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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升级
王碧臖

引　言

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担忧是增长质量问题。中国过去三十多年令人瞩目

的经济快速增长具有粗放性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

价。这一情况在２１世纪进一步恶化。工业部门———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贡

献者，自１９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经历了显著的重工业化的过程。在工业部

门内部，制造业仍然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绝大部分利润被那些提供技术、设

计、零配件和其他服务的跨国企业获取 （ＷａｎｇａｎｄＷａｎｇ，２０１１）。

另外，除了主要将外汇储备投资到低收益的发达国家政府债之外，中国

令世界震惊的大量资本输出，日益呈现出对外直接投资形式。中国每年的对

外直接投资流量从 ２００３年的 ２８５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１０年的 ６８８亿美元，

在八年内增长了２０多倍。

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可以发挥提高中国增长

质量的促进作用？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可以促进经济

升级，促进产业向价值链更高端迁移？如果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是否需

要必要的前提条件来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是否满足这些条件？本章节通过从 ２００３年到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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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翔实且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层面投资信息，采用计量分析法来试图

回答这些问题。

通过分析，主要有三个发现。第一，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理由是获取自然资源以及先进技术、广受认可的品牌、

发达的市场渠道等战略性资产。利用其他欠发达国家更低的生产成本这类

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当下对中国投资者的主要吸引力。第二，

企业能力是中国企业战略性资产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决定因素，但

不是自然资源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对于自然资源获取型对外

直接投资而言，行业竞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激烈的行业竞争迫使中国制

造业企业到海外投资。第三，有过剩产能／落后产能的中国企业更可能进行

自然资源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

性较低。

这对于中国经济升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自然资源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

有可能帮助中国企业克服资源瓶颈。但是如果没有合适的制度改革，例如要

素市场自由化，这类投资可能导致更大的资源使用强度，更多的温室气体排

放和其他污染等负外部性，以及更加恶化的经济结构。

作为对比，我们认为通过战略资产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来提升中国经济

更为有利。一方面，相对于有其他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而言，那些进行

战略性资产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拥有一定程度的技术能力，从而有助

于它们吸收获取的战略性资产。另一方面，那些战略性资产获取型对外直接

投资企业更有可能来自竞争压力较小、利润率更高的行业。因此，它们不仅

有资本去获取海外那些战略性资产，而且它们的利润空间可以作为一个较好

的缓冲，来抵御短期的可能损失，来使得那些战略性资产在长期发挥作用。

但是我们同时也承认，这两个有利的条件并不能保证成功。较差的公司治

理，缺乏透明度和经验，以及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差异的文化，所有这些都

是未来的挑战。中国企业要想成为真正的跨国企业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中

国经济要想实现转型升级也尚需时日。

本章的剩余部分首先考察了中国经济的工业结构特征，参考日本经验，

讨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可能作用机制，并且讨论了关于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现有文献。其次，我们呈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

情况，识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进行了独立的评估，并用 Ｐｒｏｂ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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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进行了回归检验。再次，我们进行了企业能力和行业竞争的实证分析。

最后，在结束语之前，我们讨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的

启示。

中国的工业特征是什么？

中国有庞大的工业部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国工业部门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平均达到 ４６５％。以 ２００８年为例，中国工业占 ＧＤＰ的比重为

４７５％，与美国的２１４％、日本的２８％以及世界 ２７％的平均水平形成鲜明

对比。如此庞大的工业部门反映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产品出口满足

全球需求的国际地位。

除了庞大的工业部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还经历了显著

的重工业化过程。重工业在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 １９９８年的 ５７１％

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７１４％ （见图７－１）。当一个大型经济体进入工业化后期

时，必然会经历重工业的发展。但是不可持续的是，中国的发展道路以粗放

式增长为特点，这反过来又增加了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

图 ７－１　规模以上工业产出的不同元素，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国内企业在中国的工业总产出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其中，国内的国有企业的生产权重则在下降 （见图７－１）。国内企业在中国

总工业产出的比重虽然从 １９９８年的 ７５３％下降到 ２００４年的 ６８６％，但

２００５年之后有所回升，在２０１０年达到７２８％。国有企业对工业产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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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９８年的４９６％下降到 ２０１０年的 １２２％。虽然如此，国有企业享有的

优待地位使得它们获得了大量的资源，例如银行贷款以及直接融资，它们还

享有在烟、油气等某些垄断行的超额利润。另外，大量非国有部门，面临上

升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以及下降的外部需求，而不得不进行激烈的竞争。

从结构上看，政府对经济的大量干预，伴随着扭曲的要素市场，导致了

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例如，在工业部门出现的投资过量、产能过剩、重复建

设、落后产能等。钢铁、水泥和其他有过剩产能问题的传统性行业，受到政

府的补贴，仍然在进行扩张。一些诸如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受到

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的鼓励，同样陷入过量投资、重复建设的泥沼中。炼

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冶炼、铅冶炼、水泥、玻璃、

造纸、酒精、味精、柠檬酸、皮革、印染、化纤这些行业 １５％ ～２５％的总

产能是低效的落后产能，严重污染了环境。

中国的工业部门———经济体中最重要的部分，需要深刻的结构调整。过

剩的产能需要被消化，落后的产能需要被淘汰，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升级

必须发生。完成关键能源和资源价格的市场化、严格实施环境监管机制、加

快金融体系自由化都是需要进行的重要步骤。而另一个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

是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国内产业升级？

机制

　　从价值链的角度，产业升级可以被定义为经济角色———国家、产业、企

业、工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从低价值的活动向相对高价值的活动移动的

过程 （Ｇｅｒｅｆｆｉ，２００５）。产业升级通常呈现出四种形式：①流程升级，通过

引入更有效的生产方法和先进技术，使得生产质量得到提高；②产品升级，

移向生产更复杂、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或服务；③功能升级，承担有更高收入

的新功能，或者遗弃更低收入的旧功能；④部门间升级，水平进入新的部门

（Ｇｅｒｅｆｆｉ，１９９９）。

在一个市场经济体中，产业升级尽管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却受到市

场竞争、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等因素的推动。伴随着更自由的信息和资本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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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以及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全球化极大地加快了这一过程。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指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母国的产业升级

（Ｋｏｊｉｍａ，１９７８）。在这里，边际产业是指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本币升值、

环境压力增大等产生的失去比较优势的母国制造业产业。一些不是产业相关

的资源 （例如金融资源）转移到扩张的行业，促进了那些行业的发展。其

他一些行业相关的资源能够被转移出去，在其他具有有利要素条件的国家使

用，否则只会浪费在母国 （Ｏｚａｗａ，１９７９）。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主要解释的是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

应。这类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位于发展中国家，目的是获得更廉价的要素投

入，尤其是劳动力。除了在欠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来降低生产成本的动机

外，对外直接投资的其他动机同样可能积极影响一国的产业升级，虽然渠道

和程度各异。

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通常是为了防守性地维护市场地位或者进攻性

地增加市场份额。理论上，如果投资企业的金融表现得到改善，这些企业就

有更多的资源和资金进行研发与进行流程和产品升级。

自然资源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移除企业增长和发展的资源瓶颈。

但是不利的是，减少了企业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压力，这反

而不利于母国的产业升级。

对于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而言，获得技术和品牌有助于通过

引进更有效率的生产来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将企业转型到更高附加值产品

和服务的生产，促进企业承担有更高收入的新功能。所有这些都是产业升级

的重要方面。除了技术和品牌，另外的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关

键元素是改善市场渠道。投资企业可以从中受益于更高的销售，以及伴随的

更多的利润。从这个角度看，如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有更多的金

融资源来进行生产能力和产品的升级。

然而，受益于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有前提条件的。投资企

业需要有能力管理和吸收这些战略性资产。否则，为了购得战略性资产所需

的大量的前期投入成本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最终的收益。

日本的经验

日本是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实践者。在战后日本的早期，劳动密集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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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是日本制造业的主体。１９５５年，其占日本制造业总产出的 ７４７％和总

出口的４３５％。但是到了１９６０年代，尤其是１９６３年后，工资水平的上升给

日本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带来了极大的竞争压力。行业中的许多企业不

得不迁往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和其他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亚洲国家和地

区。

到了１９７０年代，重工业引领了日本第二波对外直接投资浪潮。重工业

的发展，相伴随的大量投资和能源消费，以及严重的污染，在一个像日本那

样土地和资源都有限的国家，日益被证明为不可持续。日本的经济面临从重

工业转型到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经济的压力。为了生存，日本的化工、钢铁和

其他重工业企业被迫移到海外。

对外直接投资帮助日本企业保持和维护海外市场份额，协助经济对传统

的产业进行结构调整 （Ｂｏｍｓｔｒｍ等，２０００；Ｃａｎｔｗｅｌｌ和 Ｔｏｌｅｎｔｉｎｏ，１９９０；

Ｈｉｌｅｙ，１９９９）。一些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例如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

同样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成功地实现了从原材料的出口国转型为高科技

产品的出口国，实现了产业升级 （Ｌｉｐｓｅｙ，２００２）。

逆向技术溢出

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国际知识的扩散，不仅从投资国家到东道国，也可

以在一定情况下反过来。

第一，投资的目的地很重要。一般而言，企业投资到有更高技术水平的

东道国更有可能获得技术的溢出效应，获得生产率的进步。例如，Ｐｏｔｔｅｒｉｅ

和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２００１）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转移技术只有一个方向：该国的生

产率提高只有当其投资到研发密集的外国才能实现，如果研发密集的外国对

其进行投资，该国的生产率就无法提高。他们还发现，这一效应对大国比对

小国更高。Ｈｉｊｚｅｎ等 （２００６）使用法国的企业层面的数据，认为到发达国家

进行直接投资增加了投资企业的生产率，而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没

有生产率效应。类似的发现也可以在意大利跨国企业中找到 （Ｆａｌｚｏｎｉ和

Ｇｒａｓｓｅｎｉ，２００５）。

也有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证据。例如，

Ｃｈｅｎ等 （２０１０）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２０个不同新兴市场国家、４３个不同

行业的４９３个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数据，发现新兴市场中的跨国企业在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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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更强的技术能力。

第二，投资的动机很重要。企业进行国际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被证

明有更显著、更大的生产率增长。例如，Ｐｒａｄｈａｎ和 Ｓｉｎｇｈ（２００８）发现，

印度汽车企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的研发强度有很强的显著影

响，特别是如果这类投资位于发达国家。Ｂｒａｎｓｔｅｔｔｅｒ（２００８）发现对外直接

投资增加了在美国投资的日本企业的技术溢出的流动，投资的日本企业所获

得的技术溢出取决于研发和产品发展设施的渠道。

第三，投资企业的能力很重要。实现逆向技术溢出取决于投资企业的生

产率、吸收能力①以及技术转移能力。只有当这些因素具备时，投资企业才

足以吸收和转移溢出，使得整个企业，而不仅仅是海外子公司从外部的技术

中受益 （Ｓｍｅｅｔｓ和 Ｂｏｓｋｅｒ，２０１１）。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哪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是哪里？吸引中国投资者的关键行业有

哪些？这些都是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的重要问题。但是这

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尤其是仅仅依赖由中国商务部每年公布的官方报告。

根据官方数据，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中国７８２６％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了中国香

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同期最大的投资类型是商务服务业，占比

为３２２６％。这些数据的解读可能会有误导性，因为商务部的数据仅公布了

海外直接投资的第一目的地，而在很多情况下第一目的地只是中转地。例

如，一些被公布投资到香港的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实际上又返回到了中国大

陆，或者使用香港作为在其他国家和地区 （例如澳大利亚或欧洲）进行进

一步投资的平台。因此，依赖商务部的数据对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

帮助有限。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们构建了企业项目层面、具有翔实投资信息的数

据样本集。首先，我们从国家发改委核准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列表中获得基本

信息。然后进行甄选，基于以下原则保留项目数据。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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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保留数据，如果：

１投资额被公布或者能找到；

２投资内容被披露或者能找到；

３中国投资者股权在目标项目中占比超过１０％。

我们删除数据，如果：

１投资者和被投资者都是中国企业；

２项目是 “返程投资”，即项目的最终目的地是中国大陆；

３投资的目的是建立贸易中心、工业和科技园区或经济区。

在应用以上标准后，我们获得２９３个投资项目，总投资额达到 ９９４３亿

美元，由２１６家中国企业在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１年上半年完成。表７－１描述了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以及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分布情况。

表 ７－１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 （２００３年至 ２０１０年上半年）

项目数量 投资额（十亿美元）

澳大利亚 ４３ １４６８％ 澳大利亚 １２１６ １２２３％

中国香港 ２１ ７１７％ 南　非 ７６３ ７６８％

美　国 ２１ ７１７％ 中国香港 ６９７ ７０１％

德　国 ２０ ６８３％ 加拿大 ６００ ６０３％

加拿大 １８ ６１４％ 俄罗斯 ５９９ ６０３％

俄罗斯 １３ ４４４％ 新加坡 ５９５ ５９８％

越　南 １０ ３４１％ 哈萨克斯坦 ５８３ ５８６％

老　挝 ９ ３０７％ 美　国 ５６７ ５７０％

新加坡 ８ ２７３％ 挪　威 ４５０ ４５３％

柬埔寨 ７ ２３９％ 阿富汗 ４ ４０２％

印度尼西亚 ７ ２３９％ 老　挝 ２４４ ２４５％

发达国家 １７６ ６００７％ 发达国家 ５２４４ ５２７５％

发展中国家 １１７ ３９９３％ 发展中国家 ４６９８ ４７２５％

　　资料来源：笔者基于收集数据的计算。

如表 ７－１所示，澳大利亚是中国投资的最大接收国。丰富的自然资源

是其主要的吸引之处。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超过 ８０％投向了采矿业，其

中将近一半投向了铁矿石，余下的投向了煤、锌、铝、铜、铀等。房地产

业、金融业和制造业占了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的 １０％。另外，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投资投向了农业和基建行业。除了澳大利亚外，大量的中国对外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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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也流向了加拿大、俄罗斯和南非，尤其是加拿大的油气和油砂、俄罗斯

的石油和林业资源、南非的黄金和铂金。

香港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按项目数量看的第二大目的地、按投资金额看

的第三大目的地 （见表 ７－１）。与中国在资源丰富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不同，

中国在香港的投资集中于服务业，例如金融业、运输业、通信和电子信息

业。

其他重要的投资目的地还包括美国、德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美国

和德国以其先进的技术、知名的品牌以及庞大的国内市场吸引了众多中国制

造业企业。而东盟的优势则在于生产成本较低。但是整体而言，发达经济体

吸引了更多的中国投资者，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量的 ６００７％、投资额的

５２７５％。

大约８０％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工业为目标，包括采矿业、制造业以

及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①。在工业部门内部，采矿业吸收了投资

额意义上最多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制造业吸收了投资数量意义上最多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见表７－２）。

表 ７－２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项目数量 投资额（十亿美元）

农　业 １２ 　４１０％ ０３７ 　０３８％
工　业 ２３１ ７８８４％ ８３３４ ８３８２％
　采矿业 ９４ ３２０８％ ５２１０ ５２４０％
　制造业 １２４ ４２３２％ ２３０７ ２３２０％
　汽车行业 １６ ９３７％ ４７８ １７９４％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１５ ８７８％ ０２６ ０９７％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５ ８７８％ ２６５ ９９６％
　电气机械制造业 １１ ６４４％ ０４５ １６８％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９ ５２７％ １１１ ４１７％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９ ５２７％ ３１０ １１６４％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８ ４６８％ ５９６ ２２３７％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７ ４１０％ １４７ ５５３％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３ ４４４％ ８１８ ８２２％
其　他 ５０ １７０６％ １５７１ １５８０％

总计 ２９３ １００％ ９９４３ １００％

　　资料来源：笔者基于构造数据集的计算。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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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９４个采矿业投资项目中，７个是煤炭项目，１８个是油气项目，２９个

是黑色金属项目 （主要是钢铁），３９个是有色金属项目。绝大多数中国大型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是资本密集型项目。例如，汽车、通用和专用设备、电

气机械、有色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通信设备以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占

中国大型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８６２％。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与本章前面章节讨论的中国自身的行业特

征相一致。重工业化进程需要更多的资源和能源投入。过去十多年来，中国

一直都是依赖进口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但大宗商品的繁

荣期使得价格上涨超过中国使用者所能承担的程度。再加上国家大量的外汇

储备以及不断升值的货币，促使了中国企业向外看，在海外资源类项目中获

得股份，既当股东又当消费者。同时，中国较快的重工业发展也促使那些资

本密集型企业走向海外。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在经济学文献中，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有四个主要动机：“市场寻求

型”、“自然资源寻求型”（以下简称 “资源寻求型”）、“技术和其他战略性

资产寻求型” （以下简称 “战略性资产寻求型”）以及 “效率寻求型”

（Ｂｕｃｋｌｅｙ等，２００７；Ｃｒｏｓｓ和 Ｖｏｓｓ，２００８；Ｄｕｎｎｉｎｇ，１９９２，１９９３）。为了识

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我们采用三个步骤。第一步，笔者和一个

外部研究者基于获得的项目数据和现有文献的定义来分别独立评估出每一项

投资的主要动机和次要动机。第二步，两个评估进行相互核对。第三步，运

用计量的方法，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来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判断。

决定因素

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在投资企业进入当地市场，维护现有的市

场份额和客户资源，或者积极开拓新的市场 （Ｂｕｃｋｌｅｙ等，２００７）的前提

下。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是防守性的，当一国施加或者威胁施加贸

易壁垒或者其他市场进入障碍时，企业追随贸易的脚步，到东道国进行投

资。或者，企业希望更好地服务现有的市场和客户，增强他们的忠诚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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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海外分支，以贴近当地客户，这也是防守性的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

资。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还可以是进攻性的，即开拓新的市场和发掘新

的客户。

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会对市场规模、收入水平、增长前景等衡量市

场机会的宏观变量产生积极反应。于是我们采用了东道国的 ＧＤＰ规模

（ＧＤＰ）、人均 ＧＤＰ水平 （ＧＤＰＰ）、年度 ＧＤＰ增长率 （ＧＤＰＧ）这三个变量来

衡量市场机会。这三个变量都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库：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ＷＤＩ）。我们将 ＧＤＰ以及 ＧＤＰＰ进行取对数处理。

给定其他条件，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与东道国的 ＧＤＰ和 ＧＤＰ

增长率正相关。至于东道国人均 ＧＤＰ的影响方向则不明：一方面，人均

ＧＤＰ越高，说明市场购买力越强，影响方向为正；另一方面，也有证据显

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地通常是其他发展中国家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０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产品更符合其他类似发展阶段

国家的消费者需求。

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利用东道国当地的自然要素禀赋，例如

油气、矿物、林业等自然资源。东道国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是自然资源寻求

型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我们采用两个变量来衡量，一是

Ｏｒｅｆｕｅｌｓｈ，矿石和燃料占东道国总出口的比重；二是 Ｉｍｒａｗｓｈ，东道国在中

国原材料进口①中的比重。这两个变量都是基于 ＵＮＣＴＡＤ数据库中商品贸易

矩阵数据计算得来的。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应该对这两个变量———

Ｏｒｅｆｕｅｌｓｈ和 Ｉｍｒａｗｓｈ都有显著的正面反应。

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包括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其他

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投向那些已经

拥有先进技术或者正在发展过程中 （可能通过技术集簇）的目的地。这类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通过与当地企业合作来获取技术，也可以通过溢出效应

或者示范效应而间接实现。至于其他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通

常目的在于获得品牌、改善分销渠道，从而帮助投资企业实现长期战略性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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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我们使用东道国在高科技产品出口上的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ｄｅｘ，ＲＣＡ），ＲＣＡ＿ｈｉ，作为其战略性资

产的代理变量。Ｂａｌａｓｓａ（１９６５）最初提出了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他认为

一国某种产业的比较优势可以通过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显示出来，这

一指数的定义是东道国某产业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除以世界各国该产业出

口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该指数小于１表示处于相对劣势，而大于１表示相

对有优势。

我们根据 Ｂａｌａｓｓａ的定义：

ＲＣＡｃ，ｉ，ｔ ＝

ＥＸｃ，ｉ，ｔ
ｃＥＸｃ，ｉ，ｔ
ｉＥＸｃ，ｉ，ｔ
ｉｃＥＸｃ，ｉ，ｔ

（方程 ７－１）

在方程７－１中，ＥＸｃ，ｉ，ｔ表示国家 ｃ在 ｔ年行业 ｉ的出口。ＲＣＡｃ，ｉ，ｔ表示国

家 ｃ在 ｔ年行业 ｉ的显示性比较优势。

本章使用 ＵＮＣＴＡＤ数据库中商品贸易矩阵数据计算出 ＲＣＡ＿ｈｉ。除了

ＲＣＡ＿ｈｉｔｅｃｈ，在某种程度上，一国人均 ＧＤＰ越高其拥有的战略性资产也越

多，主要是技术和品牌。因此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与东道国

在高科技产品出口上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ＣＡ＿ｈｉｔｅｃｈ）以及东道国人

均 ＧＤＰ水平 （ＧＤＰＰ）正相关。

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寻求更低廉

的要素投入，尤其是劳动力投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的各个环节。效率

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国家间不同的要素成本，来提高生产效率。

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通常对成本因素比较敏感。我们引入三个变

量：①ＧＤＰ平减指数，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来衡量通胀水平；②对美元汇率的波动率，

Ｅｘｃｈａｎｆ，来衡量汇率波动；③人均 ＧＤＰ，ＧＤＰＰ，来衡量劳动力成本。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和 ＧＤＰＰ的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 ＷＤＩ数据库。Ｅｘｃｈａｎｆ的计算是基

于 ＵＮＣＴＡＤ数据库。我们预计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应当与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ｃｈａｎｆ和 ＧＤＰＰ负相关。

结果

表７－３列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动机分布。可见，整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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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吸引力是寻求自然资源；大约 ４１％的投资项目、５１％的投资额，是

为了获取自然资源。第二是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第三是战略性资产寻

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表 ７－３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分布

项目 数量 比重（％） 数额（十亿美元） 比重（％）

整体 　 　 　 　

　市场寻求型 ８７ ３０ ２８２ ２８

　资源寻求型 １２１ ４１ ５１０ ５１

　战略性资产寻求型 ７８ ２７ ２００ ２０

　效率寻求型 ７ ２ ０２ １

制造业 　 　 　 　

　市场寻求型 ４９ ２７ ６９ ２２

　资源寻求型 ６１ ３４ ９９ ３２

　战略性资产寻求型 ６３ ３５ １４２ ４６

　效率寻求型 ７ ４ ０２ ０

　　资料来源：笔者的分析和计算。

如果我们仅仅关注制造业项目，则呈现出不同的图景。中国制造业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最重要的投资目的是获取战略性资产，在项目数量中占比

３５％，在项目投资额中占比４６％。可见，众多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投资海外，

寻求战略性资产———先进的技术、品牌和商誉、市场渠道———从而增加利润

空间，向产业价值链更高端延伸。此外，获取自然资源也是中国制造业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特别是对于中国钢铁企业，它们争相涌入澳大利

亚，在铁矿石项目中获得股权，企图锁定未来的铁矿石供给，来对冲可能的

价格不利变动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欠发达国家投资来降低生产成本并不是当前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在２９３个项目中，只有７个是为了提高效率，降

低生产成本。这有可能是由于许多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可以向成本更低的中国

广阔的内陆地区转移 （见本书第五章），而不是承担较大的不确定性而迁移

到海外。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涉及数据质量，这一样本数据主要覆盖的是大型

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成本压力可能对于低附加值的中小制造企业挑战更大，

而众多的小型海外直接投资项目则较难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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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判断获得了实证检验的支持 （见表 ７－

４）。的确，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受到市场变量 ＧＤＰ，ＧＤＰＰ和 ＧＤＰＧ的

显著影响。其中，如预期 ＧＤＰ和 ＧＤＰＧ影响方向为正，而 ＧＤＰＰ影响方向

为负。同样如预期，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 ＧＤＰＰ和 ＲＣＡ＿ｈｉ有

显著正向反应，而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正向决定于 Ｏｒｅｆｕｅｌｓｈ

和 Ｉｍｒａｗｓｈ，但是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回归结果并不十分理想。虽然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系数如预计显著为负，但是 Ｅｘｃｈａｎｆ的系数虽然仍然为负数，但并

不显著。这很可能是由于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样本数量太小 （见表 ７－

３），使得回归估计比较困难。

表 ７－４　识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回归结果

因变量
市场寻求型

（１；否则０）
战略性资产寻求型

（１；否则０）
资源寻求型

（１；否则０）
效率寻求型

（１；否则０）

ｌｎＧＤＰ

ｌｎＧＤＰＰ

ＧＤＰＧ

ＲＣＡ＿ｈｉ

Ｏｒｅｆｕｅｌｓｈ

Ｉｍｒａｗｓｈ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ｃｈａｎｆ

０２４５ ０１０３ －０３８３ ０１６９

－３１２ （－０８２） （－３５４） （－０６４）

－０３３５ １ ０１２８ －０２５１

（－３０５） －２６２ （－０８９） （－０８１）

００８１ －００４９ －０１５２ ０２５９

－２４５ （－１１６） （－２７５） －１８４

－０１０１ ０８９５ －０４２４ －１８８２

（－０３５） －２０４ （－１１） （－１３５）

－０４２５ －２３３３ １４５１ －０６０３

（－０９１） （－２２９） －２６３ （－０６２）

－７８５１ －７９６５ ２０９９８ －８８５１

（－１６７） （－１４） －３７４ （－０２３）

０ －０１０９ ００８４ －００９３

（－００２） （－１７３） －２７６ （－１７１）

３１７２ －０１７９ －０７２ －１４６８

－２０７ （－０１） （－０４） （－０２５）

行业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２８９ ２８９ ２８９ ２８９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３１３８ ０５１９６ ０６３０２ ０４９０１

　　注：表示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表示系数在５％水平上显著，表示系数在 １０％水平
上显著。

括号中的数字是 ｚ统计量的绝对值。
资料来源：笔者的分析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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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能力和行业竞争的实证影响

国别企业跨境生产的出现的主流解释是，走向海外的企业必须拥有一系

列无形资产，使得企业有能力在面对海外经营的 “陌生”成本的同时，能

够获得优于当地和第三国企业竞争者的优势，并获得利润 （Ｃａｖｅｓ，１９７１；

Ｈｙｍｅｒ，１９６０；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６９）。

企业进行资产修正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是，进入国际市场，获得品

牌、技术、分销渠道、研发设施、管理技能等战略性资产。尽管如此，这些

投资企业需要具备一些资源或能力来吸收和管理所得的战略性资产，并将其

进行商业应用。

中国企业是否具备到海外投资的能力？毋庸置疑，它们有大量的资金，

还可以利用庞大的国内市场。但是这些优势并不是基于企业 （Ｆｉｒｍ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或所有权层面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ｐｅｃｉｆｉｃ）。在企业层面，相比国际巨头，中国

企业仍然在技术、管理能力、品牌方面较弱。

与第一产业和服务业相比，中国的制造业不管是在国内市场上还是在出

口市场上都更具比较优势 （Ｈｕａｎｇ和 Ｗａｎｇ，２０１１）。但这样的优势主要集中

在钢铁、煤炭、水泥、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空调、微波炉、摩托车等

领域，对技术投入的要求较低，中国的主要贡献是组装和加工 （Ｗａｎｇ和

Ｗａｎｇ，２０１１）。

尽管如此，在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发展后，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成熟完整

的制造业体系。其在机械制造、金属冶炼、家用电器和纺织等行业保持了较

高的水平，虽然并不一定使用最先进的技术 （Ｌｉ，２００７）。这些行业中成熟

的技术与中国和其他欠发达国家的需求相匹配。

除了企业能力，行业竞争是决定企业国际化策略和表现的另一个重

要因素 （Ｂｏｔｅｒ和 Ｈｏｌｍｑｕｉｓｔ，１９９６）。母国市场的激烈竞争迫使居次要位

置的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以免被国内的主导在位者所挤压 （Ｄａｗａｒ和

Ｆｒｏｓｔ，１９９９；Ｍａｓｃａｒｅｎｈａｓ，１９８６）。而如果国内竞争压力很小，可能无法

提供足够的投资海外的动机，尤其是投资到发达国家 （Ｙａｍａｋａｗａ等，

２００８）。然而，行业竞争的影响可能在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有不同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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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讨论企业能力和行业竞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三个动机的影

响：市场寻求型、自然资源寻求型、战略性资产寻求型。

变量描述

企业能力

企业能力并不容易衡量，因为其是内在的、不可见的。这里我们构

建了三个虚拟变量来衡量企业是否具有劳动密集型能力，Ｌａｂｏｕｒｃａｐａ；

资本密集型能力，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ａｐａ；技术密集型能力，Ｔｅｃｈｃａｐａ。为了构建这

三个变量，我们首先将企业标识为 “市场领先者”。如果其是中国企业

联合会评选出的中国 ５００强企业，或者中国制造业 ５００强企业，或者中

国服务业 ５００强企业；如果某个 “市场领先者”在海外投资到劳动密

集型行业，则被称为具有劳动密集型能力，那么变量 Ｌａｂｏｕｒｃａｐａ等于 １，

否则该变量等于 ０。我们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构建变量 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ａｐａ和

Ｔｅｃｈｃａｐａ。

行业竞争

行业竞争是用行业层面 （按大类分，ＨＳ２位码）利润率来衡量的。利

润率越高，行业竞争压力越低。我们引入两个行业层面利润率衡量：销售利

润率 ｐｒｏｆｉｔ＿ｓａｌｅ，和成本利润率 ｐｒｏｆｉｔ＿ｃｏｓｔ。

我们同样引入五个其他的行业层面的变量：Ｇｒｏｗｔｈ，总产值年度增长

率；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每个行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Ｓｔａｔｅｐｏｗｅｒ，国有资本在

实收资本中的比重；Ｅｘｐｏｒｔｓｓｈａｒｅ，出口占总销售的比重；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人均总

资产。所有这些行业层面的变量都进行一阶滞后处理，以控制可能的内生性

问题，从多年的中国工业经济年鉴中计算而来。

我们同样对于来自有大量过剩产能或者落后产能的企业行为比较感兴

趣。因此，我们引入了一个虚拟变量 Ｏｖｅｒｂａｃｋｃａｐａｃｉｔｙ，该变量等于 １，表明

投资企业来自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出的具有过剩或者落后产能的行业。如

果不是，则该变量等于０。

实证结果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回归结果在表７－５中，主要有四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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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５　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 Ｐｒｏｂｉｔ回归分析的结果

被解释变量
市场寻求型

（１；否则为０）
战略性资产寻求型

（１；否则为０）
资源寻求型

（１；否则为０）

Ｌａｂｏｕｒｃａｐ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ａｐａ

Ｔｅｃｈｃａｐａ

Ｐｒｏｆｉｔ＿ｓａｌｅ

Ｓｔａｔｅｐｏｗｅｒ

Ｅｘｐｏｒｔｓｓｈａｒｅ

Ｏｖｅｒｂａｃｋ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０２６６ ０２３３ －０２９６ －０２４８ －０６７８ －１０３４

（０５９） （０５１） （０５８） （０４７） （１１６） （１６１）

－００７６ －００６ ０５３３ ０４９ －０３２３ －０３０３

（０２８） （０２３） （１９３） （１７５） （１０３） （０９５）

－１０７４ －１０２２ １３０７ １１７４ －０７１２ －０５８４

（２０８） （１９６） （２８９） （２５５） （１０１） （０８１）

０８７６ １２２３ １６３４５ １５１７６ －１７１１４ －１４６２３

（０２６） （０３７） （３２０） （３１８） （２２０） （１８５）

０８６６ １００３ －３９１３ －４９８２ １５ １４８６

（０４８） （０５５） （１９６） （２２９） （０６） （０５９）

５０８１ ５９４１ －３８５４ －７０１６ －５５３０９ －５３４０３

（２１５） （２２１） （１５２） （２２５） （２９１） （２９３）

０２１８ －０６９６ ０７２４

（０６９） （１９３） （１７７）

０８２４ ０８３３ －０５０２ －０４７５ ０３０７ ０１９１

（１０３） （１０４） （０５３） （０４９） （０２９） （０１７）

－５２０１ －８２８２ １７１７７ ２８７８５ ２０８０５ １２８５３

（０７７） （１０２） （２３７） （２９７） （１５） （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１ －００１３

（０１９） （０２７） （２０１） （１５４） （０６１） （０８）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５８４ ００６０８ ０２５３９ ０２７１４ ０３５４１ ０３６８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７０

　　注：括号中的数字是 ｚ统计量的绝对值；，和分别表示系数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
上显著。

使用成本利润率 ｐｒｏｆｉｔ＿ｃｏｓｔ的结果是类似的，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不汇报这一结果。

第一，企业能力是中国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决定因

素，但不是市场寻求型和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这一结

果表明，Ｔｅｃｈｃａｐａ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ａｐａ的系数对于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显著为正，对于市场寻求型和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不显著 （或显

著为负）。这意味着，投资企业的技术密集型或者资本密集型能力越高，企

业越有可能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第二，行业竞争增加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海外寻求自然资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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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制造业企业寻求更大的海外市场没有显著影响。作为对比，更低的行

业竞争促使中国企业进行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证据是代理行业

竞争的变量 ｐｒｏｆｉｔ＿ｓａｌｅ的系数与进行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

显著正相关，与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显著负相关，而与市场

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显著的关系。

第三，虽然进行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当下面临更小的

竞争，未来潜在的竞争压力不容忽视。Ｓｔａｔｅｐｏｗｅｒ的系数与选择战略性资产

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显著负相关；国有力量越低，企业进行战略性资产寻

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通常，国有力量越低的行业，进入门槛，

至少行政上的进入门槛也较低。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当前享有相对较高的利

润空间，有可能在未来面临严峻的潜在竞争。因此，它们有动机进入海外，

获取战略性资产，从而保持在国内的竞争优势。

第四，来自有过剩或落后产能的企业更有可能从事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

直接投资，从事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较低，而对于市场

寻求 型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没 有 特 别 偏 好。如 表 ７－５所 示，虚 拟 变 量

Ｏｖｅｒｂａｃｋｃａｐａｃｉｔｙ的系数与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正相关，与战略

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显著负相关，对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

性不显著。

对中国经济升级的启示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在１９６０年代至１９８０年代间将劳动密集型、资

源耗费型、环境破坏型活动移向海外，极大地促进了该国经济的结构调整。

留在国内的是那些有更大技术内容和更高附加值的经营活动。因此，尽管在

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经历了将近二十多年的经济低迷，日本经济仍然非常

有竞争性，自然环境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对资源的消费非常有效率，日本产

品仍然被尊为具有非常高的品质。

然而，如果可以通过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来升级中国经济，作用机制会与

日本的经验非常不同。到海外降低生产成本不是当前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

主要动机。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以及日益增加的环境政策的压力，

至少在当前阶段，还没有推动中国企业将劳动和能源密集型、低附加值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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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大规模地迁往海外。相反，企业将工厂在中国内部搬移，搬到生产成本

比东部沿海地区更低的中西部地区。其他的中国企业希望增加它们的全球布

局，在海外获取自然资源来锁定甚至降低原材料的成本。

由以上的结果证实，国内行业的竞争在迫使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到海外投

资，保证资源供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类投资有助于企业移出资源瓶

颈，增加企业的利润空间，于是使得它们有更大的资源来进行创新和向价值

链高端移动，还有可能使得企业从资源竞争，转型为思想、管理和技术的竞争。

但是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一把双刃剑。在资源部门的投资是

充满风险的，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如果将这些资金用在其他地方，可能对于

升级中国企业的产品和流程有更大的积极作用。

中国企业闻名于有能力得到一大笔钱。但是，即使对于这个国家的国有

企业而言，商业压力也上升得很快。毕竟，它们仍然需要每年支付数百万美

元的利息，进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资委）要求的经济效益评估。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２０１１年，国资委罢免中钢总裁黄天文的部分原因是，

该公司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有巨大的亏损。

此外，支撑基础设施的不足，大量的烦琐的东道国的规章 （尤其是与环境

和土著居民相关的），以及较高的劳动力成本 （尤其是对于非熟练的、低技能的

工人），所有这些都增加了中国在海外资源类投资的风险，这些情况尤其在澳大

利亚、加拿大这些发达国家最为明显。而对于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开掘，中国

企业则需要处理东道国不稳定的社会和政治形势，以及有可能被征用或国有化

的风险，这些都增加了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不确定性。

先将以上所述的各类风险放到一边，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可能

使得中国企业没有足够的激励进行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技术的研发，反

而更加促进大量的资源和能源使用以及温室气体排放。

以上论证对于来自有过剩和落后产能行业的企业尤其明显。我们的

Ｐｒｏｂｉｔ回归分析发现，那些企业更有可能进行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

资，进行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较小，对于市场寻求型对

外直接投资没有明显偏好。这意味着，来自这类行业的企业，既没有通过市

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来消化过剩产能，也没有通过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

直接投资来减少落后产能或者优化增量控制结构。相反，它们更偏好自然资

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这有可能导致更多的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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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结构失衡。诚然，要素市场扭曲，例如低廉的资金和能源，可能发挥

了关键作用，但对外直接投资则增加了这一问题的另一维度。

更有前途的升级中国经济的方法是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显

然，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投资海外最重

要的驱动力 （见表７－３）。一直以来，中国企业都严重依赖核心零部件和技

术的进口。它们的对外技术依赖比率超过 ５０％，而发达经济体通常不超过

３０％，美国和日本大约为 ５％ （Ｌｕ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７）。中国企业同样缺乏世

界知名的品牌，根据 “２００９年世界品牌１００强”，前十名中的八名都是美国

公司，没有一家中国公司入选。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战略性资产，促进企业向价值链更高端迁移，有

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这反过来将会促进中国经济升级。但是这样的

有利结局并不是注定的。至少两个条件需要被满足，第一个要求是，投资企

业应当具备一定程度的能力，也就是吸收能力、技术转移能力，从而能经营

好获得的战略性资产，吸收溢出效应，并且将其转移回母国。第二个要求

是，投资企业要有足够的耐心，或者在商业上能够容忍短期的损失，而使得

这些战略性资产的优势在长期得到发挥。

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部分满足

了以上条件。它们的技术能力有助于其吸收获得的战略性资产。如表 ７－５

所示，投资企业的技术密集型能力或资本密集型能力越高，企业更有可能进

行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还有意愿承担短期的损失，来使得战略性资产在长期实现其价

值。不像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其中的企业显著地来自竞争激烈和

利润率低的行业。进行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更有可能来

自当前竞争压力小、利润空间更大的行业，尽管潜在的竞争压力会增加。在

这些条件下，没有当下强大的竞争压力，企业有资金投资到海外的战略性资

产，同时可以使用本身的利润空间来作为短期损失的缓冲，而不用担心被挤

出行业。

结　论

中国处在加快结构调整、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关键时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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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 “十二五”规划中，关键的信息是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

变。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必须提高，节约资源以及改善环境是政策的重

点。

在本章中，我们认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一定

的作用。计量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投资海外主要是为了获得自然资源和战

略性资产。我们同样发现，企业在海外寻求自然资源受国内行业的竞争压力

所推动，而那些投资在海外战略性资产的企业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技术能

力。

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有正有负的。一

方面，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资源瓶颈能够被缓解，使得企业能够将更多的注

意力放到竞争的其他方面，例如产品和流程创新。另一方面，企业发展资源

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动机也被弱化。这可能导致资源的浪费，不利于

经济增长的质量。

然而，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更

为正面。获取的技术和品牌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得到改善的市场

渠道有利于增加销售、提高利润，为企业生产和产品的升级提供金融资

源。然而，仍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企业是否有能力最好地使用战略

性资产。我们的分析表明，它们的确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有助于吸收所

获取的资产。同时，进行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大多

来自竞争压力不大、利润率更高的行业。因此，有足够的空间使战略性资

产发挥作用。

尽管如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面临其他的挑战。国家和公司层面的文

化需要得到协调，中国企业必须学会与国外的监管当局、工会、当地的社区

进行交往，这些都是中国企业不熟悉的领域。企业还需要改善公司治理和提

高管理水平，从而能够整合、吸收和运营海外资产。虽然进行海外经营时，

这些挑战都是常常会遇到的，但这些挑战的存在反映了国内的制度背景，因

此也反映出了中国经济本身的问题。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规模较小，但是其日益增加的全球影响力令人震

惊。如果进行得合适，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升级，而且还有

助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改善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意

识，以及最终在中国创造一个更好的、更有序的经济和商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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