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知识溢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知识溢出

陈春来

引　 言

自 ２００１ 年 “走向世界” 的战略实施以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得到快速增长。 中国在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３２６ ９ 亿美元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０３） 增长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 ０１ 万亿美元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６）。 中

国跨国企业 （ＭＮＥｓ） 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是多元的。 除了寻找市场、
追求效率和寻找资源以外， 中国跨国企业的一个主要动机是寻找战略资产，
以获取先进的技术、 生产工艺、 现代化的管理技能和国际认可的品牌， 从而

支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例如，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Ｌｉｕ 和 Ｓｃｏｔｔ⁃
Ｋｅｎｎｅｌ， ２０１１）。

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探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然而， 早期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中国跨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或者是东道国吸引中国投资者

的区位决定因素 （例如，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Ｃｈｅｕｎｇ 和

Ｑｉａｎ， ２００９； Ｔｏｌｅｎｔｉｎｏ， ２０１０； Ｗｅｉ 和 Ａｌｏｎ， ２０１０； Ｃｈｅｕ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Ｋｏｌｓｔａｄ 和 Ｗｉｉｇ， ２０１２； Ａｍｉｇｈｉｎ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５ａ）。 但是， 有关

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 不仅如此，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知识溢出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更为罕

见。 因此，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逆知识溢出效应， 并

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 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本章的目的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知识溢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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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 本章研究了省属企业 （绝大多数为私营企业） 和中央所属国有企

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知识溢出是否对省级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
通过对中国 ３０ 个省份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 在控制外商

直接投资对省级经济增长的知识溢出效应之后， 无论是省属企业还是中央所

属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均通过逆向知识溢出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省级经济

增长。 总体而言， 这篇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表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

了中国经济增长。
本章在文献上做出了两个贡献。 第一， 这篇文章同时研究了外商对中国

的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① 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② 对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而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和对外直接投资对

母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 第二， 这篇文章研究了来自省属

企业和中央所属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省级经济增长。 这些发现

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政策制定者

来说， 在设计和执行相关政策方面从而促进和强化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

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有着政策指导意义。
本章的其他部分结构如下： 下一节评述相关文献并讨论对外直接投资逆

向知识溢出效应的相关理论和作用渠道； 第三节讨论分析框架和实证模型，
描述数据和设定变量； 第四节讨论回归结果， 第五节提供结论和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知识溢出： 理论与文献

“知识溢出” 这一术语指的是在没有任何经济交易的情况下发生的知识

流动 （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 １９９２）。 外国直接投资是最重要的一种国际知识溢出方式

（例如， Ｄｕｎｎｉｎｇ， １９９３； Ｄｕｎｎｉｎｇ 和 Ｌｕｎｄａｎ， ２００８）。 从外国直接投资获得

的知识溢出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重要的知识来源 （例如，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０４；
Ｋｎｅｌｌｅｒ 和 Ｐｉｓｕ， ２００７； Ｓ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在理论文献中 （例如， Ｈｙｍｅｒ， １９７６； Ｄｕｎｎｉｎｇ， １９７７，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３， ２０００； Ｃａｖｅｓ， １９９６）， 外国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所有权优势和企业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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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情况下， 中国是东道国。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下， 中国是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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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形资产给东道国带去一揽子资本、 先进和专项技术、 现代企业管理、 成

熟的市场营销技巧、 组织良好的国际分销渠道、 与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和谐

关系、 良好的声誉以及其他无形资产。 因此， 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对东道国企

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产生的知识溢出可以是横向的———通过

在相同产业内的示范效应、 劳动力流动和信息流来实现。 但是外国直接投资

也可能对当地企业带来激烈的竞争。 一方面， 竞争可以迫使当地企业提高其

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 从而变得更加具有创造性并更加有效地使用现有资

源， 最终提高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 竞争也可以将当地企业挤出产品市场、
劳动力市场和资源市场 （例如， Ａｉｔｋｅｎ 和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１９９９； Ｈ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ｂ； Ｆｕ， ２０１１； Ｓ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因此， 外国直接投资产生的横向知识溢出效应对本地企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Ｇｏｒｇ 和 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ｙ， ２００４）。
外国直接投资也可以产生纵向的知识溢出效应， 通过供应链内的上下游

产业联系来实现 （例如，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０４； Ｋｎｅｌｌｅｒ 和 Ｐｉｓｕ， ２００７； Ｓ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当外国直接投资企业为它们的客户提供更

好的中间投入品， 或者当它们向其供应商传递知识以获得更高质量投入品和

准时交货时， 外国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东道国上下游企业的

生产效率。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对母国经济产生逆向知识溢出呢？ 从理论上讲， 产生

逆向知识溢出需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子公司获取并吸收东道国的具体

知识， 这既可以通过直接的跨国并购 （Ｍ＆Ａ）， 也可以通过间接的逆向知识

溢出来实现， 如示范效应、 劳动力流动以及与东道国大学、 科研机构和行业

协会保持的纵向产业联系与外部网络联系。 第二阶段， 这种专门知识直接通

过子公司传递回母国， 或者通过企业内的劳动力流动来实现。 第三阶段， 这

种获得的国外知识溢出给母国的国内企业或其他知识受体， 并为母国经济所

间接吸收。
有理由假设， 逆向知识溢出的传导渠道和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内企

业的知识溢出传导渠道是类似的。 下面的讨论， 将聚焦在从母国跨国企业向

母国国内企业的逆向知识溢出的渠道上。 第一个渠道是示范效应和模仿效

应。 如果母国跨国企业获取国外的先进知识， 就会将这些知识传递回总部并

将新技术应用于母公司的生产， 其他的国内企业可能会通过示范效应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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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模仿该项知识， 从而从中受益。 然而， 如果母国跨国企业和其他国内企业

处于相同的行业， 示范效应也可能会导致它们之间的竞争。 这种竞争的加

剧， 不仅导致了母国国内企业模仿母国跨国企业的先进技术和技巧以求得生

存， 而且也迫使本国企业进行创新以改善经营绩效和更有效地使用现有技术

（例如， Ｂｌｏｍｓｔｒöｍ 和 Ｋｏｋｋｏ， １９９８； Ａｉｔｋｅｎ 和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１９９９；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跨国企业向其母国经济产生逆向知识溢出的第二个渠道是劳动力流动。
那些曾经受雇于国外子公司并在委派期间获取国外知识的回国人员， 可能有

助于他们所在跨国母公司和母国经济的知识创造和创新。 回国人员也可能会

带回重要的外部网络以促进知识的交流。 因此， 母国国内企业不仅受益于产

品与流程相关的信息， 而且还受益于其雇员的特定国家知识， 这些都有助于

开拓新的出口市场。 所以， 母国跨国企业归国人员的劳动力流动也可以增加

母国经济中的总体知识存量。 Ｆｉｌａｔｏｔｃｈｅｖ 等 （２０１１） 发现中国高技能劳动力

的回流为中国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知识传播渠道。 Ｄａｉ 和 Ｌｉｕ （２００９） 使用中

国中小企业 （ＳＭＥｓ） 数据研究发现， 归国企业家可以利用他们在海外获得

的无形资产发展其竞争优势。 更重要的是， 他们研究还发现， 本地企业家也

能通过与归国企业家保持紧密的商业联系而受益。
逆向知识溢出的第三种渠道是母国跨国企业与本国经济之间的后向联系

（从母国跨国企业向母国供应商） 与前向联系 （从母国跨国企业向母国的客

户）。
母国跨国企业的后向联系能以多种方式有益于母国经济。 第一， 母国跨

国企业可能会通过对产品质量和及时送达施加要求， 从而有利于改善母国供

应商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如果母国跨国企业愿意向它们母国的供应商提

供帮助， 以促进生产管理和技术的升级， 那么后者就可能加强其生产管理和

生产技术， 并因此获得帮助， 以改善产品质量和推动创新的形成 （例如

Ｌａｌｌ， １９８０；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和 Ｓｃｈｍｉｔｚ， ２００２；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０４； Ｋｎｅｌｌｅｒ 和 Ｐｉｓｕ，
２００７）。 第二， 母国国内企业为了成为母国跨国企业的供应商而产生的竞

争， 将可能进一步提升其生产效率———例如， 如果它们被要求更加有效地运

用其资源或者被要求采用新型的生产技术或生产流程 （Ｃｒｅｓｐｏ 和 Ｆｏｎｔｏｕｒａ，
２００７； Ｈｅｒｚｅｒ， ２００９）。 第三， 出口导向型的母国跨国企业， 其拥有的商业

联系可能会为母国供应商提供外国市场条件的相关信息———例如， 消费者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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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设计、 包装、 产品质量要求和法规环境等 （ Ｂｌｏｍｓｔｒöｍ 和 Ｋｏｋｋｏ，
１９９８）。 这类知识反过来可能有助于母国供应商建立它们面向国外市场的直

接出口渠道。 第四， 通过提升母国供应商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母国跨国

企业可能会将这种效益延伸到母国那些为最终用户生产消费品的其他下游厂

商。 因为这些厂商可以获得更加廉价， 技术也更加先进的中间投入品

（Ｋｕｇｌｅｒ， ２００６； Ｂｌａｌｏｃｋ 和 Ｇｅｒｔｌｅｒ， ２００８）。
母国跨国企业也可以通过前向联系将它们获得的国外知识扩散到母国经

济中， 无论它们作为母国经济中间投入品的供应商， 还是将其先进的中间投

入品出售给下游母国企业。 首先， 母国下游企业可能会由于能够获得上游产

业部门中母国跨国企业生产的新型、 改进或低成本的中间投入品， 而变得更

加具有效率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０４）。 其次， 母国下游企业向母国跨国企业购买中

间投入品时可能会获得其提供的配套服务， 而这些服务在购买进口品时是无

法获得的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０４）。 总体而言， 母国跨国公司供应商将通过提供母

国经济体之前不可获得的新型中间品而增加母国的知识库存。
于是， 在理论层面上， 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对母国经济产生逆向知识溢

出， 从而提升生产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增

长产生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是相当有限的， 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

言更是如此。
在现有的实证研究中， ｖａｎ Ｐｏｔｔｅｌｓｂｅｒｇｈｅ ｄｅ ｌａ Ｐｏｔｔｅｒｉｅ 和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

（２００１）， 使用国家层面的数据， 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效应———特

别是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对 １３ 个工业化国家母国生产率的影

响。 他们发现， 在对外直接投资直接投向研发密集型东道国的案例中，
这些母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均得到了提升。 Ｈｅｒｚｅｒ （２０１０） 使用 ５０
个国家的跨国数据研究发现， 对外直接投资正向地影响母国经济体的经

济增长。
Ｄｒｉｆｆｉｅｌｄ 等 （２００９） 使用英国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研究，

这些对外直接投资投向了有着不同劳动力成本和研发强度的东道国。 结果

发现， 无论是投向高成本、 高研发强度的东道国， 还是投向低成本、 低研

发强度的东道国， 对外直接投资都显著地增加了英国的 ＴＦＰ。 于是他们得

出结论： 不仅是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还是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均

对母国 的 ＴＦＰ 产 生 了 积 极 影 响。 类 似 证 据 还 包 括 Ｄｒｉｆｆｉｅｌｄ 和 Ｃｈｉ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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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他们使用了行业层面数据研究了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５ 年中国台湾对大陆

直接投资对中国台湾生产率的影响。 他们发现， 中国台湾的劳动生产率受

到流向大陆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并得出结论， 生产率提升得益于垂直

或者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 将低增加值的活动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比

中国台湾低的大陆。 因此， 这两个研究———Ｄｒｉｆｆｉｅｌｄ 等 （２００９） 和 Ｄｒｉｆｆｉｅｌｄ
和 Ｃｈｉａｎｇ （２００９） ———显示， 生产率提升不一定要依赖于技术获取型对外

直接投资。 如果企业将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配置到低成本的地区并将高附

加值生产活动保留在母国， 那么母国的生产率也能通过效率寻求型对外直

接投资得到提升。
许多研究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内企业生产

率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 一项由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 开展的爱尔

兰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层面数据实证研究发现， 对外直接投资对爱尔兰跨国企

业生产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没有证据表明其对爱尔兰经济中的国内企

业具有生产率溢出效应， 无论这些企业是跨国公司的直接竞争者， 还是隶属

于跨国企业的垂直价值链。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 的研究发现， 只

有进行对外投资的跨国企业从中受益， 一个原因可能是生产率的提升源自成

本的下降， 而这种成本的下降得益于跨国企业可以获得更廉价的投入品。 然

而， 这种能力只对跨国企业有效， 而不可传递回母国经济 （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 Ｖａｈｔｅｒ 和 Ｍａｓｓｏ （２００７） 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基于爱沙

尼亚企业层面的数据， Ｖａｈｔｅｒ 和 Ｍａｓｓｏ 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爱沙尼亚跨国企

业生产率产生了积极影响。 然而， 跨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并未对母国其

他企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 相反，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ｉ 和 Ｚａｎｆｅｉ （２００６） 使用来自意大

利的企业层面数据研究发现， 意大利国内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显著地受益于意

大利的跨国企业。
但是， 从发展中国家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逆

向知识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还相当有限。 在仅有的少数文献中， Ｈｅｒｚｅｒ
（２０１１） 使用 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５ 年 ３３ 个发展中国家样本， 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和母

国 ＴＦＰ 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Ｚｈａｏ 和 Ｌｉｕ （２００８） 使用国家层面的数据研究

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研发溢出效应。 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从

东道国向母国传递技术溢出， 促进了中国生产率的提升。 Ｚｈａｏ 等 （２０１０）
使用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７ 年流向发达国家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研究了技术

８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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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生产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 中国在发达国家的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的 ＧＤＰ 的增长有着显著的效应， 而通过示范效应和模

仿效应渠道引致的效率提升， 是比技术变迁效应更大的生产率增长来源。
上述提及的实证研究， 为对外直接投资和母国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提供

了有价值的见解。 然而这些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 例如， 早期有关对外直接

投资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文献在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向母国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

逆向溢出效应时， 没有在实证模型中控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这将导致有

偏的估计。 因此， 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定

论， 尤其需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更多的研究， 从而对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

济增长的效应获得全面的了解。

分析框架和经验模型

基准模型

　 　 我们用总生产函数方程 （１） 估计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省级经济增长的

影响。

Ｙｉｔ ＝ ＡｉｔＬ Ｂβ１
ｉｔ Ｄ Ｋβ２

ｉｔ Ｆ Ｋβ３
ｉｔ （１）

在方程 （１） 中， Ｙｉｔ是省份 ｉ 在第 ｔ 年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 Ａｉｔ是省份 ｉ

在第 ｔ 年的 ＴＦＰ 水平； ＬＢ ｉｔ是省份 ｉ 在第 ｔ 年的总劳动投入； ＤＫ ｉｔ是省份 ｉ 在

第 ｔ 年的国内资本存量； ＦＫ ｉｔ是省份 ｉ 在第 ｔ 年的外国资本存量， 它代表外商

直接投资作为资本投入对省级经济增长的贡献。
为了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知识溢出对省级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们需要

控制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 正如第二节所提及的， 因为外商直接投

资给东道国带去了一系列企业特定无形资产， 它可能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
提升当地企业的生产效率， 从而有助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参考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的文章， 我们假设一个省份的总资本存量中外商直接投资资

本存量的份额 （ ＩＦＤＩ ／ ＰＴＫ） 越高， 那么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知识溢出对该

省经济增长的效应就越强。
我们在第二节讨论过， 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产生逆向知识溢出， 例如

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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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效应和模仿效应、 劳动力流动和垂直的产业联系等， 从而促进母国

的经济增长。 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企业主要分为两类： 中央所

属的国有企业和省属企业。 中央所属的国有企业在中国全部对外直接投

资中占了绝大多数， ２０１４ 年约占中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６４％ 。 然

而， 自 ２０００ 年开始， 省属企业快速增加对外直接投资， 并在 ２０１４ 年超

越了中央所属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中国商务部， ２０１４）。 尽管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资本存量仍然是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占主导， 但是省

属企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因此， 我们分别从省

属企业和中央所属国有企业的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省级经济的影响。
我们假设每个省份具有相同的机会获得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的逆向知识溢出。 我们还期望， 省级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省级资本总存

量中的比重 （ＰＯＦＤＩＳ ／ ＰＴＫ） 越高， 以及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存量在全国资本总存量中的比重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 ＮＴＫ） 越高， 那么省级对外

直接投资和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知识溢出对省级经济

增长的影响就越大。
基于上述的假设， Ａｉｔ可以用方程 （２） 定义如下：

Ａｉｔ ＝ Ｂｉｔ ｅｇ ＩＦＤＩＳ ／ ＰＴＫｉｔ－１，ＰＯＦＤＩＳ ／ ＰＴＫｉｔ－１，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 ＮＴＫｔ－１( ) （２）

在方程 （２） 中， Ａｉｔ是省份 ｉ 在第 ｔ 年的 ＴＦＰ 水平， Ｂ ｉｔ是省份 ｉ 在第 ｔ 年

的 ＴＦＰ 水平的残差； ＩＦＤＩＳ ／ ＰＴ Ｋ ｉｔ － １是省份 ｉ 在第 ｔ － １ 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存

量在 ｉ 省全部资本存量中的比重， 这一指标代表了外商直接投资知识溢出对

省级经济增长的影响； ＰＯＦＤＩＳ ／ ＰＴ Ｋ ｉｔ － １是省份 ｉ 在第 ｔ － １ 年的省级对外直

接投资存量在 ｉ 省全部资本存量中的比重， 这一指标代表了省级对外直接投

资的逆向知识溢出对省级经济增长的影响；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 ＮＴ Ｋ ｔ － １是第 ｔ － １ 年

中央所属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全国资本总量中的比重， 这一指标

代表了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知识溢出对省级经济增长的

影响。
将方程 （２） 与总生产函数方程 （１） 融合———通过对劳动力变量

（ＬＢ）、 国内资本变量 （ＤＫ） 和外国资本变量 （ＦＫ） 取自然对数， 然后重

新整理方程右边的各项， 并加入常数项 （β０） 和误差项 （εｉｔ）， 我们得到下

面的实证回归方程 （３）：

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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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Ｙｉｔ ＝ β０ ＋ β１ ｌｎＬ Ｂｉｔ ＋ β２ ｌｎＤ Ｋｉｔ ＋ β３ ｌｎＦ Ｋｉｔ ＋ β４ ＩＦＤＩＳ ／ ＰＴ Ｋｉｔ－１

＋ β５ＰＯＦＤＩＳ ／ ＰＴ Ｋｉｔ－１ ＋ β６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 ＮＴ Ｋｔ－１ ＋ ｅｉｔ （３）

这一实证模型允许我们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知识溢出和对外直接投资

产生的逆向知识溢出对省级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检验。 第一， 如果系数β４显

著为正， 那么有证据表明， 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促进了东道国省级经济

的增长。 第二， 如果系数β５显著为正， 那么就有证据表明， 省级对外直接投

资的逆向知识溢出促进了母国省级经济的增长。 第三， 如果系数β６ 显著为

正， 那么就有证据表明， 中央所属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知识

溢出促进了母国省级经济的增长。

数据和变量设定

省级 ＧＤＰ （Ｙ） 和省级资本总存量 （ＰＴＫ） 使用 Ｗｕ （２００９） 的数据，
以 １９７８ 年不变价格的 １０ 亿元人民币计价度量。① 中国的全国资本总存量使

用省级资本总存量加总， 以 １９７８ 年不变价格的 １０ 亿元人民币计价度量。 劳

动力投入 （ＬＢ） 是每个省的就业总人数， 以百万人数度量。②

计算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在省级总资本存量中的比重

外国资本存量 （ＦＫ） 采用每个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来度量， 并使用

下面的步骤计算。 第一， 将年度外商直接投资流量③的美元价值使用年度平

均官方汇率转化为人民币价值。 第二， 将年度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人民币价

值用 １９７８ 年价格进行平减。 第三， 假设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折旧率为 ５％ 。
最后，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使用每年的年末值进行累加得到， 并以 １９７８ 年不

变价的 １０ 亿元人民币度量。
每个省的国内资本存量 （ＤＫ） 可以通过该省的资本总存量减去外商直

接投资存量 （ＦＫ） 得到。
给定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和省级资本总存量， 就可以计算得到外商直接投

资存量在省级资本总存量中的比重 （ ＩＦＤＩＳ ／ ＰＴＫ）， 并且用于估计外商直接

１８３

①

②

③

Ｗｕ （２００９） 在最新公布的国民账户数据基础上， 使用了传统的永续盘存法推出中国 ３１ 个

省份和三个经济部门从 １９７７ ～ ２００９ 年的资本存量序列， 数据在 ２０１４ 年更新。
劳动力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数据， 在 ２００５ 年及以前， 来自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 在 ２００５ 年以后，
来自省级统计年鉴 （历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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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知识溢出对省级经济增长的影响。 有理由假设，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和

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经济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具有时滞， 所以在模型中对

ＩＦＤＩＳ ／ ＰＴＫ 应用了一年的时滞。

计算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省级资本总存量中的比重

计算省级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ＰＯＦＤＩＳ） 和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

投资存量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的方法与计算外商直接投资存量 （ ＩＦＤＩＳ） 的方法

相同。 从省属企业和中央所属国有企业流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来自

《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 （中国商务部，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年）。
给定省级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ＰＯＦＤＩＳ） 和省级资本总存量， 就可以计

算得到省级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省级资本总存量中的比重 （ ＰＯＦＤＩＳ ／
ＰＴＫ）。 可以用它来估计省属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知识溢出对省级经济

增长的影响。 中央所属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在全

国资本总存量中的比重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 ＮＴＫ） 可以采用类似的计算方法， 并

用于估计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知识溢出对省级经济增长

的影响。 我们还假设， 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和对外直接投资产生逆向知识溢

出会经历一个时滞， 从而在模型中设定 ＰＯＦＤＩＳ ／ ＰＴＫ 和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 ＮＴＫ 的

值滞后一年。

回归结果和解释

本章的实证研究使用了中国 ３０ 个省份①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年的面板数据库。②

首先， 我们使用省级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省级总资本存量中的比重

（ＰＯＦＤＩＳ ／ ＰＴＫ） 以及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全国总资本存

量中的比重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 ＮＴＫ）， 来估计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知识溢出对省

级经济增长的影响。 作为稳健性分析， 我们还分别使用了省级对外直接投资

存量 （ＰＯＦＤＩＳ） 和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作

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替代变量估计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知识溢出对省级经济增

长的影响。
表 １ 展示了方程 （３） 的估计结果， 其中分别使用省级对外直接投资存

２８３

①

②

由于数据缺失， 西藏排除在样本外。
只有在 ２００３ 年以后才能获得省级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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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省级总资本存量中的比重 （ＰＯＦＤＩＳ ／ ＰＴＫ） 以及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对外

直接投资存量在全国总资本存量中的比重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 ＮＴＫ） 作为对外直接

投资的解释变量。 第 １ 列报告了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第 ２ 列报告了固

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的结果表明， 更倾向于使用固定效用

模型。 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都揭示， 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均通过知

识溢出对省级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为正的影响。 因为固定效应模型消除了可

能影响到省级经济增长的省级特质因素和随时间不变的因素。 所以我们的解

释将建立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的基础上。

表 １　 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对省级经济增长影响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常数
０ １９３６
（１ ３６）

１ ０７５１
（６ １３）∗∗∗

ｌｎＬＢ
０ ２６９６

（８ ５２）∗∗∗

０ ０１１１
（０ ２２）

ｌｎＤＫ
０ ６１８１

（２３ ０５）∗∗∗

０ ６０５１
（２３ ６５）∗∗∗

ｌｎＦＫ
０ ０８２６

（４ ８０）∗∗∗

０ ０５００
（２ ８９）∗∗∗

ＩＦＤＩＳ ／ ＰＴＫｔ － １
０ ０２０１

（４ ００）∗∗∗

０ ０１７２
（３ ６０）∗∗

ＰＯＦＤＩＳ ／ ＰＴＫｔ － １
０ ０９４４

（２ ００）∗∗

０ １２３５
（２ ７９）∗∗∗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 ＮＴＫｔ － １
０ ２３９７

（５ ２３）∗∗∗

０ ４２５７
（８ ８９）∗∗∗

观察值个数 ３２２ ３２２

分组数 ３０ ３０

Ｒ２ ０ ９８ ０ ９３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３７１２∗∗∗

Ｆ—统计量 ２５２２∗∗∗

　 　 注：∗∗∗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 括号中数字表示 ｔ 检验统计值。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全部资本存量

的份额用来代表对外直接投资变量。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ｃｈｉ２ ６( ) ＝ ７０ ３５，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 ０ ００００， 倾向于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资料来源： 笔者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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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得到的回归结果显示， 国内资本投入变量 （ＤＫ）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劳动力投入变量 （ＬＢ） 为正， 但不显著。 这表明

中国各省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强于劳动力的投入。 外国资本变量

（ＦＫ）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从而提供了实证证据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作

为资本投入对东道国的省级经济增长产生直接贡献。
回到我们感兴趣的主要变量， 第一，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在省级总资本存

量中的比重 （ ＩＦＤＩＳ ／ ＰＴＫ） 这一变量———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知识溢出———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一发现提供了一定的实证证据表明， 外商直接

投资通过对当地经济的知识溢出而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 这一发现与之前

的实证研究结果相一致 （例如，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第二， 变量 ＰＯＦＤＩＳ ／ ＰＴＫ———省级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知识溢

出———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说明， 省级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逆向知识

溢出对母国省级经济增长产生了正的影响， 从而促进省级经济增长。
第三， 变量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 ＮＴＫ———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

逆向知识溢出———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从而表明中央所属国有企业的

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逆向知识溢出促进了母国经济增长。
我们使用变量 ＰＯＦＤＩＳ 和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分别替代了 ＰＯＦＤＩＳ ／ ＰＴＫ 和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 ＮＴＫ， 进行回归和稳健性检验。 表 ２ 报告了估计结果。 第 １ 列报

告了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第 ２ 列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倾向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都表明， 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对省级经济

增长都产生了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 同样， 因为固定效应模型消除了可能会

对省级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省级特征因素和随时间不变因素的影响， 所以我

们的解释将建立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的基础上。
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表明， 国内资本投入变量 （ＤＫ） 在 １％ 的水

平上显著为正， 劳动力投入变量 （ＬＢ） 虽然为正， 但不显著。 外国资本变

量 （ＦＫ）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些结果与表 １ 中报告的估计结果相

一致。
变量 ＩＦＤＩＳ ／ ＰＴＫ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支持了我们早期的发现， 即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具有显著为正的知识溢出效应， 从而促进了东道

国的省级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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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对省级经济增长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常数
０ ５１６９

（３ ６３）∗∗∗

１ ０６８３
（６ ６７）∗∗∗

ｌｎＬＢ
０ ２８８４

（９ ６２）∗∗∗

０ ０７２６
（１ ４８）

ｌｎＤＫ
０ ５７３０

（２２ ７２）∗∗∗

０ ５８５２
（２３ ９１）∗∗∗

ｌｎＦＫ
０ ０８４０

（５ １５）∗∗∗

０ ０５３２
（３ ２０）∗∗∗

ＩＦＤＩＳ ／ ＰＴＫｔ － １
０ ０１６５

（３ ５４）∗∗∗

０ ０１４３
（３ １９）∗∗∗

ｌｎＰＯＦＤＩＳｔ － １
０ ０２９２

（６ １９）∗∗∗

０ ０２５７
（５ ７５）∗∗∗

ｌｎＳＯＥＯＦＤＩＳｔ － １
０ ０１６０

（２ ３４）∗∗

０ ０３８３
（５ ４４）∗∗∗

观察值个数 ３２２ ３２２

分组数 ３０ ３０

Ｒ２ ０ ９８ ０ ９５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５５８６∗∗∗

Ｆ—统计量 ２７８４∗∗∗

　 　 注：∗∗∗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 括号中数字表示 ｔ 检验统计值。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用来代表对外直

接投资变量。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ｃｈｉ２ ６( ) ＝ ５６ ６７， 以及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 ０ ００００， 倾向于使用固定效应

模型。
资料来源： 笔者的估计。

现在我们转向主要关心的变量。 变量 ＰＯＦＤＩＳ 和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均在 １％ 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 估计结果显示， 无论是来自省属企业还是来自中央所属国

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均对母国经济具有显著为正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 从

而有助于省级经济增长。 这些结果与表 １ 的回归结果相一致， 从而表明我们

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参考我们在本章第二节的讨论， 省级对外直接投资和中央所属国有企业

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省级经济增长的影响， 可能是母国跨国企业向母国经

济的逆向知识溢出的结果。 这些逆向知识溢出可能来自示范效应、 模仿效

应、 劳动力流动、 信息流、 促进当地企业出口和帮助母国经济产业重构和技

术升级， 从而提升当地企业的生产效率， 促进母国经济的增长。 这一发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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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 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逆向知识溢出的方式对母国经济

产生积极影响， 从而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 在当前深化全球化进程、 加速国

内产业重构和技术升级的环境下， 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结　 论

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 是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知识溢出对中国省级经

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一个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 无论是省属企业还是中央所属

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均对促进省级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这种正

向效应可以看作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知识溢出对母国的省级经济产生影响的结

果。 这些结果可能是通过示范效应和模仿效应、 劳动力流动、 后向与前向产

业联系、 信息流、 促进当地企业出口和帮助母国经济产业重构和技术升级等

方式来实现的， 从而促进了当地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和效率改进， 推动了母国

经济的发展。 这篇研究还发现，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知识溢出的方式也对当地

经济产生显著为正的影响， 从而促进了省级经济增长。
这篇研究的发现表明， 中国可以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很多收益。 在对

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逆向知识溢出、 促进出口、 加速产业重构和技术升级等

方式为母国经济带来收益的条件下， 中国政府应该考虑推出相关政策鼓励对

外直接投资， 并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知识溢出效应。 这些政策包

括： 让对外直接投资机制更加开放和市场化， 鼓励研发和技术开发等提升中

国国内企业所有权优势， 以及鼓励中国跨国企业和国内企业加强联系， 从而

强化和加速对外直接投资向中国经济逆向知识溢出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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