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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跨国公司在金砖国家合作现状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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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已经成为对外净投资国ꎬ在金砖国家经贸关系良好的背景下ꎬ中国跨国公司在金砖国家发展势头

强劲ꎬ直接投资增长较快ꎬ成为促进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ꎮ 但依然存在中国与金砖国家政策和理念冲突ꎬ
跨国公司与现有合作机制对接不足ꎬ中国跨国公司自身之间尚未形成合力ꎬ国际化发展服务体系尚不完备等问题ꎮ
该文建议金砖国家等进一步改善商业环境ꎬ提升投资审查政策透明度ꎬ中国跨国公司应积极推动管理本地化、提升
对当地产业融合及就业贡献度ꎬ并做好赴金砖国家合作的咨询服务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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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是中国跨国公司融入全球经济发展的
重要切 入 点ꎮ 目 前 金 砖 国 家 的 人 口 约 占 世 界 的
４２％ꎬＧＤＰ 约占全球的 ２７％ꎬ出口约占发展中国家

的 ５６％( ＷＴＯꎬ２０１１) ꎮ 中国是金砖国家重要成员ꎬ
彼此之间是重要的经贸伙伴ꎬ在中国成为净对外投
资过程中ꎬ金砖国家成为中国跨国公司合作的重要
市场ꎮ

１

金砖国家整体经贸关系
由于政治关系稳定ꎬ经济互补性较强ꎬ资源、市

场和技术比较优势较为明显ꎬ金砖国家之间经贸合
作关系越来越紧密ꎬ彼此互为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ꎮ
中国作为金砖国家的核心代表ꎬ与其他金砖国家之
间的关系更是彼此关系的典范ꎬ中国对其他金砖国
家的资源和直接投资具有突出贡献ꎬ其他金砖国家
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制成品ꎬ而且彼此之间的技术
合作也在加速推进中ꎮ

１.１

中国与巴西经贸关系

１.１.１

中国是巴西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进

口来源国
据巴西外贸秘书处统计ꎬ２０１５ 年ꎬ巴西与中国

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 ６６３. ３ 亿 美 元ꎬ 下 降 １４. ９％ꎮ
其中ꎬ巴西对中国出口 ３５６.１ 亿美元ꎬ下降 １２.３％ꎬ
占巴西出口总额的 １８.６％ꎬ提高 ０.６ 个百分点ꎻ巴西
自中国进口 ３０７.２ 亿美元ꎬ下降 １７.７％ꎬ占巴西进口
总额的 １７.９％ꎬ提高 １.６ 个百分点ꎮ 巴西与中国的
贸易顺差 ４８.９ 亿美元ꎬ增长 ４９.４％ꎮ 虽然双方贸易

额在下降ꎬ但是贸易份额在增加ꎬ巴西对中国贸易的
顺差在扩大ꎮ

１.１.２

植物产品和矿产品是巴西对中国的主要出

口商品
植物产品是巴西对中国出口的主力产品ꎬ２０１５

年ꎬ出口额为 １５８.４ 亿美元ꎬ下降 ４.８％ꎬ占巴对中国
出口总额的 ４４.５％ꎮ 矿产品是巴对中国出口的第二
大类商品ꎬ出口额 １１１.３ 亿美元ꎬ下降 ３１.９％ꎬ占巴
对中国出口总额的 ３１.３％ꎮ 纤维素浆、纸张为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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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出口的第三大类商品ꎬ出口额 １９.９ 亿美元ꎬ
占巴对中国出口总额的 ５. ６％ꎬ 增长 １０. ６％ꎮ ２０１５

年ꎬ巴西对中国出口的运输设备、动物产品、机电产
品和贱金 属 及 制 品 等 出 口 增 长 较 快ꎬ 增 幅 分 别 为

１９９.８％、１０７.６％、９５.２％和 ４０.９％ꎮ 由于上述产品在
巴西对中国出口中占比较低ꎬ未能弥补主要出口产
品矿产品和植物产品出口下降的负面影响ꎮ 但是说
明巴西对中国出口的结构在产生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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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巴西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化

工产品和纺织品及原料
２０１５ 年ꎬ合计进口 ２０４.６ 亿美元ꎬ占巴西自中国

元ꎬ下降 １. １％ꎮ 其中ꎬ 印度对中国出口 ９６. ９ 亿 美
元ꎬ下降 ２７.２％ꎬ占印度出口总额的 ３.６％ꎬ下降 ０.５

个百分点ꎻ印度自中国进口６１１.４亿美元ꎬ增长４.９％ꎬ

进口总额的 ６６.６％ꎮ 自中国进口大类产品中ꎬ只有

占印度进口总额的 １５.６％ꎬ增长 ３.０ 个百分点ꎮ 印

品进口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ꎬ其中ꎬ第一大类进口产

１.３.２

运输设备、矿产品和植物产品进口实现增长ꎬ其他产
品机电产品进口降幅近 ２５％ꎬ是造成巴西全年自中

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 ５１４.５ 亿美元ꎬ增长 １４.４％ꎮ
物燃料是印度对中国出口的五大类商品

２０１５ 年ꎬ印度对中国棉花出口 １９.９ 亿美元ꎬ下

国进口下降的主因ꎮ 总体来看ꎬ由于巴西经济不景
气ꎬ其总体进口下降较多ꎬ自中国进口降幅低于其总
体进口降幅近十个百分点ꎬ巴西自其它主要进口市
场进口下降幅度与其总体进口降幅持平或略高ꎮ
１.２

①

中国与俄罗斯经贸关系
中国为俄罗斯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

源地ꎮ 据俄罗斯海关统计ꎬ２０１５ 年ꎬ中俄双边货物
进出口额为 ６３５.５ 亿美元ꎬ减少 ２８.１％ꎮ 其中ꎬ俄罗

棉花、铜及制品、有机化学品、建筑材料、矿

降 ２８.９％ꎬ仍占印度对华出口总额的 ２０.５％ꎻ此外ꎬ

铜及制品、有机化学品、矿物燃料和建筑材料对中国
的出口额分别为 １２.７ 亿、９.１ 亿美元、６.４ 亿美元和

５.７ 亿美元ꎬ降幅依次为 － ３９.８％、 － ７.０％、 － ５６.６％ 和

－ １１ . ３ ％ ꎬ分别占印度对中国出口总额的１３ . １ ％ 、

９.４％、６.６％和 ５.９％ꎮ 印度其他对华出口商品还有

矿产品、机械设备、动植物油、塑料制品、机械设备、

斯对中国出口 ２８６.１ 亿美元ꎬ减少 ２３.７％ꎬ占俄罗斯

树胶和钢铁制品等ꎮ 印度自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

元ꎬ减少 ３１.３％ꎬ占俄罗斯进口总额的 １９.２％ꎮ 俄方

２０１５ 年印度进口的上述五类商品合计 ４１５. ６ 亿美

２０１５ 年ꎬ矿产品、木及制品和机电产品是俄罗

度自中国进口的商品还有文物制品、塑料制品、珠宝

出口总额的 ８. ３％ꎻ 俄 罗 斯 自 中 国 进 口 ３４９. ５ 亿 美
逆差 ６３.４ 亿美元ꎬ减少 ５２.６％ꎮ

机电产 品、 机 械 设 备、 有 机 化 学 品、 肥 料 和 钢 材ꎮ
元ꎬ占自中国进口总额的 ６８.０％ꎮ 除上述产品外ꎬ印

斯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ꎮ 三类产品出口额分别占

及贵金属制品、船舶、光学仪器制品、家具和纺织品

俄罗斯对中国出口总额的 ７０.２％、７.９ 和 ５.６％ꎬ出口

等ꎮ

分别为减少 ３１.７％、减少 １１.７％和增长 ７.８％ꎮ ２０１５

品、机电产品、家具、金属制品、光学仪器和陶瓷等在

年ꎬ俄罗斯对华出口商品增长最快的是动植物油脂ꎬ

印度进口的同类商品中占有较明显的优势地位ꎻ但

增幅为 ４７０.３％ꎬ其次为运输设备ꎬ增幅为 ２８４.２％ꎮ

中国生产的运输设备、化工品、贵金属制品、钢材等

额分别为 １９７.３ 亿美元、２２.２ 亿美元和 １５.６ 亿美元ꎬ

在印度的十大类进口商品中ꎬ中国生产的纺织

贵金属及制品降幅较多ꎬ下降 ２１.８％ꎮ

方面仍面临着来自美国、欧洲各国和日本等发达国

织品及原料和贱金属及制品ꎮ ２０１５ 年进口额分别

１.４

俄罗斯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

为 １７０.５ 亿美元、３１.１ 亿美元和 ２５.６ 亿美元ꎬ占俄罗
斯自中国进口总额的 ４９.０％、８.９％ 和 ７.４％ꎬ分别减

家的竞争ꎮ③
中国与南非经贸关系

１.４.１

中国为南非第一大贸易伙伴

据南非国税局统计ꎬ２０１５ 年南非与中国双边货

少 ２７.３％、３６.９％和 ３５.２％ꎮ 运输设备的进口额降幅

物进出口额为 ２３１.１ 亿美元ꎬ下降 ４％ꎮ 其中ꎬ南非

１.３

总额的 ９.１％ꎻ自中国进口 １５６.６ 亿美元ꎬ增长 １.５％ꎬ

明显ꎬ下降 ４６.０％ꎮ

②

中国和印度经贸关系

１.３.１

中国在印度出口贸易中居第四位和第一大

进口来源地
据印度 商 业 信 息 统 计 署 与 印 度 商 务 部 统 计ꎬ

对中国出口 ７４.５ 亿美元ꎬ下降 １３.８％ꎬ占南非出口
占南非进口总额的 １８.３％ꎮ 南非贸易逆差 ８２.１ 亿
美元ꎬ增长 ２０.９％ꎮ

２０１５ 年ꎬ印度对中国双边货物贸易额为 ７０８.３ 亿美
①

商务部.２０１５ 年巴西货物贸易及中巴双边贸易概况[ Ｒ] .国别贸易报告巴西ꎬ２０１６(１) ꎮ

③

商务部.２０１５ 年印度货物贸易及中印双边贸易概况[ Ｒ] .国别贸易报告印度ꎬ２０１６(１) ꎮ

②

商务部.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货物贸易及中俄双边贸易概况[ Ｒ] .国别贸易报告俄罗斯ꎬ２０１６(１)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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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

矿产品一直是南非对中国出口最主要的产

品

２０１５ 年出口额为 ４４.９ 亿美元ꎬ下降 ２２.１％ꎬ占

２

中国跨国公司在金砖国家合作现状
２０１４ 年以后ꎬ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净对

南非对中国出口总额的 ６０.３％ꎮ 矿产品以金属矿砂

外投资国ꎮ 借助金砖国家合作深入推进的良好局

为主ꎬ矿物燃料出口相对较少ꎮ 贱金属及制品是南

面ꎬ中国跨国公司作为一只重要的经济力量开始在

非对中国出口的第二大类商品ꎬ２０１５ 年出口额 １７.６

金砖国家开疆拓土ꎬ显示出非常大的活力ꎮ 中国的

亿美元ꎬ增长 １７.７％ꎬ占对中国出口总额的 ２３.７％ꎮ

主要跨国公司在金砖国家几乎都有项目或者业务ꎬ

纤维素浆及纸张等、纺织品及原料为对中国的第三

贸易与投资以及其他业务合作等多种方式在金砖国

和第五大类产品ꎬ出口额分别为 ３.１ 亿美元和 ２ 亿

家都获得了较快发展ꎮ

美元ꎬ下降 ９.８％和 ２.９％ꎬ占南非对中国出口总额的

２.１

商品ꎬ２０１５ 年出口 ２.３ 亿美元ꎬ增长 ６.２％ꎬ占对中国

海外收入迅速提升ꎬ在海外的存在越来越多ꎮ ２０１５

１.４.３

年的 ２１ 亿元提高了 ５. ６７ 亿元ꎻ 海外员工 ７５４ ７３１

４.２％和 ２.７％ꎮ 此外ꎬ贵金属及制品为第四类出口
出口总额的 ３.１％ꎮ

南非自中国进口的首要商品为机电产品

２０１５ 年进口 ７０.８ 亿美元ꎬ基本与上年持平ꎬ占

中国跨国公司发展迅猛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提升ꎬ跨国公司海外资产和

中国 １００ 大跨国公司入围门槛为 ２６.６７ 亿元ꎬ比上
人ꎬ平均跨国指数为１３ . ６６ ％ ꎬ共拥有海外资产

南非自中国进口总额的 ４５.２％ꎮ 此外ꎬ纺织品及原

５６ ３３４ 亿元ꎬ实现海外收入 ５１ ７７１ 亿元ꎮ 排名靠前

美元ꎬ纺织品及原料下降 １.１％ꎬ贱金属及制品增长

业ꎬ这些企业往往具有雄厚的资本实力ꎬ在寻求国外

９％ꎮ 除上述产品外ꎬ化工产品、运输设备和家具玩

和品牌知 名 度ꎬ 成 为 具 有 全 球 影 响 力 的 跨 国 公 司

料和贱金属及制品分别进口 １５.１ 亿美元和 １４.１ 亿

的主要是国有企业或者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大型企

１２.３％ꎬ两类产品占南非自中国进口总额的 ９.７％ 和

产品、管理和技术合作的过程中ꎬ慢慢壮大自身实力

具制品等也为南非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大类商品ꎬ占

( 见表 １) ꎮ

自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均在 ５ － ６％左右ꎮ
表１
排名

④

④

２０１５ 年中国前 ３０ 大跨国公司

公司名称

１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３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５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７

中国铝业公司

９

国家电网公司

１１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２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４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６

中国远洋运输( 集团) 总公司

８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１０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１２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１４

中国海运( 集团) 总公司

１６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海外资产

海外收入

９０５６２１６５ ２７２９９５６１６
８５７１２３６４ ２８８９９３４２９
４８１０７１９６

６１１５９９９２

２５５１０３６８

４９６８２９１９

３４６８４１４７
１９６５４９９０
１７９２２９８０

３４０８８７３５
１６９３３５７５

海外员工 跨国指数( ％)
１６３６５３２

２７.３２

１１４５７３

３５.６１

８９７４８８
１７９２８８
５５３４９
７５６７５

２８０００７５２

１５８０９６

１１１５９９３６ ２０９１３６３３７

９４６８７１

１５５８４３８５

３２２７５６６３

１０５５２００８

４０４２８４８９

９１３０７３４

３８６３８２６６

９６２１５３２
８３０５０９２
８２８８８０１
８１２４５８０
７５９５５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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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０４２２３４
１５３９５２６４
８３０６５３５

２８９６５３００
１５８０１９５８

１１０２６１

２５.０９
１８.６２
５７.０３
４２.３９
１４.４７
２５.０３
１.５８

２５０１３８

２３.６２

５６２０３８

８.６２

１５０７２７

１２.２２

４２９６８

６８.９１

２８３４５８

４.８５

４０５９８

１１３０８９

２８.９１
１２.９８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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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２１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２３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２５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１８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２２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４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２６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９

７１６４３２５

２６５００２５９

２０１０６６

６６６５３４６

２５７６３１３６

９９２４７

７０２８９８０
５５０２６７７
５４１３６８９
５３７６２６８
５１８９９８７
４９５４５７４
４８１２２０６

中国跨国公司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增长较快
中国目前对外投资额已经超过了吸引外资额ꎬ

成为净对外投资大国ꎮ 就存量而言ꎬ在金砖国家中ꎬ
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接近 ９０ 亿美元ꎬ对南非的
直接投资接近 ６０ 亿美元ꎬ对印度的直接投资接近

３５ 亿美元ꎬ对巴西的投资接近 ３０ 亿美元ꎮ 对金砖
国家直接投资合计超过 ２００ 亿美元ꎮ 发展势头迅
猛ꎬ而在十年前的 ２００６ 年ꎬ中国对金砖国家的直接
投资不足 ２０ 亿美元ꎮ 十年时间扩大了 ２０ 倍( 见表

３０.７４

２３７８２８９

２１０７１

２４２４８０００

３６９１００９

７７２３９

１３６３４９

５９３９３５１９

２９７０３５
７３４８５

６１３２９９１１

２９７２１６

８１４７１２８

７５６０９

１８７６５５４９

出现负增长以外ꎬ其余大多数年份增长明显( 见表

３) ꎮ

表３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中国对金砖国家投资流量情况

( 单位:万美元)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南非

５６１

４０７４

表２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１３０４１

９２９７６

２５８３

１６７６２

１８９５５

１４２１５１

１２０１４

３６０８９

２２２０３７

２２１２７

２１７０５
９２３６５

２０１１

１０７１７９

２０１３

１７３３５８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１４４９５１
２８３２８９

未发布

１８３８２８
２７８７５６
３７６３６４

２２２０２

３０４８６２

４７９８０

４１５２９８

６５７３８

４８８８４９

１１６９１０

８６９４６３

３４０７２１

７５８１６１
未发布

７０２３７

２４４６９８
未发布

２３０６８６
４０５９７３
４７７５０７

３１.７３

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速度相对较快ꎮ 除了个别年份

３９５２３

２００６

４.１８

之前的存量总和ꎮ 可见这些年跨国跨国公司对金砖

２２３８

南非

３１.２５

直接投资总额ꎬ每年超过 ２０ 亿美元ꎬ相当于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８

印度

１１.９７

２４.３７

４５２１１

俄罗斯

４.７

５６６９１

１００９

巴西

４.０４

１１.７２

２００６

( 单位:万美元)

１２.３９

１１３１６１

２) 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中国对金砖国家投资存量情况表

２４.５

１２.５２

２９２０６１７４

１２６６５９５４

６.５８

９１０６０

１３３０６９

３９３７９８８
３７２７６１６

２４７６７２

２９７７４３０１

１０１０２８６８

数据来源: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２０１５ 中国 １００ 大跨国公司及跨国指数»

２.２

１１２３９８１９

４１７０５８３
４０６１００７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２８７５

２９.３３

２００７

５１１３

３４８２２
７１５８１

１８００８

３１０９３

１０２２２５

１４８５７

未发布

未发布

１１６２７

２０１１

１２６４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２０２

１０１８８
－２４８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４７７６１

４８７４６
１９４１０
７３０００

５６７７２
７８４６２
６３３５６

４７６１

４５４４１

４８０７８６
４１５９

４１１１７
－１４１７

２７６８１

－８１４９１

３１７１８

４２０９

未发布

－８９１９

未发布

数据来源: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尽管流向地方政府投资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迅

４４００４０

速增加ꎬ但官方数据资源无疑低估了对外直接投资

未发布

流量的规模和范围ꎬ因为许多小中型企业不总是记

５９５４０２

数据来源: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录他们的投资ꎮ 因此ꎬ虽然难以准确估计中国跨国
公司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的经济影响ꎮ 尽管原始投

就增量而言ꎬ在金砖国家中ꎬ中国对俄罗斯的直

接投资接近 ９ 亿美元ꎬ对南非的投资接近 ６ 亿美元ꎬ

对印度和巴西的投资约３亿美元ꎬ中国对金砖国家

资ꎬ主要通过国有企业ꎬ经常注定是自然资源产业ꎬ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ꎬ投资一直蔓延到农业、制造业和
服务行业( 例如电信) ꎮ 中国跨国公司对金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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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的直接投资与丰富的资源结合在一起ꎬ在其他金砖

制药、纺织、信息技术、港口、航空、旅游、铁路、再生

国家发展正呈现出越来越好的趋势ꎮ

能源、采矿以及电子产业等ꎮ 这些都是中国企业具

２.２.１

有比较优势的企业ꎮ 但是印度的国家安全审查较为

中国跨国公司在巴西业务处于开拓深化阶

段

严格ꎬ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较多ꎬ中国企业

目前在巴西投资的中国企业已约 ２００ 家ꎬ中资

在印度发展并不顺利ꎮ

企业对巴西的投资日趋活跃ꎮ ２０１５ 年ꎬ中国对巴西

２.２.４

投资领域涉及汽车、能源、电子、机械设备、金融、基

作ꎬ不仅仅是购买能源和资源ꎬ而是应该开始实质性

建、矿产以及通讯等多个领域ꎮ 中国( 巴西) 投资开

融合发展ꎮ 当前ꎬ俄罗斯将构建欧亚经济联盟作为

发贸易中心、百度和中国工商银行( 巴西) 是三家具

对中国外交政策重点ꎬ俄罗斯总统 ９ 月访华的的重

投资净额约 ８ 亿美元ꎬ投资存量达接近 ３０ 亿美元ꎮ

有代 表 性 的 中 资 企 业ꎮ ２０１６ 年 巴 西 塞 阿 拉 州

中国对俄罗斯投资主要是能源和农业领域

目前ꎬ俄罗斯希望中国能够在技术层面深入合

点目标依然是继续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

Ｈａｐｖｉｄａ 公司投资 ７００ 万雷亚尔用于建设南美洲第

济带对接ꎮ 中国在独联体国家是俄罗斯强大的竞争

一大公共汽车租借服务项目ꎮ 中国新大洋集团知豆

对手ꎬ尤其是在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ꎬ借助内部

系列电动车和比亚迪 Ｅ６ 电动车也加入了该计划ꎮ ６

一体化及其与中国的合作ꎬ能够避免与中国在这一

月 ２１ 日ꎬ中国格力空调巴西公司与里约奥组委签

地区的商品、投资竞争ꎬ更多地发挥互补性优势ꎬ借

约ꎬ正式 成 为 里 约 奥 运 会 官 方 供 应 商ꎮ 格 力 是 继

助中国的力量和资源强化这一地区的经济纽带和控

３６１ 度运动品牌之后第二家获得此资格 的 中 国 企

制力ꎬ中国企业在俄罗斯面临新的发展机遇ꎮ

业ꎬ也是中国唯一一家制造业企业获此资格ꎮ 国家
电网早在 ２０１０ 年就已经进军巴西市场ꎬ当时该公司

２.３

中国跨国公司在金砖国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通过几年的耕耘ꎬ中国跨国公司被越来越多的

以 １０ 亿美元收购了巴西东南部七家小型电力输送

金砖国家企业所认可ꎬ在金砖国家取得许多成功案

其一家上市子公司股东的支持ꎬ规模达 １３０ 亿美元

南非现在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ꎬ如腾

公司ꎮ 目前ꎬ中国国家电网正争取巴西电力公司及

例ꎬ其影响力越来越大ꎮ

的交易将为巴西带来一笔新的外国资本ꎮ

讯、晶科能源、一汽、完美等中国跨国企业ꎮ 随着中

２.２.２

南两国交流的加深ꎬ更多的中国企业将会加入其中ꎮ

中国跨国公司在南非逐步熟悉当地环境ꎬ效

益开始显现
中国已经连续 ７ 年成为南非的最大贸易伙伴、

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ꎬ“ 一带一路” 朋友圈使得南

非成为未来十年里五个重点获益国家之一ꎮ 中国企

中国公司在南非的传统项目聚焦在制造、能源等行
业ꎮ 晶科能源在南非开普敦设立的太阳能组件工厂
总投资约合 ７５０ 万美元ꎬ年产能 １２０ 兆瓦ꎬ创造 ２５０
多个本地就业机会ꎮ

业在南非也取得了良好的发展ꎮ 以中国工程机械领

中国能源企业在金砖国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先企业三一为例ꎬ经过十年的发展ꎬ三一南非子公司

力ꎬ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在金砖国家均有存在ꎬ合

累计销售超 ２ 亿美元ꎬ设备保有量超过 １ ０００ 台套ꎬ

作卓有成效ꎮ 三峡集团中标巴西两座水电站特许经

并参与了南非重点建设项目ꎬ深受当地市场信赖ꎮ
２.２.３

中国跨国公司在印度发展潜力大ꎬ困难多

营权ꎬ拓展除能源以外的其他领域ꎮ
巴西里约奥运会中国跨国公司更是随处可见ꎬ

印度市场广阔、人口众多ꎬ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很

国家电网为奥运供电ꎬ中国华为提供奥运通讯ꎬ中国

大ꎬ对中国企业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ꎬ尤其是在在

中车提供奥运地铁ꎬ中国机械参与奥运建设ꎬ三一重

公路、铁路、通讯、电站等方面的公共基础设施ꎬ同时

工、徐工集团、柳工集团、中联重科等中国机械企业

印度也希 望 外 资 帮 助 获 得 上 述 设 施 的 生 产 能 力ꎮ

凭借 ８０％以上的当地市场份额ꎬ参与住宅与场馆建

２０１４ 年印度出台了“ 在印度制造” 系列新政策ꎬ致力
于增强在印度投资兴业的吸引力ꎬ给有意投资的国

设ꎮ 除此之外生活领域的运动品牌 ３６１° 提供奥运

服饰ꎬ包括奥运会、残奥会和测试赛的所有志愿者、

内外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ꎬ并改革劳动法律和税收ꎬ

技术人员以及火炬接力人员的服装ꎮ 中国家电品牌

简化审批程序ꎬ吸引各界在印度投资设厂ꎬ扩大当地

“ 格力” 是里约奥运会官方供应商ꎮ 格力通过了来

就业ꎮ 新政策主要涉及 ２５ 个行业ꎬ包括汽车、化工、

自奥组委对格力公司的生产管理、社会责任和可持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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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等方面的评估和审核ꎮ 美的中央空调进驻了

效率较低ꎮ 南非对投资也有一些特殊的要求ꎬ跨国

２４ 个场馆和附属设施ꎮ 同方威视、浙江大华等为里

公司投资南非ꎬ南非当地黑人将会拿取中方投资的

约奥运会提供 Ｘ 射线安检 设 备 和 视 频 监 控 产 品ꎮ

２６.７％干股ꎮ 导致国内一些企业不理解ꎬ产生疑惑ꎬ

其人脸识别等先进技术将为奥运安保服务提供信息

次ꎬ但不敢投资南非矿产ꎬ因为不了解当地的法律法

支持ꎮ 中海集团为奥运提供渡轮渡人ꎮ

规ꎬ尤其当地的祖鲁族ꎮ 巴西政府制定了严格、细致

２.４

的劳工法律法规ꎬ保障劳工权益ꎮ 企业稍有不慎ꎬ就

浙江大华同时为奥运安保工作提供视频监控产品ꎬ

中国跨国公司成为促进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的

重要力量

例如ꎬ中国陕西西安中兴恒泰公司曾考察了南非数

会陷入劳工纠纷或受到行政处罚ꎬ蒙受不必要的损

中国跨国公司对金砖家国投资包括矿产资源的

失ꎮ 巴西员工在工作内容界定、度假、工资、福利等

开发、生产能力合作和帮助促进区域一体化ꎮ 成效

等都要很明确且规范ꎻ巴西企业的劳工成本负担非

最明显的是南非和巴西ꎬ两国的石油和采矿行业在

常高ꎬ除须按月支付员工的薪资外ꎬ每月还要将相当

中国跨国公司的帮助下得到快速发展ꎬ中国跨国公
司对金砖国家投资的结果是促进了南非和巴西矿产

于 ７０％ － １０２％ 员工薪资额的费用缴给政府ꎮ 中资
企业进入巴西ꎬ首先面临的问题恐怕就是如何解决

资源的产量、出口和加工能力的大幅度增加ꎮ 同时ꎬ

劳动力的问题ꎬ如巴西管理人员、普通职员招聘ꎬ劳

中国跨国公司的投资也强化这些国家地方政府的议

动合同签署与劳动纠纷的解决等ꎮ

价能力ꎬ帮助他们在与外国公司谈判中获得更有利

３.２

的合同ꎮ 这些额外收入有助于国际收支状况的平

跨国公司与现有合作机制对接不足
当前全球的势头已经出现了印巴南( ＩＢＳＡ) 基

衡ꎬ给予这些国家政府更多的财政空间去进行更急

金ꎬ包括印度、巴西和南非ꎬ目标在于缓解南方国家

需的社会和基础设施建设ꎮ

的贫穷和饥饿ꎮ 以后 ＩＢＳＡ 基金将扩大其合作伙伴

中国跨国公司的投资使这些国家拥有更加可靠

关系ꎬ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的“ 金砖国家” 名字ꎬ作为

的运输网络ꎬ为其产品出口带来更好的通信联系ꎬ有

金砖国家基金ꎮ 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解决

利于将资源开采ꎬ使相似的工业设施以及物流网络

失业问题作为一个面对全球经济形势的关键问题ꎮ

联结起来ꎬ如冶炼厂ꎬ从而扩大经济规模ꎬ形成积极

金砖国家的工作ꎬ以避免短期内流动性压力ꎬ并为南

的网络外部性ꎮ 同时ꎬ也进一步加强技术升级和就

部国家的发展提供资金ꎮ 新的经济转型和官方发展

业许可ꎬ得到相互支持ꎬ更容易协调生产ꎮ 即使整体

援助的转移ꎬ使发展中国家在南方成为援助和投资

投资的环境并不有利ꎬ因为可以一起与当地政府协

的收件人ꎬ所有这些因素强烈催化金砖国家呼吁调

商ꎬ节约运营成本ꎬ有利于当地企业的效益提升ꎮ

整政策与正在进行的改造应充分考虑国际经济和金

３

中国跨国公司在金砖国家合作存在的问

题
由于中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发展刚刚起步ꎬ对所
在国经济政策和发展理念缺乏足够的了解ꎬ导致在
具体业务合作中容易遇到法律、本土化、政策冲突等

融机构ꎮ 金砖国家宣布今年的金额为 １ ０００ 亿美元
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ꎬ该资金的主要目的是在发展
中国家资助重大基础设施项目ꎬ即在非洲ꎮ ５００ 亿
美元的一半资金将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分配ꎮ
３.３

中国跨国公司之间尚未形成合力
中国跨国公司多是具有国资背景的企业ꎬ在走

问题ꎬ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发展步伐ꎬ甚至大大增加

出去的过程中ꎬ在一定程度上含有顺应政策需要的

了成本ꎮ 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层面的合作机制尚未传

政治考量ꎬ缺乏经济层面的详细谋划和探索ꎮ 而且ꎬ

达到企业层面ꎬ企业之间也缺乏良好合作ꎬ尚未形成

彼此之间各自为政ꎬ缺少策略协调ꎬ在同一领域甚至

合力ꎬ国内相关跨国发展的行业组织或政策服务体

存在竞争ꎬ形成内耗ꎮ 例如ꎬ吉利控股、中化、中国远

系依然需要加强ꎮ

洋、中海油、中兴通讯等企业已经具备了很强的跨国

３.１

发展实力( 见图 １) ꎬ但是ꎬ这些企业对其他有意向开

政策和理念冲突
印度对跨国公司进入本国采取逐步开放的政

拓国际市场的企业缺乏制度和理念帮扶ꎬ很少输出

策ꎬ但是依然通过贸易救济措施设置投资障碍ꎮ 俄

自己的经验ꎬ减少同类企业的探索成本ꎬ也很少有企

罗斯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存在很多欠缺ꎬ通关

业将自己跨国发展的案例梳理为其他企业提供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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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鉴ꎮ 这在无形中扩大了中国跨国公司去金砖金砖国

力ꎬ特别是通过其在电力和交通运输部门的区域项

家发展的前期成本投入ꎮ

目ꎬ避免歧视国内企业ꎮ
４.２

提升投资审查政策透明度
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金砖国家崛起的主要力量ꎬ

地方政府投资公司应该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改善治
理和透明度ꎮ 虽然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占了国家急
需收入的很大一部分ꎬ但为避免削弱政府治理和透
明度ꎬ很多措施都必须完成ꎮ 地方政府投资公司需
要与外国投资方讨价还价ꎬ以确保他们从外国得到
的直接投资收益最大化ꎮ 这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
措施实施ꎬ使更多的地区开放和竞争投标开发自然
数据来源: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２０１５ 中国 １００ 大跨国
公司及跨国指数»

图１

３.４

资源ꎮ 有必要增加透明度ꎮ 巴西无独立的外资国家
安全审查程序ꎬ也无相关法律法规及条款ꎮ 外国投

中国跨国公司跨国指数

资进入巴西前ꎬ需通过巴西中央银行信息系统( ＳＩＳ￣

跨国公司国际化发展服务体系尚不完备

ＢＡＣＥＮ) 进行网上登记备案( ＲＤＥ) ꎬ以便央行管理

中国企业在金砖国家合作仍然处于探索阶段ꎬ

国会批准后方可进行ꎬ审查透明度方面需要提升ꎮ

在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的市场开拓依然是各自
割裂开来ꎬ缺少通盘考虑ꎬ国内已有的贸易投资促进

资金流动ꎮ 在限制领域的绿地投资需预先获得巴西
４.３

中国跨国公司应积极推动管理本地化ꎬ提升对

当地产业融合及就业贡献度

机构也是各个国家分开设置的办事处ꎬ缺乏整体的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增加当地

开发思路和咨询建议ꎬ无法提供完备的成建制的金

就业和加强当地生产能力ꎬ投资者可能会被鼓励雇

砖国家发展路径ꎮ 在商业人才、法律服务、本土化管

用和培训更多的本地工人ꎮ 同时ꎬ资金接受国的目

理等方面依然缺少来自政府部门、中介机构、行业组

的是促进企业发展并获得必要的技能ꎬ投资方可以

织的治理支持和引导ꎬ处于盲人摸象ꎬ粗放型单兵推

通过鼓励合资企业提供便利ꎬ公平地进入产业集聚

进状态ꎮ 而类似于美国、日本则有专门的贸易投资

地ꎬ提升对当地产业融合及就业贡献度ꎮ

促进机构尤其是中小企业跨国合作的政策服务体系

４.４

较为完备ꎬ未来需要强化相关服务体系ꎮ

４

４.１

中国的对策

做好跨国公司赴金砖国家发展的合作与咨询

服务工作
中国企业到金砖国家发展之前要与中国贸促
会、咨询公司、科研院所积极联系ꎬ争取能够衔接中

促使金砖国家进一步改善商业环境

国的城市与金砖国家缔结友好城市的企业平台ꎬ从

重点应该放在区域内ꎬ因为区域发展是吸引外

而确保在走出去过程中不用走弯路ꎬ只要看好了项

国直接投资的关键ꎬ例如充足和可靠的基础设施ꎬ法

目ꎬ一切问题都由咨询服务机构来衔接ꎮ 让企业把

治ꎬ以及减少繁文缛节和腐败ꎮ 与此同时ꎬ减少贸易

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开疆扩土上ꎬ而不是把大量心思

壁垒也是很重要的ꎬ尤其是对在寻找中间投入和地

和精力都放在琐碎的法律政策合规问题上ꎮ 例如ꎬ

区出口的外国直接投资者ꎮ 如此以来ꎬ可确保有更

中国陕西西安中兴恒泰公司在南非中国经济贸易促

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源ꎬ特别是在自然资源领域ꎬ并将

进委员会协调下在林波波省购买了 １１ 个矿ꎬ其中它

它转化为更高的国家财政收入ꎬ然后这也将成为优
先领域ꎮ 在外国直接投资者强劲的竞争面前ꎬ政策
制定者应该仔细评估对成本和政策激励的好处ꎬ以

在林波波省买了一块地ꎬ花了 ２ ０００ 万兰特ꎬ合人民
币不到 １ ０００ 万ꎬ可地下的矿产储存量达到 ３０ 亿

吨ꎮ 目前该公司已经在新加坡上市了ꎮ 未来跨国公

确保公共资源用于最优先的地方ꎬ区域政策协调同

司可以更多地从外部获取投资咨询服务ꎬ投资银行

时可以帮助各国限制激励的竞争ꎮ 更深层次的区域

服务和直接投资管理服务ꎮ 做好投资环境分析、项

一体化也可以使小经济体国家的直接投资更具吸引

目论证、可行性研究、商业计划书、投资价值分析报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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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等撰写ꎻ前期项目评估、结构设计ꎬ企业的设立、日
常经营管理、企业重组并购、改制上市乃至企业的破
产清算ꎮ 企业资本运作总体规划ꎻ企业上市:上市可
研预评估、ＩＰＯ 筹划、上市 ＢＯＴ、ＢＤＲ、招股说明书撰

[２]
[３]

写ꎻ上市公司后续融资( 增发、配股等) 筹划ꎻ上市公
司股份回购、大股东股份增持或减持ꎻ借壳上市ꎻ收
购兼并、资产和债务重组ꎻ引进战略投资者:产业投
资者和财务投资者ꎻ矿产、土地、基础建设等大型资
本密集型项目的融资规划ꎻ除此之外ꎬ还应该做好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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