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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投资

中亚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地

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

点，独立 30年以来，经济、社会等各

方面得到了长足发展。同时，2013年

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后，得到了中亚五国的积极响应，

其主要希望与我国达成基础设施建

设领域、工业领域、资源和能源的开

发和利用领域以及各类非资源领域

的合作，包括投资和贸易领域以及

农业和高新技术领域内的实际合

作。但由于历史及发展原因，中亚地

区的经济发展始终面临着基础设施

落后、经济结构单一以及投资环境

恶劣等瓶颈的制约。相关数据显示，

该地区大部分国家投资风险水平较

高。当前我国企业对该地区的投资

主要是以大型项目为主，集中在基

础设施建设、能源化工领域以及各

类非资源领域。基于此，中国企业在

中亚地区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在

于：（1）建设周期长；（2）政府运行效

率相对低下，市场机制不够成熟，投

资项目面临违约等一系列信任风险

问题。因此，如何准确识别并有效规

避和控制我国企业对中亚地区直接

投资时所遇到的风险就显得愈发重

要。

一、中国企业对中亚地区直

接投资情况分析

基于当前中国企业对中亚五国

的直接投资情况与国际趋势变化，结

合刘振林（2017）和张晓涛等（2019）

的研究成果，综合考虑指标的代表性

与稳定性，本文以对中亚五国直接投

资的大型项目、存流量等基本情况分

析为切入点，结合经济自由度等权威

测评指数，对中国企业在该地区直接

投资所面临的风险作深入探究。

（一）中亚五国投资项目分析

通过对主要投资领域和大型投

资项目的分析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

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资金流

向、投资态势以及真实风险。结合表

1，可以发现当前中国企业对中亚地

区的大型项目投资有以下几大特点：

第一，从行业分布来看，当前中国企

业对中亚地区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

在能源化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

电站建设以及各类产业园区建设等

领域，且绝大部分为大型项目，不仅

规模大、建设周期长，一旦出现问题

还面临波及范围广等一系列问题。第

二，从国家分布来看，中国企业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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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仍处于经济转型期，存在市场体制不完善、经济结构单一等问题，加之

国际局势的影响，使得中国企业在进行直接投资时面临国家风险突出、投资与

营商环境问题突出等一系列问题。为规避风险，我国企业应在政府的引导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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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五国的直接投资表现出较大的国

别差异，项目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

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其余 3国

的合同总量不及该两国的 10%，分

化极为严重。第三，从企业分布来

看，中国对该地区进行直接投资的

企业主要是以国电集团、华为通讯、

中石油集团以及特变电工公司为首

的国有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相对

较少且只能发挥一定的补充性作

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项目的复杂

性和风险的不易控性。除此以外，中

亚地区的直接投资项目还面临运行

障碍多、融资瓶颈大以及收益欠缺

稳定等多方面问题。

（二）2012-2019 年中国对中

亚五国直接投资存流量情况分析

1. 存量分析。表 2 显示了

2012-2019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

投资存量的基本情况，中国对中亚

五国的对外投资存量在 8年间总体

上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且年平

均增长率为 7.76%。同时，从投资存

量分布来看具有较大的国别差异，

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

中在哈萨克斯坦，投资占比在 8年

间一直高居 50%以上，但近年来增

速有所放缓。此外，各年同比增长率

如图 1所示。

根据图 1 所示，2012-2019 年

间中国企业对中亚地区直接投资存

量的增速主要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

势，但在 2015年年末，中国对中亚

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大幅下滑，同

比降幅达到 19.85%，当年年末存量

仅有 80.90亿美元。不过该现象并

未持续，自 2016年起中国对中亚地

区的直接投资存量在 3年间均保持

着较高速度的增长，2017年与 2018

年的增速更达到 20%以上。截止

2018年年末，中国对中亚地区的直

接投资存量已达 146.81亿美元，较

2012年增长约 1倍。

2. 流量分析。表 3 显示了

2012-2019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

投资流量的基本情况，8年间中国

对中亚五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

体上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且年

表 1 中亚五国主要指标及大型投资项目

国家
人口

（万人）

GDP
（亿美元）

合同数

（2018年）
主要投资领域 主要大型投资项目

哈萨克

斯坦
1840 4512.8 285

能源勘探加工、

金 融 保 险 、食

品、加工制造通

信、仓储运输

里海阿克套港、“双西公

路”国际运输走廊、阿拉木

图钢化玻璃厂、巴甫洛达

尔州电解铝厂、“哈 - 土 -
伊”铁路

吉尔吉

斯斯坦
613 215.0 21

农业、交通等基

础设施建设、能

源、采矿业

达特卡 - 克明输变电项目
与比什凯克热电站项目、

南北第二条公路项目、纳

伦 河 梯 级 电 站 、

Winline-CDMA项目

塔吉克

斯坦
911 260.3 15

金属加工、发电

站、建筑材料、

采矿业

塔中矿业产业园区、中泰

新丝路纺织园区、瓦赫达

特 -亚湾铁路、格拉夫纳
亚水电站、杜尚别首都热

电厂二期项目

土库曼

斯坦
585 955.3 3

能 源化 工、通

信、纺织、交通

基础设施

中亚天然气管道、巴格德

亚雷克钻井项目、油井修

复和钻井项目、南约洛坦

100亿产能建设项目

乌兹别

克斯坦
3236 2056.9 127

油 气勘 探、煤

矿、电站、泵站、

化工、农牧业、

餐饮服务

鹏盛工业园、沙尔贡煤矿

项目、安格连 -帕普铁路、
卡姆奇克隧道工程承包项

目

数据来源：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EPS DATA数据库、“一带一路”产业地图资源数

据库及其他公开资料。

表 2 2012-2019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存量（单位：亿美元）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总计

2012年 62.51 6.62 4.76 2.88 1.46 78.24

2013年 69.57 8.86 5.99 2.53 1.98 88.93

2014年 75.41 9.84 7.29 4.48 3.92 100.94

2015年 50.95 10.71 9.09 1.33 8.82 80.90

2016年 54.32 12.38 11.67 2.49 10.58 91.44

2017年 75.61 12.99 16.16 3.43 9.46 117.66

2018年 73.41 13.93 19.45 3.12 36.90 146.81

2019年 72.54 15.50 19.46 2.27 32.46 142.23

数据来源：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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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2-2019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存量同比增长率变化图

数据来源：根据 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绘制

跨国投资

平均增长率为 -20.66%。此外，各年

同比增长率如图 2所示。

根据图 2所示，在 2012-2019

年的 8年间，中国对中亚地区直接

投资的流量主要呈现出负增长的趋

势，且波动较大。2012年中国对中

亚地区直接投资的流量额高达

33.77亿美元，但在接下来的三年

中，中国对中亚地区的直接投资流

量始终处于负增长阶段，直接投资

规模大幅收缩。截止 2015年年末，

直接投资流量下降到 -23.26亿美

元，同比下降 522.39%。该现象自

2016年起有所回暖，接下来的 4年

间中国对中亚地区的直接投资流量

始终保持着正值，不过从趋势上看

仍存在下行压力。

进一步讨论中国对中亚各国直

接投资流量的年均增长情况，根据

图 3 所示，2012-2019年的 8年间

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倾向发

生了较大变化。

从年平均增长率来看，中国对

中亚地区直接投资流量年平均增长

率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乌兹别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

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其中对乌

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直接投

资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42.23%

和 3.69%，对其余三国直接投资的

年平均增长率均为负数，意味着 8

年间中国对该三国的直接投资规模

有所收缩。同时，土库曼斯坦吸引来

自中国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225.55%，是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

投资规模收缩最为严重的国家。此

外，从增长趋势来看，尽管短期内中

国对该地区的投资重心未发生较大

规模的转移，但哈萨克斯坦作为此

前吸引来自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

其投资地位已有一定下降，且未来

极有可能会保持这个趋势。相对而

言，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等经济体量一般的国家对中国投资

的吸引力有明显增强，各国也正在

见证中亚地区经济的新发展。

3.经济自由度指数分析。经济

自由度指数作为由美国传统基金会

发布的年度报告，统计指标包含政

府对经济的干预、资本流动和外国

投资等 10个大类，共计 50个子指

标，涵盖全球 183个国家和地区，是

全球最权威的经济自由度评价指标

之一。在指标分值计算上，采取评分

与评价呈同向关系的设定，一国在

一个指标上的得分越高，代表其政

府对经济的干涉水平越低，因此经

表 3 2012-2019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流量（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总计

2012年 29.96 1.61 2.34 0.12 -0.27 33.77

2013年 8.11 2.03 0.72 -0.32 0.44 10.99

2014年 -0.40 1.08 1.07 1.95 1.81 5.51

2015年 -25.10 1.52 2.19 -3.15 1.28 -23.26

2016年 4.88 1.59 2.72 -0.24 1.79 10.74

2017年 20.70 1.24 0.95 0.47 -0.76 22.60

2018年 1.18 1.00 3.88 -0.38 0.99 6.67

2019年 7.86 2.16 0.70 -0.93 -4.49 5.30

图 2 2012-2019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流量同比增长率变化图

数据来源：根据 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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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自由度越高，反之则其经济自由

度越低。依据得分情况，各经济体被

划入五个不同的分数区间，依次是

“自由经济体”（80-100）、“较自由经

济体”（70-80）、“中等自由经济体”

（60-70）、“较 不 自 由 经 济 体 ”

（50-60）以及“受压制经济体”

（0-50）。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观

点来看，经济自由度较高的国家或

地区与经济自由度较低的国家或地

区相比，前者会拥有较高的长期经

济增长速度和更繁荣，也意味着其

投资风险越小，投资环境越稳定。

基于此，综合考虑中亚五国的

国情以及中国企业对其直接投资的

特点，本文选取其对直接投资具有

较大影响的 9个代表性指标，并以

2017 年和 2018 年的数据作为参

照，囿于篇幅限制，此处不再罗列

2017-2018年的指标，2019年中亚

五国经济自由度部分指标如表 4。

根据表 4所示：首先，从排名来

看，在 2019年计入统计的 183个国

家和地区中，中亚五国的世界排名

总体居于靠后的位置。得分第一名

的哈萨克斯坦仅位于世界第 59位，

而得分最后一名的土库曼斯坦的排

名已经接近末尾，位于第 164位。而

哈萨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的排名则

分别下降 18和 16个位次。其次，从

得分来看，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

斯坦位于“中等自由经济体”区间

内，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则

被划分为“较不自由经济体”，得分

最低的土库曼斯坦则处于“受压制

经济体”之列。总体来看，该地区整

体的经济自由度偏低，没有国家进

入“较自由经济体”及以上之列。最

后，从各国具体情况来看：

第一，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地

区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在大部分

指标上的表现均优于其余 4国，尤

其是在劳工自由和贸易自由两项指

标上得分较高。此外，得益于其较好

的经济基础，其 FDI流入量也远超

其他国家，2019年的 FDI流入量占

整个地区的 60%以上。但该国的财

政健康和政府诚信得分表现并不

好，且通胀水平达到了 7.4%，已经

属于严重的通货膨胀水平，需要投

资者引起重视。

第二，吉尔吉斯斯坦在中亚五

国中经济自由化程度最高，得益于

其先后于 1998年和 2015年加入世

贸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此外，该国

的通胀率仅为 3.2%，是中亚五国中

唯一将通胀水平保持在正常区间的

国家。但由于其法治建设仍不完善

且腐败现象高发，故其司法效率和

政府诚信得分极低，加之该国长久

以来对外资的传统偏见，故该国的

FDI流入量极小，投资风险相对较

高。

第三，塔吉克斯坦在独立之前

便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最不发达

的国家，在历史条件和经济环境的

图 3 2013-2017年中国对中亚各国直接投资流量年平均增长率图

数据来源：根据 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绘制

世界排名
亚太区域

排名

2019年
得分

司法效率 政府诚信 财政健康 劳工自由 贸易自由 投资自由
公司税率

(%)
通胀率

(%)
FDI流入
(亿美元)

哈萨克斯

坦
59 12 65.4 56.1 40.3 41.0 86.2 80.0 50 20.0 7.4 46.34

吉尔吉斯

斯坦
79 17 62.3 27.9 27.2 78.4 79.8 78.6 60 10.0 3.2 0.94

塔吉克斯

坦
122 28 55.6 52.1 36.4 60.3 49.2 73.6 25 15.0 7.3 1.41

土库曼斯

坦
164 40 48.4 29.8 20.3 92.3 20.0 76.0 10 8.0 8.0 23.14

乌兹别克

斯坦
140 36 53.3 34.3 25.2 98.7 58.7 62.6 10 7.5 12.5 0.96

表 4 2019年中亚五国经济自由度部分指标（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The Heritage Foundation



ECONOMIC ELATIONSR F
PRACTICE IN

REIGN
AND TRADE

跨国投资

多重作用下，该国整体经济处于较

低水平。此外，该国的通胀率高达

7.3%，还拥有庞大的外债数量，在相

当程度上限制了政府职能的发挥。

因此，该国的投资自由和劳工自由

的得分水平较低，但这也强化了其

迫切需求同外国合作的意愿。

第四，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中亚

第一人口大国，其财政水平同样高

居中亚地区第一位，其他经济指标

表现也较好，这主要得益于该国近

年来与以我国为首的多国建立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值得注意的

是，该国的通胀率高达 12.5%，高居

中亚第一，且其近年来的政府诚信

水平和司法效率水平极低，对投资

有极大影响。

第五，由于土库曼斯坦如今仍

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

型期，各个层面的执行效率较低，故

其在多个指标上的表现均不尽如人

意。但所幸其财政自由水平较高，

FDI流入量也高达 23.14亿美元，

未来随着其转型完成，该国的经济

发展水平也将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风险因素探究

（一）国家风险成为当前影响对

中亚地区直接投资的首要因素

第一，中亚地区地处亚欧大陆

腹地，又是规划中的“中国—中亚—

西亚经济走廊”和新欧亚大陆桥经

济走廊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极其

重要。随着“大国竞争时代”的到

来，美国选择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

进行对抗的态势日渐明朗，中亚日

益成为多方战略力量全面博弈的新

焦点。以哈萨克斯坦为例，该国作为

中亚地区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从

2004年开始，美国便一直稳居该国

当年外国对其直接投资的前三名。

近年来美国每年都要向该国提供大

量援助和改革资金，试图不断扩大

其国家影响力，力图控制开采中亚

油气资源的主导权。第二，结合投资

案例与中亚地区近 3年经济自由度

指数来看，该地区各国存在较为严

重的信任缺失问题。在各项指标评

分中，政府诚信指标和司法效率指

标明显低于其他指标，且分值一直

处于低水平范围，这从侧面反映出

该地区各国政府信任度的缺失。一

旦中国企业在该地区面临司法问

题，将很难得到高效率的处理。第

三，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政局影响，

中亚地区近年来民族、宗教以及国

家之间的纷争不断，加上 IS恐怖势

力的不断渗透和东突宗教极端势力

的威胁，严重威胁到我国企业的投

资安全。此前，中亚地区兴起的三股

势力甚至一度影响到我国新疆等多

个省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二）大型投资项目的真实风险

难以科学把控

大型跨国投资项目往往面临一

系列风险问题，尤其是在中亚地区

各类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问题的作

用下，投资风险的不易控性进一步

提升。结合我国对该地区的投资经

验和实际情况来看，当前我国企业

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主要是针对大

型项目的投资，不仅周期长、风险

大，还不易协调各方利益。总的来

说，第一，在投资准入门槛上，由于

中亚地区整体投资门槛低，多国企

业进入市场形成激烈的竞争局面。

在这样的局势下，我国大型国有企

业的优势无法全部发挥，而民营企

业又无法有效控制投资风险，因而

在投资时便面临着两难局面。第二，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各国之间分歧

严重，不仅难以达成统一的利益目

标，还存在资金安全、建设便利度严

重不足以及标准不一等一系列问

题。不但大大提升了我国企业的投

资成本，对投资信心的树立也有较

大影响。第三，在能源的开发及利用

方面，我国部分企业受到当地资源

保护主义的排斥，投资进度受到极

大影响。此外，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

家的竞争，还使得企业的利润水平

也受到较大影响。

（三）经济自由度低下折射出的

投资与营商环境问题突出

第一，除经济自由化程度最高

的吉尔吉斯斯坦外，中亚其余四国

的通胀率均大幅高于正常水准，通

货膨胀问题均极为突出。尽管近年

来各国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调控，

但宏观调控带来的诸如企业利润不

稳定、政策变化频繁问题对企业的

投资效率和投资稳定性有严重影

响。第二，中亚地区国家普遍面临市

场体制建设不完善的问题，该问题

滋生出的管理效率低下、腐败等一

系列问题不仅影响到企业的投资效

率，还对企业的风险管理提出巨大

的挑战，尤其是近三年的政府诚信

及司法效率指数远低于世界平均值

更能说明问题。第三，该地区吸引对

外直接投资的分布极为不均，主要

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两个国家，加上该地区普遍实行低

门槛准入，我国企业在投资时如果

选择在基础设施好的国家进行投

资，将会面临激烈的竞争问题。如果

选择对热度低的地区投资，就会面

临投资成本与风险水平攀升的问

题。此外，融资困难、传统主义抵制、

信息不对称和地位不对等等一系列

问题也从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国企

业对该地区直接投资的风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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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避策略探究

（一）强化政府间的沟通与交

流，确立良好的合作机制

针对中亚地区存在的国家风

险突出的问题，首先，政府要在加

强相关顶层制度设计的基础上，依

托“一带一路”建设强化与各国政

府间的沟通与交流，通过谈判与磋

商确立一系列保护性措施，同时做

好各种贸易协定和贸易框架的制

定工作和后续的跟进工作，搭建起

具有中国特色的投资框架。其次，

政府要进一步强化对于我国投资

企业的引导作用，坚持引领性和保

护性的有机统一。不仅要给予投资

企业足够的资金与政策支持，还要

发挥对风险的警示作用。最后，在

中国企业面临东道国政府失信、司

法效率低下以及极端主义威胁的

情况下，政府要采取补贴等多种形

式安抚和保护我国投资者，并从各

个层面与东道国政府进行协调与

沟通，在切实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完

善两国间的合作机制。此外，政府

还应针对在中亚进行投资的企业

建立起专门的研究与管理机构，基

于投资情况开展定期评估并形成

文件，不仅能有效提升对当前的投

资企业的管理，还能为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提供经验。

（二）针对大型项目投资建立

科学完备的投资链

针对当前我国企业在中亚地

区进行大型项目投资面临的问题，

主要需从三个方面来应对：第一，

政府发挥引领作用，有效利用以往

的投资经验和数据，通过大数据分

析，选择投资环境良好、投资条件

成熟的国家或地区，先行打造一批

示范性投资项目，甚至可以形成特

色投资带。此举不仅能有效降低我

国企业投资的失败率，更有利于赢

得东道国的信任。第二，企业要事

先做好全方位的调研，要在实地考

察中将目标国的金融市场状况、政

策连续性以及法律权威性等指标

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做到实地探究

与数据评估有机结合，将各种风险

对投资的潜在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第三，要抓住中亚各国经济发展转

型的关键时期，确立投资地位和投

资信心。同时，在技术和品牌方面

加大投入，以增强对各类金融投资

的吸引力度，从而更好地解决企业

融资难的问题。此外，民营企业要

在发挥补充作用的基础上，参考大

型国有企业和他国企业的投资经

验，摸索出适合自己的投资模式，

最终实现覆盖大型国企与民营企

业的完备投资链。

（三）抓住数字经济发展契机，

建立科学高效的投资模式

数字经济作为当代经济增长

的新引擎，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高度重视。近年来，“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

明显提高，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也

明显增强。

针对当前我国企业在对中亚

地区投资面临的风险问题，数字经

济是打开投资困局的关键密钥。首

先，利用数字技术，企业可以有效

利用大数据平台，在投资前对投资

可行性、投资潜力和国家偏好进行

深度评估，从而因地制宜制定共同

但有区别的投资策略，最大化地减

小各种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在此

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大数据技术

的使用便在我国企业如何合理规

避投资风险的问题上发挥了极其

重要的作用。其次，在数字经济快

速发展的今天，利用数字技术可以

协同打造“工业互联网 + 智能制

造”的产业建设平台，实现针对各

国需求科学生产以及资源有效利

用，最大化提升投资效率，从而降

低投资风险。此外，数字经济基础

设施的建设，也会得到东道国政府

的政策支持。最后，利用区块链技

术可以对当前在供应链管理、政策

服务以及金融监管等多个方面存

在的缺陷进行有效优化，将各个部

门、机构进行协调，从而进一步提

升管理效率和监管力度，为法治监

管的不缺位与不越位提供科学指

引。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中国企业对中亚

地区直接投资的大型项目、存流

量情况分析，结合对中亚五国经

济自由度指数的剖析，对中国企业

在该地区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风险

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经过

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中

亚地区国家风险问题突出，我国政

府必须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强化

政府间的沟通与交流，建立良好

的合作机制，以此来应对日益突

出的国家风险问题。第二，当前我

国对中亚地区的直接投资主要集

中在大型项目，其背后隐藏的真

实风险难以把控，因此必须在基

于投资经验和现状的基础上，针对

大型投资项目建立完备的投资链。

第三，中亚各国经济自由度指数总

体表现较差，折射出该地区的投资

和营商环境问题突出。要走出这

个困境就必须抓住数字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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