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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点  

2020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 42％
预计 2021 年将进一步疲软，可持续复苏面临风险

• 2020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骤降，从 2019 年的 1.5 万亿美元下降至 8,590 亿美元，
降幅达 42%(图 1)。2020 年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跌破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谷底，跌幅

超过 30%。 

• 此次下降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其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了 69％，降至 2,290 亿美元。
流向欧洲的投资降至-40 亿美元(其中有多个国家为大量的负流入)。美国也出现大幅下降

(-49％)，降至 1,340 亿美元。 

• 发展中经济体的下降幅度为 12％，降幅相对较低，约为 6,160 亿美元。发展中经济体在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中所占比例达到 72％，是有史以来的最高值。其中，中国成为全

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 

• 发展中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降幅并不均匀。其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降幅为 37％，

非洲地区降幅为 18％，亚洲地区降幅为 4％。作为全球外资流入最多的地区，东亚吸引了

全球三分之一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转型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 77%，降至 130 亿

美元。 

图 2007-2020年全球及各经济体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十亿美元） 

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 

*初步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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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经济体的趋势： 
o 流向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在新冠疫情初期急剧下降，但全年小幅增长了 4%。 

o 在数字经济相关产业投资的拉动下，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 13%。 

o 作为过去十年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引擎，流入东盟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 31%。 

o 由于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 )的急剧下降，流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量被腰斩。 

o 流入欧盟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三分之二，主要的外资接受国均有大幅下降；流入英

国的投资下降为零。 

• 展望未来，预计 2021 年外国直接投资仍将疲软。作为未来走势的风向标，国际投资公告

数据好坏参半，预示着下行压力仍将持续： 

o 绿地项目公告投资额大幅降低(2020 年下降 35%)，表明工业部门尚未出现转机。 

o 2020 年第 4 季度的上涨缓解了此前国际项目融资交易的下降(全年下降 2%)。因此，

在发达国家的经济支助计划的推动下，基础设施部门的国际投资可能会更加强劲。 

o 在 2020 年总体呈下降趋势的跨国并购(降幅 10%)在年末也有所回升。从并购公告来看，

技术和制药行业的并购交易表现强劲，有望推动由并购驱动的外国投资的上升。 

•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绿地投资和项目融资公告数据的趋势值得关注。虽然发展中经济

体的总体外国直接投资似乎更具韧性，但绿地项目公告投资额下降了 46％(其中非洲下降

63％；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下降 51％，亚洲下降 38％)，国际项目融资下降了 7％(非

洲下降 40％)。这些投资对于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对未来的可持续

复苏起着关键作用。 

• 由新冠疫情引致的最新风险、疫苗接种方案和经济支助计划的推出速度、主要新兴市场脆

弱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全球投资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都将继续影响 2021 年的外国直接投

资。 

除去加勒比离岸金融中心，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1在

2020 年下降 42％，降至约 8,590 亿美元，与 2020 年世界投

资报告的预测相符。新冠疫情影响了所有类型的投资：绿地

投资项目公告（-35％），跨国并购（-10％）和新的国际项

目融资交易（-2％）。 

按地区划分，流向欧洲（下降 100％以上）和北美（-46％）

的投资下降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亚洲发展

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仅下降了 4％（图 2）。由于这

些区域差异的变化，流入发展中经济体外国直接投资的份额

增加到世界总量的 72％。 

 

1
趋势监测报告基于 153 个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进行汇总，截至 2021 年 1 月 21 日，这些经济体至少有 2020

年的部分可用数据。投向这些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总量的 98%。有关年度数据是根据可以获得的部分

年度数据（在大多数情况下为截至 2020 年第三季度的数据）估算。这些经济体在 2019 年流入各自区域的总流量

中的所占比例被用来推断 2020 年的区域和全球数据。四分之一的外国直接投资数据基于方向性原则估计。 对于

一些国家，其外国直接投资数据遵循资产/负债原则估计。 

贸发组织投资监测报告：

• 对2020年全年外国直接投资流

量的首次估计 

• 覆盖153个经济体 

• 利用111个国家官方信息来源经

核实的年底估值 

• 覆盖全球98%的外国直接投资流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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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按区域划分的2019与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十亿美元） 

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初步估计值。 

从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接受国来看，中国成为了最大的接受国，吸引了约 1,630 亿美元的资

金流入，美国以 1,340 亿美元的资金流入量位居第二。疫情前主要接受国的趋势清楚地说明

了此次新冠疫情对主要经济体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巨大影响。图 3 为 2019 年排名前 20 位的

大型经济体所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率（来源于《世界投资报告》）。相比而言，英国，

意大利，俄罗斯，德国，巴西和美国的投资流量下降幅度最大，而印度和中国逆势而上。 

图 3.2019年主要投资接受国在2020年流入量的变化  

（百分比） 

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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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暴跌 

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幅下降了 69％，降至大概 25 年前的水平。在全球下降的

6,300 亿美元中，几乎 80％的跌幅是由发达经济体造成的。流向发达经济体的投资约为 2,290

亿美元，仅为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低谷（7,140 亿美元）的三分之一。跨国企业大大减少

了新的股权投资，加之并购活动减少，导致外国直接投资中的股权投资显著下降（几乎降至

零）。随着母公司撤回或偿还其子公司的贷款，公司内部的贷款变成了负数（-1340 亿美元），

从而改善了其在母国的资产负债表。与先前的预期相反，尽管利润水平明显下降，但外国子

公司的再投资收益仍然相对稳定，仅下降了 6％（图 4）。 

流入欧洲的投资量减少到了负数（-40 亿美元），这主要是由于荷兰和瑞士等重要接受国的外

国直接投资急剧减少。由于大量股权撤资以及公司内部贷款减少（分别为-1,250 亿美元和-

1,020 亿美元），2020 年流向荷兰的资金降至约-1500 亿美元。由于联合利华（英国）与联合

利华（荷兰）以 810 亿美元合并重组，荷兰的跨国并购额达到近 1,000 亿美元。瑞士的外国

直接投资额保持净流出，为负 880 亿美元，部分原因是大量股权撤资（约为 1,550 亿美元）。 

对欧盟 27 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从 2019 年的 3,730 亿美元降至 1,100 亿美元左右，降幅 71％。

在欧盟成员国中，有 17 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尽管跨国并购跃升，但德国的外国直接

投资额仍然大幅减少（从 2019 年修订后的 580 亿美元降至 230 亿美元）。由于大量撤资，流

入意大利和奥地利的资金急剧减少。 （英国）将其在意大利的移动通信塔相关资产以

58 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 。在奥地利，阿联酋 投资公司以 47 亿美

元的价格出售了 36％的股份。法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下降至 210 亿美元，降

幅为 39％，部分原因是并购额从 180 亿美元下降至 51 亿美元。 

图 4.发达经济体：按要素构成划分的2005-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十亿美元） 

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初步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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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英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3 亿美元（2019 年为 450 亿美元），这主要是由于大量负的公

司内部贷款和股权剥离,如瑞士再保险（ ）以 42 亿美元的价格将其  业务出售

给了凤凰集团控股（ ）。再投资收益从 2019 年的-50 亿美元由负转正，变

为约 270 亿美元。 

尽管疫情肆虐，但仍有一些欧洲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增加。投向瑞典的外国直接投资从

120 亿美元增加了一倍多，达到 290 亿美元，主要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向其在该国的分支机构注

入了贷款。由于多项收购，西班牙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 52％（例如，来自美国的私募股权

（ ， 和 ）以 28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 的股权）。 

流入北美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至 1,660 亿美元，降幅 46％，跨国并购额下降 43％。公告

的绿地投资项目下降了 29％，项目融资交易也下降了 2％。流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被腰斩

（-49％），约为 1,340 亿美元。来自英国、德国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显著下降。

这些下降发生在批发贸易、金融服务和制造业领域。外国投资者对美国资产的并购额下降了

41％，下降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加拿大的外国直接投资降至 320 亿美元，降幅为 34%，原因

是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对该国的投资减少了一半。 

在其他发达经济体中，流向澳大利亚的投资额有所下降（降至 220 亿美元，降幅为-46％），

而流向以色列的投资额则有所增长（从 180 亿美元增至 260 亿美元），流向日本的投资额也

从 150 亿美元增至 170 亿美元。在以色列，计算机相关行业的并购销售额增长了 31％，达到

73 亿美元（例如，美国英伟达（ ）以 69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迈络思（ ））。 

 

投向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全球总量的70％以上 

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 12％（约为 6,160 亿美元）。下降在所有类型的投

资上均有体现：已宣布的绿地投资下降 46％，跨境项目融资交易数量下降 7％和跨国并购额

下降 4％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在 2020 年降至约 4,760 亿美元，降幅为 4％，在所有地区中

降幅最小。东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增至 2,830 亿美元，实际增幅 12%。一部分是由于 2019 年香

港局势动荡导致流入香港的外资异常低迷，随后出现触底反弹（+40%）。流入中国的外国直

接投资增至 1,630 亿美元，增幅为 4%，使其成为 2020 年最大的外资接受国。国内生产总值恢

复正增长（+2.3%）以及政府有针对性的投资便利化措施在早期封城后稳定了投资。2020 年，

有关高新技术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了 11%。主要由信息通信技术和制药行业拉动的跨国并

购额增长了 54%。美国安进公司（ ）以 49 亿美元收购了百济神州（ ）是其中一笔

重要的交易。韩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降至 60 亿美元，降幅为 42%，其中跨国并购降势显著。 

流入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降至 1,070 亿美元，减少了 31%，这是由于次区域中一些主要外资

接受国的外资流入出现下降。其中，流入新加波的投资降至 580 亿美元，降幅 37%；流入印度

尼西亚的投资降至 180 亿美元，降幅 24%；流入越南的投资降至 140 亿美元，降幅 10%；流入

马来西亚的投资降至 25 亿美元，降幅 68%。新加坡是外资流入东南亚的重要通道，其跨国并

购额缩水了 86%，反映出次区域的外国收购显著下降。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额降至 15 亿美元，

缩水了 50%，这主要是由于大量的撤资（如英国的特易购（ ）以 99 亿美元的价格将其商

店出售给泰国投资者）。与此相反，菲律宾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升至 64 亿美元，增幅 29%。

东南亚仍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其公告的绿地投资项目数量较其他发展中地区缩水

幅度更小（-14％）。东南亚新的绿地投资项目吸引了超过 700 亿美元的投资，是绿地投资金

额最大的发展中地区。新加坡第三季度项目数量的增加预示着该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即

将恢复。此外， 的签署可能有助于恢复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请参阅 特刊）。 

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升至 650 亿美元，增幅为 10%。随着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向数字经济

产业，尤其通过收购手段，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量升至 570 亿美元，增幅为 13%。其跨国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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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增至 270 亿美元，增幅为 83%。美国 通过其控股的 公司以 57 亿美元收

购了  10％的股份。基础设施和能源交易也支撑了印度的并购价值。在巴基斯坦，

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发电和电信行业，保持在 20 亿美元上下。在南亚的其他经济体中，

外国直接投资下降，这些经济体的投资通常与出口导向的服装制造业有关，而全球对于服装

出口的需求显著下降。 

流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降至 210 亿美元，降幅为 24%。对于大多数石油出口国而言，能源价

格的贬值加重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土耳其的流入量降至 68 亿美元，降幅为 19%。主要的投资

项目包括 （法国）收购了一个制药项目 2 亿美元的股权，以及卡塔尔投资局

（ ）以 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一家证券交易所运营商 10％的股权。流入

沙特阿拉伯的外国直接投资保持稳定，约为 47 亿美元，增幅为 4%。该国在《2030 年愿景》

框架下实施的投资促进和投资多样化的政策似乎正在发挥作用。埃及和印度的跨国企业是沙

特阿拉伯最活跃的投资者，随之是英国。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降至约 1,010 亿美元，降幅 37％，这是整个发展中国

家面临的最严重的衰退。石油相关行业的投资和市场导向型的投资量急剧下降。在较大的经

济体中，由于再投资收益表现强劲，流入墨西哥的外资跌幅不到 10％。 

在南美，由于所有主要接受国都出现急剧收缩，该地区总体外资流入量降至 600 亿美元左右，

降幅为 46％。在巴西，由于疫情期间私有化计划和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权被搁置，其外国直接

投资降至 330 亿美元。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是交通运输和金融服务业，外资流入分别下

降了 85％和 70％以上，油气开采和汽车业的投资初步估计均下降了 65％。 

流入秘鲁、哥伦比亚和阿根廷的投资量分别下降了 76％，49％和 47％。在秘鲁，所有部门的

投资量都出现了严重下降，几乎没有对服务业、制造业和公用事业的新投资。受再投资收益

的支撑，采矿业的跌幅有所缓和。在阿根廷，疫情加剧了本就严峻的经济形势，并在 5 月发

生了主权债务违约。在智利，投资量降至 89 亿美元，降幅 21％；运输、制造和贸易行业在第

一季度的投资有所增长而投资的增长在第二季度并未延续。 

流入中美洲的投资降至 380 亿美元，降幅为 14%。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降至 310 亿美元，降

幅为 8%。疫情导致投资流量有所下降（降幅为 44％），汽车行业受到的影响最大。墨西哥建

筑公司 以 26 亿美元的价格将其 40%的股份出售给了加拿大的财团，推动了服务业外国投

资的增长。哥斯达黎加的外国直接投资降至 13 亿美元，降幅为 48%，其中流向旅游业和经济

特区的投资减少。在加勒比地区，外资流入降至 32 亿美元，降幅为 18％，这主要是由于旅游

业投资减少。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尽管外资总流入量下降了 9％，但在医疗器械新项目的支撑

下，制造业投资有所增加。 

流向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从 2019 年的 460 亿美元降至 380 亿美元，降幅为 18%。公告的绿地

投资项目作为外国直接投资未来走势的风向标，从 2019 年的 770 亿美元下降至 280 亿美元，

跌幅为 63%。新冠疫情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通过大宗商品需求低迷和价格贬值而扩大。 

埃及仍然是非洲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接受国，尽管其投资流量显着下降（约为 55 亿美元，降

幅为 39%）。总体而言，在北非，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从 2019 年的 140 亿美元下降至 94 亿美

元，降幅为 32％。只有流入摩洛哥的投资势头强劲，几乎保持 16 亿美元不变，因为该国的外

国直接投资相对多样化，得益于几家制造业大型跨国公司的存在，包括汽车工业、航空航天

和纺织业。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至约 280 亿美元，降幅为 11％。尼日利亚的流入量

从 2019 年的 33 亿美元降至 26 亿美元。走低的原油价格，加上由于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而在

疫情伊始就关闭了石油开采基地，对尼日利亚的外国直接投资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塞内加尔

是少数几个在 2020 年流入量增加的经济体之一，在能源投资增长的支撑下，该国外国直接投

资增至 15 亿美元，增幅为 39％。埃塞俄比亚的投资流入量下降了 17％，但仍为 21 亿美元，

数额仍然可观。外商对该国在制造业、农业和酒店业进行了大量投资。莫桑比克的外国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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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也保持稳定，为 20 亿美元，降幅仅 6%，原因是其继续实施由道达尔牵头的价值 200 亿美

元的液化天然气项目，尽管进展速度低于预期。南非的外国直接投资几乎被腰斩，从 2019 年

的 46 亿美元减少至 25 亿美元。不过，南非也宣布了几个大型项目，包括谷歌（ ）（美

国）投资约 1.4 亿美元建造海底光缆，百事可乐（ ）（美国）追加投资 3.6 亿美元扩大

先锋食品（ ）的产能。 

流向转型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急剧下降，降至 130 亿美元，降幅为 77%。这是它们自 2002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作为其中最大的经济体，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外资流入量从 2019

年的 320 亿美元下降至 11 亿美元。此外，国际对原油需求的疲软以及 2020 年 4 月俄罗斯与

其他产油大国的价格冲突将价格推至历史低位，从而给石油行业的投资带来了下行压力。 

在较少依赖自然资源的东南欧，外国直接投资也有所下降（-28％）。几个经济体的制造业受

到全球价值链冲击的影响，是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在更依赖于资源的独立

国家联合体和格鲁吉亚，大多数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都大幅度下降。哈萨克斯坦是个例外，

由于国内建筑和贸易的扩张，其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 19％。白俄罗斯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增长

了 27％，达到 16 亿美元。 

转型经济体绿地项目公告投资额降至 190 亿美元，降幅 60%，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在

一些主要的接受国中，例如哈萨克斯坦（-86％），俄罗斯（-68％）和塞尔维亚（-78％），

下降幅度较大，说明 2021 年投资将继续疲软。 

 

所有形式的外国直接投资- 并购，绿地和项目融资- 都出现下降 

2020 年，新公告的绿地投资下降了 35％，跨国并购下降了 10％，新宣布的跨境项目融资交易

（基础设施的重要投资来源）下降了 2％（表 1）。 

表 1.按类型和地区划分的2020年投资趋势（与2019年相比的百分比变动） 

 跨国并购 绿地项目* 国际项目融资** 

全球 -10 -35 -2 

发达经济体 -11 -19 7 

欧洲 26 -15 7 

北美 -43 -29 -2 

发展中经济体 -4 -46 -7 

非洲 -45 -63 -4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67 -51 -9 

亚洲 31 -38 17 

转型经济体 147 -60 -50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跨境并购数据库（ ），绿地项目数据来源于金融时报和

（ ），跨国项目融资交易数据来源于 。 

绿地项目为 2020 年前 11 个月的数据。

国际项目融资是指交易数量，因为最近几个月的项目金额无从获取。 

2020 年全球跨国并购为 4,560 亿美元，较 2019 年下降了 10％。在发达国家，跨国并购额在

北美急剧下降（-43％），而在欧洲增长了 26％，部分原因是前文中联合利华公司的重组增加

了 810 亿美元。在发展中经济体中，亚洲的并购销售额增长了 31％，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67％）以及非洲（-45％）的并购销售额有所下降。 

第一产业（主要是采矿、采石和石油）的跨国并购销售额下降了 52％，而制造业和服务业则

分别下降了 8％和 6％（表 2）。2020 年，食品和数字行业的资产销售额增长了两倍多。制造

业和服务业的并购项目数量有所下降，但第一产业却翻了一番。信息和通信仍然是跨国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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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最多的行业。在经历了 2019 年的跃升之后，制药行业的并购销售额下降了 43％，但并购

数量仍在上升，达到了 206 个，创下历史新高。 

到 2020 年，已宣布的绿地项目约为 5470 亿美元，较 2019 年下降了 35％。下降幅度最大的是

发展中经济体（46％），主要集中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已宣布的资源型行业的绿地项目投资急剧下降：第一产业的绿地投资额（主要是采掘业）下

降了 45％，而焦炭和炼油绿地项目投资下降了 70％（表 3）。制造业已宣布的绿地项目投资

下降了 44％，服务业下降了 26％。跨部门和跨行业的绿地项目数量（通常更能表明新的投资

活动）也有所下降。信息和通信是为数不多的项目价值增长（达 18％，达到 780 亿美元）的

行业，尽管该行业的项目数量有所下降，但项目体量仍是最大，占绿地项目总额的五分之一

以上。 

表 2.按部门和特定行业划分的2020年跨国并购（与2019年相比的百分比变动） 

部门/行业 

价值（十亿

美元） 
 增长率  数量  增长率 

2019 2020  %   2019 2020  % 

总计  505  456  -10   6 921 6 000  -13 

第一产业   34  17  -52    425  654  54 

制造业  243  225  -8   1 605 1 117  -30 

服务业   228  215  -6   4 891 4 229  -14 

            
按价值计算的十大行业：           

食品，饮料和烟草  20  85  320    187  133  -29 

信息和通信  25  79  216   1 260 1 212  -4 

制药业 97 55  -43   184 206  12 

电子产品  20  40  99    273  162  -41 

公用事业  12  33  172    189  184  -3 

金融与保险业  49  28  -43    587  543  -7 

房地产  35  21  -41    427  316  -26 

贸易  16  18  8    553  481  -13 

汽车制造业  6  17  167    80  38  -53 

采掘业  32  15  -53    344  523  52 

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跨国并购数据库 。

表 3.按部门和特定行业划分的2020年公布的绿地投资*（与2019年相比的百分比变动） 

部门/行业 

价值（十亿

美元） 
 增长率  数量  增长率 

总计 

第一产业 

制造业 

服务业 

按价值计算的十大行业：

公用事业 

信息和通信 

http://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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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 

化学制品 

建造业 

焦炭和炼油业 

运输和储存 

汽车制造业 

贸易 

金融与保险业 

来源：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基于金融时报、 （ ）的数据。

绿地项目为 2020 年的前 11 个月的数据。

截至 2020 年第三季度，国际项目融资交易与绿地投资一样疲软。2020 年最后几个月宣布的一

系列新项目，使总体跌幅收窄至-2％。不过，这些项目中的绝大多数都发生在发达经济体中，

并且许多项目都属于可再生能源行业。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支助计划对基础设施和绿

色部门投资提供了支持。这种趋势对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是件好事（有关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相关的部门的投资的详细数据，请参见贸发组织去年 12 月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趋势

监测报告》）。但是，这也预示着由项目融资推动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复苏将偏向发达国家。 

事实上，2020 年公告的项目融资跌幅最大的正是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非洲的项目融资交易

额下降了 40％。与发达国家的情况相反，上述下跌主要发生在下半年，这表明下滑仍将继续。

项目融资的一个积极的趋势是卫生部门（+20％）和可再生能源（+8％）项目数量有所增加。 

 

2021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预计将进一步疲软 

2021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仍将疲软（联合国贸发组织在《2020 年世界投资报告》中的

预测 2021 年将进一步下滑 5-10％）。尽管预计全球经济将在 2021 年开始缓慢和不平衡的复

苏，并且 增长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贸易量预计也将恢复增长，但投资者在向新的海

外生产性资产投入资金方面可能仍会保持谨慎。国际投资项目的酝酿期较长，因而无论是在

下滑期还是在复苏期中，对危机的反应都会有所延迟。外国直接投资对于新冠疫情造成的危

机反应异常迅速，这是因为封城和其他缓解措施的实施使正在进行的项目的开展更加困难，

但经济衰退的影响将持续存在，因此预计在 2022 年之前外国直接投资都不会复苏。疫情以及

全球投资政策环境下一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将持续影响外国直接投资。 

公告数据（包括并购、绿地投资和项目融资）显示的未来趋势喜忧参半，也表明国际投资前

景疲软。2020 年宣布的绿地项目比 2019 年减少 35%，这对 2021 年工业部门的新投资来说不

是个好兆头。去年下半年，已宣布的对基础设施投资至关重要的国际项目融资交易的下降幅

度得到进一步控制（-2％），但上升势头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实施刺激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的经济支助方案方面的能力要有限得多，这会导致由项目融资推动的外国直接

投资的复苏并不对称。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增长更有可能来自跨国并购，而非对生产性资产的新投资。已宣布

的并购交易（与前文报告的已完成的交易正好相反）便显示了这一点。 

已宣布的跨国并购交易在 2020 年下半年反弹，主要是由科技和医疗保健行业的交易所推动

（图 5）。这两个行业并没有像其他工业部门一样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尽管它们的投资活动

最初在 2020 年有所放缓，但它们现在将凭借低利率和不断增长的市场价值，在海外市场收购

资产进行扩张，同时收购受疫情影响的竞争对手和小型创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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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下半年，科技和医疗保健行业并购额的上升包括几宗大型交易，其中包括英国制药集

团阿斯利康（ ）以 390 亿美元收购美国生物科技集团亚力兄（ ）。第四季度

的交易数量也有所增加。 

按价值计算，欧洲公司将占技术并购的 60％，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并购也在增长。印度和土

耳其在 咨询和数字行业的交易数量已达历史最高，其中包括电子商务平台、数据处理服务、

数字支付、视频流和社交媒体。 

图 5.2019第一季度至2020第四季度公布的跨国并购交易额 
(十亿美元) 

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基于路孚特数据库整理得到。

注: 已公布的并购交易总额与前文(跨国并购净额)报告的已完成交易数据不具可比性。 

欧洲公司的并购活动显著增加，使全球并购的收购方集中在发达经济体（80%）。少数活跃的

买家来自发展中国家。在医疗保健行业，南非投资者计划收购非洲和亚洲各地医疗保健提供

商的股份。其中包括 医院宣布将收购澳大利亚四家医疗保健供应商。在科技行

业，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宣布了几笔交易。中国收购方的活动与 2019 年持平。但是，印度

的 公司（ ， ， ）宣布收购数量将增加 30%，目标是欧洲和其他 服

务市场，同时三星 和鸿海等跨国公司也在半导体市场中增加了并购活动。 

 

(译者：南开大学国经所齐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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