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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 考察了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对国内企业

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 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显著促进了国内企业创

新， 投资金额越多， 企业的创新效应越明显； 在考虑了创新概念的重新界定、 替换

绿地投资金额指标及内生性问题以后， 该结论依然稳健； 这种促进效应是通过吸收

东道国 （地区） 的人力资本要素及增加研发投入两个中介渠道产生的； 从所有制、
行业和东道国 （地区） 差异来看， 非国有企业绿地投资的创新效应及研发中介效

应高于国有企业， 技术创新型企业绿地投资的创新效应及研发中介效应高于技术稳

健型企业， 对发达经济体绿地投资的创新效应及研发投入效应高于发展中经济体，
但人力资本要素吸入的中介效应弱于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绿地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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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创新活动对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居民

专利申请量已远超美国、 日本等发达经济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稳居世界第一， ２０１７
年达 １２４万件。 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 引起了美国等西方技术强国的广泛

关注。 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背景下， 探究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议题显得尤为

重要与迫切。
国际技术溢出是实现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 而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是重要

的国际技术溢出渠道。 通过开展 ＯＦＤＩ可以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与研发经验、 人力

资本资源以及创新环境等提升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 （蒋冠宏等， ２０１３） ［１］， 促进跨

国企业的技术创新。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行为， 无论是在发

展中经济体还是在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作为赶超

型的超级大国， 其目的旨在吸收先进技术， 学习独特的管理经验和方法， 有效利用

国外的专业化资源， 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实现企业创新。
自 ２００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发布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以来， 中国对外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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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异常活跃。 联合国贸发会议 《２０１７ 年世界投资报告》 统计， 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和存量的 １１ １％和 ５ ９％， 流量位列全球国家 （地
区） 排名的第 ３位， 存量由 ２０１６年的第 ６ 位跃升至第 ２ 位， 占比提升 ０ ７ 个百分

点。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资金规模呈现高速增长趋势 （薛军，
２０１８） ［２］， 由 ２００５年的 ８４亿美元飙升到 ２０１６年的 １ １０３ 亿美元。 可见， 中国对外

绿地投资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 有关 ＯＦＤＩ 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主要聚焦

于对国内经济活动是替代效应还是互补效应。 企业以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

（地区） 的方式主要有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两种。 其中， 绿地投资是跨国企业在国

外设立新的企业或研发中心， 形成新的生产力 （蒋冠宏和蒋殿春， ２０１７）， 加大对

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 尽管过去 １０ 年间绿地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但是研究绿地投

资的文献并不多， 有限的研究仍然集中于企业是选择跨国并购还是绿地投资的

ＯＦＤＩ进入模式 （Ｎｏｃｋｅ ａｎｄ Ｙｅａｐｌｅ， ２００７［３］； 蒋冠宏等， ２０１８［４］ ）。 有部分文献关

注到并购投资有利于引进与使用先进技术， 显著促进了跨国企业创新 （Ｂｅｎａ ａｎｄ
Ｌｉ， ２０１４［５］； 邵新建等， ２０１２［６］ ）， 但对外绿地投资的创新效应却大多被忽略了。
进行绿地投资的企业比跨国并购企业更具生产效率， 那么绿地投资究竟能否促进中

国跨国企业创新？ 不同所有制性质、 不同行业类型的企业以及对不同经济体的投资

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具有异质性？ 其背后可能的影响机制是什么？ 这正是本

文要研究的核心问题。
本文在研究视角和机理分析上与现有研究有所不同。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第一， 在研究视角上， 本文从绿地投资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深入探讨二者的

内在逻辑关系。 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是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两种不同模式， 不

同的进入模式在技术传导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 绿地投资是跨国企业在东道国

（地区） 投资设厂或建立研发中心， 通过嵌入当地产业链的方式， 充分利用海外研

发资源， 吸取当地先进的市场经验和管理经验， 吸收人力资本， 获取对方符合跨国

企业自身发展的先进技术， 避免在并购模式下可能产生的创新资源整合失败的风

险。 根据企业自身的实际需求和技术条件， 增加研发投入， 自行研发出新产品、 新

项目。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特征事实， 系统探讨了绿地

投资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微观效应， 不仅丰富了有关绿地投资与企业创新关系的文

献， 而且为理解中国企业创新提供了新视角。 第二， 从机理分析上， 本文不仅分析

了绿地投资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 为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引入了绿地投

资的工具变量进一步刻画其与企业创新的内在关系， 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中介效应

模型进行影响机制检验， 本文发现人力资本要素吸入和增加研发投入是对外绿地投

资促进企业创新的两个重要渠道， 从而深化了对绿地投资与中国企业创新之间关系

的理解。 第三， 考虑到异质性问题可能会影响绿地投资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 本

文还考察了不同所有制性质、 不同行业类型的企业以及投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东道

国 （地区） 对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 这对如何提高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的创

新效应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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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机制及文献综述

绿地投资是指母公司通过在东道国 （地区） 投资设立子公司或研发机构等参与

海外市场。 围绕本文的研究目标， 从理论解释、 经验研究等不同方面梳理有关绿地投

资与企业创新的研究文献， 以期为计量模型构建及机制检验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
（一） 绿地投资与企业创新

自熊彼特创新理论提出以来， 对企业创新行为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

焦点和热点。 相继更多文献基于不同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入探讨影响企业创

新活动的重要因素 （李春涛和宋敏， ２０１０［７］； 秦华英， ２０１８［８］； 孟庆斌等，
２０１９［９］）。 但这些尚不足以精确地解释不同企业的创新产出行为， 其中企业的国际

化行为也成为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 技术引进与技术学习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

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在一定的发展阶段能够提升我国的技术进步。 企业异质性理

论的提出， 为研究企业国际化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与框架基础。 Ｈｅｌ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０４） ［１０］在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１１］的模型的基础上将企业异质性理论扩展到对外直接

投资领域， 他们认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 生产率居中的企业选择

出口， 而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只服务于国内市场。 那么，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企业技

术进步的影响如何？ 学者们从微观企业层面出发探讨 ＯＦＤＩ 的生产率效应、 创新效

应及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

关注， 如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４） ［１２］运用企业层面微观数据， 系统评估了对外直接

投资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 发现 ＯＦＤＩ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 且不

同类型 ＯＦＤ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赵宸宇和李雪松 （２０１７） ［１３］还利用

中国上市公司与商务部 《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名录》 匹配后的数据研究发现对

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此外， 部分学者进一步探讨了跨

国公司海外并购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Ｂｅｎａ 和 Ｌｉ （２０１４）、 邵新建等 （２０１２） 研究

发现跨国并购有利于引进与使用先进技术， 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创新。 由于绿地投

资与跨国并购在成本投入、 建设周期以及对创新资源的整合风险等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 二者对中国企业创新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鉴于对外绿地投资对提升企业的市

场竞争力和技术水平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 这个问题逐步引起国内外学者的

关注。 Ｎｉｔｓｃｈ和 Ｍａｋｉｎｏ （１９９６） ［１４］基于日本 １７３家跨国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 相较

于跨国并购与合资企业， 绿地投资子公司的绩效最好。 Ｈａｋａｎｓｏｎ 和 Ｎｏｂｅｌ
（２００１） ［１５］以瑞典 １７家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单位为样本， 他们研究认为跨国公司的

当地嵌入度高， 绿地投资子公司的内部嵌入度高， 而内部嵌入为母公司带来显著的

正向技术溢出效应， 当地嵌入的技术溢出效应为负。 所以绿地投资比跨国投资的技

术溢出效应更强。 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 对外绿地投资能显著促进中国企业创新。
（二） 对外绿地投资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

中国企业的对外绿地投资主要分布在发达经济体或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创新型

行业， 通过在技术集聚的经济体建立研发机构， 近距离接触东道国 （地区） 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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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资源， 进而获取东道国 （地区） 的技术溢出。 吸收技术溢出的目的是促进企业

技术进步， 增强创新绩效。 研发投入是发挥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决定因素， 能够培

育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缩小与其他企业的技术差距， 在企业创新过程中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绿地投资资金投入量大， 投资成本高， 投资周期长， 失败风险大。
企业置身竞争激烈的海外市场， 为增强市场势力进行技术升级， 避免落入低利润水

平的竞争 （Ｂｕｓｔｏｓ， ２０１１） ［１６］， 会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提高对外投资的创新效

应。 Ｐｏｔｔｅｒｉｅ和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 （２００１） ［１７］利用国家 （地区） 层面的数据不仅证实了对

外直接投资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而且研发投入越多，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越大，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越明显。 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说 ２。

假说 ２： 对外绿地投资通过增加研发投入的渠道促进企业创新。
创新活动是企业重要的人力和物质资本投资行为 （聂辉华等， ２００８） ［１８］。 除了

研发效应外， 参与国际市场还会通过人力资本要素的流动促进企业创新。 技术溢出

模型显示人力资本在促进世界各经济体运用新技术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反

过来又提高了生产率， 实现了经济增长。 而缺乏熟练劳动力已成为发展中经济体企

业采用前沿技术的主要障碍， 导致生产的低效率。 不同经济体之间在人力资本禀

赋、 研发能力以及教育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如发达经济体不仅集中着绝大多

数的创新资源， 而且教育水平领先， 企业内部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培训也比较普

遍， 拥有丰富的高素质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 才使得对外直接投资得以展开。 当通

过在海外新建企业的方式大大放松对熟练工人的限制时， 跨国企业可能会采用生产

率更高的新技术， 将前沿技术与熟练工人恰当匹配， 进行自主创新。 为获取外部前

沿的科技信息以及把握市场动向， 企业通过绿地投资的方式进入东道国 （地区），
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本， 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 另外， 人力资本的吸入也

是影响逆向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 母公司向海外新建企业输入的人力资本与其所接触的

当地先进技术及高级研发要素可能存在一定的匹配问题， 对东道国 （地区） 人力资本

的吸入可以提高新建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 进而充分吸收利用绿地投资获得的技术外溢

和知识溢出。 可见， 一国 （地区） 新技术的涌现不仅与现有的技术条件以及在东道国

（地区） 新建企业获得的东道国 （地区） 非自愿的逆向技术溢出有关， 还与对东道国

（地区） 人力资本的吸入有关。 因此， 从东道国 （地区） 的角度看， 当地的人力资本资

源越丰富， 跨国企业越有机会吸入当地的经理人和熟练工人， 越容易实现更多的创新产

出 （赖明勇， ２００５）［１９］。 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说 ３。
假说 ３： 对外绿地投资通过吸收东道国 （地区） 的人力资本资源促进企业创新。

二、 数据说明、 样本选择与计量模型设定

（一） 数据说明和样本选择

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主要有以下三个来源： 一是英国金融时报的绿地投资数

据库， 本文选取的时间跨度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 涵盖了所有对外绿地投资的企业，
包括投资企业名称、 投资来源城市、 投资目标国 （地区）、 投资项目金额、 创造就

业岗位数等详细信息。

５３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５期 经贸论坛



尽管绿地投资数据库是目前可获得的最全面的绿地投资数据库， 但一些关键指

标仍存在一定缺失。 如缺少企业详细的财务信息， 本文样本数据的第二个来源是万

德数据库， 运用证券代码匹配通过手动筛选出的绿地投资数据库中上市的对外绿地

投资企业。 但万德数据库中缺乏有关企业专利信息的数据， 本文有关企业专利信息

的第三个数据来源是经济金融数据库， 同样运用证券代码进行匹配。
上述三个数据库匹配后所得的综合性数据集是本文研究的基础数据， 但由于统

计等各种原因， 一些企业信息存在缺失， 导致原始数据中存在异常样本。 为使后文

的研究结论更加准确， 在合并数据的基础上做了以下处理： 删除企业存续期为 ０ 或

小于 ０的企业样本； 删除应付职工薪酬、 存货净额、 营业收入、 员工人数、 固定资

产为 ０或小于 ０的企业样本。
表 １报告了经处理后绿地投资企业与未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既未进行跨国并

购也未开展绿地投资） 企业的基本信息。 虽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力不断扩

大， 但从中可以看出， 样本期内对外绿地投资的企业数占企业总数的比重仍然较

小。 首先， 本文对中国对外绿地投资企业的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 将对外绿地投资

企业按照企业所有制性质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 其中非国有企业涵盖民营

企业、 外资企业和公众企业①， 且民营企业占到 ７８％， 在样本期内开展绿地投资的

国有企业占绿地投资企业的比重为 ４５％， 而开展绿地投资的非国有企业相对较多；
其次， 国家知识产权局出版的 《专利密集型产业目录 （２０１６） （试行） 》 将专利

密集型的行业划分为技术创新型行业， 将非专利密集型行业划分为技术稳健型行

业， 表 １显示， 大部分开展对外绿地投资的企业属于技术创新型行业 （占 ６８％），
而只有 ３２％的企业属于技术稳健型行业； 最后， 依据联合国 《世界投资报告 ２０１８》
对不同经济体的划分， 按照东道国 （地区） 所属经济体类型将绿地投资企业划分

为对发达经济体投资的企业和对发展中经济体投资的企业， 其中对发达经济体投资

的企业占 ５１％， 对发展中经济体投资的占 ４９％。

表 １　 经处理后的各类型样本数目

（单位： 个）

划分标准 企业类型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

按照是否开展对外绿地投资划分

按照企业所有制性质划分

按照企业所属行业类型划分

按照东道国 （地区） 所属的经济体类型划分

未开展 ＯＦＤＩ企业 １４ ９０２

绿地投资企业 ４７７

国有企业 ２１４

非国有企业 ２６３

技术创新型行业 ３２２

技术稳健型行业 １５５

对发达经济体 ２４４

对发展中经济体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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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上述数据处理的基础上， 对两类企业在创新产出上的差异进行 Ｔ 检验，
具体结果见表 ２。 可以发现， 非 ＯＦＤＩ企业的专利申请量均值为 ５２件， 而对外绿地投

资企业的专利申请量均值高达 ５４８件， 后者比前者高出近 ４９６件， 并且这一差异值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 ２右半部分报告了非 ＯＦＤＩ企业与对外绿地投资企业的有效专利

申请量的均值， 后者比前者高出 １ １９１件， 且这一差异值也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 ２
其余部分报告了细分对外绿地投资企业与非 ＯＦＤＩ 企业专利申请量的均值差异结果，
不管是按企业所有制性质划分还是按企业所属行业类型划分， 抑或按东道国 （地区）
所属的经济体类型划分， 绿地投资企业的专利申请量均值和有效专利申请量均值均高

于非 ＯＦＤＩ企业， 并且差异值均在 １％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 ２　 绿地投资与非绿地投资企业的创新效应差异

企业类型
专利申请量 有效专利申请量

均值 差异值 ｔ值 均值 差异值 ｔ值
未开展 ＯＦＤＩ企业 ５２ — — １４３ — —
绿地投资企业 ５４８ ４９６∗∗∗ －１５ ８８８ １ ３３４ １１９１∗∗∗ －１２ ６９３

国有企业 ４７５ ４２４∗∗∗ －９ ５２４ １１３２ ９８９∗∗∗ －８ ２５５
非国有企业 ６０６ ５５５∗∗∗ －１１ ７５５ １５００ １ ３５６∗∗∗ －８ ７９５

技术创新型行业 ６６８ ６１７∗∗∗ －１４ ４２９ １ ５９４ １４５０∗∗∗ －１２ １４４
技术稳健型行业 ２９７ ２４５∗∗∗ －７ ０６１ ７９７ ６５４∗∗∗ －４ ８０６
对发达经济体 ４８２ ４３０∗∗∗ －１０ ０６１ ６０７ ４６３∗∗∗ －７ ９２６

对发展中经济体 ６１６ ５６５∗∗∗ －１２ ８０２ １ ３４５ １ ２０２∗∗∗ －１０ ３０４

注： 差异值均是与非 ＯＦＤＩ企业的均值进行比较的结果；∗∗∗＜０ ０１。

（二） 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对外绿地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在尽量克服遗漏变量和多重共线性

问题的基础上， 结合本文样本数据所涵盖的信息， 构建如下回归方程：
ｐａｔｅｎｔａａｉｔ ＝ ｃ ＋ β１ ｉｎｖｅｓｔｉｔ ＋ β２ ｘｉｔ ＋ μ ｊ ＋ μｋ ＋ μｔ ＋ εｉｔ （１）

其中， 下标 ｉ、 ｊ、 ｋ 和 ｔ 分别表示企业、 行业、 地区和年份， 因变量 ｐａｔｅｎｔａａｉｔ

是专利申请量， 论文对其加 １取自然对数。 主要考察的自变量为 ｉｎｖｅｓｔｉｔ， 即绿地投

资金额， 本文对其加 １ 取自然对数。 本文主要关注的系数是 β１， 如果系数为正，
表明中国企业的对外绿地投资对企业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反之则不能促进企业

创新。 因为本文的数据维度为企业—时间层面， 残差项可能会和企业或时间序列相

关， 从而导致 ＯＬＳ估计中标准误的偏误。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９） ［２０］详细探讨了具有 “企
业效应” 和 “时间效应” 的面板数据结构应该采用的标准误估计方法， 即对某一

个维度使用虚拟变量， 然后使用另一维度的聚类标准误。 对时间取虚拟变量， 作为

企业的聚类标准误， 在相关研究中是最常见的， 因为一般的面板数据都具有多个样

本企业， 但未必有足够多的时间点来做时间聚类标准误。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

性， 本文在回归过程中对时间、 行业和地区取虚拟变量， 统一采用聚类到企业层面

的标准误。
方程 （１） 中 ｘｉｔ是其他影响企业创新的控制变量， 包括： 企业规模， 以企业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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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数的自然对数计算； 资本密集度， 用企业固定资产合计除以企业员工总人数表

示； 企业生命期， 用当年与企业注册成立年的差值表示； 平均工资， 用应付职工薪酬

除以员工总人数的自然对数值计算； 现金比率； 资产负债率；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本

文还利用 μｊ、 μｋ、 μｔ分别控制企业所在行业、 地区、 年份的固定效应， εｉｔ是误差项。
为了检验计量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还进行了以下分析： 一是考虑到专利数本身

为大于等于 ０的非负整数， 选择了面板负二项回归重新检验绿地投资与企业创新的

因果关系； 二是为克服内生性问题， 选择了 “办理施工许可得分” 作为绿地投资

的工具变量深入探讨绿地投资与企业创新的内在关系； 三是为了克服样本选择偏

差， 选择 ＰＳＭ倾向得分匹配法重新评估绿地投资对企业创新的经济效果； 四是检

验了不同所有制企业、 不同行业企业对外绿地投资以及对不同东道国 （地区） 绿

地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企业绿地投资的创新效应一方面来源于国内的研发投入， 另一方面来源于对东

道国 （地区） 专业化要素的吸入。 本文将通过中介效应模型验证绿地投资影响企

业创新的传导机制， 据此， 引入两个中介变量人力资本要素吸入 （ ｊｏｂｓｓｉｔ） 和研发

投入 （ｌｎｒｄｉｔ）， 构造计量方程如下：
ｐａｔｅｎｔａａｉｔ ＝ ｃ ＋ β１ ｉｎｖｅｓｔｉｔ ＋ β３ ｊｏｂｓｓｉｔ ＋ β４ ｌｎｒｄｉｔ ＋ β２ｘｉｔ ＋ μ ｊ ＋ μｋ ＋ μｔ ＋ εｉｔ （２）
ｊｏｂｓｓｉｔ ＝ ｃ ＋ ｒ１ ｉｎｖｅｓｔｉｔ ＋ ｒ２ ｘｉｔ ＋ μ ｊ ＋ μｋ ＋ μｔ ＋ εｉｔ （３）
ｌｎｒｄｉｔ ＝ ｃ ＋ η１ ｉｎｖｅｓｔｉｔ ＋ η２ ｘｉｔ ＋ μ ｊ ＋ μｋ ＋ μｔ ＋ εｉｔ （４）
其中， 下标 ｉ、 ｊ、 ｋ 和 ｔ 分别表示企业、 行业、 地区和年份， ｐａｔｅｎｔａａｉ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ｔ、 ｘｉｔ、 μ ｊ、 μｋ 、μｔ和 εｉｔ与前文一致。 绿地投资对企业创新总效应的方程见公式

（１）。 其中对东道国 （地区） 专业化要素吸入 （ ｊｏｂｓｓｉｔ） 用绿地投资企业为东道国

（地区） 创造的就业岗位来衡量， 研发投入 （ｌｎｒｄｉｔ） 用企业的研发投入金额衡量。

三、 计量结果分析

（一） 绿地投资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

基于以上数据和模型， 本文重点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能否促进企业创

新。 计量结果见表 ３。 表 ３中前 ３ 列是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其中， 第 （１）
列未控制企业特征因素及固定效应， 第 （２） 列未控制企业特征因素， 第 （３） 列

同时控制企业特征因素及固定效应。 结果显示， 前 ３列中绿地投资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表明对外绿地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 为检验估计结

果的稳健性， 表 ３第 （４） — （６） 列提供了面板负二项回归的估计结果作为参照，
估计结果同样支持了该结论。 对上述结果可能的解释是， 跨国企业在发达经济体或

是在某领域具有领先优势的发展中经济体进行绿地投资， 这种投资一般会在当地雇

佣员工， 而员工在当地企业和跨国企业之间的双向流动会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 从

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 此外， 跨国企业通过对外绿地投资获取先进知识和技术，
刺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集中用于对创新项目的研究与开发， 实现企业创新， 提高

市场竞争力。

８３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５期



表 ３　 对外绿地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ｇｒｅｅｎｖａｌｕｅ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控制变量 Ｎ Ｙ Ｙ Ｎ Ｙ Ｙ
固定效应 Ｎ Ｙ Ｙ Ｎ Ｙ Ｙ

Ｎ １５ ３７９ １５ ３７０ １５ ３７０ １５ ３７９ １５ ３７０ １５ ３７０
Ｒ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３０ ０ ０４６

注： 括号中数值为对应变量估计系数聚类到企业层面的标准误， 下同；∗∗∗ 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５，∗ ｐ＜０ １； 固定

效应是时间、 行业、 地区层面的固定效应， 下同。

（二）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中国作为典型的对外投资大国， 加快对外投资进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因此， 可能存在的是中国政府为了使企业获得低成本和大量的研发投入， 会鼓励企

业到海外投资设厂， 企业有针对性地依据其对外绿地投资需求制定企业的技术进步

政策与公司治理策略。 那么企业创新与其对外绿地投资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

系， 导致本文的实证结论可能有内生性问题。
避免这一问题的常用方法是寻找与企业对外绿地投资相关， 但与企业创新不相

关的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 结合贺培等 （２０１７） ［２１］在这一问题上的处理方法，
使用世界银行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数据中的 “办理施工许可得分” 指标为基础构建

工具变量。 该指标记录了各经济体建设一个仓库或项目所需要的手续、 时间和花

费。 办理施工许可证指标还考察了建筑质量控制指标， 衡量了建筑法规质量、 质量

监控及安全系统的力度、 责任和保险制度以及对专业认证的要求。 资金和人才对企

业选择绿地投资的方式进入东道国 （地区） 固然重要， 而东道国 （地区） 的投资

环境以及所需投资成本等也是影响跨国企业决定是否在当地投资建厂的重要因素。
该指标能够一定程度地衡量当地投资环境和在当地投资的成本， 因为 “办理施工

许可得分” 是世界银行衡量各经济体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 而一国 （地区） 的营

商环境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和投资规模的重要参考， 所以本文认为 “办理施工许

可得分” 会对中国的对外绿地投资产生直接影响， 但反映各经济体项目建设要求

的指标不会对中国的企业创新产生直接影响。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 熊彼特创新理论

及已有研究， Ｒ＆Ｄ投入、 人力资本投入、 企业规模、 劳动力投入、 物资资本投入

等是对企业创新产生直接影响的关键要素。 这也得到大量经验事实的检验 （聂辉

华等， ２００８； 周亚虹等， ２０１２［２２）。 “办理施工许可得分” 会通过影响跨国企业在

东道国 （地区） 的绿地投资决策与投资规模进而对企业创新产生间接影响。 因此

本文以办理施工许可证构建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本文将工具变量引入回归， 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ＩＶ－２ＳＬＳ）、 对弱工具变

量更不敏感的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 （ＩＶ－ＬＩＭＬ） 以及相关的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处理

本文的内生性问题。 回归结果如表 ４所示， 报告了 Ｋ－ＰＬＭ统计量和 Ｋ－Ｐ Ｗａｌｄ 统计

量， 本文所选的工具变量依次通过了这两个检验， 保证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表 ４第
（２） 列 ＩＶ－ＬＩＭＬ的系数估计值与 ２ＳＬＳ的估计值一致， 进一步从侧面证明了不存在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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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变量问题。 第一阶段对外绿地投资金额与 “办理施工许可得分” 的回归结果显

示， “办理施工许可得分” 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表明本文选取的

工具变量与对外绿地投资金额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 第二阶段对外绿地投资金额对

企业创新的回归系数保持显著为正的结果， 且通过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说明在内

生性检验后， 本文就绿地投资能够促进企业创新的命题成立。

表 ４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变量 ＩＶ－２ＳＬＳ （１） ＩＶ－ＬＩＭＬ （２）

ｇｒｅｅｎｖａｌｕｅ ０ ０２２∗∗∗ ０ ２２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Ｋ－ＰＬＭ统计量 ３３２ １２９∗∗∗ 　

Ｋ－ＰＷａｌｄ统计量 ７９５ ５１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Ｎ １５ ３７０ １５ ３７０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ｇｅ

ＩＶ ３ ７２６∗∗∗ ３ ７２６∗∗∗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注：∗∗∗ｐ＜０ ０１。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匹配及变量度量等方面对主要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
１ ＰＳＭ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揭示对外绿地投资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在经

验研究中， 样本选择偏差会给计量结果带来较大的估计偏差。 为此， 本文运用倾向

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 构建一个与对外绿地投资企业 （处理组） 在投资之前的主要

特征因素尽可能相似的非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控制组）， 然后将处理组企业与对照

组企业进行匹配， 使得匹配后的企业组仅在是否对外绿地投资方面存在差异， 在其

他方面基本保持一致。 最后比较处理组企业在对外绿地投资后两组企业的创新产出

差异， 以此确定绿地投资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
倾向得分估计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平衡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之间解释变量的

分布。 因此， 在样本匹配完成后， 进行了平衡性检验， 结果显示， 在匹配后各变量

的标准偏差的绝对值均小于 ５％， 从 Ｔ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 处理组与控制组企业

均无明显差异， 这表明本文选择匹配变量以及 ＰＳＭ 倾向得分匹配法是合适的。 此

外， ＰＳＭ估计结果表明对外绿地投资可以使企业的创新产出增加 ０ ７９０ 个百分点，
且估计系数通过 １％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以上结果表明对外绿地投资与企业创新

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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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替换被解释变量

有效专利是指截至报告期末， 专利权处于维持状态的专利。 专利的有效性是衡

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指标。 根据中国专利法， 发明专利是获得专利

保护的最重要的一种发明创造， 是在技术开发、 新产品研制过程中获得的， 技术水

平较高。 为检验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选择企业有效专利数和发明专利数衡量企业的

创新能力， 代入模型 （１）， 估计结果见表 ６。 表 ６ 第 （１） — （３） 列是有效专利

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第 （４） — （６） 列为发明专利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的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 对外绿地投资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且发明专利的估计

系数通过 １％的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本文结论较为稳健， 对外绿地投资越多， 企业

创新能力越强， 这与表 ３的检验结果一致。

表 ５　 对外绿地投资与企业创新 （替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ｇｒｅｅｎｖａｌｕｅ ０ ０７３∗∗∗ ０ ０３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４２∗∗∗ ０ ０３７∗∗∗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１）
控制变量 Ｎ Ｎ Ｙ Ｎ Ｎ Ｙ
固定效应 Ｎ Ｙ Ｙ Ｎ Ｙ Ｙ
Ｎ １５ ３７９　 １５ ３７０　 １５ ３７０　 １５ ３７９　 １５ ３７０　 １５ ３７０　
Ｒ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６０　 ０ １８８　 ０ ０４４　 ０ ０７５　 ０ ２３３　

注：∗∗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

３ 替换解释变量

为进一步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将主要解释变量由对外绿地投资金额替

换为对外绿地投资决策， 即开展对外绿地投资则记为 １， 未开展对外绿地投资则记

为 ０， 代入模型 （１）， 估计结果见表 ６。 由估计结果可知， 对外绿地投资的估计系

数均通过 １％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对外绿地投资决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

正向促进效应， 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 ６　 对外绿地投资与企业创新 （替换解释变量）
变量 （１） （２） （３）

ｇｒｅｅｎ ０ ７４６∗∗∗ ０ ６６２∗∗∗ ０ ３１４∗∗∗

（０ ０９） （０ １２） （０ １１）
控制变量 Ｎ　 Ｎ　 Ｙ　
固定效应 Ｎ　 Ｙ　 Ｙ　
Ｎ　 １５ ３７９　 １５ ３７０　 １５ ３７０　
Ｒ２ ０ ０４１　 ０ ０８１　 ０ ２３１　

注：∗∗∗ｐ＜０ ０１。

（四） 机制检验

从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可以看出， 一方面， 跨国企业绿地投资的创新效应来源

于国内的研发投入， 因为企业层面的国内研发活动依然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 通过

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 进一步增强企业间的技术互补性， 提高创新绩效； 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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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跨国企业绿地投资的创新效应来源于对东道国 （地区） 的人力资本要素吸入。
因为东道国 （地区） 企业对跨国企业的技术溢出可能通过专业化要素流动或劳动

力市场的流动而产生， 在这种流动过程中， 曾在东道国 （地区） 企业工作的受过

培训的经理人和熟练工人转移到跨国企业， 这些管理者和工人所拥有的技术可以提

高跨国企业的创新绩效。 值得一提的是， 在所有对外绿地投资的样本中， 虽然

４８％的样本是投资到发展中经济体， 但大部分企业是属于技术创新型行业， 所以雇

佣的东道国 （地区） 员工也多是受过专业训练或是高学历的技术及管理人员， 同

时投资到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力资本成本低于发达经济体的人力资本成本， 在成本较

低的基础上又吸入人力资本要素， 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 所以， 跨国企业绿地投资

的创新绩效与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对东道国 （地区） 专业化要素的吸收密切相关。

表 ７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ｐａｔｅｎｔａａ ｊｏｂｓｓ ｐａｔｅｎｔａａ ｌｎｒｄ ｐａｔｅｎｔａａ

ｊｏｂｓｓ ０ １２４∗

（０ ０５）

ｌｎｒｄ ０ ２４７∗∗∗

（２４ ６４）

ｉｎｖｅｓｔ ０ ０２８∗∗∗ ０ ２３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４ ０６）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Ｎ １５ ３７０　 １５ ３７０　 １５ ３７０　 １５ ３７０　 １５ ３７０　
Ｒ２ ０ ０４６　 ０ ８６９　 ０ １４３　 ０ ３４５　 ０ １７５　

注：∗∗∗ｐ＜０ ０１，∗ｐ＜０ １。

以人力资本要素的吸入渠道为例进行中介效应说明， 研发投入渠道同理检验。
参照温忠麟和叶宝娟 （２０１４） ［２３］的做法， 本文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如下： 首先， 检

验 β１的显著性， 若 β１不显著， 说明对外绿地投资与企业创新之间不存在中介效应。
若 β１显著， 将进入后面的检验； 其次， 检验 γ１和 β３的显著性， 若二者均显著， 则

γ１∗β３显著， 存在中介效应， 证明对外绿地投资通过吸收东道国 （地区） 的专业化

要素促进了跨国企业创新， 若二者有一个不显著， 需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检验二者的显

著性， 如果在置信区间内不包含 ０， 则 γ１∗β３显著； 最后， 检验 β１的显著性， 若 β１
不显著， 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即对外绿地投资对跨国企业的创新效应是由对东

道国 （地区） 人力资本要素的吸入引起的， 反之， 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计量估计结果如表 ７所示， 第 （１） 列中 ｉｎｖｅｓｔ 的估计系数为对外绿地投资对

企业创新的总效应。 第 （２）、 （４） 列中 ｉｎｖｅｓｔ 的估计系数分别为对外绿地投资对人

力资本要素吸入 （ ｊｏｂｓｓ） 及研发投入 （ｌｎｒｄ） 两个中介变量的效应。 第 （３）、 （５）
列中 ｊｏｂｓｓ 和 ｌｎｒｄ 的估计系数是在控制了对外绿地投资的影响后中介变量对企业创

新的影响， ｉｎｖｅｓｔ 的估计系数则是在控制了中介效应影响后， 对外绿地投资对企业

创新的直接效应。 表 ７ 第 （１） 列总效应 ｉｎｖｅｓｔ 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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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第 （２） 列 ｉｎｖｅｓｔ 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第 （３） 列 ｊｏｂｓｓ 的估计

系数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检验的间接效应系数为 ０ ０２９３， ９５％的

置信区间为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５８３］， 不包含 ０， 根据估计结果， 对外绿地投资促进跨

国企业创新、 吸收东道国 （地区） 人力资本要素的中介效应是存在的。 但中介效

应与直接效应的符号相反， 说明存在遮掩效应。 依据温忠麟和叶宝娟 （２０１４） 的

中介效应检验步骤， 要看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比例的绝对值， 即 ｜ ０ ０２９３ ／ （ －
０ ００１５） ｜ ＝ １９ ５３， 绝对值大于 １， 这一结果说明虽然总效应中出现了遮掩效应，
但比较小， 中介效应依旧明显。 对东道国 （地区） 的人力资本要素吸入这一中介

变量存在遮掩效应的解释是： 跨国企业在吸入东道国 （地区） 人力资本要素、 促

进企业创新的同时， 也需要支付一定的吸入成本， 尤其在发达经济体的市场环境

中， 可能面临更高昂的雇佣成本， 人力资本要素吸入的成本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对跨

国企业绿地投资的创新效应存在一定程度的遮掩效应， 但成本效应显著弱于创新效

应。 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分析类似。 表 ７ 第 （４） 列 ｉｎｖｅｓｔ 的估计系数以及第 （５）
列 ｉｎｖｅｓｔ 和 ｌｎｒｄ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检验的间接效

应系数为 ０ ００９， ９５％的置信区间为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１２２］， 不包括 ０， 所以， 对外绿

地投资通过研发投入这一中介效应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

四、 分组检验及进一步讨论

（一） 不同所有制企业对外绿地投资的创新效应

中国企业存在着一定的研发资源配置的所有制歧视， 处于优势地位的国有企业

相对于民营企业获得了太多的研发资源。 同时， 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自身资源禀赋和

制度安排上也存在显著差异， 他们在利用研发投入以及吸收人力资本要素进行企业

创新时的行为选择存在明显不同。 国有企业多为成熟型企业，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 （Ｃｏａ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２４］， 面临企业创新的不确定性， 具有一定的

应对能力， 但先天的优越性同时也使得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 非国有企业

（本文主要是指民营企业） 的创新意愿强烈， 在研发投入充足， 人力资本要素不断

吸入的条件下， 企业的创新绩效及经营效率会有明显改观。
已有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在创新投资方面的效率更低。 为进一步考察不同所有制

企业绿地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根据企业注册登记类型将企业划分为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公众企业， 其中将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及公众企

业归类为非国有企业， 据此将样本区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大子样本进行估

计。 估计结果如表 ８第 （１）、 （２） 列所示，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对外绿地投资

对企业创新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分别在 ５％和 １％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国有

企业的估计系数略小于非国有企业， 可能的原因是， 由前文的统计分析可知， 非国

有企业中民营企业占到 ７８％， 而国有企业对外绿地投资还肩负着政治及战略使命，
民营企业则更多地是为了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在验证了非国有企业对外绿地投资的创新效应高于国有企业的基础上， 本文进

一步探讨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对外绿地投资促进企业创新的两个中介效应。 根据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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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检验的步骤， 本文发现国有企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增加研发投

入产生的， 对人力资本要素吸入的中介效应不明显。 非国有企业对外绿地投资对企

业的创新效应存在人力资本要素吸入和研发投入两个中介效应， 且国有企业的中介

效应小于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为 ０ ０１９； 非国有企业的两个

中介效应分别为 ０ ４１３和 ０ ０２５。 与前文全样本机制检验的结果一致， 人力资本要

素吸入这一中介变量对于国有企业的创新效应不明显， 一方面， 可能是由于样本期

内对外绿地投资的国有企业占少数， 造成人力资本要素的吸入不足； 另一方面， 可

能是由于国有企业在研发资源方面的独特优势对企业的自主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非国有企业， 由于吸收人力资本要素需要支付要素成本而存在一定的遮掩效

应， 非国有企业人力资本要素吸入的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比值的绝对值为 １ ２５２，
这表明人力资本要素吸入的成本效应显著弱于其产生的创新效应。

表 ８　 分组检验的基本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技术创新型

企业
技术稳定型

企业
对发达

经济体投资
对发展中

经济体投资

ｉｎｖｅｓ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３∗∗ 　 ０ １０２∗∗ 　 ０ ０８４∗∗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５） （０ ０４）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Ｎ ４ ７６９ １０ ６０１ ９ ８０７ ５ ５６３ １５ １４６ １５ １３５
Ｒ２ ０ ２８１ ０ ２２３ ０ ２４４ ０ １４７ ０ １２４ ０ １２６

注： ∗∗∗ ｐ＜０ ０１， ∗∗ ｐ＜０ ０５。

表 ９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国有企业机制检验 非国有企业机制检验

ｊｏｂｓｓ ｌｎｒｄ ｐａｔｅｎｔａａ ｐａｔｅｎｔａａ ｊｏｂｓｓ ｌｎｒｄ ｐａｔｅｎｔａａ ｐａｔｅｎｔａａ

ｊｏｂｓｓ ０ １５ 　 ０ ３３∗∗∗
（０ ０９） （３ ６４）

ｌｎｒｄ ０ １７∗∗∗ 　 ０ ２３∗∗∗
（０ ０２） （１３ ２４）

ｉｎｖｅｓｔ １ ０７∗∗∗ ０ ０７∗∗ －０ ０８ ０ ０７ １ ２５∗∗∗ ０ １１∗∗∗ －０ ３４∗∗∗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０ １１）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２） （０ ０４） （０ ０４）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Ｎ ４ ７６９ ４ ７６９ ４ ７６９ ４ ７６９ １０ ６０１ １０ ６０１ １０ ６０１ １０ ６０１
Ｒ２ ０ ９１０ ０ ４２８ ０ ２８１ ０ ３２３ ０ ９２６ ０ ３０２ ０ ２２４ ０ ２６８

注： ∗∗∗ ｐ＜０ ０１， ∗∗ ｐ＜０ ０５。

（二） 不同行业企业对外绿地投资的创新效应

不同行业的技术投入率存在较大差异 （苗文龙等， ２０１９） ［２５］， 本文根据国家知识

产权局出版的 《专利密集型产业目录 （２０１６） （试行） 》 将专利密集型行业划分为技

术创新型行业， 将非专利密集型行业划分为技术稳定型行业。 按照技术创新型行业和

技术稳定型行业将样本区分为两大样本进行回归。 估计结果如表 ８第 （３）、 （４）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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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技术创新型行业和技术稳定型行业对外绿地投资均对企业创新产生正向促进作

用， 且均通过 １％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技术创新型行业企业的估计系数大于技术稳

定型行业企业的估计系数， 一是因为专利密集型行业的经济拉动能力强， 极具创新活

力和市场竞争优势； 二是专利密集型行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Ｒ＆Ｄ经费内部支出与

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达到 １ ３％， 远高于所有工业产业 ０ ７％的平均水平； 三是专

利密集型行业企业对技术型人才的要求更高， 对专业化要素的吸收能力更强， 但也需

要支付高昂的要素成本， 所以创新效应比技术稳健型行业企业略低。
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 技术创新型企业和技术稳健型企业均通过吸收人

力资本要素和增加研发投入两条路径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 且技术创新型企业的研

发投入中介效应更明显， 这与前文全样本机制检验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技术稳健

型企业多为成型的企业， 研发密度低； 而技术创新型企业研发密度高， 科研投入

多， 技术知识占比高， 创新速度快。

表 １０　 不同行业企业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技术创新型企业机制检验 技术稳健型企业机制检验

ｊｏｂｓｓ ｌｎｒｄ ｐａｔｅｎｔａａ ｐａｔｅｎｔａａ ｊｏｂｓｓ ｌｎｒｄ ｐａｔｅｎｔａａ ｐａｔｅｎｔａａ

ｊｏｂｓｓ 　 ０ ２１∗∗ 　 ０ ２６∗∗∗

（０ ０９） （０ ０９）

ｌｎｒｄ 　 ０ ２５０∗∗∗ 　 ０ １７２∗∗∗

（０ ０４） （０ ０２）

ｉｎｖｅｓｔ １ ２３∗∗∗ ０ ０９∗∗∗ －０ １４ ０ ０９∗∗ １ ０６∗∗∗ ０ １１∗∗∗ －０ ２１∗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１１）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０ ０２） （０ １１） （０ ０５）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Ｎ ９ ８０７ ９ ８０７ ９ ８０７ ９ ８０７ ５ ５６３ ５ ５６３ ５ ５６３ ５ ５６３
Ｒ２ ０ ９１０ ０ ３７６ ０ ２４５ ０ ３１４ ０ ９３９ ０ １４８ ０ １４５ ０ １９１

注： 表中固定效应是时间、 地区固定效应； ∗∗∗ ｐ＜０ ０１， ∗∗ ｐ＜０ ０５，∗ｐ＜０ １。

（三） 对不同东道国 （地区） 绿地投资的创新效应

考虑到投资目标国 （地区） 的技术水平会影响到中国对外绿地投资企业的创

新效应， 本文依据联合国 《世界投资报告 ２０１８》 对不同经济体的划分标准， 将企

业绿地投资的目标国 （地区） 划分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 不同经济体的

资源禀赋、 市场竞争环境、 技术创新水平、 制度安排等都存在一定差异， 进而会对

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产生不同影响。 估计结果如表 ８ 第 （５）、 （６） 列所示， 对两

种经济体的绿地投资均对企业创新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均通过 １％水平的显著性检

验。 值得关注的是， 对发达经济体的绿地投资与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绿地投资相差无

几， 因为在对发展中经济体投资的 ２３３个样本中， １５４ 个样本是投资于技术创新型

行业， 可见投资于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创新效应也很明显。
在检验了对不同经济体绿地投资产生创新效应的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进行相关

的机制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 １１所示， 前 ４ 列为对发达经济体进行绿地投资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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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 后 ４列为对发展中经济体进行绿地投资的机制检验结果。 不难发现， 对

不同经济体进行绿地投资会通过不同的渠道显著促进跨国企业创新。 对发达经济体

进行绿地投资主要是通过增加研发投入而促进企业创新， 人力资本要素吸入的中介

效应不明显。 人力资本要素吸入和研发投入是跨国企业绿地投资于发展中经济体进

而促进企业创新的两个中介变量。 中介效应分别为 ０ ３２８ 和 ０ ０２。 对发达经济体

绿地投资的专业化要素吸入这一中介效应显著弱于对发展中经济体绿地投资的中介

效应， 可能的原因是发达经济体的人力资本要素吸入成本高于发展中经济体， 相对

的高成本效应稀释了发达经济体人力资本要素的部分创新效应。 对发达经济体绿地

投资的研发投入这一中介效应与对发展中经济体绿地投资的中介效应几乎相同。 技

术附加值高的企业需要更多的研发投入以促进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及新技术的更

迭。 可能由于样本期内跨国企业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绿地投资多集中于技术创新型行

业， 技术附加值高， 所以研发投入相对也较多。

表 １１　 对不同东道 （地区） 绿地投资的创新效应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对发达经济体投资的机制检验 对发展中经济体投资的机制检验

ｊｏｂｓｓ ｌｎｒｄ ｐａｔｅｎｔａａ ｐａｔｅｎｔａａ ｊｏｂｓｓ ｌｎｒｄ ｐａｔｅｎｔａａ ｐａｔｅｎｔａａ

ｊｏｂｓｓ
０ １４ 　 ０ ２９∗∗∗

（０ ０９） （０ ０８）

ｌｎｒｄ 　 ０ ２４∗∗∗ 　 ０ ２５∗∗∗

（０ ０１） （０ ０１）

ｉｎｖｅｓｔ 　 １ ２１∗∗∗ ０ １５∗∗∗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１ １３∗∗∗ ０ ０８∗∗∗ －０ ２４∗∗ ０ ０７∗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１２）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２） （０ ０９） （０ ０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时间、 行业

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Ｎ １５ １４６ １５ １４６ １５ １４６ １５ １４６ １５ １３５ １５ １３５ １５ １３５ １５ １３５
Ｒ２ ０ ９０ ０ ３４ ０ ２９ ０ １６ ０ ９３ ０ ３３ ０ ２４ ０ １７

注： ∗∗∗ ｐ＜０ ０１， ∗∗ ｐ＜０ ０５，∗ｐ＜０ １。

五、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研究结论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活跃、 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攀升的背景下， 本文研究了

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首先基于已有文献从理论上分析了

对外绿地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微观作用机制， 随后采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绿地投资数据

库、 万德数据库、 经济金融数据库的数据验证了理论分析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 第

一， 整体上看， 对外绿地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 第二， 对外绿地投资的创新效

应主要是通过吸入东道国 （地区） 人力资本要素及增加国内研发支出两个中介渠

道实现的； 第三， 按所有制类型、 行业类型以及投资东道国 （地区） 将样本具体

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 技术创新型企业和技术稳健型企业以及对发达经济

体投资和对发展中经济体投资等几类， 经验分析结果显示， 不同样本下对外绿地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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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创新效应存在显著差异。 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效应及研发投入中介效应高于国有

企业， 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创新效应及研发投入中介效应高于技术稳健型企业， 对发

达经济体投资的创新效应高于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 研发投入中介效应对于投资

不同的经济体差别不大， 但人力资本要素吸入在对发达经济体绿地投资中的中介效

应弱于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绿地投资。
（二） 政策启示

本文不仅对中国企业海外绿地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
而且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的政策建议如

下： 第一， 政府应在不降低海外并购热度的同时， 关注并创造对外绿地投资的机会，
制定更加明确和具体的绿地投资政策， 引导技术创新型民营企业到技术前沿的发达经

济体进行绿地投资， 吸收专业化要素， 雇佣东道国 （地区） 的高素质科研人员和熟

练工人， 增强企业竞争力； 第二， 跨国投资企业有必要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增强企业

间的技术互补性， 降低专业化要素吸入成本， 更大限度地从绿地投资中获益； 第三，
政府在注重发挥国有企业在对外绿地投资过程中创新引领效应的同时， 应加强扶持民

营企业科研成果的转化， 增强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为有潜力的技术创新型企业

搭建海外合作平台， 打通引进技术与学习知识的通道，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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