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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发会议的报告估计，
贸发会议的报告估计，发展中国家在关键的可持续发展行业面临着 2.5 万亿
美元的年投资量缺口
《世界投资报告》
世界投资报告》提出在基础设施、
提出在基础设施、粮食安全和减缓气候变化等行业增加民
营部门投资的行动计划
营部门投资的行动计划
1
2004 年 6 月 24 日，日内瓦――贸发会议的《
《2014 年世界投资报告》
年世界投资报告》 认为，如果要填补估计为 2.5 万
亿美元的年度资金缺口，当前正在由联合国拟定并且有着广泛利益攸关方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就将
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和民营投资从事一次阶梯式的变革。该《报告》的副标题是，“为可持续发展
为可持续发展
目标投资：
目标投资：行动计划”。《报告》对于理解和加强民营部门为发展中国家追求积极的经济、社会和环
行动计划
境成果作出贡献的作用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框架。
1

《报告》说，民营部门的贡献是通过对工商做法的良好治理和对可持续发展的投资这两者体现的，对
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为关键。公共部门的贡献依然不可或缺，但可能不足以满足横跨所有可持续
发展目标相关行业的各种需求。无论如何，加大民营部门的贡献，带来了必须应对的挑战和必须解决
的政策困境。
《报告》
报告》的主要结论：
的主要结论：
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行业的当前投资水平计算，发展中国家面临着 2.5 万亿美元的年度缺口(图
1)。单是发展中国家用于基本基础设施(公路、铁路和港口；电站；水和清洁卫生)、粮食安全(农业和
农村发展)、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健康及教育的投资总需求，估计每年就达到 3.3 万亿至 4.5 万亿美
元。以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行业今天的公共和民营投资水平计，2015 至 2030 年期间每年
平均仍然存在约为 2.5 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填补这样一个缺口看上去可能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任
务，但确实可以实现。增强民营部门投资贡献的潜力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基础设施、粮食安全和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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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减缓行业。对结构薄弱的经济体需要加以特别注意。贸发会议估计，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民营投资
增长率需要翻一番。
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行业当中，很多是敏感行业，或者具有公共服务性质，加大民营投资者对这些行
业的参与会造成政策困境。需要拟定指导原则。贸发会议指出了四个重要的政策困境：加大民营企业
对敏感行业的参与所带来的风险；把各种质量服务保持在所有人付得起和可获得的水平上的必要性；
公共投资和民营投资的各自作用；结构薄弱经济体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尤其迫切的资金需要，与特别
是这些国家在吸引此类投资方面面临最大困难的现实这两者之间的明显冲突。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
拟定出一套通用的原则可有助于建立起方向和宗旨上的集体意识。可把下列各项大体原则作为一个框
架。
•
在自由化和规范权之间取得平衡
•
在需要具吸引力的风险－回报率和需要提供可获得和付得起的服务之间取得平衡
•
在推进民营投资和推进公共投资之间取得平衡
•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视野和为最不发达国家作出特殊努力的必要性之间取得平衡
贸发会议提出了一项《
贸发会议提出了一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民营投资战略框架》
可持续发展目标民营投资战略框架》
一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民营投资战略框架》针对的是关键的政策挑战和解决办法，涉及到(图 2)：
加大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民营投资，要求全球层面以及国家政策制定者的领导，为处理政策困境提
供指导原则，并定出投资指标，确保政策连贯性和创立协同作用，建立起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的
多利益攸关方全球平台，并且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建立一个多机构技术援助设施。
必须克服在金融市场筹措资金面临的挑战。这类挑战包括，市场失灵和经济、社会及治理业绩缺乏透
明度，对市场参与者的激励措施错位以及创新性筹资办法的启动和调整问题。建立更有利于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金融体系的政策反应，可包括为创新性可持续发展目标筹资办法开垦丰沃的土壤，促进“可
持续股票交易所”，并为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进行金融市场改革。
资金一旦筹措到位，就需要向可持续发展目标各个行业和项目投放，这会带来另外的一系列挑战。向
可持续发展目标各行业投放资金面临的主要局限包括进入壁垒、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的风险－回报比
率不当、缺少信息及项目的有效包装和宣传、缺乏投资者的专门知识。有效的政策反应可包括：降低
入围门槛并提供保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扩大使用风险分担工具；建立新的激励机制和新一代的
投资促进机构；建立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伙伴关系。
最后，民营投资在尽量减少相关风险的同时，必须将对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影响最大化。可持续发展目
标各行业民营投资积极作用最大化和风险及缺陷最小化的关键挑战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吸收能力
薄弱、社会和环境冲击风险、以及需要得到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和需要有效监测产生的影响。政策反应
可包括提高吸收能力、建立切实有效的规范框架和标准、良好治理、有力的体制、利益攸关方的参与
和对投资实行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评估制度。
贸发会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民营投资行动计划》载有一系列备选政策办法，可借以对投资筹措、投
放和影响方面的挑战作出反应。但是，国际社会和国家层面政策制定者的协同努力需要把重点集中在
少量优先行动或套餐上(图 3)。这种重点突出的行动套餐可有助于形成对可持续发展投资的巨大推
力：
•
新一代的投资促进战略和机构
•
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的投资激励措施
•
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契约
•
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伙伴关系
•
扶持性创新供资机制和金融市场方向的调整
•
改变全球工商经营思维和开发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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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2015 至 2030 年关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行业年度投资需要量估计数
(万亿美元，年平均数)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2014 年世界投资报告》

图 2 - 可持续发展目标民营投资战略框架

领导
制订指导原则，激励行
动，确保政策连贯性

筹措
影响
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筹
可持续发展效益的最大化，
资和调整金融市场的方向
风险最小化

投放
促进和便利对可持续发展
目标行业的投资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2014 年世界投资报告》

UNCTAD/PRESS/PR/2014/21
Page 4

图 3 - 大力推进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行动套餐

新一代投资促进战略和机构
调整投资激励措施的方向
·在国家层面：
－侧重于可持续发展目标行业的新
投资促进战略

·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的投资
激励措施

区域性可持续发展目标
投资契约
·区域性/南南经济合作，侧重于：

－以可持续发展目标行业为对象
－新投资促进机构：可持续发展目
标投资开发机构，为成功获益的
项目开发和推广传递途径

－以可持续性贡献为条件
·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担保和保险
机制

－区域性跨界可持续发展目标基
础设施开发
－区域性可持续发展目标产业集
群，包括发展区域价值链

·新一代国际投资协议：
－区域性产业协作协定
－积极主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
促进和便利
－为可持续发展保障
政策空间

新型可持续发展目标
投资伙伴关系

扶持性创新供资机制和
金融市场方向的调整

改变全球工商经营思维
·全球影响工商管理硕士

·母国外向投资机构与东道国投资促
进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
·成功获益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项目在
线汇总

·新型可持续发展目标供资工具
·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作用指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培训方案(如
资金管理/金融市场证书)

·投资方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评定

·学校开设的创业课程

·综合性报告和多利益攸关方监测
·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方向的链接方案
·“可持续股票交易所”
·多机构技术援助综合体
·小型、脆弱经济体－跨国公司－
《千年发展目标》
伙伴关系

指导原则
在自由化和调控权之间取
得平衡

在需要具吸引力的风险—
回报率和需要提供可获得
和付得起的服务之间取得
平衡

在推进民营投资和推进公共
投资之间取得平衡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2014 年世界投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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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视野
和为最不发达国家作出特别努
力的必要性之间取得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