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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進入風險高發期
雖然中資企業成功 「出海」的案例屢見不鮮

，但部分企業因各種政治、文化、經營理念差異
，甚至是決策判斷失誤而導致的失敗案例同樣並
不少見。專家指出，隨着中國對外投資的加速，
未來中國企業 「走出去」將進入風險高發期。風
險控制，少交或不交學費，成為企業對外投資前
不得不直面的問題。

在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看
來，中國正處於對外投資的初級階段，中企對外
投資過程中出現的任何失敗或成功案例，都是對
「出海」經驗教訓的探索， 「從 『十五』規劃到
『十二五』規劃中不難發現，中國在引導企業
『走出去』的同時，越來越強調 『出海企業』的

社會責任，及 『對外投資和環境保護』的關係，
這表明國家未來對 『走出去』企業的要求會變得
更高」。

「中國對外投資中的失敗案例並不少見。」
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發展研究院歐亞研究中
心副主任余南平教授說，譬如某企業在波蘭的高
速公路投資項目，就因其對當地社會、法律等未
深入了解而以失敗告終。 「在海外投資領域，中
國是後來者，一些海外投資項目，在產業方向選
擇上並不明確，雖然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中交些

學費是正常的，但這也體現出某些企業與海外跨
國企業間仍存差距。」

商務部數據顯示，今年前八個月，中國對全
球119個國家和地區的2708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
金融類的直接投資，累計投資額476.8億美元，山
東重工、三一重工、國家電網，分別斥巨資購得
了全球豪華遊艇巨頭意大利法拉帝集團 75%控股
權、世界著名混凝土設備商德國普茨邁斯特公司
，及葡萄牙國家能源網公司 25%的股份。雖然上
述數據與案例令人艷羨，但中企對外投資的風險
亦無所不在。

切忌盲目瘋狂擴張
「部分 『出海』投資的中國企業已具有規模

和數量優勢，但品質特色優勢卻不明顯。」中國
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譚雅玲建議，企業在 「出海
」前要對項目進行更全面的綜合性評估，考慮到
國際市場風險的複雜性，企業在 「投資偏好」方
面，要淡化短期回報，而重視短期及中長期可能
存在的風險。就國家層面而言，管理層在批覆、
引導對外投資時應合理規劃，切忌因盲目瘋狂擴
張而引發主權國家對中企投資的警惕。

上海財經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

羊教授則對希望 「出海」投資的企業給出了自己
建議。首先， 「出海企業」應對所去東道國的宏
觀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有準確評估；其次，在
投資前應了解其所屬行業在東道國未來的成長性
；最後，很多中國企業習慣了國內政府的行政支
持，但這種優勢條件在境外就不復存在，鑒於此
，企業在境外投資項目時，不僅要正確處理好企
業與當地政府的關係，同時在項目運行機制方面
也要盡可能適應當地的市場化要求。

中國企業赴海外投資並非一路坦途，除決策失誤，不
了解當地文化和經營理念等之外，政治因素也成為企業對
外投資中的隱性風險。今年10月8日，美眾議院情報委員
會發布調查報告稱，中國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和中興通訊股
份有限公司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建議阻止這兩家企
業在美開展投資貿易活動。有專家指出，兩大中國通信巨
頭在海外市場投資過程中遭遇的窘境，更多是政治問題引
發的， 「他們選擇投資的時機太不好。」這樣的問題未來
仍會出現，要解決問題，只有通過國與國之間的外交手段
加以消弭。

在全球通信市場現時排位中，愛立信穩居第一，而華
為、阿朗、諾西和中興則緊隨其後。對華為、中興而言，
若能將全球最大的單一通信市場美國成功攻克，就可能引
發全球通信業的大洗牌。然而一切並不簡單——儘管美方
聲稱，華為和中興的設備可通過遙控向中國發送信息，同時
華為還與中國軍方的商業聯繫緊密，但美方卻並未給出任
何足以令人信服的證據，甚至連「莫須有」的證據也沒有。

外國誤解中國企業
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發展研究院歐亞研究中心副

主任余南平教授直言，中國企業赴海外投資的確存在受歧
視的情況，外國誤解中國企業，並認為其 「有中國背景，
或承擔國家戰略意志」，這樣的誤讀單靠企業自身無法解
決。就該案例看，華為不是純粹的國有企業，目前的情況
是美國政治家正利用政治大做文章。要減少類似事件的發
生，一方面需要中國的國家形象變得更透明、更開放，另
一方面企業也要讓外國政治家認識到 「企業的投資行為並
不是國家的戰略行為」。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繼美國之後，加拿大總理哈珀的
發言人日前也宣稱，加拿大已啟用國家安全特例條款，使
其在不違背國際貿易義務的情況下，可區別對待那些被認
為風險過高，而不能參與政府電話、電子郵件和數據中心
服務網絡建設的企業。該言論被外界理解為 「加拿大暗示
將排除華為參與政府通信網絡建設」，部分國內媒體甚至
擔心加拿大或許並非最後一個狙擊華為的國家。

「中國企業 『走出去』，通常都伴隨着中國政府和境
外國家政府間緊密的經貿聯繫及合作協議，華為最初的
『出海戰略』也同樣如此。通常企業投資歐美國家的風險

相對較小，而發展中國家因政策法規的不健全，而更容易
為企業帶來風險。」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
教授認為，華為、中興在美投資遇阻最大的原因是 「選擇
的時機太不好」。他補充說，撇開政治因素，就創造稅收
和就業機會角度看，美國需要華為、中興這樣有競爭力的
企業，但今年是美國大選年，競選雙方相互角力，奧巴馬
在競選過程中為爭取選票 「只能拿貿易開刀」。

人幣國際化將加快
人民幣國際化與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相互促進、相輔相成。交通銀

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說，人民幣國際化的進一步推進，會給予中國企
業在 「出海」投資時更大的便利度。同時，由於國內商業銀行在人民
幣產品及各項服務方面的優勢，遠勝於外資行，因此銀行系統可在處
理人民幣跨境業務時更好地為已成功 「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服務。另
一方面，企業在 「走出去」過程中，也間接擴大並推動人民幣的 「走
出去」，並使更多境外合作企業有意願接受人民幣結算，從而擴大人
民幣的全球使用範圍。

「海外投資並非要以人民幣國際化作為必要條件，但人民幣國際
化卻對中國海外投資起到了推動及促進作用。」上海財經大學現代金
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教授指出，人民幣若真正實現國際化，其在
境外的接受度也就大為提高，對外投資企業可借助人民幣進行更直接
的投資用途。

連平相信，華企 「走出去」也對人民幣國際化提出了更多新的要
求，同時，人民幣國際化推進工作，也因企業 「出海」而迎來新機遇
。他說，伴隨着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加速，國內銀行體系應積極布局
國際市場，並在主要投資領域及地區設立機構，為國內外貿易雙方提
供人民幣相關服務；其次，就人民幣產品而言，金融機構要在滿足對
外投資企業信貸需求的同時，在其投資所在地為其提供支付結算及其
他非信貸產品；最後，金融機構在助推人民幣國際化時，應注重專業
領域人才的培養，並通過豐富人民幣產品及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為
企業 「走出去」做好各方面服務。

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正在進入新的時代。消息稱，國
家發改委近日集中批覆了15個海外投資項目，該做法令人
感覺更有計劃、更有管理和規劃性，一些具體的投資項目
也更符合當前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經濟學家分析稱，此
舉表明中國新的對外發展戰略已提上議事日程。預計在未
來十年內，中國對外投資將進入快速發展期。

本報記者 倪巍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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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改委官方網站在國慶節後首日集
中公布了一批獲批的海外投資項目，共15個
，創今年以來新高。除基金、橡膠、基建、
貨船、輪胎、通信及工業類股權收購項目外
，還有 7 大能源項目，分別是 3 個太陽能光
伏項目、1個鎳礦項目、1個石油企業收購項
目、1個輸電線和1個電力項目。

政策宜有所放寬
相比較過去的海外投資項目往往雜亂且

無規劃，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發展研究
院歐亞研究中心副主任余南平教授注意到，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已進行了 3 至 4 年的醞釀
期，是次發改委批覆的項目，令人感覺更有
計劃、管理和規劃性，一些具體的投資項目
也更符合當前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

從發達國家邁向強國的路徑看，都曾通
過海外投資來提升自己的實力。國家發改委
集中批覆對外投資項目，上海財經大學現代
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國國務院富布賴特
研究學者奚君羊教授認為，這表明中國對外
發展戰略已提上議事日程。他表示，通過前幾
年對外投資試點，中國加快海外直接投資的
時機已經成熟，因此政策上理應有所放寬，
「從改革開放初期急需外部資金，到後來的國
內外資金平衡，再到目前國內投資過剩，國內
一些行業如今已不能滿足投資擴張的需求。」

「中國並不缺錢，十二五規劃已明確，
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將不斷加快。」國家發
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對記者表示
，早在 「十一五」規劃中，國家在對外投資
方面就提出了 「原產地多元化」問題， 「美
國、日本在本土生產的產品相對有限，但其
在全球市場中的份額卻很大，這很大程度是
借助海外投資實現的產地多元化」。

走出去抄底好時機
從目前全球形勢看，經濟萎靡不振及投

資的總體減速，為中國企業 「走出去」以低
價投資並發展壯大提供了機遇。復旦大學中
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教授說，這次有這
麼多企業赴海外投資，不一定是政府的導向
，就公司行為而言，目前也是 「走出去抄底
」的好時機。

張軍直言，經濟低迷期，大多數企業在
本土市場都出現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問題，
對外投資既能消化產能過剩，更可以借助低
迷經濟條件打造中國企業自己的全球戰略；
此外，從中國本土經濟來看，企業「走出去」也
有助於其通過技術創新，來誘發自身的產業
升級，從而更全面地參與全球分工鏈條。

與此同時，中國近幾年貿易摩擦的頻
率和程度均在加劇，從國家戰略角度
看，張軍認為，發改委密集批覆海
外投資項目，某種意義上是針
對貿易摩擦所做出的反應
，日本在過去的發展階段
，也曾遇到同樣問題，為
減少貿易摩擦，日本最終
採用了直接投資方式。

張軍稱，中國有足夠實力的
國企，自然就需要有更高的全球
戰略，擇機參與全球生產鏈，在
全球範圍進行布局，也是企業正
常的戰略考慮；另一方面，中國
經濟發展至今已達到了 「出海投資的時代」
，相比貿易形勢，通過直接投資方式將產品
打入某個國家或地區的做法更具戰略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在發改委公布集中批覆
海外投資項目的兩天後，美國商務部針對中
國清潔能源產品發起貿易救濟行動，裁決對
中國輸美太陽能電池徵收高達 249.96%的
「雙反」關稅；而在發改委批覆的7個能源

項目中，還有3個光伏直接投資項目。奚君
羊說，投資海外光伏項目，能將國內過剩產
能有效地轉移，使國內已投資過多的項目在
境外得到分解，另一方面，也能在一定程度
上避免貿易摩擦。

海外投資減貿易摩擦
「貿易摩擦在光伏領域較為嚴重，中國

光伏產品出口歐美國家越來越困難，直接赴
海外投資，正好成為中國應對貿易摩擦的策
略選項。」張軍強調，國企大多位於產業上
游，並以能源為其主營業務，中國經濟發展
到目前階段，率先揚帆出海的一定是戰略性
行業企業，由於當下民企大規模 「走出去」
仍不現實，因此未來國企、央企將繼續主導
海外併購及投資。

中國是全球資源需求大戶，對海外能源
的依存度較高，但國際能源定價權卻不在中
國之手，張燕生坦言： 「作為國際能源市場
的大買家，中國若不能確定未來的能源供給
，風險就太大了。」他相信，海外投資側重
能源領域無疑具有戰略性質，中國未來發展
需要長期而穩定的能源供給，能源企業赴海
外投資也是 「兩面下注的戰略」。

張軍預測，隨着未來中國經濟規模的逐
漸增大，及勞動力成本上升速度的加快，能
源及製造類企業將加速赴海外投資，考慮到
中國與歐美間貿易摩擦未來將越來越嚴重，
中企出海投資將在未來十年迎來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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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覆蓋面

對全球129
個國家和地
區的3125
家境外企業
進行了直接
投資
對全球132
個國家和地
區的3391
家境外企業
進行了直接
投資
對全球119
個國家和地
區的2708
家境外企業
進行了直接
投資

累計實現投資

590億美元

600.7億美元

476.8億美元

同比
增長

36.30%

1.80%

39.40%

▲八月份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第二屆中國海外投資年會

▲中海油2009年成功購入美國油田股權

▲國家發改委今
年批覆多個海外
能源投資項目，
包括3個太陽能光
伏項目

▲中國風電企業角逐海外市場，這是金風科技位於烏魯木齊的一處
生產廠房

中國開啟 新時代
對外投資項目密集獲批 凸顯規劃性

▲對華為、中興而言，若能攻克美國市場，就可能引
發全球通信業的大洗牌

中國近年對外投資概覽中國近年對外投資概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