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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  Intro 

 

2014 年 9 月，商务部新发布了 2013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3 年中国对外

投资流量为 1078.4 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比上年增长了 23%。截至 2013 年，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超过 6600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参与海外投资的 1.53 万家投资者

在全球 184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2.54 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创造就业 196 万，其中 96.7 万为外

籍员工。截止 2013 年底，累计向投资所在国缴纳的各种税金总额达 370 亿美元。 

 

尽管由于统计分类原因, 统计公报没能完全展现中国海外投资的实际地区和行业资金流向, 但是每年

出版的统计信息越来越详细, 对于海外投资趋势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参考 

 

2013 年是中国海外投资的又一里程碑，投资流量首次超过千亿美元，而 2003 年的投资流量仅为 28.5

亿美元，十年来增长了 3800%。 商务部新修订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自 2014 年 10 月 6 日起生

效，简化了企业走出去的行政过程，将有望更加促进海外投资的发展。 

 

In September 2014, 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MOFCOM) released its statistical bulletin for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2013. The statistics show that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flows reached a record high of US$107.84 billion in 2013.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outbound FDI has exceeded US$100 billion, and represents an increase of 23% on the amount 

invested in 2012.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UNCTAD), China ranked third behind Japan and the US in terms of total outward 

investment flows in 2013. 

 

While MOFCOM’s statistics do not provide a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exact nature and 

destination of China’s outbound FDI, they are a welcome resource, and with each annual 

publication of the statistics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is made available. 

 

2013 was a landmark for China’s outbound FDI,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t exceeded US$100 billion. 

Just 10 years ago in 2003, outbound investment was only US$2.85 billion. The total for 2013 

represents an increase of almost 3,800% in just 10 years. In 2014, China relaxed regula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outbound investment. China’s outbound investment is likely to continue to rise, and 

even increase, over the coming years.  

Full English version  

 

  

http://ghub.us8.list-manage.com/track/click?u=698fd709894e4f4cdad41580c&id=b5cc2936ab&e=1c4e14fe15


 

    关键点 Key Points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自 2005 年起逐年快速增长 

 

中国对外投资的地理分布：最终投资目的地并未完全明确 

  

其中排名第一的中国香港占投资总量的 58%。由于统计数据统计的是初始投资地，其中亚洲的投资中

香港占 83.1%，拉丁美洲有 86.9%投资流向避税地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这些投资地的主要行

业是以投资控股为主要目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相当于约 753 亿美元（占当年流量 69.8%）的投资，

最终目的地并不如统计数据显示，而是在世界其他地方。 

  

http://ghub.us8.list-manage.com/track/click?u=698fd709894e4f4cdad41580c&id=c5461981a3&e=1c4e14fe15


 

中国海外投资行业分布：采矿业，石油和天然气是投资重点 

 

名列前茅的投资领域依次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 其中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以投资控股为主要目的，采矿业是流向明确的最大行业。关于中国海外投资的采矿业的国内和

海外的发展、影响与监管，创绿中心经过两年的调研和分析，近期将发布报告。 

 

并购依然是重要投资方式： 424 起对外投资并购项目，涉及 70 个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额 337.9 亿

美元，占总体投资流量的 30%。 主要行业集中在采矿业，包括迄今中国海外企业并购之最的 148 亿

美元的中海油收到加拿大尼克森公司 100%股权项目。 

  

民营企业角色逐渐重要： 2006 年到 2013 年，海外投资份额中，国有企业从 80%降到 55%，数量只

占 44%，而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分享 Sharing 

 

 统计数据：《2013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国统计出版社） 

 政策文件：《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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