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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立法实践 促境外投资新发展
——龚柏华教授谈《境外投资立法重大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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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立法重大问题研
究”
是今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重大课题，
法学院龚柏华教授
任首席专家。项目期望通过对
“境
外投资重大问题”
的系统性学术理
论研究，
从中国境外投资立法的指
导思想、
基本原则到中国各种主体
境外投资面临的重大问题及立法
调整的可能性，
为我国可能的《境
外投资法》立法提供可行并有针对
性的立法学术支撑。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
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
合作，
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
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
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大
背景下，如何通过境外投资立法
来切实有效地落实“创新对外投
资方式”将是我国立法部门迫切
需要解决的立法问题，也是该课
题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所在。
龚柏华教授阐述了此课题的
研究路径：
“ 先从总论着手，从立
法的角度界定清楚境外投资、境
外投资企业，做好‘境外投资’与
‘对外投资’
的区别”
。接着，
课题
会提出我国境外投资的立法目的
和基本原则，
包括国家安全、公平
竞争、合规投资、可持续发展等；
随后，课题将以子课题的方式研
究境外投资立法中主要的法律问
题，
如境外投资的管理法律问题，
境外投资促进的法律问题，境外
投资保护的法律问题，境外投资
合规的法律问题，境外投资纠纷
解决的法律问题——这些问题既
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除了研究
路径，龚柏华还介绍了课题拟解
决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例如境外

投资的内涵与外延、境外投资管
面清单管理模式”、
“ 可持续发展
理中的机构协调问题，课题还会
投资观”
等，
都是目前国际投资法
关注境外投资管理的“负面清单” 学研究中逐步成为热点的学术问
模式是否可行、境外投资管理中
题。
“例如联合国贸发会议就非常
如何设计“国家安全”
这一安全阀
重视国际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和绿
问题以及境外投资纠纷的争端解
色投资。这对中国正在推进的
决机制。
‘一带一路’
倡议相关的投资尤为
谈到目前我国立法中存在的
重要，
可以说，
是将来进一步构建
问题，龚柏华认为最大的缺陷可 ‘一带一路’
投资国际规则的前期
能是在于“协调性不够”
。针对此
学术基础……”龚柏华说。投资
课题，就需要深入了解我国境外 “一带一路”
国家属于我国对外投
投资管理的相关部门的“立场和
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考虑
利益”；此外，境外投资主体关切
到沿线国家（地区）社会制度、政
的问题如海外投资保险、境外投
治经济、法律体系、商业规则、民
资资本转移、与东道国政府的投
族特征、宗教文化的差异，
中国企
资争端解决，在现有法律框架下
业参与“一带一路”
的风险防范任
都过于笼统。因此，
一方面，
本课
务仍然艰巨。而本课题能够辅助
题会就机构和政策的协调从立法
推进中国按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上做出建议；
另一方面，
本课题也
建立“一带一路”
争端解决机制和
将为中国有关立法提供咨询服务
机构，
依托我国现有司法、仲裁和
角度的前期研究，并将以附件形
调解机构，
吸收、整合国内外法律
式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投
服务资源，建立诉讼、调解、仲裁
资法》建议文本，
对每个条文做出
有效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学术说明，以便解答立法实践或
制，依法妥善化解“一带一路”商
管理现实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在
贸和投资争端，平等保护中外当
查阅已有研究资料的过程中，龚
事人合法权益，营造稳定、公平、
柏华发现，
目前国内外有关“境外
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投资立法”的研究学术成果并不
再谈到课题的“社会价值”，
多，主要学术刊物上几乎没有聚
龚柏华首先抛出了自己的理解，
焦研究境外投资立法的论文，但
在他看来，
社会价值是系统工程，
与“境外投资立法”
有一定关联性
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如
的论文还是有一定的数量，可以
果从经济对法律和法律对经济反
达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在此基础
作用角度来分析，本课题的社会
上，本课题会创新性地将一些新
价值是
‘立法’
带来的社会财富红
颖观点和理念落实到境外投资的
利。
”
龚柏华说，
“经济流量会影响
核准标准、促进机制、保护重点、 规则及立法的改变；而规则及立
合规督促等具体制度中。
法的改变又将促进经济流量的改
龚柏华看到，
诸如“适度国家
变。本课题的研究成果也是期望
安全审查”
、
“穿透综合监管”
、
“负
通过合理、包容、可持续的立法精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学发展分中心举办
“2020 年秋季学期教学学术分享周”
本报讯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
师教学发展分中心11月举办
“2020
年秋季学期教师教学学术分享周”
系列活动。两次活动均在线上线
下同步举行。
围绕
“留学生商务课程教学”
，
范翔翔老师以《中级商务听力》为
例，
讲解了
“商务知识+语言技能”
模式的教学设计，
介绍了课程中商
业案例的选取与使用，
分享了长期
以来在商务汉语课程建设中所积
累的资源。张奇老师结合在南美
洲的汉语教学经历，
以
“阿根廷汉
语教学情况初探——基于布宜诺

斯艾利斯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学案
例分析”
为题作了报告，
从文化氛
围、
实践机会、
教辅资源等三方面
做了梳理。张志云老师结合多年
的教学实践和反思，
以
“学生写作
自信的建立”
对外汉语写作训练的
层级递进、
写作前的准备、
写作频
率、
作文讲评与反馈等教学环节提
出了见解。盛青老师的
“我教
‘老
外’
说上海话”
报告从面向留学生
开设沪语课的缘起说起，
介绍了该
课程的传统、
需求、
资源和意义，
也
从声、
韵、
调等方面阐述了上海话
语音系统。 文/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神和内容，促进中国境外投资的
健康发展，让中国的投资者及所
在地东道国政府都受益于这种投
资活动。”总结来看，完善境外投
资立法能够促进中国境外投资的
健康发展，而境外投资的健康发
展又能进一步推动中国对外开
放，也能对“走出去”政策的持续
性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将中国经
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化，通过“共
商、共建和共享”
，
推动“人类命运
共同体”
理想的实现。
针对这一课题，龚柏华教授
也谈到了自己的相关研究经历与
经验。自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以来，
他一直在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兼职信息部主任、
业务总监等职，并直接参与了我
国中央、地方法规与世贸规则接
轨的咨询研究工作。近期又负责
了商务部上海市政府合作研究基
地“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研究中心”
的信息研究工作，
主编《全球投资
规则动态》月刊，
为政府决策部门
提供动态信息。可以说，龚柏华
长期的政府决策咨询经历为“境
外投资立法重大问题研究”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
他还承担了
丰富的校内外社会兼职——他不
仅是复旦大学自贸试验区法治研
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一带一

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国际法研
究所所长；也是上海法学会国际
法 研 究 会 会 长 、中 国 政 府 推 荐
WTO 争端解决专家组指示性名
单上专家、上海自贸试验区兼职
专家法律顾问……这些兼职经历
都能为这一项目提供丰富的学院
与社会资源。
龚柏华强调了课题组成员三
个“跨”
：
跨校内学科交融；
跨校际
专家合作；跨学界与政界沟通。
由于投资及境外投资问题的复杂
性，
课题还会涉及到经济学、政治
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子课题团
队内也吸纳了多所高校的法学专
家、人才，
且团队会通过实地走访
对发改部门、商务部门外管部门
等相关机构进行调研。此外，团
队还将通过走访中外企业，并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赴有关境外投
资的东道国主管部门，
由此收集、
产生一定量的信息数据，然后采
用文献汇编、建立数据库、提供立
法草案文本等多种形式整理相关
信息数据，为本课题带来衍生产
品。
“总而言之，希望我们的课
题能够帮助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
中‘合法走出去’、
‘ 合法走进去’
和
‘合法走上去’
！
”
龚柏华说。
文/项天鸽

复旦和陶氏公司签约继续合作研发
本报讯 持续八年的“复旦大
学-陶氏公司联合材料研究中
心”日前签署了新的三年期合作
协议，仍然聚焦材料科学领域，
在包装、基础设施、消费者护理
等应用领域进行研发合作和人
才培养。
中心设立于 2012 年，是陶氏
公司在亚太区高校建立的首座
联合研究中心。创新是联合中

心持续进步的动力，学术界和产
业界在共同的创新理念下进行
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致力于推
进开放式创新，探索材料科学的
未来。通过这一平台，陶氏公司
精选出了具有工业界科研背景
的课题开展合作科研，20 余名教
授、30 名余学生参与研究；在复
旦设立了“创新挑战奖”，数十名
老师获奖。
“联合材料研究中心”

主任、先进材料实验室主任赵东
元院士与陶氏公司亚太区首席
技术官姚维广博士认为，联合中
心不仅为校企合作模式树立了
创新范例，也为复旦和陶氏公司
的科学家们的科学研究、思想碰
撞、思路拓展、成果转化等提供
了一个重要平台，成为双方对接
的重要途径和窗口。
文/孙秋红

物理系举行
“导通你我”
导师交流会
本报讯 为连通导师与学生
之间的心路，物理系 11 月 24 日
举 办 了“ 导 通 你 我 ”活 动 ，林 志
方 、田 传 山 、戚 扬 、张 远 波 四 位

导师参加讨论。
导师们以自身经历为同学
们讲述了本科阶段的注意事项，
描绘了科研之路的前景与宏伟

未来。同学们称活动打开了未
来科研大门的一条缝，帮助他们
窥见门后辉煌的世界和暗藏的
荆棘。
文/陈雨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