓｔ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Ｃｈｉｎａ， ５ Ｊｕｌｙ

（林伟航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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