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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障碍的
评估及对策研究

文　 洋１， 蔺顺锋２

（１ 中共中央党校 国际战略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２ 中国光大银行总行 金融市场部， 北京　 １０００３３）

摘要： 构建了由政治障碍、 经济障碍、 制度障碍、 外资营商障碍和双边关系五

个方面构成的反映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障碍的指数， 采用神经网络

方法进行综合评估。 通过对重点国家的分析发现，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哈萨克斯坦

的投资障碍指数较小， 印度尼西亚、 以色列、 俄罗斯、 越南、 泰国、 巴基斯坦的投

资障碍指数中等， 柬埔寨的投资障碍指数较大；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投资障碍指

数较小， 中巴经济走廊的投资障碍指数较大。 对指标重要性进行排序发现， 双边

关系是影响测度结果最重要的因素。 因此， 中国应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制度， 巩固

和发展与沿线国家双边关系， 为中国企业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创造良好的投

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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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 ２０１３年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以来， 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快速增

长， 并且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 尽管如此， 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却低于在全球的平均水平。 ２０１５ 年， 从投资存量来看， 中国占沿线国家引进外商

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ＤＩ） 的比例为 ２ ６％， 低于中国在全球 ＦＤＩ
的占比 ４ ４％。 ２０１５年从投资流量来看， 中国占沿线国家引进 ＦＤＩ的比例为 ６ ５％，
也低于中国在全球 ＦＤＩ 的占比 ９ ９％①。 这说明， 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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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过程中并没有 “一帆风顺”， 而是面临不小的障碍。 因此， 研究中国在 “一带

一路” 建设中面临的投资障碍， 根据阻碍投资的因素对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

评估，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目前， 已有文献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估。 权衡和张鹏

飞 （２０１７） 采取熵值赋权法确定权重， 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进了

行实证分析并对投资环境指数进行了排名。 李宇等 （２０１６） 建立了 “一带一路” 沿

线国家投资环境评价体系， 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评估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 崔

日明和黄英婉 （２０１６） 构建了贸易投资便利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层次分析法

决定权重并测算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 其他文献主要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经验总结 （丁志刚和潘星宇， ２０１７； 张明，
２０１５）， 但是缺少数据支撑。

笔者采用投资障碍分析法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通过神经网络

方法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估。 对比现有相关文献， 本文的

创新之处在于： （１） 聚焦沿线国家投资环境中的障碍性因素， 对沿线各国影响中

国对外投资的总体障碍进行评估； （２） 将双边关系作为影响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

进行评估， 这在现有文献中没有涉及； （３） 采用反向传播 （Ｂａｃｋ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神

经网络方法计算投资障碍指数， 引入随机森林方法对指标重要性进行排序。

一、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障碍的界定与分析

投资障碍分析法是根据潜在的阻碍国际投资活动的因素的多少和程度来评价国

际投资环境的评估方法。 Ｂｌａｃｋ （１９７４） 最早采用投资障碍分析法研究国际资本市

场中国际投资者行为与世界资产价格定价受东道国相关政策的影响。 目前， 投资障

碍分析方法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 投资障碍是影响对外投资决策与收益的关键变

量， 反映了投资进入东道国的困难程度与风险大小。 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 笔

者将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投资障碍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政治障碍、 经

济障碍、 制度障碍、 外资营商障碍以及双边关系。

（一） 政治障碍

政治障碍是指由于东道国政治不稳定而影响投资安全的因素， 包括政局变动、
政策不连续、 地缘政治冲突、 地区和局部战争、 恐怖袭击等因素。 关于对东道国政

治风险与 ＦＤＩ关系的研究十分丰富。 理论上， 政治风险的存在对跨国公司是否进入

当地市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ＦＤＩ 主要流入政治风险较低的发达国家即是佐证。
Ｇａｂｒｉｅｌ （１９７９）、 Ｋｏｂｒｉｎ （１９８３） 等分析了新兴国家独立运动时期的国有化浪潮和

政权不稳定性引起的政治风险对 ＦＤＩ的影响， Ｍａｎｃｕｓｏ等 （２０１０） 研究了恐怖主义

对 ＦＤＩ的影响， 分析了恐怖主义风险是影响 ＦＤＩ流入的因素之一。 韦军亮和陈漓高

（２００９） 认为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
在现实中， 政治稳定性是关系到投资本身安全性的关键因素。 在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间中国企业 １２０起 “走出去” 的失败案例中， 有 ２５％是由政治原因所致， 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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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 １７％是在运营过程中受东道国政治动荡、 领导人更迭等影响而遭受损失①。 典

型事例就是利比亚内战对中国投资的冲击， 据商务部不完全统计， 中国企业在利比

亚投资损失所涉及合同金额高达约 １８８亿美元。

（二） 经济障碍

稳定的经济环境是企业生产的基本保证 （Ｄｅｌｉｏｓ ＆ Ｈｅｎｉｓｚ， ２００３）， 反之就形

成了阻碍投资的因素。 经济障碍既包括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 如汇率大幅波动、
银行系统性风险、 恶性通货膨胀、 长期财政赤字等， 也包括基础设施条件差、 劳动

力市场不完善等因素。 与一般经验不同， 中国往往选择经济环境较差的沿线国家作

为投资对象。 ２０１５年中国在老挝、 也门、 尼泊尔、 塔吉克斯坦、 东帝汶、 吉尔吉

斯斯坦、 柬埔寨、 阿富汗、 蒙古国、 缅甸的直接投资占到这些国家引进外资总额

的 １ ／ ５ 以上， 中国投资在老挝的比例甚至高达 ９９ ８％②。 与此同时， 经济障碍所

造成的中国投资损失事件屡见不鲜。 ２０１７ 年初委内瑞拉外汇储备仅剩 １００ 亿美

元， 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 石油产量及价格下滑， 导致主权违约。 由于中委之间

的 “石油换贷款” 项目与装备制造、 基建合同挂钩， 导致中方企业面临极大的

商业风险。

（三） 制度障碍

制度环境对企业的海外运营有直接影响， 其行政效率、 法治程度、 清廉程度等

因素都将影响外资企业的进入及经营。 已有大量研究关注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企业投

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且研究结论较为一致， 认为企业倾向于到政治制度、 政府治

理、 法律秩序较为完善的东道国投资 （Ｈｅｎｉｓｚ ＆ Ｄｅｌｉｏｓ ， ２００１；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 Ｗｅｉ，
２００９）。 东道国制度越成熟、 企业的运营环境越规范， 企业的产权越能得到有效保

护 （杨全发和韩樱， ２００６）。 但是对中国的经验研究出现了有趣的差异。 Ｋｏｌｓｔａｄ 和

Ｗｉｉｇ （２０１２） 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趋于流向资源丰富但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
蒋冠宏和蒋殿春 （２０１４） 的研究表明中国对外投资规避制度风险的特征并不明显。
类似的结论还出现在 Ｂｕｃｋｌｅｙ 等 （２００７） 和 Ｒａｍａｓａｍｙ （２０１２） 的研究中。 观察中

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投资， 也可以发现类似的迹象。 ２０１５ 年中国在沿线

国家投资存量最多的前 １０ 位中， 有老挝 （第 ５ 位）、 缅甸 （第 ７ 位）、 巴基斯坦

（第 ８位） 和蒙古国 （第 １０位）， 而这 ４个国家在沿线国家中的政府效能排名仅分

别为： 第 ４７位、 第 ６１位、 第 ５１位和第 ４４位③。

（四） 外资营商障碍

营商环境是投资者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

为满足投资者在境内进行投资经营并获得收益的各种客观条件的总和。 世界银行发

布的 《２０１３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第一次关注了营商环境指数与外资流入量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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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性， 在综合大量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国内营商环境的改善增加了对海外投资者的

吸引力。 国内学者也得到营商环境的改善有利于吸引外资的结论 （姚树洁等， ２０１４）。
在影响营商环境的诸多因素中， 东道国的外资政策尤其是对外国投资的促进、

保护与便利化措施， 对 ＦＤＩ的作用更加突出。 首先， 从总体效应来看， 一国 ＦＤＩ的
水平和发展潜力可以归结于一国 ＦＤＩ 政策的贡献 （邱立成和于李娜， ２００３）。 其

次， 从 ＦＤＩ限制角度来看， 外资限制政策对 ＦＤＩ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尽管大多数国

家对 ＦＤＩ都持欢迎态度， 但是对其限制却是很普遍的现象 （Ｍａｒｊｉｔ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５）。
这些政策主要包括禁止外资进入某些产业、 限制外资所占股比、 要求外资企业本地

化等。 最后， 从类别政策来看， 东道国外资税率是影响 ＦＤＩ的重要因素。 东道国对

外资实行税收激励政策已成为全球现象。 Ｄｅｖｅｒｅｕｘ 和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 （１９９８） 发现， 税率

对于美国公司在欧盟的投资区位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

（五） 双边关系

双边政治关系是影响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 消极的双边政治关系可能

会使母国企业难以得到投资机会。 另一方面， 政治冲突与政治偏见可能会给企业投

资带来安全威胁。 国内已有不少文献对双边政治关系与中国对外投资之间的相关性

得出一致结论。 贺书锋和郭羽诞 （２００９） 发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偏好与中

国有相同政治信仰、 政治摩擦较少、 国际地位相似、 政治关系定位较高的东道国；
张建红和姜建刚 （２０１２） 进一步发现， 两国建交历史、 友好城市数量以及双边外交

活动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并能弥补东道国制度环境的缺位； 潘

镇和金中坤 （２０１５） 进一步提出， 双边政治关系与东道国制度质量存在替代或互补

的交互效应。 郭烨和许陈生 （２０１６） 还聚焦双边高层会晤对 ＦＤＩ 的影响作用， 发现

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双边高层会晤对中国的对外投资有积极作用。
是否签订双边投资协定 （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ｙ， ＢＩＴ） 或自由贸易协定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ＴＡ） 也是双边关系紧密和协调程度的表现。 国内外不少

研究表明投资协定、 自由贸易协定对于减少投资障碍、 促进企业到缔约国进行投资

具有积极作用。 Ｈｕｆｂａｕｅｒ和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０８） 认为， 北美自由贸易区、 东盟、 欧盟和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立后， 增加了成员之间的双边投资存量。 Ａｄａｍｓ （２００３） 引入

自由化指数衡量优惠贸易协定条款的深度和宽度， 并利用引力模型证明投资条款对

ＦＤＩ有正向作用。 Ｌｅｓｈｅｒ 和 Ｍｉｒｏｕｄｏｔ （２００７） 分析了南北型贸易协定的经济影响，
发现投资条款覆盖面越广， 贸易量和 ＦＤＩ越会增加。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 ＢＩＴ能替

补东道国制度的缺位， 对促进企业直接投资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有更明显的作用

（宗芳宇等， ２０１２）。 许小平等 （２０１６） 发现签订 ＢＩＴ能够促进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投资。

二、 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障碍的综合评估

（一） 投资障碍指数的构建

在前文研究分析的基础上， 构建评价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障碍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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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将主要的障碍性因素划分为政治障碍、 经济障碍、 制度障碍、 外资营商障碍

和双边关系 ５个指标作为一级指标。 根据指标选择的系统性、 可比性和可查找性原

则， 在 ５个一级指标下列出 １２个二级指标 （见表 １）。

表 １　 投资障碍评价的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描述 数据来源

政治
障碍

政局稳定及未存
在暴力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估计出现政治不稳定、 政治动机暴力活动、 恐怖主义的
可能性。 估计值以总体指标为基准， 采用标准正态分布，
数值范围从－２ ５到 ２ ５

２０１６ 年 世 界 治 理
指标

经济
障碍

宏观经济环境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对政府预算平衡、 国民总储蓄、 通货膨胀、 政府债务、
国家信用评级的综合评价

《全球竞争力报告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基础设施 （ Ｉｎｆ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对整体基础设施质量、 公路质量、 铁路质量、 港口质量、
航空运输设施质量、 可用航空公里座位数、 电力供应质
量、 移动网络电话使用人数、 固定电话线数量的综合评价

同上

医疗和基础教育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包括疟疾发病率、 疟疾的商业影响、 结核发病率、 结核
病的商业影响、 艾滋病流行率、 艾滋病的商业影响、 婴
儿死亡率、 预期寿命、 小学教育质量、 小学教育入学率
指标在内的综合评价

同上

制度
障碍

政府效能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衡量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 公务员的素质、 政策的决策
和执行力， 以及政府的公信度等因素

２０１６ 年 世 界 治 理
指标

腐败控制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衡量那些运用公共权力获取私人收益行为的程度 同上

法治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衡量对社会规则的信心及遵守程度， 特别是合同执行、
产权、 警察和法院的质量， 以及发生犯罪和暴力的可
能性

同上

创办企业所需天
数 （Ｔｉｍ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Ｓｔａｒｔ 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该指标记录了合法经营商业或工业公司所需程序所需的
天数， 包括获得必要的执照、 许可证， 以及通过检验等
程序所耗费的时间

同上

外资
营商
障碍

营 商 便 利 指 数
（ Ｅａｓｅ ｏｆ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

由当地 ９ ０００个以上专家， 包括律师、 商业顾问、 会计、 政
府官员等根据所在国影响企业经营的法律、 法规等因素进行
打分。 分值从 １到 １８３， 分值越高， 营商便利性越差

２０１７ 年 《全球营商
环境报告》

总税率 （Ｔｏｔａｌ Ｔａｘ
Ｒａｔｅ）

衡量了企业在扣除减免税之后实际缴纳的利润税， 该指
标全面显示了企业在当地的所有税收成本

同上

双边
关系

双边政治关系

官方公布的中国与东道国的政治关系定位， 包括全天候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战略伙伴关系、 战略合作关系、 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
更加紧密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合作伙伴关系、 友
好合作关系、 正常建交国家、 未建交国家。 按照政治关系亲
密程度取值 ０－８

中国外交部网站、
新华网

是否有双边投资协
定 （ＢＩＴ） 或自由
贸易协定 （ＦＴＡ）

若有 ＢＩＴ取值 １、 若有 ＦＴＡ取值 ２， 若都没有取值 ０
中国商务部条法司
网站、 中国自由贸
易区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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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资障碍指数的计算

“一带一路” 是一个开放性的国际合作倡议， 并没有精确的空间范围。 笔者借

鉴邹嘉龄等 （２０１５） 的做法， 将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限定为 ６４ 个， 在剔除数据

缺失的国家后， 得到 ４９个样本国家①。
１ 数据预处理

研究的指标数值存在量纲和量级差异， 为使研究指标具有可比性， 对指标进行

标准化处理， 去掉量纲和量级的影响， 将数据归一化到 ［ －１， １］ 区间。 １２ 个二

级指标可以分为数值型和顺序型两种类型。 针对数值型指标数据， 采用标准差标准

化方法进行归一化处理， 将原始数据 Ｘ ｉｊ 转换为 Ｘ ｉｊ ， Ｘ ｉｊ ＝
Ｘ ｉｊ － Ｘ ｉｊ

ＳＸｉｊ

， 其中， Ｘ ｉｊ 为第 ｉ

个一级指标下第 ｊ 个二级指标的数值， Ｘ ｉｊ 为 Ｘ ｉｊ 的平均值， ＳＸｉｊ
为 Ｘ ｉｊ 的标准差。 针对

顺序型指标数据， 采用线性标准化方法进行归一化处理， 将原始数据 Ｘ ｉｊ 转换为

Ｘ ｉｊ ， Ｘ ｉｊ ＝ ２
Ｘ ｉｊ － Ｘｍｉｎ
Ｘｍａｘ － Ｘｍｉｎ

－ １， 其中 Ｘｍｉｎ 为 Ｘ ｉｊ 中最小的数值， Ｘｍａｘ 为 Ｘ ｉｊ 中最大的数值。

２ 指标体系合理性的验证

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ＣＡ） 来验证前文指标体

系构建的合理性。 主成分分析方法是从数据出发， 通过用少数几个综合指标来尽可

能多地解释原有指标所包含信息的统计方法。 本文投资障碍评价体系有 ５个一级指

标， 下面有相关可测的 １２个二级指标。 从量化分析角度来看， 是将 １２个可测的二

级指标降维整合为 ５个一级指标的过程， 同时通过主成分分析验证是否可行。 利用

Ｒ语言编程实现主成分分析， 设定提取特征值大于 １ 的主成分， 检验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二级指标解释的总方差结果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特征值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 ％ 累积方差贡献率 ／ ％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 ％ 累积方差贡献率 ／ ％

１ ２ ６９７ ２８ １２ ２８ １２ ２ ６９７ ２８ １２ ２８ １２

２ １ ７９２ １８ ６８ ４６ ８０ １ ７９２ １８ ６８ ４６ ８０

３ １ ４６６ １５ ２９ ６２ ０９ １ ４６６ １５ ２９ ６２ ０９

４ １ ２３３ １２ ８６ ７４ ９４ １ ２３３ １２ ８６ ７４ ９４

５ １ １３３ １１ ８１ ８６ ７６ １ １３３ １１ ８１ ８６ ７６

一带一路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年第 ４期

①４９个样本国家为： 新加坡、 俄罗斯、 印度尼西亚、 哈萨克斯坦、 老挝、 阿联酋、 巴基斯坦、 印度、 蒙

古国、 柬埔寨、 越南、 伊朗、 沙特阿拉伯、 马来西亚、 土耳其、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斯里兰卡、 菲

律宾、 阿曼、 埃及、 匈牙利、 科威特、 格鲁吉亚、 也门、 卡塔尔、 罗马尼亚、 波兰、 泰国、 以色列、 尼泊

尔、 保加利亚、 捷克、 孟加拉、 斯洛伐克、 文莱、 乌克兰、 阿塞拜疆、 塞尔维亚、 约旦、 立陶宛、 克罗地

亚、 波黑、 亚美尼亚、 阿尔巴尼亚、 斯洛文尼亚、 黎巴嫩、 马其顿、 拉脱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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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结果显示共提取了 ５个主成分， 累计方差贡献率超过 ８６％。 说明 １２ 个研

究指标可以很好地由 ５个主成分来进行解释， 即 １２ 个指标可以降维为 ５ 个维度来

测度。 同时， １２个指标分别降维在哪个维度如表 ３带∗号数字所示。

表 ３　 二级指标主成分分析结果

二级指标
主成分

１ ２ ３ ４ ５

政局稳定及未存在暴力 ０ ３６５ －０ ４４７ ０ ５０６∗ －０ ０３４ ０ １０９

宏观经济环境 ０ ８２６∗ ０ ２２５ －０ １１９ －０ １４６ －０ １８４

基础设施 ０ ８５４∗ ０ １７４ －０ ２００ －０ ０７２ －０ １１３

医疗和基础教育 ０ ７１３∗ －０ ２１５ －０ ２５３ ０ １１３ －０ １４８

政府效能 ０ ３４５ －０ ０４８ ０ ２５２ ０ ６２８∗ ０ ４５７

控制腐败 ０ ４６２ ０ ５１０ ０ ２３９ －０ １４１∗ －０ ０３６

法治 ０ １９５ －０ １６５ －０ ５７０ ０ ５０２∗ ０ ３５７

营商便利指数 ０ １３９ －０ １２０ ０ ３７４ －０ ４１９ ０ ６１４∗

创办企业所需天数 －０ ４１０ ０ ３８６ －０ ４５７ －０ ０３８ ０ ２４９∗

总税率 －０ ２０３ ０ ０２５ ０ ４５５ ０ ５４９ －０ ４８２∗

政治关系定位 －０ １５５ ０ ７５８∗ ０ ０５８ ０ ０６９ ０ ０４１

是否有 ＢＩＴ或自贸协定 ０ １４０ ０ ６６１∗ ０ ２９６ ０ ２０８ ０ ２０５

观察表 ３中的结果， 政局稳定及未存在暴力降维到第 ３个主成分， 归结为政治

障碍因子； 宏观经济环境、 基础设施、 医疗和基础教育降维到第 １个主成分， 归结

为经济障碍因子； 政府效能、 控制腐败、 法治降维到第 ４个主成分， 归结为制度障

碍因子； 营商便利指数、 创办企业所需天数、 总税率降维到第 ５个主成分， 归结为

外资营商障碍因子； 政治关系定位、 是否有 ＢＩＴ 或 ＦＴＡ 降维到第 ２ 个主成分， 归

结为双边关系因子。 对比前文提出的投资障碍研究指标体系， 可以发现降维结果与

前文的指标框架是一致的， 证明了本文指标选择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３ 神经网络模型算法及计算结果

利用 ＢＰ 神经网络算法计算投资障碍指数， 其原理是输入学习样本后， 使用反

向传播算法对网络的权值和偏差进行反复的调整训练， 使输出的向量与期望向量尽

可能地接近， 当误差小于指定误差时训练完成， 保存网络的权值和偏差， 使网络实

现给定的输入输出关系。 笔者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将样本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 指

标体系中有 １２个二级指标， 因此模型中共有 １２个输入层神经元。 针对隐含层神经

元个数的确定， 目前还没有成熟且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实际应用中， 一般采用经验

方法， 在此根据柯尔莫哥洛夫相容性定理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 确定为 ９， 输出层神经元

为 ５， 最后输出层神经元为 １个， 模型结构为 １２×９×５×１。 利用 Ｒ 语言编程实现对

“一带一路” 国家投资障碍指数的预测。
表 ４显示了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的投资障碍指数测度结果。 投资障碍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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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值越大表示投资障碍越大。 按照不同的投资障碍程度， 笔者对样本国家进行分

类， 具体分类方法为： 先定义类直径， 并将各类直径之和作为评价函数， 遍历所有

可能的分类组合来计算评价函数， 使得各类直径之和为最小的划分， 即为最优分

类。 按照投资障碍由低到高的顺序， 将样本国家划分为 Ｉ 级、 ＩＩ 级、 ＩＩＩ 级和 ＩＶ 级

（见表 ４）。

表 ４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投资障碍指数

Ｉ 级 ＩＩ 级 ＩＩＩ 级 ＩＶ 级

科威特 ０ ４７１ 巴基斯坦 ０ ９９５ 也门 １ ５５３ 黎巴嫩 ２ ０３１

哈萨克斯坦 ０ ４０７ 亚美尼亚 ０ ９７８ 塔吉克斯坦 １ ４２３ 拉脱维亚 ２ ０２０

土耳其 ０ ３６９ 约旦 ０ ８５５ 克罗地亚 １ ４１２ 老挝 １ ８３９

新加坡 ０ ３３５ 乌克兰 ０ ８５４ 尼泊尔 １ ３９９

格鲁吉亚 ０ ３０４ 波兰 ０ ８４７ 柬埔寨 １ ３６５

印度 ０ ２９９ 波黑 ０ ８３８ 斯洛文尼亚 １ ３５５

马来西亚 ０ ２８０ 捷克 ０ ８２４ 吉尔吉斯斯坦 １ １８９

卡塔尔 ０ ２７４ 泰国 ０ ８０５ 立陶宛 １ １８８

菲律宾 ０ ２６１ 以色列 ０ ７５１ 蒙古国 １ １０６

阿曼 ０ ２２２ 阿尔巴尼亚 ０ ７２３ 马其顿 １ ０２９

罗马尼亚 ０ １９５ 印度尼西亚 ０ ７１１

孟加拉 ０ １８１ 斯洛伐克 ０ ７０８

沙特阿拉伯 ０ １００ 塞尔维亚 ０ ６６２

文莱 ０ ０６８ 斯里兰卡 ０ ６３

埃及 ０ ０３６ 保加利亚 ０ ６１９

俄罗斯 ０ ６１９

越南 ０ ５７５

阿塞拜疆 ０ ５７２

匈牙利 ０ ５２１

伊朗 ０ ５０９

阿联酋 ０ ５０６

总体来看，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之间的投资障碍程度差异较大， 最低投资障

碍指数为 ０ ０３６ （埃及）， 最高投资障碍指数为 ２ ０３１ （黎巴嫩）。 观察重点国家可

以发现：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哈萨克斯坦处于 Ｉ 级投资障碍， 印度尼西亚、 以色

列、 俄罗斯、 越南、 泰国、 巴基斯坦处于 ＩＩ 级投资障碍， 柬埔寨处于 ＩＩＩ 级投资

障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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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国家为中国 ２０１６年对外直接投资排名前 １０位的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按投资数额大小依次为：
新加坡、 以色列、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越南、 泰国、 巴基斯坦、 柬埔寨。 数据来

源于 《２０１７年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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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 对 模 型 效 果 的 评 价， 采 用 均 方 根 误 差 ＲＭＳＥ 衡 量， 即 ＲＭＳＥ ＝

∑ （Ｙｐｒｅｄｉｃｔ － Ｙｔｒａｉｎ） ２

Ｎ
。 其中， Ｙｐｒｅｄｉｃｔ 为 ＢＰ 神经网络预测值， Ｙｔｒａｉｎ 为训练值。 通过

ＢＰ 神经网络预测， ＲＭＳＥ＝ ０ １９０ ５， 说明模型的整体预测效果较好。 将模型预测

值与训练值做相关性分析， 得到图 １所示的结果， 可以发现散点基本围绕在相关系

数等于 １的直线附近， 进一步说明模型的全局预测效果较好。

图 １　 模型相关性分析

（三） 指标重要性排序

基于随机森林对投资障碍指数的一级指标进行重要性排序①。 随机森林中常用

的模型评价指标有均方误差增量和节点纯度增量。 均方误差增量是指均方差的增加

程度， 该值越大表示该变量的重要程度越高。 节点纯度增量是指残差平方和的减

少， 该值越大表示该变量的重要程度越高。 综合上述两个评价指标， 得到指标重要

性的排序结果如表 ５所示。

表 ５　 指标重要性的排序

一级指标 双边关系 经济障碍 政治障碍 制度障碍 外资营商障碍

重要性排序 １ ２ ３ ４ ５

均方误差增量 ８ １８７ ６ ７３５ ３ ２３３ ２ ７２０ ２ ４５９

节点纯度增量 １４ ５６６ １３ ３８９ ８ ３６３ ８ ８１８ ８ ３２４

综合 ２２ ７５２ ２０ １２４ １１ ５９６ １１ ５３８ １０ ７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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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笔者采用 ８ ∶ ２比例随机分配样本数据集中 ８０％的样本点为训练数据样本， 另剩余 ２０％的样本数据作为

测试集。 用训练数据集生成 １００棵决策树共同组成随机森林。 这 １００棵决策树相当于 １００ 个投票者， 以少数

服从多数的原则， 投票表决测试数据集中每个国家的投资障碍因素重要性排序。 通过观察随机森林误差图，
当决策树为 ６０棵时均方误差已经很小， 并且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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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５中可以看出， 与预期一致， 双边关系是影响评估结果最重要的一级指

标， 可以解释为， 积极的双边政治关系可以增进两国之间互信， 减少由于政治冲突

与政治偏见给企业投资带来的安全威胁。 而自由贸易协定与双边投资协定也为经济

环境较为落后的东道国建立一种制度保障， 减少其投资障碍。

（四） 经济走廊障碍分析

《共建 “一带一路”： 理念、 实践与中国的贡献》① 一文提出要重点建设新亚欧

大陆桥、 中蒙俄、 中国—中亚—西亚、 中国—中南半岛、 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国际

经济合作走廊 （以下简称 “六廊” ）。 笔者分别计算 “六廊” 的投资障碍指数，
计算方法是用各经济走廊涵盖国家的 ＧＤＰ 比重对相应国家的投资障碍指数进行加

权平均， 结果如表 ６所示。

表 ６　 “六廊” 投资障碍指数

新亚欧大陆桥 中蒙俄 中国－中亚－西亚 中国－中南半岛 中巴 孟中印缅

０ ６０７ ０ ６２３ ０ ５３１ ０ ６２１ ０ ９９５ ０ ２８８

注： 由于部分国家数据缺失， 以上分析未能涵盖所有 “六廊” 国家， 考虑到缺失国家经济规模都很小， 因而

对评估结果影响不大。

从表 ６可以发现， “六廊” 的投资障碍指数均位于 Ｉ 级或 ＩＩ 级， 总体而言并不

算很高。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投资障碍最小， 新亚欧大陆桥、 中蒙俄、 中国—中

亚—西亚以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投资障碍比较相似， 而中巴经济走廊的投

资障碍较大。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 应在投资障碍较小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加强投资

合作， 在投资障碍较大的中巴经济走廊注意防范风险。

三、 结论及对策建议

笔者从政治障碍、 经济障碍、 制度障碍、 外资营商障碍、 双边关系五个方面构

建测度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投资障碍指数， 使用标准化方法对各指标数值进

行去量纲和去量级处理，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验证指标设计的合理性， 最后基于 ＢＰ
神经网络算法综合评估各国的投资障碍指数。

（一） 结论

（１） 总体来看， “一带一路” 沿线大部分国家的投资障碍指数为 Ｉ 级和 ＩＩ
级， 比较有利于开展投资合作， 而另一部分国家的投资障碍较大， 投资合作具有

一定的难度和风险。 （２） 从重点投资国来看，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哈萨克斯坦

处于 Ｉ级投资障碍， 印度尼西亚、 以色列、 俄罗斯、 越南、 泰国、 巴基斯坦处于

ＩＩ级投资障碍， 柬埔寨处于 ＩＩＩ级投资障碍。 （３） 从重点区域来看， 六大经济走

廊的总体投资障碍不高， 但存在明显差异，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投资障碍较小，

一带一路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年第 ４期

①由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１７年 ５月 １０日发布。



－ ５３　　　 －

而中巴经济走廊的投资障碍较大。 （４） 从指标重要性来看， 双边关系是影响投

资障碍测度最重要的因素， 良好的政治关系与已缔结的 ＢＩＴ 或 ＦＴＡ 都将有效地

减小投资障碍。

（二） 对策建议

（１） 加快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制度。 高度重视中国在投资障碍程度高的国家的

利益保护， 通过制度性安排提高投资保护的要求和标准； 规避东道国政府的违约行

为； 设立海外投资风险补偿基金， 在企业遇到风险时给予必要救助； 完善投资争端

解决机制， 探索建立争端预防机制以及非诉讼争端解决机制。 （２） 巩固和发展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双边关系。 一方面， 开展更有效的外交活动， 谋划更密切

的高层互访， 促进与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 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营造有利的国际政

治环境； 另一方面， 筹划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行自贸协定谈判， 对已签署

自贸协定的沿线国家开展升级谈判。 梳理、 更新双边投资协定， 加快协议条款的修

订和补充， 形成适应当前中国海外投资发展的投资协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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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ＫＯＬＳＴＡＤ Ｉ， ＷＩＩＧ Ａ． Ｗｈａ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ＤＩ？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１２， ４７（１）：

２６－３４．
［２９］ＬＥＳＨＥＲ Ｍ， ＭＩＲＯＵＤＯＴ 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Ｊ］ ． Ａｕｓ⁃

ｓｅｎ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 ２００７， ６２（２）：１９３－２３２．
［３０］ＭＡＮＣＵＳＯ Ａ Ｊ， ＤＩＲＩＥＮＺＯ Ｃ Ｅ， ＤＡＳ Ｊ．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ＦＤＩ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０， １７（８）：７８７－７９０．
［３１］ＭＡＲＪＩＴ Ｓ， ＢＲＯＬＬ Ｕ， ＭＡＬＬＩＣＫ Ｉ．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１９９５， ４７（３）：

３６７－３７０．
［３２］ＲＡＭＡＳＡＭＹ Ｂ．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１２，４７（１）：１７－２５．
［３３］ ＳＴＯＮＥ Ｓ Ｆ， ＪＥＯＮ Ｂ 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０，１５（３）：４６０－４８５．

（责任编辑　 范红波）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ＷＥＮ Ｙａｎｇ１， ＬＩＮ Ｓｈｕｎｆｅｎｇ２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ａｒ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９１；
２ Ｃｈｉｎａ Ｅｖｅｒｂｒｉｇｈｔ Ｂａｎｋ，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ｄ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ｅｔｈ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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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ｒｅ ｓｌｉｇｈｔ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Ｉｓｒａｅｌ，
Ｒｕｓｓｉａ， Ｖｉｅｔ Ｎａｍ，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 Ｔｈ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ｏｆ Ｂａｎ⁃
ｇｌａｄｅｓｈ－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ｉａ－Ｍｙａｎｍ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ａｒｅ ｓ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ｗａｓ
ｒａｎｋ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ｇｏｏ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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