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5ECONOMIC & TRADE UPDATE

经贸观察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

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

“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2013年以

来，“一带一路”在广袤大陆上落地

生根，在浩瀚海洋中乘风破浪，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更为未来的高质

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2013-2018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于

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增速，占中国货物

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27.4%；中国企业

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

在沿线国家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超

过4000亿美元。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

进，沿线国家间的贸易、投资与人文

交流等不断增多，各国海外企业在沿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策略研究
胡仁杰

【摘　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海外利益逐步增大，面临的海外风险也急剧上升，领事保护的复杂性前所未

有。为此，应做好事前事中一体化风险管理，密切与驻外使领馆的联系，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加大对安保硬件的投入，抓好对员工的安全培训和

教育，加强安全软环境建设，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经营保驾护航，切实保护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实现

与沿线国家的共建、共商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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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国家遭遇商业风险、自然灾害、交

通事故、恐怖袭击甚至军事政变的风

险也在上升。2013年以来，中国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数量和劳工人

数不断上升，中资企业、法人、劳工海

外利益保护和领事保护工作量也急剧增

加。2018年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会同各

有关部门妥善处理领事保护和协助案件

85439起。其中，咨询报案类案件43943

起，领事保护与协助类案件41496起，

平均每天约234起，每6分钟就有1起，

共涉及中国公民141577人。由此可见，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

外利益逐步增大，面临的海外风险也急

剧上升，领事保护的复杂性前所未有。

中国企业和公民如何利用领事保护体制

机制做好安全风险防范和应对突发事

件，切实保护其在沿线国家的海外利益

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一、中国海外利益与领事保护
（一）中国海外利益

海外利益是某国的国家利益在海外

的延伸，是其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次

驻外使节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要增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能力，为在

国外的中国公民和法人服务”。傅梦孜

等指出，中国海外利益是在中国领土之

外的中国国家利益，包括海外政治利

益、海外经济利益与海外文化利益，以

及为维护这些利益而相伴的海外安全利

益。陈伟恕认为，中国海外利益是指在

有效的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之外地域存在

的中国利益。他进一步提出“狭义中国

海外利益”和“广义中国海外利益”。

狭义中国海外利益为中国机构和公民在

海外的财产、生命和活动的安全。“广

义中国海外利益”是指在狭义中国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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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基础上，还包括在境外所有与中国

政府、法人和公民发生利益关系的有效

协议与合约，在境外所有中国民间和官

方所应公平获得的名誉、尊严和形象。

肖晞和郎帅认为，中国海外利益具有分

布的广泛性、种类的多样性、规模的超

大性与风险的复杂性四个特征。郑启航

和郭永良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面临

着全球安全挑战和地区安全风险，中国

应充分发挥倡议者和建设者双重角色，

实现反恐、海外利益保护和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衔接，并推动“一带一路”发展

和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完善。廖春勇和高

文胜认为，“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

规避海外利益扩展风险，是一个亟待解

决的问题。吴志成和董柞壮认为，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利益进一步扩展，

有效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的风险和挑战也

在增加。

（二）领事保护

领事保护是指派遣国的外交领事

机关或领事官员，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

内，在接受国保护派遣国的国家利益、

本国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中

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指出，“领事保

护是指中国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在所

在国受到侵害时，中国驻当地使、领馆

依法向驻在国有关当局反映有关要求，

敦促对方依法公正、妥善处理，从而维

护海外中国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从保护对象来看，凡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籍法》具有中国国籍者，都可以

受到中国政府的领事保护。也就是说，

只要是中国公民，无论是定居国外的华

侨，还是临时出国的旅行者；无论是中

国内地居民，还是香港、澳门和台湾同

胞，都是中国驻外使领馆提供领事保护

的对象。从保护内容来看，中国驻外使

领馆可以提供以下九个方面的领事协助

与保护，分别为：①推荐翻译、医生和

律师，以帮助当事人进行寻求医疗救助

或诉讼。②在东道国发生重大突发事件

时，为当事人撤离危险地区提供咨询与

必要协助。③在被拘留、逮捕或服刑

时，根据当事人请求进行探视。④在遭

遇意外时，协助当事人将事故或损伤情

况通知国内亲属。⑤协助与国内亲属联

系，解决当事人生计困难时所需费用。

⑥协助寻亲。⑦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有关法律和法规为在国外合法居留的

中国公民颁发、补发、换发旅行证件及

对旅行证件上的相关资料办理加注。⑧

为遗失旅行证件或无证件的中国公民签

发旅行证或回国证明。⑨可以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国际

条约为中国公民办理有关文件的公证与

认证；在与所在国的法律规章不相抵触

的情况下办理中国公民的婚姻登记手

续。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指出：“加快海外利益保护能

力建设，切实保护我国公民和法人安

全”。王毅外长在2016年“两会”答中

外记者问时说：“领事保护工作永远在

路上，事先预防而非事后补救，才是最

好的办法。预防性领保是我们今后工作

的方向。人民的利益大于天。同胞走到

哪里，我们的领事保护就应该跟随到哪

里。我们将全力为大家撑起一把越来越

牢固的保护伞、安全伞。” 

二、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面

临的风险和挑战
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

从点成线再到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绩。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民生改善，从贸

易往来到人文交流，“一带一路”倡

议惠及世界，赢得信赖。但同时也要看

到，共建“一带一路”涉及世界上政治

经济形势最为复杂的国家和地区，沿线

国家和地区东西方文明交汇，安全形势

错综复杂，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并

存，各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

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

异，贸易纠纷等此起彼伏，中国企业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仍面

临不同程度的潜在风险，中国企业海利

益保护面临一系列的风险和挑战。

第一，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众多，部分国家政治生态复杂，

政局长期动荡不安，国内民心不稳，内

乱不止，时常发生战乱、武装冲突、游

行示威、恐怖袭击等事件，外资企业的

资产安全和员工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保

证，使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海外利益

面临严峻挑战。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出

现域外大国深度介入的情况，利益博弈

长期复杂。

第二，经济风险。“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资源禀赋不同，经济治理能力千

差万别，部分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贫

富差距巨大，腐败现象严重，导致海外

劳务纠纷引发群体性事件频发。此外，

“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由

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程度等原因，一

些国家的汇率经常起伏不定，一些经济

政策朝令夕改，这使得中国企业在沿线

国家的利益充满不确定性。

第三，安全风险。“一带一路”的

两端是充满活力的东亚和经济发达的欧

洲，中间则经过多处地缘政治破碎区。

一些沿线国家深受恐怖主义、宗教极端

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侵扰，宗教极端

主义进入新一轮活跃期，地区教派冲

突蔓延外溢，社会问题聚集，犯罪率居

高不下，毒品走私、枪支贩卖、爆炸物

泛滥，爆炸、火灾、车祸、空难等意外

事故多发，严重影响沿线国家的安全稳

定，对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利益构成

严重威胁。

第四，文化风险。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中，民族和宗教的不同，导致

了国家间的文化差异，而国家间的文化

差异又会引起外资企业与本国企业的文

化冲突，文化冲突的升级或失控则会进

一步增加文化风险，使中国企业在沿线

国家的海外利益蒙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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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保护中国企业海外利

益的策略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十三五”

规划的深入实施，中国对外开放步伐进

一步加快，走出国门的企业数量持续增

加，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投资创业、落地生根，中

国海外利益的规模不断扩大，领事保护

也变得更加复杂。中国企业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海外利益的领事保护宜着

力做好以下几点：

（一）做好事前事中一体化风险

管理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开展贸易、投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

作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事前调查、

分析、评估相关风险，事中要做好风险

规避和管理工作，切实保障自身利益。

事前调查分析主要包括对投资项目或贸

易客户及相关方的资信调查和评估，对

投资或承包工程国家的政治风险和商业

风险的分析与规避，对项目本身实施的

可行性分析等，切实做到“不评估、不

立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投资经营应根据所在地风险等级不

同，实行相应的安全报告制度，及时向

国内和驻外使领馆报告项目安全及人员

情况。

（二）密切与驻外使领馆的联系，

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2011年11月，外交部开通了中国

领事服务网，为中国企业和法人提供

领事保护和服务信息，并利用“外交

小灵通”微博和微信，发布海外安全

提醒，并接受领保求助。2014年9月，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

心“12308”领事保护热线正式开通。

“12308”热线开通后，基本上做到中

国公民、企业走到哪里，领事保护就覆

盖到那里，领事服务就跟随到那里，为

中国企业和公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投资经营和人文交流提供了强有力

的保障。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经营

的企业要建立并不断健全海外企业突发

事件应急响应机制，海外企业一线负责

人要不断提高安全敏感性。海外企业要

制订可操作性强、分层分级的安全风险

防范工作规章制度，建立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机制，完善内部安全防范和应急预

案，层层落实，严格执行，并定期组织

员工就预案内容进行演练，根据实际情

况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安全形势发生

异常时，应及时向使领馆报告；突发事

件发生时，要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并向

国内有关部门及使领馆报告，及时有效

维护其安全和正当权益。

（三）加大对安保硬件的投入，抓

好对员工的安全培训和教育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投资经营要配备必要的安全保卫设施，

尽可能雇用当地保安或武装警察，以增

强安全防护能力。企业要储备急救药

品、食物、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在通信

条件较差、环境恶劣地区的项目营地

一定要配备海事卫星电话，确保信息

畅通。中国企业要将员工派出后的安

全培训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常抓不懈，

将日常安全培训工作纳入境外管理条

例。编制系统完善的海外安全防范工

作培训手册，定期和适时组织学习、演

练，督促员工不断提高自身安全防范意

识和能力。

（四）加强安全软环境建设，保护

企业合法权益

首先是守法经营，聘请法律顾问，

了解并遵守当地法律法规，避免出现因

手续不全、经营不规范甚至违规违法而

导致安全风险上升的情况。其次是诚实

守信，坚守商业道德，拒绝伪冒假货，

杜绝坑蒙欺骗和行贿索贿。再次是加强

中资企业间团结，避免恶性竞争、相互

拆台。四是融入当地社会，了解并尊重

当地习俗和民族宗教信仰，加强与当地

社会的跨文化沟通交流。五是不卷入当

地政治纷争，与当地社会群体或个人发

生纠纷时，应采取措施避免矛盾激化，

充分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六是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益事

业，做好环境保护，促进当地就业，使

当地社会切实感受到中国企业投资经营

为当地带来的实惠和利益，拓宽企业和

谐发展空间。七是广交各界朋友，特别

要建立与当地政府、警察、司法、移民

等部门的人脉关系，搞好与当地政府的

关系会使企业在遇到困难和安全问题时

得到有关方面的帮助。最后是加强宣传

交流工作，利用当地主流媒体，多宣传

本企业参与解决当地社会事务、促进当

地社会经济发展所做的善事，争取当地

各界对企业的理解和支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

院，广东　广州　51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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