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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上市公司数据， 基于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系统估计

ＯＦＤＩ 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影响作用。 研究发现： ＯＦＤＩ 在当期显著提升企业资本配

置效率， 随时间推移， 此种积极效应在第三期达到最优； 相较于投资过度， 投资不

足样本下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及持续。 不同 ＯＦＤＩ 投资特征的显著性影响作用亦有

所差异。 进一步引入企业所有权及东道国区位特征后发现： 相较于央企和外企，
ＯＦＤＩ 在地方国企和民企中发挥作用更为明显； 相较于发展中国家， 以发达国家为

东道国市场的 ＯＦＤＩ 发挥作为更为显著。 本文研究结论对开放条件下企业资本配置

效率提升具有一定启示及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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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规模迅猛增长， 商务部 《２０１９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统计公报》 显示： ２０１９ 年中国 ＯＦＤＩ 流量 １３６９ １ 亿美元， 年末存量 ２ ２ 亿美

元， 流量位居全球第二位， 存量位列全球第三位。 与此同时， 优化结构与防范风险仍

然是中国 ＯＦＤＩ 的核心主题， 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中均明确提出， 要不断优化

ＯＦＤＩ 区域和产业布局， 提高 ＯＦＤＩ 质量和效益， 推动中国从 ＯＦＤＩ 大国向 ＯＦＤＩ 强国

迈进。 这其中， ＯＦＤＩ 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自然成为探究 ＯＦＤＩ 质量

及效益问题的关键， 并直接关系到企业未来 ＯＦＤＩ 的持续稳健发展。
开放条件下资本配置效率是探究资源使用效率的重要着眼点。 贸易开放有助于

消除国内市场价格扭曲， 减少非生产性寻租行为， 进而提高资本投资效率 （盘为

龙和冯湜， ２００７） ［１］；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则有助于生产要素跨国境及跨区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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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增强， ＦＤＩ 与金融发展交互影响会对提升资本配置效率产生叠加效应 （赵奇

伟， ２０１０） ［２］； 现有研究还表明以 ＦＤＩ 和进口贸易为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与母国资

本配置效率呈现非线性关系 （范方志和李琪， ２０１７） ［３］。 一份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

实证研究显示， ＯＦＤＩ 通过减少母国政府干预， 改善企业运营效率， 提高产业结构

合理化水平等路径对母国资本配置效率提升发挥促进作用 （谢乔昕， ２０１４） ［４］， 另

一项省际数据的研究则聚焦双向 ＦＤＩ 流动与要素配置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 的作

用关系 （潘华锋， ２０１４） ［５］。 整体而言， 现有文献中系统阐述 ＯＦＤＩ 与母国资本配

置效率的研究仍较少， 基于企业层面的微观研究则更为鲜见。 鉴于宏、 微观层面下

研究主体及研究方法选择不同， 资本配置效率的具体测度方法亦有所区别

（Ｗｕｒｇｌｅｒ， ２０００［６］；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２００６［７］； 谢乔昕， ２０１４； 赵奇伟， ２０１０）， 也可能

导致相关问题研究结论有所偏差； 此外， 现有基于宏观层面国别、 行业或省份数据

的经验分析多采用传统计量回归方法， 限于数据所限， 很难借助实验组与参照组的

差异性来判断 ＯＦＤＩ 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因果关系， 对此， 本文采用微观企业数

据对企业有 （无） ＯＦＤＩ 行为与其资本配置效率提升间因果关系进行系统评估， 以

期对相关问题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及阐释。
本文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 利用商务部 《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名录》 与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及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数据进行匹配， 将 ＯＦＤＩ 企业作为处

理组， 非 ＯＦＤＩ 企业作为对照组， 利用 ＰＳＭ－ＤＩＤ 分析法， 对有 （无） ＯＦＤＩ 行为企

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差异性进行系统比对； 第二， 在此基础上， 系统比较投资过度、
投资不足样本下 ＯＦＤＩ 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差异性； 第三， 进一步厘清企业

所有权特征及东道国区位选择是否对 ＯＦＤＩ 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产生显著差异；
最后， 通过模型的内生性及稳健性测试， 进一步验证 ＯＦＤＩ 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

升的作用关系。

一、 理论机制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 ＯＦＤＩ 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

作为衡量资本运行效率的重要指标之一， 资本配置效率是指当前资本配置状态

与最优资本配置状态之间的偏差程度 （刘建中， ２０１０） ［８］。 新古典理论认为， 当且

仅当要素价格与其边际生产效率相等时， 资源 （本） 配置效率才是完全有效的，
并据此推导出资本配置效率的测度方法 （王争和史晋川， ２００８） ［９］。 鉴于现实环境

中完全有效的资本配置鲜有实现， 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往往成

为学界、 业界关注焦点。 资本配置效率提高意味着在社会资本总量不变情况下， 货

币资本能够在利润 （价格） 信号的驱动下实现在各产业、 部门及企业间的高效流

动， 借此资本可配置到收益高或具有较高增长潜力的产业或部门 （许敏等，
２００９） ［１０］。 封闭条件下， 市场化环境改善 （方军雄， ２００６） ［１１］、 金融体系发展完善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１２］、 劳动力市场摩擦减缓 （ Ｍｕｎｓｈｉ ａｎｄ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
２０１６） ［１３］及产业集群效应提升 （季书涵等， ２０１６） ［１４］等都将有助于行业及企业层面

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 开放条件下， 生产要素跨境流动为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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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有利契机， 相比无 ＯＦＤＩ 行为的企业， ＯＦＤＩ 企业 （可能） 会具有较高的资本

配置效率， 主要原因如下：
１ 边际产业转移

“边际产业转移” 理论指出， ＯＦＤＩ 能够实现母国比较劣势产业的国际转移，
进而有助于母国资本更多配置于高收益产业或部门 （小岛清， １９７８） ［１５］， Ｈｉｌｅｙ
（１９９９） ［１６］基于日本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 ＯＦＤＩ 能够实现母国生产要素由劣势产业

向优势产业转移； 国内学者杨亚平和吴祝红 （２０１６） ［１７］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显

示， 以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为东道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ＯＦＤＩ 存在结构性 “去制造

业” 现象， 也即 “边际产业转移” 理论对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同样具有适用性， 并在有助于

企业去库存、 去产能基础上， 实现企业资本配置的高效率 （张超， ２０１８）［１８］。
２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

现有文献表明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能够对母国技术进步产生积极影响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Ｐｏｔｔｅｌｓｂｅｒｇｈｅ， ２００１）［１９］， 针对中国企业的研究同样显示， 以发达国家为东道国的

ＯＦＤＩ 可以产生逆向技术溢出， 一方面是通过嵌入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通过跟

踪模仿、 资源共享、 人员流动交流等方式汲取东道国研发科技要素； 另一方面是借助研

发成果返还机制， 即海外子公司将前沿性研发成果反馈给母公司， 后者在消化吸收基

础上， 通过溢出效应、 示范学习效应等提升 （促进） 母国技术进步 （创新）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ａｎｄ Ｌａｕｒａ， ２０１５［２０］； 陈昊和吴雯， ２０１６［２１］ ）， 并借此实现产业资本由价值

链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的优化配置 （韩亚峰和冯雅倩， ２０１８） ［２２］。
３ 要素跨境流动、 市场竞争

ＯＦＤＩ 有助于资本或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重要机制在于允许生产要素跨境自由

流动 （白俊红和刘宇英， ２０１８） ［２３］， 开放条件下， 资本的天生逐利性得到最大化体

现， 资本可借助 ＯＦＤＩ 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利润最大化的配置方式， 从而实现企业资

本配置效率的提升。 此外， 开放条件下 ＯＦＤＩ 企业需要面对更为严苛的东道国与母

国双重市场竞争环境， 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加之优胜劣汰机制使得低效率企业被迫

让位于高效率企业 （王文等， ２０１４） ［２４］， 前者释放出的生产性资源向后者转移的过

程中， 使得后者高效率 ＯＦＤＩ 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得以提升。
４ 政府干预降低

政府行政干预对于资本配置效率的侵害已经得到诸多经验数据的证实 （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２５］； 雷达和张胜满， ２０１５［２６］）。 地方政府或出于政绩考核时效性考量，
不愿承担因资本配置调整所造成的 ＧＤＰ 增速短期减缓的政治晋升成本； 或出于地

方财税收入稳定因素， 对关键要素市场加以控制或将生产要素引导至税收产出能力

较强的产业 （谢乔昕， ２０１４），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制约资本要素在行业或部

门间的自由流动 （配置）。 企业 ＯＦＤＩ 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程度，
进而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 （谢乔昕， ２０１４）。 也有文献显示， 中国 ＯＦＤＩ 与母国

转型期制度缺失和制度约束关系密切 （李凝和胡日东， ２０１１） ［２７］， ＯＦＤＩ 有助于企

业规避母国地方政府规制， 并对政府干预行为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 从而对企业资

本配置效率产生积极影响。 鉴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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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１： 相较于非 ＯＦＤＩ 企业， ＯＦＤＩ 企业拥有更高的资本配置效率。
（二） 企业所有权特征与资本配置效率

ＯＦＤＩ 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作用会因企业所有权差异而有所不同。 通常，
以民企为代表的非国有企业的盈利 （利润） 导向更为明显， 封闭条件下其战略投

资规划更多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作用 （Ｚｈｏｕ， ２０１０） ［２８］； 开放条件下民营企业可以

更好 （更自由） 的利用东道国投资环境及机遇， 有效缓解因母国市场分割 （周经

和王馗， ２０１９） ［２９］等因素造成的国内投资环境不足。 民企在 ＯＦＤＩ 过程中， 不仅可

以改善资本配置效率， 还可通过学习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增强企业的生产

效率及技术效率 （肖慧敏和刘辉煌， ２０１４） ［３０］。 相对而言， 国有企业战略规划及投

资决策更多受制于国内制度环境制约。 国企尤其是地方国企的实际控制人是地方政

府， 考虑到地方国企的利润收入与地方政府的税收紧密关联， 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

核时效性的考量， 往往会对地方国企的投资决策施加干预或影响 （谢乔昕，
２０１４）， 从而使得地方国企的投资效率受到制约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３１］。 此种情

形下， ＯＦＤＩ 可以为地方国企提供更多资本配置改善空间， 减少地方政府干预投资

决策的限制作用。 借助 ＯＦＤＩ， 国企不仅可以释放更多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合理配

置产生的 “潜能”； 还可凭借其 “天然” 的制度性优势， 在 ＯＦＤＩ 过程中受惠于来

自国内政府层面的资金扶持和金融机构融资便利 （低成本）， 这些均会使得 （相较

于非国企） ＯＦＤＩ 对国企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尽管同为国有

经济， 央企和地方国企在 ＯＦＤＩ 条件下的资本配置效率改善程度 （可能） 也会有所

差异。 相较于地方国企， 央企需要承担更多的国家战略层面的 （海外） 投资任务，
如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 资源寻求型的 ＯＦＤＩ 投资决策、 解决东道国就业及缓解国

内库存、 产能过剩压力等 （Ｐｉｏｔｒｏｓｋｉ ａｎｄ Ｗｏｎｇ， ２０１２） ［３２］， 此种情形下， 央企往往

并不将企业利润或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 （代昀昊和孔东民， ２０１７） ［３３］， 开

放条件下对资本配置效率改善的诉求亦并不凸显， 尽管 ＯＦＤＩ 对央企资本配置效率

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鉴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ａ： 相较于非国有企业， ＯＦＤＩ 对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Ｈ２ｂ： 相较于中央企业， ＯＦＤＩ 对地方国企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三） 东道国区位选择与资本配置效率

东道国区位选择与 ＯＦＤＩ 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紧密关联， 且直接关系到影响

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路径。 东道国区位视角下 ＯＦＤＩ 影响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

路径可归为两类： 其一， 以小岛清 （１９７８） “边际产业转移” 为代表的传统投资理

论认为， ＯＦＤＩ 能够实现母国比较劣势产业的国际转移， 有助于母国资本更多配置

于高收益产业或部门； 微观经验数据研究也显示，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有助于

快速消化国内富余产能， 发展中国家广阔的市场空间更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成本

优势， 有助于 ＯＦＤＩ 企业利润空间提升的同时， 企业可以更为合理、 积极的配置资

源 （资本）， 实现企业再生或升级 （王桂军和卢潇潇， ２０１９［３４］ ）。 其二， 以发达国

家为东道国的逆向 ＯＦＤＩ 借助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能够显著提升 ＯＦＤＩ 企业的研发能

力及技术创新水平 （陈昊和吴雯， ２０１６）， 在此基础上实现产业资本由价值链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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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向高端环节的优化配置 （韩亚峰和冯雅倩， ２０１８）。 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

（新兴、 成熟、 瓶颈） 的企业类型， 均可借助逆向 ＯＦＤＩ 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王桂军和卢潇潇， ２０１９）； 相对于顺向 ＯＦＤＩ， 逆向 ＯＦＤＩ 也更利于企业技术效率

的提升 （肖慧敏和刘辉煌， ２０１４）。 整体而言， 以发展中国家为东道国的顺向

ＯＦＤＩ 和以发达国家为东道国的逆向 ＯＦＤＩ 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都会产生积极

作用， 但两者影响的差异性现有文献并未给予清晰阐述。 为系统比较不同区位选择

下的影响差异性，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ａ： 投资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 ＯＦＤＩ 企业拥有更高的资本配置效率； 亦或者

Ｈ３ｂ： 投资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 ＯＦＤＩ 企业拥有更高的资本配置效率。

二、 模型、 变量与数据说明

（一） 模型设定

１ 对样本进行倾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
本文将全部企业分为两组， 一组是处理组， 即 ＯＦＤＩ 企业， 记为 ＯＦＤＩ ＝ １ （该

企业无 ＯＦＤＩ 行为的年份记为 ０）； 另外一组为对照组， 即无 ＯＦＤＩ 行为的企业， 记

为 ＯＦＤＩ＝ ０， 假设企业 ＯＦＤＩ 的概率为：
Ｐ ＝ Ｐｒ ＯＦＤＩ ＝ １{ } ＝ φ Ｘ ｉ，ｔ －１{ } （１）

其中， Ｐ 为企业 ＯＦＤＩ 的概率； φ ·{ } 为正态累计分布概率； Ｘ ｉ，ｔ －１ 为匹配变量，
表示影响企业 ＯＦＤＩ 的变量。 选取企业平均总资产 （ＡＴＡ）、 企业年龄 （ＡＧＥ）、 主营收

入增长率 （ＭＩＧ）、 资产负债率 （ＤＥＰ）、 资本密集度 （ＣＡＰ）、 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ＧＹ、 民营企业 ＭＹ、 外资企业 ＷＺ）、 行业类别 （ ＩＮＤ）、 年份

（ＹＥＲ） 等作为匹配变量， 匹配变量均滞后 １ 期 （部分变量作对数处理）。 通过概率公

式和匹配变量计算处理组和对照组中企业 ＯＦＤＩ 的概率 Ｐ （Ｘ）， 根据测算结果， 从

对照组中选取与处理组中企业 ＯＦＤＩ 概率相近的企业， 作为匹配后的对照组。
２ 双重差分法 （ＤＩＤ）
沿用前文设定， 虚拟变量 ＯＦＤＩ＝ １ 表示有海外投资行为 （处理组）， ＯＦＤＩ ＝ ０ 表

示无海外投资行为 （对照组）； 同时定义时间虚拟变量 Ｔｉｍｅ， 企业发生 ＯＦＤＩ 时 Ｔｉｍｅ
＝１， 未发生时 Ｔｉｍｅ＝０。 利用三重固定效应线性模型进行回归， 模型如下所示：

ＣＡＥ ｉ，ｔ ＝ α０ ＋ α１ＯＦＤＩｉ，ｔ × Ｔｉｍｅｔ ＋ α２ＯＦＤＩｉ，ｔ ＋ α３Ｔｉｍｅｔ ＋ α′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χ

ｔ ＋ ηｋ ＋ λ ｊ ＋ εｉｔ 　 　 　 　 　 　 　 　 （２）
模型 （２） 是标准的双重差分模型， 适用于标准前后两期的情形。 由于企业首

次 ＯＦＤＩ 时间存在差异， 且在多期内均有发生， 因此需要将 （２） 式变化为适用于

多期双重差分的形式， 如下所示：
ＣＡＥ ｉ，ｔ ＝ α０ ＋ α１ＯＦＤＩｉ，ｔ × Ｔｉｍｅｔ ＋ α′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χ

ｔ ＋ ηｋ ＋ λ ｊ ＋ εｉｔ （３）
其中， ＣＡＥ ｉ，ｔ 为企业资本配置效率 （取绝对值）； ｉ， ｊ， ｋ， ｔ 依次代表企业、 行

业、 省份和年份， χ ｔ、 ηｋ、 λ ｊ 分别代表时间、 省份和行业的固定效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为控

制变量， 包括企业平均总资产 （ ＡＴＡ）、 企业年龄 （ ＡＧＥ）、 主营收入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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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Ｇ）、 资产负债率 （ＤＥＰ）、 资本密集度 （ＣＡＰ）、 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εｉｔ 为

模型误差项。 交叉项 ＯＦＤＩｉ，ｔ × Ｔｉｍｅｔ 系数 α１ 即为 ＯＦＤＩ 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效

果。 为进一步验证影响的动态性， 本文拟将对 ＣＡＥ ｉ，ｔ 当期 （ ｔ 期） 及延后 ３ 期依次

进行观测验证。
（二）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１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与商务部 《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名录》 进行匹配获

取微观数据， 并参考学者张海波 （２０１７） ［３５］做法， 借助上市公司年报获取更多企业

ＯＦＤＩ 信息①。 样本信息如下：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观测期间涉及上市公司共计 ３ ６７７ 家，
累积观测样本数目共计 ２７ ２７４ 条。 初步对样本进行匹配后再次对 ＯＦＤＩ 企业样本进

行筛选与甄别， 剔除仅投资于开曼群岛、 英属维尔京群岛、 百慕大等避税天堂的样

本， 此类企业 ＯＦＤＩ 的主要目的在于避税或逆向流回国内， 可能并没有参与真正的

价值创造 （Ｌｕｏ ａｎｄ Ｔｕｎｇ， ２００７） ［３６］， 最终匹配具有 ＯＦＤＩ 行为 （且直接控股） 的

上市公司共计 １ ５２７ 家， 累积观测 ＯＦＤＩ 样本数据 ６６９７ 条。
２ 企业资本配置效率 （ＣＡＥ） 测度

现有文献中用于测度企业层面投资效率的主要指标包括边际托宾 Ｑ、 Ｗｕｒｇｌｅｒ
模型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模型， 鉴于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２００６） 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较好规避前

两类模型中估计样本的幸存性偏见， 成为相关学者测度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主流测

度模型， 本文借鉴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２００６） 模测度方法， 间接测度当前资本配置状态与

最优资本配置状态之间的偏差程度； 同时借鉴相关文献做法 （代昀昊、 孔东民，
２０１７）， 企业预期资本投资水平的估计模型如下：

Ｉｖｔｉ，ｔ ＝ β０ ＋ β１ ＭＩＧ ｉ，ｔ －１ ＋ β′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１ ＋ εｉ，ｔ （４）
其中 Ｉｖｔｉ，ｔ 为企业固定资产、 长期投资和无形资产的净值改变量 ／平均总资产，

ＭＩＧ ｉ，ｔ －１ 为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１ 为控制变量， 具体包括： 资产负债率、
企业上市年龄、 （现金＋短期投资） ／期初总资产、 期初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上市公

司股票年度回报率和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 （ Ｉｖｔｉ，ｔ －１） 。 利用上市公司相关财务数据

对 （４） 式进行回归， 用回归方程的残差绝对值测度企业资本投资效率， 且回归残

差绝对值越大， 企业资本投资 （配置） 效率越低。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残差绝对值

乘以 １００， 以期更加适于变量系数文字表述。
３ 控制变量及其他

企业平均总资产 （ＡＴＡ） 用期初总资产和期末总资产均值的对数表示； 企业年龄

（ＡＧＥ） 用企业成立年限表示； 主营收入增长率 （ＭＩＧ）； 资产负债率 （ＤＥＰ） 用总负

债除以总资产表示； 资本密集度 （ＣＡＰ） 用企业固定总资产除以企业年末就业人数的

对数表示。 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现有文献多选用半参 ＯＰ 法和 ＬＰ 法进行全要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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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 （ＴＦＰ） 测算， 考虑到 ＯＰ 法需要企业进入与退出的相关信息， 而本文所选用上

市公司数据基本不存在退出样本， 所以本文最终选用 ＬＰ 法进行 ＴＦＰ 测算①， 行业类

别依照 ＣＳＲＣ１２ 分类， 剔除行业、 年份数据不足 １０ 个的样本以及金融行业样本。
主要财务指标均作了 １％的缩尾处理。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参见表 １。

表 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ＣＡＥ ２０ １９８ ６ ２２００ ６ ７７２８ ０ ０００７ ４５ ９３３６
ＣＡＥＯＦＤＩ ５ ２５９ ５ ２２０ ５ ５６９２ ０ ０００７ ４０ ０３７６
ＡＴＡ ２７ ２７３ ２１ ８６９９ １ ４２１２ １８ ９９０５ ２６ ７４７９
ＡＧＥ ２７ ２７４ １６ ２５５６ ５ ６３７８ １ ５１
ＭＩＧ ２５ ８７３ ０ ４９０８ １ ５６３９ －０ ８１５８ １１ ７７１２
ＤＥＰ ２７ ２７１ ０ ４５７３ ０ ２３５６ ０ ０５０６ １ ２８１８
ＣＡＰ ２６ ２８９ １４ ３４９６ １ ０８８５ １２ ２６９０ １７ ８６４０
ＴＦＰ ２５ ５０８ １４ ９４０４ １ １３７３ ４ ７９４８ １９ ８１２０

注： ＣＡＥ 为所有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估计量， ＣＡＥＯＦＤＩ仅为上市公司中 ＯＦＤＩ 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估计量；
ＡＴＡ 和 ＣＡＰ 均为取自然对数后的数值。

三、 实证分析

（一） ＰＳＭ 共同支撑、 平衡性与同趋势检验

本文 ＰＳＭ 方法选取无放回的 １ ∶ ２ 邻近匹配方式。 选用企业平均总资产

（ＡＴＡ）、 企业年龄 （ＡＧＥ）、 主营收入增长率 （ＭＩＧ）、 资产负债率 （ＤＥＰ）、 资本

密集度 （ＣＡＰ）、 企业性质 （国有 ＧＹ、 民营 ＭＹ、 外资 ＷＺ）、 所属行业 （ ＩＮＤ）、 年

份 （ＹＥＲ）、 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等变量对样本进行匹配。 首先， 从核密度图 １－
１ 和 １－２ 可见， 匹配前处理组和控制组 ＰＳ 值分布存在显著差异， 匹配后两组的核

密度图绝大部分已重合， 表明通过了共同支撑检验。 其次， 由表 ２ 可见， 经过匹配

处理后， 绝大多数匹配变量的标准偏差减少均在 ９０％以上， 所有匹配变量标准偏

差的绝对值均在 ２ ５％以内， 同时匹配后各变量 Ｔ 统计量均在 １０％水平下不显著，
表明匹配变量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了平稳性检验。 第三，
同趋势检验 （图 １－３）， 鉴于多期 ＤＩＤ 的特点， 用 ｃｕｒｒｅｎｔ 表示处理组样本的首次

ＯＦＤＩ， ｄ＿ｊ 表示处理组样本 ＯＦＤＩ 前的第 ｊ 期， ｄｊ 表示处理组样本首次 ＯＦＤＩ 后的第

ｊ 期， 由于原始数据时间跨度较长， 因此 ｊ 最大只保留 ５ 期， 超出年份均做缩尾处

理， 以 ｄ＿５ 为基期的检验结果表明， ｄ＿４ 至 ｄ＿１ 系数均不显著， 表明其系数与基期

没有显著差异： 即 ＯＦＤＩ 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趋势是相同的， 满足同趋势假设。 进一

步观察发现， 除 ｄ５ 系数不显著外， ｄ１ 至 ｄ４ 系数均显著且呈现先增大后减小趋势，
表明 ＯＦＤＩ 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也可能随时间推移发生改变， 具体情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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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ＤＩＤ 模型进一步检验。 为验证匹配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更换了半径匹配 （匹配半

径为 ０ ０００１） 和核匹配方法①， 限于篇幅只汇报了 ＡＴＴ 及其 ｔ 值， 其结果均在 １０％水

平上显著为负， 亦初步表明 ＯＦＤＩ 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要好于非 ＯＦＤＩ 企业。

表 ２　 倾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 平衡性检验结果与处理效应统计表

变量 处理
均值

处理组 对照组
标准偏差

（％）
标准偏差
减少 （％）

Ｔ
统计量

Ｔ 检验
（Ｐ＞Ｔ）

ＡＴＡ

ＡＧＥ

ＭＩＧ

ＤＥＰ

ＣＡＰ

ＧＹ

ＭＹ

ＷＺ

ＩＮＤ

ＹＥＲ

ＴＦＰ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２２ ５５４ ２１ ８２６ ５５ ７ ３５ ２３ ０ ０００
２２ ５５４ ２２ ５３４ １ ５ ９７ ３ ０ ７３ ０ ４６７
１６ ７ １６ ５１３ ３ ５ ２ １８ ０ ０２９
１６ ７ １６ ８０３ －１ ９ ４４ ９ －０ ９５ ０ ３４５
０ ３６０６９ ０ ５６７４７ －１４ ２ －７ ８８ ０ ０００
０ ３６０６９ ０ ３７４０８ －０ ９ ９３ ５ －０ ６０ ０ ５４９
０ ４６５１５ ０ ４８７４８ －１０ ３ －６ １４ ０ ０００
０ ４６５１５ ０ ４５９７５ ２ ５ ７５ ９ １ ３２ ０ １８８

１４ ３７７ １４ ３６３ １ ３ ０ ８０ ０ ４２５
１４ ３７７ １４ ３７６ ０ ０ ９７ １ ０ ０２ ０ ９８３
０ ３６０８６ ０ ５３１６６ －３４ ９ －２１ ２３ ０ ０００
０ ３６０８６ ０ ３５９３９ ０ ３ ９９ １ ０ １５ ０ ８７７
０ ５５０４９ ０ ４１２６５ ２７ ９ １７ １５ ０ ０００
０ ５５０４９ ０ ５５０６８ －０ ０ ９９ ９ －０ ０２ ０ ９８４
０ ０５３４２ ０ ０３３１１ １０ ０ ６ ５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５３４２ ０ ０５８２２ －２ ４ ７６ ４ －１ ０６ ０ ２９１
４ ４２７８ ５ ０８２４ －１８ ５ －１０ ９１ ０ ０００
４ ４２７８ ４ ５０７８ －２ ３ ８７ ８ －１ ２９ ０ １９７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２ １ ７１ １ ４１ ７９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０ ９ ９８ ８ －０ ４９ ０ ６２５

１５ ４８３ １４ ８９６ ５２ １ ３１ ９９ ０ ０００
１５ ４８３ １５ ４９２ －０ ８ ９８ ４ －０ ４２ ０ ６７２

ＯＦＤＩ 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处理效应

ＡＴＴ 临近匹配 Ｎ 半径匹配 Ｎ 核匹配 Ｎ
参与者平均
处理效应

　 －０ ２７９６∗∗
１９ ５４６ 　 －０ ２６３９∗

１９ ５４６ 　 －１ ３１８∗∗∗
１９ ５４６

（－２ ０８） （－１ ９５） （－９ ２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对应的 ｔ 值， 下表同。

图 １　 共同支撑和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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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ＯＦＤＩ 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 （假设 １）
１ 初始检验

假设 １ 的初始检验结果如表 ３ 所示， （１） 列中因变量为当期企业资本配置效

率， （２） — （４） 列因变量为延后 １－３ 期的资本配置效率。 （１） — （４） 列 ＯＦＤＩ
系数均显著为负， 表明随时间推移 ＯＦＤＩ 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的正向影响效应

得以显现： （３） 列中系数绝对值最大且在 １％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 ＯＦＤＩ
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的积极影响作用在 ｔ＋２ 期达到最佳状态； （４） 列中 ＯＦＤＩ
系数的绝对值及显著性水平 （仅为 １０％） 均有所下降， 表明 ＯＦＤＩ 行为 ３ 期之后对

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的积极影响作用开始削弱。 可见， ＯＦＤＩ 对企业生产要素流

动及高效配置确实起到激励作用， 且具有较为明显的时间效应。

表 ３　 ＯＦＤＩ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 （ＤＩ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ＯＦＤＩ × Ｔｉｍｅｔ
－０ ２４９∗∗

（－２ １９）

ＯＦＤＩ × Ｔｉｍｅｔ＋１
－０ ３０４∗∗

（－２ ５３）

ＯＦＤＩ × Ｔｉｍｅｔ＋２
－０ ３４７∗∗∗

（－２ ６９）

ＯＦＤＩ × Ｔｉｍｅｔ＋３
－０ ２４０∗

（－１ ６７）

ＡＴＡ ０ ３３２∗∗∗ ０ ３３４∗∗∗ ０ ３３５∗∗∗ ０ ３２７∗∗∗

（５ ０３） （５ ０６） （５ ０８） （４ ９６）

ＡＧＥ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８∗

（－１ ９２） （－１ ９３） （－１ ９１） （－１ ８３）

ＭＩＧ ０ ３０９∗∗∗ ０ ３０９∗∗∗ ０ ３１０∗∗∗ ０ ３１０∗∗∗

（１０ ０８） （１０ ０７） （１０ ０９） （１０ １０）

ＤＥＰ １ ２０３∗∗∗ １ ２０５∗∗∗ １ ２０９∗∗∗ １ ２１９∗∗∗

（５ １３） （５ １４） （５ １６） （５ ２０）

ＣＡＰ ０ ４３１∗∗∗ ０ ４３０∗∗∗ ０ ４２９∗∗∗ ０ ４３２∗∗∗

（７ ７０） （７ ６８） （７ ６６） （７ ７１）

ＴＦＰ
－１ ２３４∗∗∗ －１ ２３５∗∗∗ －１ ２３６∗∗∗ －１ ２４０∗∗∗

（－１７ ８８） （－１７ ９０） （－１７ ９２） （－１７ ９８）

常数项
１２ ３８４∗∗∗ １２ ３４３∗∗∗ １２ ３４６∗∗∗ １２ ５２０∗∗∗

（１１ ４２） （１１ ３９） （１１ ４１） （１１ ５９）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９ ５４６ １９ ５４６ １９ ５４６ １９ ５４６
Ａｄｊ－Ｒ２ ０ ０９０ ０ ０９０ ０ ０９０ ０ ０８９

控制变量及常数项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企业年龄（ＡＧＥ） 和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
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新建企业及拥有较高生产效率的企业更善于合理、 高效配置要

素资源。 企业平均总资产（ＡＴＡ） 系数为正， 表明较高的平均总资产不利于企业资

本配置效率提升。 资产负债率（ＤＥＰ） 和资本密集度（ＣＡＰ） 系数亦显著为正， 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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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高的负债率和固定资产占比制约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 主营收入增长率（ＭＩＧ）
的系数显著为正， 则表明企业对于主营业务的持续投资（入） 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制

约企业在其他业务领域的资产配置效率。
２ 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

进一步验证假设 １， 借鉴相关文献做法 （代昀昊和孔东民， ２０１７）， 将企业资

本配置效率分为投资不足 （残差＜０） 与投资过度 （残差＞０） 两组， 重新对模型

（３） 进行回归。 表 ４ 结果显示， ＯＦＤＩ 对企业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的影响作用不尽

相同： 就影响程度而言， 投资不足组的 ＯＦＤＩ 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水平均略高于投

资过度组； 就影响的时间效应而言， ＯＦＤＩ 对企业投资不足情况的显著性改善作用

持续期可以达到 ｔ＋３ 期； 而对企业投资过度情况的显著性改善作用仅持续至 ｔ＋２
期。 表明封闭条件下企业投资因诸多限制而产生的投资不足 （可投资项目过少）
或投资过度 （投资项目退出或转换成本高） 情形， 在开放条件 ＯＦＤＩ 下均会得到显

著性改善。 此外， 表 ４ 中 ＯＦＤＩ 对企业投资不足的影响作用及时间效应整体而言要

优于表 ３ 中总样本归回结果， 亦表明 ＯＦＤＩ 允许生产要素跨国境流动配置， 为封闭

条件下投资不足企业提供了更为广阔、 自由的投资空间及投资契机。

表 ４　 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 （ＤＩＤ估计结果）

变量
投资不足 投资过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ＯＦＤＩ × Ｔｉｍｅｔ
　 －０ ３１６∗ 　 －０ ２２８∗

（－１ ９０） （－１ ７６）

ＯＦＤＩ × Ｔｉｍｅｔ＋１
　 －０ ３７４∗∗ 　 －０ ３０６∗

（－２ １０） （－１ ８５）

ＯＦＤＩ × Ｔｉｍｅｔ＋２
　 －０ ４４１∗∗ 　 －０ ３７３∗∗

（－２ ２９） （－２ １１）

ＯＦＤＩ × Ｔｉｍｅｔ＋３
－０ ３７４∗ －０ ２３６
（１ ７４） （－１ ２１）

常数项
９ ７９７∗∗∗ ９ ７７１∗∗∗ ９ ７７０∗∗∗ ９ ８５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０７∗∗∗ １４ ０１∗∗∗ １４ ２３∗∗∗

（５ ７５） （５ ７４） （５ ７４） （５ ７９） （９ ２２） （９ １８） （９ １４） （９ ２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０ ７６３ １０ ７６３ １０ ７６３ １０ ７６３ ８ ７８３ ８ ７８３ ８ ７８３ ８ ７８３

Ａｄｊ－Ｒ２ ０ ０９３ ０ ０９３ ０ ０９３ ０ ０９３ ０ ０９５ ０ ０９５ ０ ０９５ ０ ０９５

注： 因版面所限， 本表未汇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 （备索）， 下表同。

３ 工具变量验证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 本文借鉴李后建和张剑

（２０１５） ［３８］做法， 将企业所在地区相关经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 考虑到企业所在省

份地区经贸发展环境与企业 ＯＦＤＩ 发展密切相关， 东南沿海省份大多既是贸易大

省， 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发达， 同时又是 ＯＦＤＩ 大省， 如粤、 浙等地， 故此，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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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取企业所在省份市场化指数 （Ｍａｒｋｅｔ） 和对外贸易开放度 （Ｔｒａｄｅｏｐｅｎ）① 作为

工具变量； 同时也采取现有文献常规做法， 另选取内生解释变量 （ＯＦＤＩ） 滞后 １
期作为工具变量， 此种情形下工具变量相对于因变量已属 “前定” 变量， 取值已

固定， 故此与当期扰动项可能并不存在关联性。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参见表 ５。

表 ５　 ＯＦＤＩ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②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ＩＶ 一阶段 ＩＶ 二阶段 ＩＶ 一阶段 ＩＶ 二阶段 ＥＲＭ 方程一 ＥＲＭ 方程二

ＯＦＤＩ
－０ １９８∗ －２ ３９６∗∗∗ －１ ５６４∗∗∗

（－１ ６８） （－３ １９） （－４ １３）

ＯＦＤＩ （ ｔ－１） 　 ０ ８７４∗∗∗

（２００ ４７）

Ｍａｒｋｅｔ 　 ０ ０２３∗∗∗ 　 ０ ２４３∗∗∗

（８ ９０） （２９ ２０）

Ｔｒａｄｅｏｐｅｎ ０ ０９３∗∗∗ ０ ２３４∗∗∗

（８ ５６） （７ ０９）

常数项
－０ ２１５∗∗∗ １８ ２２２∗∗∗ －１ １５９∗∗∗ １３ ２１０∗∗∗ １６ ９３１∗∗∗ －２ ４０７∗∗∗

（－５ ５６） （１６ ０１） （－１４ ８３） （８ ６２） （１４ ４３） （－４２ １３）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Ｐａａｐ ｒｋ

５ ７２７ ４６∗∗∗ ５２０ ２３５∗∗∗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

４ ０００∗∗∗ ２７４ ３１２∗∗∗

Ｈａｎｓｅｎ Ｊ １ １６５
Ｈａｎｓｅｎ Ｊ－Ｐ 值 ０ ２８０

Ｃｏｏｒ ｅ ０ １３４∗∗∗

（３ ９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８ ７６０ １８ ７６０ １５ ８３８ １５ ８３８ １５ ８３８ １５ ８３８

表 ５ 中 （１） — （４） 列为工具变量 ２ＳＬＳ 回归结果， 两类工具变量选取下的核

心解释变量及工具变量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且作用符号也与基准模型一致。
（２）、 （４） 列中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和 Ｐａａｐ （２００６） ［３９］ ｒｋ ＬＭ 统计量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拒绝

“工具变量识别不足” 的原假设，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和 Ｐａａｐ （２００６）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也显著

大于 １０％的临界值， 即拒绝 “工具变量是弱识别” 的原假设； （４） 列中 Ｈａｎｓｅｎ Ｊ
的 Ｐ 值为 ０ ２８０， 因此不存在 “过度识别”， 故此接受 “所有工具变量均外生” 原

假设。 上述统计量表明本文工具变量选取有效。 为进一步验证 （３）、 （４） 列工具

变量选取的稳健性， （５） — （６） 列为工具变量扩展回归模型 （ＥＲＭ） 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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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市场化指数数据源于王小鲁等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２０１８）； 对外贸易开放度为各省份进出

口贸易额与 ＧＤＰ 比值， 相关数据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１） — （２） 列为以 ＯＦＤＩ 滞后 １ 期为工具变量的 ２ＳＬＳ 回归结果， （３） — （４） 列为以市场化指数和

对外贸易开放度为工具变量的 ２ＳＬＳ 回归结果， （５） — （６） 列为以市场化指数和对外贸易开放度为工具变量

的 ＥＲＭ 回归结果。



（５） 列中 ＯＦＤＩ 的系数显著为负， 与前文结果相吻合； （６） 列中两工具变量均显著

为正； （５）、 （６） 两方程残差相关性为 ０ １３４， 且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因此

同样证明 ＯＦＤＩ 的确存在一定内生性， 且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
４ ＯＦＤＩ 投资特征。 本文基于投资区位、 投资产业、 投资模式、 股权模式四维

度， 进一步分析不同投资特征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差异性。 将模型 （３） 中

ＯＦＤＩ 虚拟变量进一步细分为不同投资特征的 ＯＦＤＩ 虚拟变量： 表 ６ 中 （１） 列若企

业只在一个东道国进行投资， 则 ＬＯＡＳ ＝ １； （２） 列若企业在多个国家都有投资行

为， 则 ＬＯＡＭ ＝ １。 （３） 列若企业只针对某单一产业进行投资， 则 ＩＮＤＳ ＝ １；
（４） 列若企业投资行为涉及多个产业， 则 ＩＮＤＭ ＝ １。 （５） 列如企业投资方式为绿

地投资 （新建企业）①， 则 ＧＲＥＥ ＝ １； （６） 列若投资方式为并购， 则 ＭＥＲＧ ＝ １。
（７） 列 若新建企业为独资或并购后企业股权占比为 １００％， 则 ＳＯＬＩ ＝ １； （８） 列若

企业采取合资方式， 则 ＪＯＮＶ ＝ １。

表 ６　 不同投资特征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差异性 （ＤＩＤ估计结果）

变量
投资区位 投资产业 投资模式 股权模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ＯＡＳ × Ｔｉｍｅ 　 －０ ３９３∗∗

（－１ ９８）

ＬＯＡＭ × Ｔｉｍｅ 　 －０ ３７９∗

（－１ ７２）

ＩＮＤＳ × Ｔｉｍｅ 　 －０ ３９９∗∗

（－２ ２２）

ＩＮＤＭ × Ｔｉｍｅ
－０ ３４９

（－１ ０９）

ＧＲＥＥ × Ｔｉｍｅ 　 －０ ４１１∗∗

（－２ ２７）

ＭＥＲＧ × Ｔｉｍｅ
－０ ２１６

（－０ ４３）

ＳＯＬＩ × Ｔｉｍｅ 　 －０ ３６７∗

（－１ ９６）

ＪＯＮＶ × Ｔｉｍｅ 　 －０ ５６８∗

（－１ ６５）

常数项
１２ １３∗∗∗ １１ ４１∗∗∗ １１ ９４∗∗∗ １１ ６０∗∗∗ １１ ９７∗∗∗ １１ ３４∗∗∗ １２ ２２∗∗∗ １１ ５９∗∗∗

（９ ７０） （８ ９９） （９ ７３） （８ ９５） （９ ７６） （８ ６０） （９ ９３） （８ ８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５ ７８４ １５ ２７５ １６ １３５ １４ ９２４ １６ １２９ １４ ６２２ １５ ９９８ １４ ７０６

Ａｄｊ－Ｒ２ ０ ０８７ ０ ０８７ ０ ０８７ ０ ０８７ ０ ０８７ ０ ０８７ ０ ０８７ ０ 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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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鉴于实际样本中企业多次 ＯＦＤＩ 过程中存在新设方式与并购方式兼具的情况， 此处绿地投资企业仅指

采用新设方式进行 ＯＦＤＩ 的企业样本， 企业 ＯＦＤＩ 过程中既包括新设方式又包括并购方式的样本已剔除。 并购

企业、 独资企业、 合资企业样本选择方法相同。



回归结果显示， 除 （４）、 （６） 列多区位投资、 并购模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
ＯＦＤＩ 项下其余投资行为 （特征） 均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产生显著性的积极影

响。 就影响作用大小 （系数绝对值） 而言， 合资和绿地方式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

改善的作用最为突出： 绿地投资要在东道国新建企业从事生产运营管理， 会给予母

公司更多资本配置空间， 进而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凸显； 相比之

下， 并购模式下主并企业会面临更多风险及不确定性 （并购失败案例多有发生），
主并企业与被并企业也需要磨合期与适应期， 因而在短期内并购投资对企业资本配

置效率的积极作用较难得到体现。 股权模式方面， 独资与合资影响系数均在 １０％
置信区间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且合资经营系数 （绝对值） 高于独资经营系数， 表

明中国企业与东道国目标企业 （子公司） 共担风险、 共享收益的合资经营模式对

短期内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作用更为凸显。 就影响作用的显著性而言， 单一区

位、 单一产业和绿地投资 （新建企业） 系数在 ５％置信区间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与

之相应， 东道国多区位和多产业投资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 （当期） 虽然也会

产生积极影响， 但影响作用系数 （绝对值） 及显著性水平均略逊于前者。 此结果

表明对于跨国经营经验尚浅的中国企业而言， 合理审慎的选择东道国经营范围及国

别布局尤为重要。
（二） 企业所有权特征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 （假设 ２）
本文在模型 （３） 基础上引入 ＯＦＤＩ 与企业所有权性质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以

考察 ＯＦＤＩ 在不同类型所有制企业中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 表 ７
中 （１） — （２） 列结果显示， ＯＦＤＩ 对国有企业 （ＧＹ） 和非国有企业 （ＦＧＹ） 的资本

配置效率提升均产生积极影响， 但就影响作用大小 （系数的绝对值） 和显著性而

言， ＯＦＤＩ 对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显然更为明显， 此实证结果与预期

相符， 假设 ２ａ 得以验证。 为进一步验证假设 ２ｂ， 在 （１） 列国企样本基础上进一

步细化为央企 （ＹＱ） 和地方国企（ＤＦＧＱ） 样本， （３） — （４） 列结果显示： ＯＦＤＩ
对地方国企资本配置效率提升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央企样本系数虽然为负， 但未通

过显著性检验； 此外， 对比 （１） — （４） 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可见 （地方国企系数

绝对值高于国企）， 剔除央企 ＯＦＤＩ “战略性” 考量外， 开放条件下 ＯＦＤＩ 给予地方

国企释放效能、 提高效率极大的空间。 假设 ２ｂ 得以验证。 为便于进行系统性比较，
本文在 （２） 列非国企样本中进一步细化为民企 （ＭＹ） 和外资（ＷＺ） 。 （５） 列民企

与 （２） 列非国企样本结果基本一致， 一定程度上亦表明民营企业当前在我国非国

有经济中的代表性。 （６） 列外企样本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此实证结果与现实

也较为吻合。 考虑到当前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及需求， 外资投资中国已然为了获得

较高的资本回报率 （配置效率）， 此种情形下外企再次进行 ＯＦＤＩ 对企业资本配置

效率提升的影响作用较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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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企业所有权特征与资本配置效率 （ＤＩＤ估计结果）①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国有 非国有 中央企业 地方国企 民营 外资

ＧＹ × Ｔｉｍｅ
－０ ５４２∗∗∗

（－３ ０９）

ＦＧＹ × Ｔｉｍｅ
－０ ３１５∗

（－１ ６９）

ＹＱ × Ｔｉｍｅ
－０ ４０３

（－１ ５３）

ＤＦＧＱ × Ｔｉｍｅ
－０ ６２１∗∗∗

（－２ ８８）

ＭＹ × Ｔｉｍｅ
－０ ３３０∗

（－１ ８１）

ＷＺ × Ｔｉｍｅ
－０ ２３５

（－０ ５８）

常数项
１１ ２５８∗∗∗ １１ ９９８∗∗∗ １１ ４８２∗∗∗ １１ １９０∗∗∗ １１ ９２８∗∗∗ １１ ５１３∗∗∗

（９ ２３） （９ ８６） （８ ８８） （８ ８２） （９ ７２） （８ ６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６ １１４ １７ ４１８ １４ ９５８ １５ ３３５ １７ １３３ １４ ４６２

Ａｄｊ－Ｒ２ ０ ０９３ ０ ０８５ ０ ０９１ ０ ０９１ ０ ０８５ ０ ０８８

（三） 东道国区位特征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 （假设 ３）
在模型 （３） 基础上进一步引入 ＯＦＤＩ 与东道国发展水平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以考察不同发展水平东道国区位下 ＯＦＤＩ 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差

异。 其中 ＤＶＬＰ 代表发展中国家， ＤＶＰＤ 代表发达国家②。 表 ８ 中 （１）、 （２） 列基

于有无 ＯＦＤＩ 行为的企业比较； （３） 列仅在有 ＯＦＤＩ 行为的样本内进行比较， 东道

国仅为发展中国家时 ＤＶＬＰ ＝ １③， 东道国仅为发达国家时 ＤＶＬＰ ＝ ０。 对比 （１）、
（２） 列结果可见， 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和对发达国家投资都有利于企业资本配置效

率提升， 在影响作用系数和显著性水平方面两者相差无几。 （３） 列进一步对比结

果同样显示， 相较于发达国家， 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虽有积

极作用但不具显著性。 鉴于 （１） — （３） 列结果无法给予假设 ３ 合理充分验证，
继而参照学者李磊等 （２０１６） ［４０］ 做法， 将投资于发达国家 （地区） 中的中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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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表 ７ 中 ＧＹ 代表国有企业， ＦＧＹ 代表非国有企业； ＹＱ 代表中央企业， ＤＦＧＱ 代表地方国有企业； ＭＹ 代

表民营企业， ＷＺ 代表外资企业 （含独资与合资）。
依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划分标准， 将 《２０１０ 年人文发展报告》 中人类发展指数不低于 ０ ９ 的国家定

义为发达国家或地区 （共计 ４３ 个国家或地区）； 其余国家及地区定义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既投资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又投资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 ＯＦＤＩ 企业样本已剔除。



样本剔除①。 相比 （１） 列结果， （４） 列回归结果变动较小： 即剔除中国香港样本

后对考察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资本配置效应影响的差异性不甚明显； 但相较于

（２） 列结果， （５） 列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绝对值明显提升， 也即剔除 “制度投机”
影响因素后， 对发达国家 ＯＦＤＩ 显然更有助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 假设 ３ｂ 得

以验证。 （６） 列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为正， 仍不具显著性。

表 ８　 东道国区位特征与资本配置效率 （ＤＩＤ估计结果）

变量

总样本 剔除中国香港样本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
发展中与发

达国家比较
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

发展中与发

达国家比较

ＤＶＬＰ × Ｔｉｍｅ
－０ ２６９∗ －０ ０１８ －０ ２４５∗ ０ ２０５

（－１ ７０） （－０ ０６） （－１ ８３） （０ ６０）

ＤＶＰＤ × Ｔｉｍｅ
－０ ２６２∗ －０ ３５０∗

（－１ ７６） （－１ ７４）

常数项
１２ ０６６∗∗∗ １１ ７２７∗∗∗ １３ ９５８∗∗∗ １２ ００２∗∗∗ １１ ２４１∗∗∗ １３ ４５１∗∗∗

（９ １９） （９ ５７） （６ ６０） （８ ５８） （８ ４１） （４ ８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４ ７６１ １６ １６９ ４ ４２４ １３ ３８９ １４ １０５ ２ ６０１
Ａｄｊ－Ｒ２ ０ ０８６ ０ ０８７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６ ０ ０８７ ０ ０７７

（四）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前文实证结论的可靠性， 本文借助以下方法对模型 （３） 进行稳

健性检验。 首先， 借鉴 （代昀昊和孔东民， ２０１７） 做法， 使用财务指标中的账面

市值比 （ＢＭ） 作为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ＭＩＧ 的代理变量， 借此得到另一个衡量资

本配置效率的新指标 ＣＡＥ２， 并辅之以原资本配置效率指标 ＣＡＥ， 对模型 （３） 进

行稳健性检验。 然后， 更换 ＰＳＭ 匹配方法， 利用半径匹配法 （匹配半径为

０ ０００１） 对处理组样本重新进行匹配， 基于新的样本对模型 （３） 重新进行 ＤＩＤ 回

归。 其次， 单独使用 ＰＳＭ 法， 用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 （ＡＴＴ） 考察处理组与对照

组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性。 再次， 使用混合面板加多维固定方法代替 ＰＳＭ－ＤＩＤ 方

法对模型 （３） 重新进行估计。 应用上述稳健性检验方法对三个假设重新进行验

证， 回归结果与前述结果相一致， 具体内容不再赘述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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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磊等 （２０１６） 研究表明， ＯＦＤＩ 于中国香港地区的企业大多具有明显的 “制度投机” 倾向： 在港投

资取得外商投资身份后又返回中国大陆投资， 这些企业的目的往往是利用外商投资身份获得更多优惠政策，
并非在港从事真正的生产经营活动。

版面所限， 稳健性检验结果文中省略， 备索。



四、 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 开放条件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ＯＦＤＩ 有助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

提升： ＯＦＤＩ 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显著高于非 ＯＦＤＩ 企业， 且存在较为明显的时间效

应。 依据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测度数据， 将企业投资行为分为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 实

证结果表明 ＯＦＤＩ 对企业投资不足情况下的资本配置效率改善作用更为凸显， 且持续

时间更长。 此外， 基于 ＯＦＤＩ 特征的实证分析结果同样表明， 尽管不同投资方式特征

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性， 但整体而言， ＯＦＤＩ 仍有助于企业资本配

置效率的提升。 进一步基于企业所有权特征的实证分析表明： 相比非国企， ＯＦＤＩ 对
国企资本配置效率提升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具体而言， 国企样本中此种激励作用主

要表现在地方国企而非央企； 非国企样本中此种激励作用主要表现在民企而非外资。
基于东道国区位选择的实际结果表明， 剔除 “制度投机” 影响因素 （投资中国香港

地区样本） 后， 对发达国家或地区 ＯＦＤＩ 显然更有助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 本文

提出的三个假设得以验证， 稳健性检验结果同样支持假设内容提出。
本文研究结论对企业实现资本优化， 产业升级， 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启示。 鉴于逆向 ＯＦＤＩ 和顺向 ＯＦＤＩ 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影响路径及作用效果存在差

异， 企业 ＯＦＤＩ 区位选择既需要做好战略规划， 又需要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及需求做到

因地制宜， 充分发挥中国企业优势， 实现开放条件下资本配置效率的最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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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ｔ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ＯＦＤＩ ｈａｓ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ＳＯ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ｉ⁃
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ａ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ｗｈｅｎ ｉｔ ｉ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ａｎ ｏｆｆｅｒ ｓｏｍ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ＦＤＩ；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ＩＤ； Ｐ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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