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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ꎬ中国对中东欧的投资急剧增

长ꎬ呈现以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为主要投资主体、以能源和交通运

输行业为主要目标的投资特征ꎬ地域分布极不均衡ꎮ 中东欧国家存在的巨

大投资需求和该地区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成为推进互利投资

合作的重要基础ꎬ与此同时ꎬ各国的内部风险及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也日渐

凸显ꎮ 针对地区特征因地制宜开展精准投资合作、中国企业适时调整在该

地区的投资策略以及努力构建多层次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体系应成为未来

深化双边投资合作的政策着力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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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过后ꎬ在欧美复苏普遍乏力之际ꎬ中国日渐成为全

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ꎬ海外投资规模急剧增加ꎬ尤其是在 ２０１３ 年“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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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提出之后ꎬ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不断迈向新的阶段ꎮ 连接欧亚大

陆的中东欧因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次区域

合作典范ꎬ来自中国的投资源源不断流向该地区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ꎬ中国对中东

欧的投资总额达到 １４６ ９ 亿美元ꎬ比 ２０１０ 年增长了 ４７ 倍ꎬ中国—中东欧国

家合作机制日趋成熟ꎮ 新形势下中国与中东欧开展互利共赢的投资合作对

双方均具有重要意义ꎬ本文在详细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投资

合作现状、特征及互利合作的基础上ꎬ提出了未来进一步深化双边投资合作

的若干政策建议ꎮ

二　 中国对中东欧投资的典型特征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拉开了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投资的帷幕ꎬ在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助推下ꎬ中国企业在该地区的投资迅

速增长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ꎬ中国对中东欧的累计投资总额从 ３ １ 亿美元增至

１４６ ９ 亿美元ꎬ年均增长率高达 ５３ ４％ ①ꎮ ２０１７ 年中国—中东欧银行联合体

正式成立ꎬ国家开发银行提供 ２０ 亿欧元的开发性金融合作贷款ꎬ中国—中东

欧投资合作基金二期募集资金 １０ 亿美元投向中东欧ꎬ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不

断出台也预示着中国对该地区的投资未来仍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ꎮ 截至目

前ꎬ中国在中东欧的投资呈现如下典型特征ꎮ
第一ꎬ就投资主体而言ꎬ中国对中东欧的早期投资主要由国有企业(尤其

是地方国有企业)主导ꎮ 统计显示ꎬ截至 ２０１１ 年ꎬ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

民营企业三类投资主体在该地区的累计投资总额分别为 ４ ５ 亿美元、２１ １ 亿

美元和 １ ２ 亿美元ꎮ 而截至 ２０１９ 年ꎬ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

类投资主体在该地区的累计投资总额分别为 ３６ ９ 亿美元、５０ ３０ 亿美元和

５９ ７ 亿美元②ꎮ 就增速而言ꎬ中央企业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投资总额年均增长

率高达 ５３％ ꎬ２０１４ 年之后增长率明显放慢ꎬ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投资总额年均增长

率为 １７ ９％ ꎮ 地方国有企业虽然早期投资存量较高ꎬ但增速相对缓慢ꎬ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对应的年平均增速分别为 １４ ２％ 和 ９ ９％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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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民营企业早期的投资存量低于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ꎬ但保持了良

好的增长势头ꎬ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民营企业对该地区投资年均增速仍高达

３６％ ꎬ即使在中央企业投资步伐明显放缓的时期ꎬ民营企业对该地区的投

资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ꎮ 而地方国有企业无论是投资存量还是投资速度

都远远落后于中央企业和民营企业ꎮ
第二ꎬ就行业分布而言ꎬ中国在中东欧的合作项目遍布能源、运输、金融、

化工、科技、娱乐和地产等行业ꎬ其中能源和化工行业最为集中ꎬ截至 ２０１９
年ꎬ能源和化工行业累计投资额分别为 ３７ ６ 亿美元和 ２１ １ 亿美元ꎬ占总投

资额的比重分别达到 ２５ ６％和 １４ ４％ ①ꎮ
第三ꎬ就行业分布的时间趋势而言ꎬ“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显著改变了

中国投资的行业分布特征:以 ２０１２ 年为例ꎬ中国在中东欧化工、科技两个行

业的累计投资占比高达 ７９ ４％ ꎻ“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ꎬ中国的投资多元化

趋势极为明显ꎬ２０１９ 年累计投资行业排名前 ４ 名的分别为化工、能源、钢铁和

运输ꎬ共计占总投资额的 ６４ １％ ꎮ 上述中国企业对该地区的投资多以企业并

购的形式实现ꎬ有记录的绿地投资仅有 ４ 笔(总额为 ２０ 亿美元)ꎮ
第四ꎬ中国对中东欧的投资在地域分布上呈现极度不均衡的特征ꎮ 匈牙

利和塞尔维亚是接受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ꎬ累计投资额分别高达 ４２ ４ 亿美

元和 ３６ ３ 亿美元ꎬ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投资总量超过了中国在中东欧投资

总量的 １ / ２②ꎻ“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ꎬ塞尔维亚吸引的中国投资快速增长

(累计投资额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９ ７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４２ ４ 亿美元)ꎬ并跃升

为中国在中东欧的第一大投资目的国ꎮ 中国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兰的

投资始终处于低速增长的状态ꎬ累计投资额分别为 ３ ５ 亿美元、３ １ 亿美元和

２４ ７ 亿美元ꎮ 近年来ꎬ中国对捷克、斯洛文尼亚、波黑和克罗地亚等国的投资

不断增加ꎬ但规模仍然相对较小ꎮ 而在立陶宛、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拉脱维

亚、北马其顿③、黑山和阿尔巴尼亚七国ꎬ至今仍然没有来自中国企业的大型

投资项目落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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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与中东欧开展互利投资合作的基础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过后中东欧经济普遍复苏乏力ꎬ各国对于基础设施

的投资需求及该地区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企业“走出去”的重

要意义成为双方开展互利共赢投资合作的重要基础ꎮ
(一)后危机时代中东欧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经济转型后ꎬ中东欧经济发展迅猛ꎬ２００７ 年各国平均

经济增长率高达 ６ ７％ ꎬ斯洛伐克的增速甚至达到 １０ ４％ ①ꎮ 然而在国际金

融危机冲击下ꎬ２００９ 年中东欧经济增长率跌至 －６ ２％ꎬ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年的平均经

济增长率仅为 ２ ３％ꎬ远低于危机前的均值ꎮ 落后的基础设施已经成为中东欧

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ꎬ主要表现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ꎬ中东欧地区整体铁路里

程数为 ６ ９ 万公里ꎬ仅相当于德国和法国铁路里程数的总和ꎻ公路、水路和航空

运输等领域ꎬ多项指标均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ꎬ交通设施有待全面升级ꎻ电力领

域ꎬ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人均耗电量甚至不足 ２ ６００ 千瓦时ꎬ巴尔干国家国

内电力供应不足已是常态ꎮ 尽管目前情况已有所改善ꎬ但多数国家仍存在“联
而不通、通而不畅”的问题ꎬ严重削弱了经济增长潜力和国家竞争力ꎮ

大规模改善基础设施已经成为中东欧重启经济增长的关键②ꎮ 尽管存

在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种融资渠道ꎬ但中东欧国家的政府

财政预算仍然是本国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来源ꎮ 然而ꎬ资金缺口相对较大的

国家如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和黑山的政府债务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超过了 ６０％ 的警戒线ꎬ部分国家的财政赤字也超过了

３％的水平ꎮ 在当前经济前景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ꎬ大规模的财政支

出可能使本国的债务风险不断加剧ꎬ资金短缺已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ꎮ
而与此同时ꎬ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ꎬ企业海外投资规模急剧增长ꎬ日渐

成为后危机时代中东欧理想的投资合作伙伴ꎬ各国也开始寻求与中国开展更

广泛的合作ꎮ 例如ꎬ２００９ 年匈牙利提出“向东开放”政策ꎻ２０１２ 年波兰启动“走
向中国”战略ꎻ２０１２ 年塞尔维亚倡导兼顾东西方的“两扇门”外交政策ꎻ捷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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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加稳固的经贸关系ꎮ 以投资拉动消费、以互联互通促进投资

及贸易便利化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东欧国家的发展诉求高度契合ꎬ借助中国

资本改善基础设施有望成为破解当前中东欧经济困境的关键ꎮ
(二)中东欧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的地位

中东欧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企业“走出去”同样具有重要

意义ꎮ 中东欧地处欧亚大陆交界处ꎬ西部毗邻欧洲发达经济体ꎬ东部与俄罗

斯、乌克兰相邻ꎬ北部直通波罗的海ꎬ南部经匈牙利与中欧陆海快线对接ꎬ是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区域支点ꎮ 其中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处于欧洲

和亚洲之间ꎬ毗邻黑海和多瑙河ꎬ货物经“丝绸之路经济带”抵达中亚、西亚后

便可在两国进行中转并发往其他国家和地区ꎻ波罗的海国家拥有优质的港

口ꎬ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的“五港联盟”合作更是南北运输网络的

重要组成部分ꎮ 通过开展互利共赢合作ꎬ中国与中东欧可以共同建立“一带

一路”沿线更繁荣的物流和贸易网络ꎮ
中国与中东欧的投资合作同样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与中东欧各国的比

较优势ꎬ探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新合作模式ꎮ 维

谢格拉德集团作为欧洲的高端制造业生产基地和物流中心ꎬ在电子产品、汽
车制造、生物技术和环保设备等领域已与欧盟形成了紧密的生产网络ꎬ也是

区域价值链的重要组成ꎬ与其开展基于价值链的深度合作能使中国企业进一

步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ꎬ在减少传统贸易可能引发的贸易摩擦的同时ꎬ加
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ꎮ 此外ꎬ拉脱维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等国家农

业发达ꎬ在海运和建设临港产业园区方面独具优势ꎬ利用“三海港区合作”倡
议形成港口基础设施和农业产业园区一体化的产业发展新模式ꎬ提升双方农

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ꎮ
当前ꎬ中国与中东欧的投资合作已经取得丰硕成果ꎬ尤其是若干基础设

施项目有望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的典范ꎬ如塞尔维亚的贝尔格

莱德跨多瑙河大桥建设所确定的属地化建设方针使该项目有效对接并融入

当地市场ꎬ提升了塞尔维亚基础设施的质量ꎬ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ꎬ也对外

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ꎻ匈塞铁路连通了中国、中欧国家、东南欧及欧洲其他

地区ꎬ建成后必将大幅提高沿线各国的铁路运输能力ꎬ加强该地区基础设施

的互联互通ꎬ有效弥补地区经济增长的短板ꎻ中国与匈牙利产能合作已初具

规模ꎬ而中匈宝思德经贸合作区、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为当地创造了可观

的就业机会ꎮ 在全球贸易与投资领域多边合作机制推进举步维艰的背景下ꎬ
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为各国开展跨区域务实合作提供了样板ꎮ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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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当前中国对中东欧投资的多维风险识别

通过互惠互利的中国与中东欧合作ꎬ中东欧可成为“一带一路”倡议融入

和对接欧洲经济圈的重要承接地和互利共赢的次区域合作平台ꎬ必将推动欧

亚大陆的经济联动发展和两大文明的融合ꎬ形成全新的互利共赢的世界经济

治理新秩序ꎬ然而ꎬ在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抬头、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之

际ꎬ这一过程也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ꎮ
(一)中东欧各国的内部风险

中东欧各国内部的政治风险成为中国在该地区投资项目面临的首要问

题ꎮ 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党派林立ꎬ
政权更迭频繁ꎬ而执政联盟内部也经常因政策倾向差异发生冲突ꎻ西巴尔干

各国的选举往往因选民登记问题或贿赂丑闻而难以正常进行ꎻ马其顿 ２０１５
年爆发了自 １９９１ 年独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ꎬ超过两万人集会抗议政府

滥用权利和腐败行为ꎬ虽然新政府已正式组建ꎬ但政权仍不稳定ꎬ社会分化将

持续存在①ꎮ 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保加利亚、北马其顿和波黑是多民族国

家ꎬ国家内部常因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历史遗留问题发生武装冲突ꎬ如拉

脱维亚的拉脱维亚族与俄罗斯族的冲突、爱沙尼亚的爱沙尼亚族与俄罗斯族

的冲突、保加利亚的保加利亚族与土耳其族的冲突、北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

族与马其顿族的冲突以及波黑的波什尼亚克族、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的

冲突导致国内政局动荡不断ꎮ
中东欧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ꎮ 虽然中东

欧各国近年来经济增长强劲ꎬ失业率已降至危机前水平ꎬ银行不良贷款率大

幅下降ꎬ但长期看ꎬ经济增长有再度下滑的风险②ꎬ“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

各国的现实威胁ꎮ 捷克、波兰和斯洛伐克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ꎬ出口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 ８０％ ꎬ且高度依赖德国市场ꎬ欧洲经济增速缓慢和全球

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上述国家的对外贸易面临高度不确定性③ꎮ 波

—５４—

①

②

③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ꎬ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ꎬ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ｎｉｔ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ꎬ
ｐ ６ꎬｈｔｔｐ: / /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ｉｕ ｃｏｍ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ꎬＣｅｎｔｒａｌꎬＥａｓｔｅｒｎꎬ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 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ꎬ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ꎬＭａｙ ２０１７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 / ｍｅｄｉａ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Ｏ/ ＥＵＲ/ ｒｅｉ０５１７ ａｓｈｘ

同①ꎮ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罗的海国家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ꎬ易受外贸和金融环境打击ꎬ同时地下经济、
政商勾结问题导致国内腐败严重ꎬ拉脱维亚的地下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高达 ２５％ ①ꎮ 西巴尔干国家与欧元区国家经济差距进一步加大ꎬ２００８ 年国际

金融危机过后该地区更是遭受沉重打击ꎬ塞尔维亚年均增长率仅为 ０ ４％ꎬ恶劣

的营商环境和政府治理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阻碍着经济的长期增长②ꎮ 此外ꎬ
中东欧国家劳动力短缺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ꎮ 人口流失是中东欧国家人

口结构问题的根源ꎬ１９９２ 年以来ꎬ约 ２ ０００ 万(５％)人口移出中东欧地区ꎮ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６ 年ꎬ１１ 个中东欧欧盟成员国的总人口减少了 ４００ 万( － ３ ８％ )③ꎬ这无

疑大幅降低了中东欧各国的长期经济潜力ꎬ加剧了中国海外投资的东道国国

内经济风险ꎮ
(二)中东欧的地缘政治风险

近年来ꎬ中东欧的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增加ꎬ中东欧国家与欧盟之间的关

系也有所恶化ꎮ 维谢格拉德集团由于拒绝欧盟难民配额计划引发欧盟不满ꎬ
波兰和匈牙利试图控制国内媒体自由、通过司法改革削弱公共机构独立性的

做法在德法看来已经严重背离欧盟的传统价值观ꎮ 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罗

马尼亚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与俄罗斯的关系持续恶化ꎬ２０１７ 年 ９ 月俄罗斯和白

俄罗斯的联合军事演习再次引发紧张对峙ꎬ爱沙尼亚在距离俄罗斯边境 １５０
公里的塔帕镇加强了军事部署ꎬ波兰强化了与美国的军事联系ꎬ罗马尼亚积

极支持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ꎮ 同时ꎬ巴尔干地区在历史遗留问题上矛盾重

重:科索沃主权归属问题引发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及波黑之间

的敌对状态ꎬ保加利亚不仅不承认北马其顿国家政权的合法地位ꎬ甚至不承

认马其顿民族的存在ꎬ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在皮兰湾海域存在主权争端ꎬ
与黑山在普雷维拉卡半岛领土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ꎮ

中国在中东欧的投资日益被“泛政治化”ꎬ并时时引发中国与欧洲政治关

系的波动ꎮ 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旨在加强欧亚大陆互联互通ꎬ投资项目多集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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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４５％的人口迁徙是由于中东欧国家居民移居西欧富裕国家ꎮ 波罗的海国

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问题最为严重ꎬ自 ２００２ 年以来ꎬ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人口下降

１５％以上ꎬ爱沙尼亚和罗马尼亚的人口下降 ９％ 左右ꎮ 另外ꎬ该地区下降的总人口中有

３９０ 万是 １６ ~ ６４ 岁的适龄劳动力人口ꎬ如波兰 ２０１７ 年劳动力市场缺口高达 １０ ２４ 万ꎬ劳
动力短缺导致国内工资持续上涨ꎬ不断削弱该地区的竞争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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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于能源和运输领域ꎬ投资主体同样以国有企业为主ꎬ加之合作协商常在中

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下进行ꎬ欧盟日渐担忧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具有强

烈的政治动机ꎬ并试图建立排他性的次区域集团对欧洲“分而治之”ꎮ 同时ꎬ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同样与欧盟的“跨欧洲铁路运输网络计划” (ＴＥＮ －
Ｔ)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ꎬ进一步加深了欧盟的猜忌ꎮ 欧盟表明未来将建立投

资安全审查机制ꎬ外资对本国基建、技术方面的并购行为必须在透明、严格审

查的前提下进行ꎮ 中国与中东欧的产能合作也往往成为欧盟国家失业问题

的替罪羊ꎬ欧盟除进行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外ꎬ还联合美日拒不承认中国的市

场经济地位ꎬ并要求中国取消在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方面的投资限制ꎮ 针对

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不断显现ꎮ 此外ꎬ欧盟计划向包括北马其顿和阿尔

巴尼亚在内的西巴尔干国家提供总额为 ９０ 亿欧元的资金用于交通、能源等

领域ꎬ支持该地区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ꎬ以增加就业ꎬ促进经济增长ꎮ
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内ꎬ该地区与中国相关领域的投资合作正不断

推进ꎬ中国主导的大型基建、产能等项目日渐增加ꎬ中国与欧盟在投资领域的

竞争与替代效应也开始浮现ꎮ
与此同时ꎬ伴随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东欧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中东欧地

缘战略意义的凸显ꎬ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中东欧ꎬ以修正过去十余年忽视该地

区的外交政策ꎮ 近年来ꎬ美国不断加强与该地区在安全、经贸和人文等多领

域的合作以强化美国在中东欧地区的战略存在ꎮ 一方面ꎬ通过“三海协议”加
强美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ꎬ提升该地区对美国的经济依赖①ꎻ另一方

面ꎬ借助北约增加对中东欧国家的安全担保ꎬ不断提升双边政治关系ꎬ最终达

到削弱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目的ꎮ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ꎬ罗马尼亚、波兰、捷
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均与美国签署了有关 ５Ｇ 安全的联合声明ꎬ考虑将

“华为”排除在 ５Ｇ 建设之外ꎮ 同时ꎬ美国加大了对该地区的投资力度以对冲

“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ꎬ美国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与中东欧投资合作的重要

因素ꎮ

五　 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中东欧投资合作的对策

(一)针对地区特征因地制宜开展精准投资合作

多样性是中东欧地区的突出特征ꎬ各国在人均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市场

—７４—
① 贺之杲:«美国重返中东欧及其影响»ꎬ«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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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ꎬ这就使得各国在利益诉求及合作要求方面仍存在

较大的异质性ꎮ 为进一步挖掘双方合作潜力、提高中国海外投资效率ꎬ中国

可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总体布局之下ꎬ合理规划与各国比较优势相一

致的投资项目ꎮ 例如ꎬ同爱沙尼亚和捷克进行电子商务领域的合作ꎬ与拉脱

维亚和罗马尼亚共同构建高效的地区物流网络等ꎮ 这可以在扭转当前中国

投资的地域和行业分布失衡局面的同时ꎬ打破现有的投资合作瓶颈ꎮ 同时ꎬ
在美国重返中东欧之际和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的背景下ꎬ中国和中东欧国

家可以进一步加强制造业信息化、农林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创新

合作ꎬ避开较为敏感、涉及安全议题的高科技行业领域①ꎮ 此外ꎬ在当前新冠

肺炎疫情肆虐之际ꎬ中东欧有对医疗资源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急切需求ꎬ
在上海、广州等医疗资源和抗疫经验丰富的地区与中东欧开展医疗卫生领域

的投资合作同样大有可为ꎮ
为真正达到精准合作的目标ꎬ可以尝试进一步推广地方政府直接对接的

模式ꎬ“只有扎根地方ꎬ才能汲取更多养分”ꎬ充分调动双方地方政府的主动

性ꎬ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展开多种形式的投资合作(如境外经贸合作区模式)ꎮ
地方交流合作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如今ꎬ中国同中东

欧国家结对的友好省州、城市已经超过 １６０ 对ꎬ宁波已正式启动建立首个

“１６ ＋ １”经贸合作示范区ꎬ辽宁省也在积极跟进ꎮ 中国国内各地区可充分利

用自身优势ꎬ寻找产业结构相匹配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更多的投资合作ꎬ如以

装备制造业为传统优势的沈阳已经确定将工程机械、机床工具、医疗器械和

输变电设备等领域作为深化与中东欧合作的突破口ꎮ 中国各地方政府可依

据自身的优势产业ꎬ充分发挥国内发达的跨境电商优势ꎬ尽可能避免某些国

家或地区成为投资空白区ꎮ 同时ꎬ对于友好城市ꎬ通过人文交流增强民众之

间的信任与好感度ꎬ可有效降低投资项目推进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阻力ꎮ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ꎬ中东欧形成了多个具有明显地区特征的次区域合

作平台ꎬ如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ꎬ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组成的“波罗的海合作”ꎬ“东南欧合作进程”等ꎬ它们对于

该地区的经贸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力ꎬ加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与已有

区域合作机制的协调和沟通同样至关重要ꎬ应寻求中国与中东欧多个次区域

合作的最优切入点ꎬ尽可能避免区域内各国之间的投资竞争ꎬ扩大投资项目

所带来的经济外溢效应ꎮ 同时ꎬ欧盟正在进一步加强对西巴尔干国家的支持

—８４—
① 龙静:«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上的创新合作»ꎬ«欧亚经济»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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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ꎬ未来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能源领域ꎬ中国与欧盟的投资可能存在一

定程度的竞争ꎮ 中国在上述领域可加强与欧盟的协调ꎬ推广佩列沙茨跨海大

桥项目的经验ꎬ吸纳欧盟以及其他国家直接参与项目建设ꎬ减轻欧盟对中国

在中东欧投资活动的疑虑ꎮ
(二)中国企业应适时调整在中东欧的投资策略

中国在中东欧的投资主体以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为主ꎬ并且投资

项目主要集中于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ꎮ 一方面ꎬ未来中国企业应充分

尝试多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联合“走出去”的模式ꎬ探索以民营企业为主、国
有企业为辅ꎬ以民营企业打前线、国有企业随后跟进的混合所有制海外投资

模式ꎬ减少双方投资合作的潜在障碍①ꎻ另一方面ꎬ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免单独

投资规模过大的项目ꎬ此类项目更容易进入外资审查的行列ꎬ加上不少中国

企业缺乏海外投资经验ꎬ往往造成投资项目无法按照原计划完成的情况ꎬ而
且此类项目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ꎬ企业不得不依赖外部融资(尤其是国内

金融体系的支持)ꎬ双方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差异可能为投资项目带来额

外的政策风险②ꎮ 尤其是面对西方国家关于“债务陷阱”和“不当竞争”的指

责ꎬ中国企业可尝试采取公私合作模式直接从欧盟融资和向国际市场进行融

资ꎬ通过公开的方式获得欧盟的资助ꎬ以防范海外项目的投资风险ꎮ
中国企业应真正实现经营和管理的本地化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ꎬ可主动

聘用来自欧盟国家的管理团队ꎬ以有效规避欧盟对外商投资本地化经营的审

查和来自美国的压力ꎮ 同时ꎬ还需兼顾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以夯实双方投资

合作的基础ꎮ 中国河钢集团对塞尔维亚的斯梅代雷沃钢厂的收购正是由于

坚持这一理念而成为中塞经济合作的典范ꎻ“中国电建”在承建弗罗茨瓦夫分

洪河道整治工程时为保护生态环境所做的努力赢得了波兰的广泛赞誉ꎬ对后

续中国与波兰乃至中国与中东欧其他国家的投资合作产生了积极影响ꎮ 此

外ꎬ中国企业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多以并购形式实现ꎬ未来可以更加灵活的

战略联盟等合作方式替代股权收购ꎬ采取绿地投资模式为东道国创造更多的

经济发展机会ꎮ
中国与匈牙利、塞尔维亚已经建成了多个经贸合作区ꎬ为双边投资合作

—９４—

①

②

张明:«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注重国家风险的评估和防范»ꎬ«中国对外贸易»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ꎮ

王碧珺、肖河:«哪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容易遭受政治阻力?»ꎬ«世界经济与政

治»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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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良好的公共平台ꎬ对于中国国内企业而言ꎬ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可以有效

改变单个企业独自面对国外市场竞争的形势ꎬ帮助企业“集体出海、抱团取

暖”ꎬ有效抵御投资风险ꎻ通过经贸合作区还可以吸引众多配套行业的企业入

驻ꎬ在园区内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ꎬ为获得规模效应创造有利条件ꎮ
在境外合作区建设过程中由政府和主要企业牵头ꎬ还可以显著提高与东道国

进行各项政策协调的效率ꎮ 中国企业应充分利用经贸合作区以有效规避经

营风险ꎬ积极拓展中国与中东欧投资合作空间ꎮ
(三)努力构建多层次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体系

多层次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体系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保障和推

动力ꎬ中国和东道国可考虑进一步升级已有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调动企业

投资的积极性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中国基于“引进来”的目的与中东欧

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ꎬ但是协定中存在保护标准不明确、可仲裁事

项的范围过窄等问题ꎬ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投资热潮ꎮ 中国与中东欧各

国应尽快完善有关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资金流动和争端解决机制等相关

条款ꎬ以确保各国企业能够享受公平的竞争环境ꎮ
中国还需加快«海外投资保险法»的立法进程ꎮ 面对众多不可预知的风

险ꎬ应充分发挥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作用ꎬ明晰投资保险种类、补偿标准及承

保机构的代位求偿权ꎬ确保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相关保险机构对中国企

业利益受损的事后补偿有法可依ꎬ真正发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投资合作过程

中的“护航者”角色ꎮ 此外ꎬ中国政府也可尝试借鉴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实践

经验ꎬ从政府征收、政府违约、资产转移限制和战争内乱等风险担保角度创设

与中东欧国家投资环境更相适应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ꎬ通过再保业务和分保

业务为企业的非商业性政治风险提供担保ꎬ并将其作为长效机制为企业提供

稳定可靠的保障ꎮ
从长期来看ꎬ中国与中东欧还可尝试构建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合作争

端解决机制和机构ꎮ 当前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协调机构主要由设在中

国外交部的中国—中东欧合作秘书处承担ꎬ中东欧各国任命各自的国家协调

员负责与秘书处的协调ꎬ共同推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ꎬ但尚未有专业性

的投资和贸易争端解决机构ꎮ 伴随双方合作的不断深入ꎬ中国可借鉴北美自

由贸易协定的经验ꎬ同中东欧国家平等协商以共建公平公正、专业高效、透明

便利的区域性协调机构ꎬ专门解决可能发生的各类投资争端ꎬ推动中国与中

东欧双边投资合作迈向新台阶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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