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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梳理分析了我国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质量影响其承接

东部产业转移的作用和内在机制， 并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 在考虑其前期规模影响

的基础上， 设计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显示： ＦＤＩ 质量 （盈利能

力、 管理能力、 技术水平、 出口能力和规模） 通过改善中西部地区生产环境、 提

升区域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 增强区域规模效应等路径推动东部制造业向中西部地

区转移； ＦＤＩ 盈利能力、 出口能力和规模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作用显

著， 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作用并不明显； ＦＤＩ 盈利水平、 ＦＤＩ 规模对中西部地区

承接东部劳动、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均呈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 ＦＤＩ 管理水

平显著促进了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 但对承接技

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作用不显著， ＦＤＩ 技术水平呈现的作用与 ＦＤＩ 管理水平恰好相

反， ＦＤＩ 出口能力显著促进了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

移， 但对承接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作用不显著； ＦＤＩ 管理水平和 ＦＤＩ 规模促进了

东部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 但对中部地区的作用并不显著。 ＦＤＩ 技术水平促进了东

部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 而对西部地区的作用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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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是我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重塑区域经

济地理格局的重大战略举措。 劳动力、 资本等要素禀赋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技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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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比较优势是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体现， 也是影响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的重要因素。 引进外资作为扩大生产规模、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我国被

广泛应用。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我国累计引进外商投资企业达 １００ ２ 万家， 累计实际使

用外资金额达 ２ ２９ 万亿美元， 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 尽管外商直接投资在我

国经济增长、 经济结构转型、 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的作用已被诸多学者证实 （刘
宏和李述晟， ２０１３［１］； 白俊红和吕晓红， ２０１７［２］； 刘宇， ２００７［３］ ）， 但围绕外商直

接投资的讨论和研究从未停滞， 可见其意义非同寻常。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中西部

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作用， 一方面表现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会扩大行业生产

规模、 增加政府税收收入， 政府利用增加税收改善基础设施环境， 可吸引国内产业

转移； 另一方面， 外资企业会通过劳动要素流动、 生产关联以及示范效应等形成知

识外溢， 提高本地技术水平， 提升区域承接转移产业的能力。 从这种意义上说，
ＦＤＩ 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制造业转移的作用是积极的。 考虑其消极作用， 一方面

外资企业的研发和设计部门往往集中于母国总部， 引进子公司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

平可能较低， 难以形成知识关联和知识外溢； 另一方面， 容易引进的外资多存在高

污染、 高能耗等特征， 不利于区域自然环境改善， 影响劳动力跨区流动和产业转

移。 从这种意义上说， ＦＤＩ 并不利于中西部地区有效承接东部制造业转移。 因此，
在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长的情况下， 我国中西部地区如何有效利用外资增强其对承

接东部地区制造业转移的能力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
近年来， 国家推进向西高水平开放， 中西部地区与外界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多。

在此情景下， 中西部地区如何利用外资推动生产能力提升和改善环境， 从而有效承

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变得愈加重要。 尽管已有研究可为此提供借鉴， 但正如郭熙保

和罗知 （２００９） ［４］所指出， 不同类型的 ＦＤＩ 在质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正是这种差异

的存在， 使其在改善区域生产环境、 提升产业承接能力中的作用效果很可能大相径

庭。 那么， 这种质量差异是否影响了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存在怎样的作

用机理？ 不同行业、 区域是否存在异质性？ 如若中西部地区 ＦＤＩ 质量显著促进了其

承接东部地区制造业转移， 那么政策制定部门应该采取何种策略提升 ＦＤＩ 质量？ 本

文将围绕这些问题逐步展开研究。

一、 文献综述

梳理文献发现，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了 ＦＤＩ “数量” 对产业集聚或产业空间分布

的影响， 且均在 ＦＤＩ 同质假设基础上。 相关论述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研究在全球经

济一体化框架下展开， ＦＤＩ 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中投资便利化的重要指标被纳入研

究体系。 大量研究显示， ＦＤＩ 是推动产业集聚或影响产业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６［５］； 张宇和蒋殿春， ２００８［６］）。 第二类研究着重考察了 ＦＤＩ 的外部

性对产业集聚或产业空间布局的影响， 认为 ＦＤＩ 通过示范效应、 人员流动效应、 产

业关联效应和竞争效应等产生的技术溢出是促进产业集聚区形成和演进的重要途径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２００２［７］； 李建华 ２０１９［８］ ）， 最大的经验事实表现为沿海大规模的 Ｆ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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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我国制造业向东部地区的集聚 （冼国明和文东伟， ２００６［９］； Ｇｅ， ２００６［１０］ ）。
此外， 还有学者研究发现， ＦＤＩ 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非线性性和异质性，
当 ＦＤＩ 渗透率超过门限值时， ＦＤＩ 渗透率的提高对中低、 中高和高技术行业集聚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 当行业规模超过门限值时， ＦＤＩ 渗透率的提高对中低技术和高技

术行业集聚有负向作用， 但促进了中高技术行业的集聚 （谢里和曹清峰，
２０１２） ［１１］， 在东部和中部地区 ＦＤＩ 显著促进了高技术产业集聚， 而在西部地区则呈

现显著的负向作用 （曾鹏和孔令乾， ２０１７） ［１２］。 第三类研究探讨了 ＦＤＩ 与产业集聚

间的互动关系， 认为产业集 聚 是 吸 引 外 商 直 接 投 资 的 重 要 因 素。 Ｗｈｅｅｌｅｒ
（１９９２） ［１３］通过计量分析发现， 产业集群影响了美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区位

选择。 武晓霞等 （２０１１） ［１４］发现， 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非线性性，
外资企业会在集聚正外部性高于负外部性时选择在集聚中心投资， 而在集群达到临

界规模， 集聚负外部性超过正外部性时选择在外围地区投资， 从而形成范围更广阔

的产业聚集区。 孙浦阳等 （２０１２） ［１５］发现， 不同产业吸引 ＦＤＩ 的异质性明显， 城市

服务业较制造业集聚对 ＦＤＩ 更具吸引力， 生产性和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对 ＦＤＩ 流入的

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相邻城市之间的产业集聚在吸引 ＦＤＩ 方面存在竞争关系。
也有研究直接或间接说明了 ＦＤＩ 在推动我国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的作

用， 但同样建立在 ＦＤＩ 同质假设之上。 纪玉俊和张鹏 （２０１４） ［１６］研究发现， 我国外

商直接投资对产业集聚存在显著的非线性作用， 在市场开放程度较大的地区， 外商

直接投资推动产业集聚的作用显著， 而在市场开放程度较小的地区， 外商直接投资

表现为抑制区域产业集聚。 我国沿海地区市场化进程明显快于内陆地区， 因而沿海

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较大， 内陆地区则较弱甚至表现为抑制作

用。 该研究从侧面说明 ＦＤＩ 是影响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 推动了我国中西部地区制

造业产业向东部地区转移。 郭进等 （２０１４） ［１７］的研究明确指出了 ＦＤＩ 在我国制造业

区际转移中的作用， 认为 ＦＤＩ 区位变化是我国制造业区际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年我国 ＦＤＩ 区位变迁和制造业区际转移均呈现出 “东出西进” 和 “就
近转移” 两种趋势， ＦＤＩ 区位变迁对中国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产生扩散作用， 对中西

部地区的制造业产生集聚作用， 且在中部地区的集聚作用更强； 在行业层面上表现

为显著推动了大部分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和造纸及纸制

品业向东中部地区转移、 医药制造业向东部地区转移等特征。
上述研究对本文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也留了研究空白： 首先， 现有研究多基于

数量视角， 分析维度单一， 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之下， 基于质量视角的探索

分析更符合时代背景； 其次， 现有研究均将 ＦＤＩ 视为同质资本进行分析讨论， 缺乏

对其异质性的考虑， 尤其是质量异质性， 理论和实证上均存在较大的可拓展空间。
基于此， 本文旨在跳出数量维度思维模式， 重点分析 ＦＤＩ 质量在产业转移中的

作用。 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体现为： 从理论上探析 ＦＤＩ 质量在促进中西部地区承接

东部产业转移中的作用及路径机制； 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 ＦＤＩ 质量对

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探析 ＦＤＩ 质量影响中西部地区

承接东部转移产业的行业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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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机制分析

理论上， ＦＤＩ 的数量和质量均会影响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就当前来

看， 我国制造业存在空间转移的内生机制， 东部地区为制造业转出地， 中西部地区

为转入地 （刘明和王霞， ２０２０） ［１８］。 东部制造业企业直接迁移至中西部地区进行生

产， 或制造业某一行业在东部地区消失而在中西部地区的崛起均可归为区域内产业

转移。 基于数量视角的研究已很丰富， 本文将着重从 ＦＤＩ 质量视角展开分析。
从产业发展层面上看，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是东部产业转移的必然选

择， 资源和要素成本是导致东部产业转移的直接原因， 相对廉价的劳动力、 丰富的

自然资源等形成了吸引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重要 “拉力”。 然而， 中西部

地区较低的技术水平、 管理能力、 出口能力等不利于其与东部转移产业的有效对

接， 增加了转移成本， 阻碍了我国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进程， 加剧了我

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 “二元结构” 式经济不协调发展趋势。 引进具有较强盈利能

力、 管理水平、 技术水平、 出口能力和较大规模的高质量 ＦＤＩ， 可通过示范效应、
竞争效应等路径提升中西部地区的管理水平、 技术水平和出口能力， 增大本地市场

规模， 不仅能够在技术上增强与东部转移产业的对接能力， 而且还可通过形成规模

效应促进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从 ＦＤＩ 自身属性上看， 若把 ＦＤＩ 理解为一种商品， 那么 ＦＤＩ 作为资本、 技术、

管理经验和营销技巧等一系列资源的集合体， 虽然来自于东道国以外的其他经济主

体， 但却会对东道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张振华， ２０１２） ［１９］， 这既是东

道国政府纷纷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 ＦＤＩ 的原因所在， 也是 ＦＤＩ 质量内涵的体现，
即为东道国带来收益或正的外部性， 包括提升区域企业技术水平、 生产能力、 产品

出口能力、 企业组织技巧等 （Ｋｕｍａｒ， ２００２） ［２０］。 从 ＦＤＩ 自身出发， 一般认为可以

从项目规模、 盈利能力、 技术含量、 产业分布等方面设计指标体系对其质量进行评

价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２１］， 这已成为有关 ＦＤＩ 质量研究的基础， 后续的诸多研

究均以此指标体系为重要参考。 在新发展格局下， 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

的主基调， 基于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 在白俊红和

吕晓红 （２０１５） ［２２］、 胡雪萍和许佩 （２０２０） ［２３］等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重点从盈

利能力、 管理水平、 技术水平、 出口能力和规模五个维度对 ＦＤＩ 质量进行考量。
一是 ＦＤＩ 盈利能力。 盈利能力是衡量企业赚取利润的直接指标， 是企业进行生

产经营活动的最终目的。 进驻我国中西部地区外资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 意味着其

营业利润率越高， 这无疑对中西部地区和外资企业本身都大有裨益。 一方面， 外资

企业利润率的提高， 增加了当地政府的税收收入， 促使其在公共产品等方面的投资

力度也随之加大， 从而有助于改善中西部地区整体营商环境， 吸引东部地区产业向

中西部地区转移； 另一方面， ＦＤＩ 企业利润率的提高， 保障了其在研发和技术创新

等方面的投资， 提升了中西部地区产业的技术水平， 提高了当地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与生产要素利用率， 进而对东部产业形成一定的吸引力。 以上两个方面都说明中西

部地区引进 ＦＤＩ 的盈利能力越强， 其质量越高， 越有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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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移。
二是 ＦＤＩ 管理水平。 健全的管理体制是企业永葆生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ＦＤＩ 奖罚分明的管理制度， 既有利于激发员工的劳动、 创新主动性与积极性， 提高

企业效益与技术水平， 又有利于企业规范自身的经营行为， 保证企业健康、 可持续

运转。 中西部地区引进的拥有完善管理制度的外资企业通过示范效应， 会在一定程

度上提升或优化当地企业的管理水平， 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整体生产能力、 生产效

率及竞争力水平， 进一步吸引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因此， 中西部地区 ＦＤＩ
企业管理水平有助于我国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三是 ＦＤＩ 技术水平。 外资进入增强了当地资本与世界的联系， 具有较高技术水

平的 ＦＤＩ 可通过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中西部地区技术水平提升。 示范效应体现

为， 相较于自主创新， 学习和模仿外资企业先进技术具有成本最低、 风险最小的显

著优势， 中西部地区企业可通过学习和模仿 ＦＤＩ 企业的先进技术增强本区域的整体

技术水平； 竞争效应则表现为较高技术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加剧了中西部地区市场

竞争程度， 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中， 本地企业必须通过加大研发投入等措施提高

自身技术水平， 才能保持竞争力。 中西部地区技术水平的提高是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的关键， 一方面， 中西部地区较高的技术水平可与东部转移产业形成配套， 减少因

技术不对称造成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和生产效率下降等现象； 另一方面， 先进的技

术可促进企业由高能耗、 高成本、 高污染的发展方式向绿色、 可持续发展方式转

变， 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整体环境效率和生态环境承载力， 改善营商环境， 吸引我国

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四是 ＦＤＩ 出口能力。 ＦＤＩ 出口能力是扩展中西部地区市场规模、 形成规模经济

的重要因素， 也是通过知识扩散等途径影响中西部地区技术水平的重要原因， 对吸

引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意义重大。 具体来说， ＦＤＩ 企业以跨国公司为载体，
在这种组织形式下， 较强出口能力 ＦＤＩ 的进入为本地企业打通对外贸易新通道、
扩展本地对外市场规模提供了进入渠道， 创造了新机遇， 进一步可吸引更多的资

本投入该行业进行生产， 形成规模经济。 另外， 中西部地区出口产品的增加也将

伴随着对中间产品进口需求的增多， 根据开放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原理， 贸易往

来往往会通过知识的扩散和溢出影响本地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 同时， 出口

能力较强的 ＦＤＩ 在为中西部地区提供新市场进入渠道使本地企业进入新出口领域

的同时， 也将出口产品置于世界更大范围的竞争， 从而有助于倒逼中西部地区企

业提升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 不论是形成规模经济还是提升技术水平， 均有利于

我国部分产业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
五是 ＦＤＩ 规模。 ＦＤＩ 规模有利于本地形成规模经济， 成为吸引产业转移的关键

因素。 自改革开放以来， 受地理位置和国家相关对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中西

部地区较东部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较低， 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也远不如东

部沿海城市， 导致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地区。 近年来， 我国 “一带一

路” 倡议、 加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ＥＣＰ） 等一系列高水平对外开

放策略的提出和践行， 为打开西面国门提供了重要机遇。 中西部地区引入相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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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ＦＤＩ 有利于其形成规模经济， 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 ＦＤＩ 五个维度的质量会通过三条路径推动我国东部制造业向中西部

地区转移： 一是改善区域生产环境； 二是提高区域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 三是扩大

市场规模。 整体路径机制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中西部地区 ＦＤＩ促进承接东部制造业转移的路径机制

三、 模型设计、 变量及数据说明

（一） 实证模型设计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将影响产业集聚和扩散的机制分为本地市场效应、 价格指数

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三种。 本地市场效应也称市场规模效应， 指同等条件下为追求

规模经济、 减少运输成本， 制造业企业在选择生产区位时会偏好市场规模较大的区

域； 价格指数效应也称生活指数效应， 指制造业企业多的区域制造业品种和数量自

然也多， 需要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就少， 从而转嫁给消费者的运输和贸易

成本较少， 产品价格便宜， 对制造业劳动力的吸引力较大； 市场拥挤效应是指随着

制造业企业在区域的不断集中， 土地等非流动资本的经济租金也将不断上升， 提高

了企业生产成本， 导致部分制造业企业外迁。 三种效应均表明， 制造业生产规模是

吸引制造业转移的重要因素， 前期制造业生产规模必定影响当期承接制造业转移。
因此， 借鉴郭进等 （２０１４） 的研究， 以当期与前期制造业规模之差反映承接东部

制造业转移情况， 建立如下检验 ＦＤＩ 质量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影响的动

态面板模型：

Ｙｉ，ｔ － Ｙｉ，ｔ －１ ＝ β０ ＋ ρ Ｙｉ，ｔ －１ ＋ β１ ＦＱｉ，ｔ ＋ ∑
ｊ ＝ ２

β ｊ Ｘ ｊ，ｉ，ｔ ＋ μｉ ＋ δｔ ＋ εｉｔ （１）

进一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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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ｉ，ｔ ＝ β０ ＋ γ Ｙｉ，ｔ －１ ＋ β１ ＦＱｉ，ｔ ＋ ∑
ｊ ＝ ２

β ｊ Ｘ ｊ，ｉ，ｔ ＋ μｉ ＋ δｔ ＋ εｉｔ （２）

式 （２） 中， 下标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 Ｙ 表示制造业生产规模， ＦＱ 表示

ＦＤＩ 质量， 包括盈利能力 （ＦＱＰ） 、 管理水平 （ＦＱＧ） 、 技术水平 （ＦＱＴ） 、 出口能

力 （ＦＱＥ） 及规模 （ＦＱＳ） ， 若 β１ 显著为正， 则表明 ＦＤＩ 质量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制

造业产业规模的增加， 推动了其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Ｘ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μｉ 和 δｔ
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ε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

（二） 变量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在地理空间范围内， 制造业转移既可表现为产业在空间内的迁移， 也可表现

为某一区域相关产业份额的减少和另一地区相应产业份额的增加， 因而可以用

前、 后期规模之差反映制造业产业转入情况， 经过适当变形可得到以当期制造业

生产规模为被解释变量、 前期制造业规模为其中一个解释变量的动态面板模型。
要准确反映某一区域生产规模的大小， 必须与整体或其他区域形成对比， 因此，
借鉴胡安俊和孙久文 （２０１４） ［２４］ 、 郭进等 （２０１４） 的研究， 以地区制造业增加

值占全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作为反映制造业生产规模的具体指标， 比重越高，
生产规模越大。

２ 核心解释变量

ＦＤＩ 质量是本文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 如前文理论分析所指， 包括 ＦＤＩ 盈利能

力、 ＦＤＩ 管理水平、 ＦＤＩ 技术水平、 ＦＤＩ 出口能力和 ＦＤＩ 规模五个维度， 通过改善

中西部地区生产环境、 提高中西部地区企业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 形成规模效应等

路径为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制造业转移提供动力。 借鉴白俊红和吕晓红 （２０１７）
的研究， 盈利能力即企业生产获得利润的能力， 用 ＦＤＩ 工业行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
规模以上工业行业成本费用利用率来表示； 资产贡献率是反映企业运营资产获得收

益的能力， 是企业资源配置合理、 管理高效的重要体现， 用 ＦＤＩ 工业行业资产贡献

率 ／规模以上工业行业资产贡献率作为反映 ＦＤＩ 管理水平的具体指标； 高技术水平

往往意味着更有效的生产方式和更高的生产效率， 具有更高的要素使用率和产品产

出效率， 因此用 （ＦＤＩ 工业行业产值 ／ ＦＤＩ 工业从业人数） ／ （规模以上工业行业产

值 ／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数） 来表示 ＦＤＩ 技术水平； 出口能力用 ＦＤＩ 行业出口额 ／
地区出口总额反映； ＦＤＩ 规模即单个 ＦＤＩ 项目的规模大小和实际到位情况， 用 ＦＤＩ
实际利用额 ／外资企业数反映。

３ 控制变量

借鉴刘明和王霞 （２０２０）、 郭进等 （２０１４） 对制造业空间转移影响因素及 ＦＤＩ
区位变迁对制造业区际转移影响的研究， 结合本文研究需要， 最终选取影响中西部

地区承接东部制造业转移的控制变量。
（１） 劳动力价格水平 （ＬｎＷ） 。 丰富的劳动力或较低的劳动力价格水平是一区

域承接制造业转移， 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重要比较优势。 劳动力价格水

平越高， 意味着企业生产成本越高， 利润空间越小， 对转移产业的吸引力越小。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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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劳动力价格水平越低， 企业生产成本也将大幅下降， 获利空间增大， 将对制造

业转移产生极大的吸引力。 对于劳动力价格水平， 本文采用各地区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来度量。
（２） 人力资本水平 （ＬｎＨａｕＣ） 。 产业转移的实质是资本的转移， 也是技术层

级的转移， 因此人力资本是产业转移过程需重点考虑的内容。 人力资本能否有效供

给决定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技术对接能力， 人力资本存量大、 供给效率高的地区往往

能够顺利承接产业转移。 本文借鉴郭丽燕等 （２０２０） ［２５］的研究， 以就业人口中大专

及以上受教育人数来衡量区域人力资本水平。
（３） 交通条件 （Ｔｒａ） 。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是产业转移的前提和基础。 一方

面， 当运输成本较高时， 高昂的运输成本会使得制造业在各区域均有分布， 当运

输成本较低时， 制造业产业将向拥有更大市场规模的地区转移， 产生拥挤后又进

一步转移分散； 另一方面， 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可促进区域内要素和商品的

流动， 直接带动关联产业和整体区域经济的发展， 形成吸引制造业转移的内生优

势。 本文采用各地区公路里程网络密度 （公路里程数 ／土地面积） 来反映交通

条件。
（４） 市场化程度 （ＭａｒＳ） 。 市场化是产业转移制度环境的体现， 市场化使资源

按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自由流动， 经济主体活力的释放， 可极大降低生产要素进入

和退出壁垒， 因而是影响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 本文采用王小鲁等 （２０１７） ［２６］编制

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刻画市场化程度。
（三） 样本及数据说明

本文关心的是中西部地区 ＦＤＩ 质量是否促进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因此中西

部地区是研究的样本范围。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 本文以省际单位为研究

单元，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和湖南等省， 西部地区包括

内蒙古、 广西、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和新

疆等省、 直辖市、 自治区，①， 最终选择了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中西部地区不包括西藏自

治区的 １７ 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为研究样本②。 相关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交通统计年鉴》 及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的统计年鉴③。 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从表 １ 数据中不难发

现， ＦＤＩ 盈利能力的均值为 １ ０３１０， 方差为 ３ ９４３９， 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差异较

大， 这显示出我国中西部地区 ＦＤＩ 盈利能力的区域内差异明显， 部分次区域在引进

外资时对其盈利能力的考察存在明显不足； ＦＤＩ 出口能力的均值为 ０ ２１７１， 方差为

０ １７４９， 表明我国中西部地区引进外资的出口能力普遍较低， 是未来中西部地区外

资引进需重点提升的领域； ＦＤＩ 规模均值为 ７ ４５５３， 方差为 ３ ６４５７， 最大值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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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资料来源于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 和 《国务院发布关于西部大开发

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
西藏自治区制造业相关数据缺失严重， 予以剔除。
部分研究核心变量来源于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近年数据尚未公布。



小值差异较大， 意味着我国中西部地区 ＦＤＩ 规模整体水平较高， 但区域内差异巨

大。 规模水平较低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甘肃、 新疆、 云南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

西部地区； ＦＤＩ 管理水平、 ＦＤＩ 技术水平也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 但该差异较小，
从侧面说明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是各地在引进外资过程中关注的重点内容。

表 １　 数据描述性统计

观测数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Ｙ １７０ １ ６８４２ １ ４２０７ ０ ０９４８ ７ １１３１
ＦＱＰ １７０ １ ０３１０ ３ ９４３９ －４８ ９７２１ ５ ９７８３
ＦＱＧ １７０ １ １５５６ ０ ４１５５ －０ ０１２３ ３ ２２０８
ＦＱＴ １７０ １ ２４３０ ０ ３７１８ ０ ５７０７ ２ ６６９２
ＦＱＥ １７０ ０ ２１７１ ０ １７４９ ０ ０００６ ０ ６９４６
ＦＱＳ １７０ ７ ４５５３ ３ ６４５７ １ ４６０７ ２２ ８３３１
ＬｎＷ １７０ １０ ５３４６ ０ ３４２５ ９ ８０６１ １１ １０６３

ＬｎＨａｕＣ １７０ ５ ２７２４ ０ ８０２１ ３ ３０９７ ６ ７８８８
ＭａｒＳ １７０ ５ ３５８９ １ ３６０５ ２ ５３００ ８ １３００
Ｔｒａ １７０ ０ ７３３４ ０ ４４２６ ０ ０７３５ １ ７３１３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 考虑整体 ＦＤＩ 质量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影响。 利用全局主

成分分析法 （ＧＰＣＡ）① 将不同维度的 ＦＤＩ 质量特征综合为一个指标， 在此基础上

对模型 （２） 进行估计。 因模型 （２） 中包含被解释变量制造业份额的滞后项， 导

致模型在估计中可能存在内生性， 采用传统 ＯＬＳ 估计时可能导致参数估计的有偏

和非一致。 广义系统矩估计 （系统 ＧＭＭ） 同时利用了内生变量水平变化和差分的

信息， 通过将外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纳入估计方程， 得出一致估计量， 因

此本文采用系统 ＧＭＭ 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考虑增加或减少解释变量是检验模型

稳健性的方法之一 （Ｎｅｕｍ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Ｐｌｕｍｐｅｒ， ２０１７） ［２７］， 因此本文利用逐步回归法

对模型 （２） 进行估计， 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显示， 核心解释变量 ＦＱ 前系数均为正， 且分别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

水平上显著， 虽然系数有所波动， 但这并不影响 ＦＤＩ 质量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制

造业转移的正向促进作用。 以列 Ｖ 模型估计结果为基准分析， 变量 ＦＱ 前估计系数

为 ０ ０５４７， 大于 ０ 且在 １０％显著水平上显著， 说明 ＦＤＩ 质量的提升促进了中西部

地区承接东部制造业产业转移。 该结果符合本文研究预期， 中西部地区高质量的

ＦＤＩ 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生产环境的改善、 企业乃至整体区域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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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局主成分分析可克服经典主成分分析不同数据表确定的主平面不同而造成的不同年份结果无法对比、
不连续等缺陷， 综合得分结果可用于面板计量模型分析。



提升， 也有利于推动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生产规模扩大， 形成规模效应， 进而会显著

促进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再看控制变量。 劳动力价格水平回归系数为负， 说明其显著抑制了中西部地区

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劳动力价格水平是企业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劳动力价格

水平越低， 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越明显， 劳动力成本越高， 转移产业的获利空间越

小， 进而抑制了东部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人力资本水平、 市场化程度对中西

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促进作用显著。 人力资本水平较高， 一方面， 有利于转

移制造业企业在当地获取人才， 人才搜寻成本较低； 另一方面， 有利于整体区域生

产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因此， 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不论是在节约生产成本

还是提高生产效率上均有利于促进东部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市场化程度越

高， 企业对市场供需的反应程度越快， 越有利于企业合理配置生产资料进行生产；
同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机制也将越少， 越有利于区域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进

而有利于转移产业的高效生产， 是中西部地区吸引东部产业转移的重要 “引力”。
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与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劳动人

口和生产资料区际流动日益增强有关， 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
较小的交通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在产业转移中的作用难以明显表现出来， 该结果与郭

进等 （２０１４） 的研究相同。

表 ２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Ⅰ Ⅱ Ⅲ Ⅳ Ⅴ

Ｙｔ－１
０ ８６６７∗∗∗ ０ ８６９４∗∗∗ ０ ５８８１∗∗∗ ０ ４７２１∗∗∗ ０ ４８６５∗∗∗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５２７） （０ ０４２９）

ＦＱ ０ ０５３７∗∗∗ ０ ０７７９∗∗∗ ０ ０３５５∗∗ ０ ０５９４∗ ０ ０５４７∗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１３９）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３５１） （０ ０３４９）

ＬｎＷ －０ １１７６∗∗∗ －０ ７１５９∗∗∗ －０ ８１４３∗∗∗ －０ ６１９７∗∗∗

（０ ０１１１） （０ ０８５２） （０ １８４９） （０ １８４９）

ＬｎＨａｕＣ ０ ６８８９∗∗∗ ０ ５１３１∗∗∗ ０ ４８５１∗∗∗

（０ ０６０８） （０ ０６５６） （０ ０６７０）

ＭａｒＳ ０ ３２１５∗∗∗ ０ ２２２４∗∗

（０ １００６） （０ ０８７５）

Ｔｒａ ０ １６４１
（０ １４２６）

ＡＲ （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５

ＡＲ （２） ０ １６７ ０ １６６ ０ １６３ ０ ２０１ ０ １２８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 Ｐ 值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观测组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注：∗、∗∗和 ∗∗∗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水平； 括号内为标准误。

考虑 ＦＤＩ 各质量特征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影响。 借鉴胡雪萍和许

佩 （２０２０） 的处理方法， 将不同 ＦＤＩ 质量特征分别纳入模型 （２） 进行估计， 结果

如表 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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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列Ⅰ检验结果表明， ＦＤＩ 盈利能力显著促进了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

移。 企业盈利能力强， 将有更多的资金投入进行研发活动， 有利于技术水平提升， 同

时盈利会增加当地政府的税收收入， 政府会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

地区营商环境， 无疑有利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 列Ⅱ和列Ⅲ检验结果

显示， ＦＤＩ 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

与当前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企业自身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较高有关； 列Ⅳ检

验结果显示， ＦＤＩ 出口能力显著促进了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一方面， ＦＤＩ
出口能力越强， 表明竞争力越强， 这有助于加速生产要素流动和知识扩散， 提升企业

技术水平和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 另一方面， 中西部地区 ＦＤＩ 出口能力越强， 越有利

于企业寻求新市场， 拓展市场规模， 吸引东部地区产业转移； 列Ⅴ中 ＦＤＩ 市场规模回

归结果显著为正， 表明中西部地区 ＦＤＩ 市场规模促进了其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即 ＦＤＩ
规模越大， 越有利于中西部地区产业形成规模效应， 吸引东部产业转移。

表 ３　 各 ＦＤＩ质量特征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影响

解释变量 Ⅰ Ⅱ Ⅲ Ⅳ Ⅴ

Ｙｔ－１
０ ４８９２∗∗∗ ０ ４７１４∗∗∗ ０ ５０３２∗∗∗ ０ ５２０７∗∗∗ ０ ５０５９∗∗∗

（０ ０１４４） （０ ０２２８） （０ ０３４９）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３８２）

ＦＱＰ ０ ０３０１∗∗∗

（０ ００８６）

ＦＱＧ ０ ０１８７１
（０ ０２０６）

ＦＱＴ ０ ００３６
（０ １３９８）

ＦＱＥ ０ ５２２５∗

（０ ２７０３）

ＦＱＳ ０ ０５４４∗∗

（０ ０２６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ＡＲ （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９
ＡＲ （２） ０ １１２ ０ １３１ ０ １０５ ０ １９５ ０ １５１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 Ｐ 值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观测组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注：∗、∗∗和 ∗∗∗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水平； 括号内为标准误。

（二） 稳健性检验

前文从整体和各方面质量特征的维度分析检验了 ＦＤＩ 质量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东

部产业转移的影响作用， 结果符合预期。 为了进一步确认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必须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用制造业区位熵 （ＬＱ） ①代替被解释变量制造业产业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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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计算公式为： ＬＱｉｔ ＝
ＭＰｉｔ ／ Ｐｉｔ

ＭＰｔ ／ Ｐｔ
， 其中，ＭＰｉｔ 和 Ｐｉｔ 分别表示 ｉ省份 ｔ年制造业产业就业人数和全部就业人

数， ＭＰｔ 和 Ｐｔ 分别表示 ｔ 年全部省、 直辖市、 自治区制造业产业就业人数和全部就业人数。



额， 以检验上述模型的稳健性。 结果如表 ４ 所示。
由表 ４ 不难发现，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作用方向和显著性均表现出一致性， 仅

系数大小发生了变化。 该结果表明以区位熵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依然支持前文

的研究结论， 原模型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表 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ＬＱｔ－１
０ ５５６２∗∗∗ ０ ５８９８∗∗∗ ０ ５４４３∗∗∗ ０ ５９７３∗∗∗ ０ ５０８７∗∗∗ ０ ６２２９∗∗∗

（０ ０３９７） （０ ０２９７） （０ ０４５２） （０ ０５３０） （０ ０７６２） （０ ０６０５）

ＦＱ ０ ０１５９∗∗∗

（０ ００３１）

ＦＱＰ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２）

ＦＱＧ ０ ００８９
（０ ０１０７）

ＦＱＴ ０ ０３５８
（０ ０２３９）

ＦＱＥ ０ ３７２２∗∗∗

（０ ０６９９）

ＦＱＳ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１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ＡＲ （１）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５

ＡＲ （２） ０ ２７６ ０ ２４９ ０ ２５４ ０ ２３６ ０ ２７２ ０ ２３２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 Ｐ 值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观测组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注：∗、∗∗和 ∗∗∗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水平； 括号内为标准误。

（三） 机制检验

前文分析表明， 蕴含高技术的 ＦＤＩ 可通过竞争效应、 示范效应等渠道产生技术

溢出， 提升中西部地区技术水平， 进而促进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但知识产

权保护力度或技术转移意愿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 即技术转移意愿

是影响 ＦＤＩ 技术水平在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的重要因素， 外资技术转移

意愿越强， ＦＤＩ 技术水平在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的作用越大。 现实中该

机制是否存在？ 本文将进一步进行分析验证。 ＦＤＩ 本地化程度 （ＦＱＬ） 直接反映了

本地企业接触 ＦＤＩ 技术的概率， 间接反映了外资企业技术转移的意愿， 因此本文通

过加入 ＦＤＩ 技术水平与 ＦＤＩ 本地化程度的交互项对其促进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

移的内在机制进行检验。 其中 ＦＤＩ 本地化程度用各地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中外资注册

资本 ／总注册资本来衡量， 检验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显示， 列Ⅰ和列Ⅱ交互项 ＦＱＴ × ＦＱＬ 系数均为正， 且分别在 １０％和 ５％的

水平上显著， 表明 ＦＤＩ 本地化程度会强化 ＦＤＩ 技术水平在促进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

区转移中的作用， ＦＤＩ 本地化程度越高， 越有利于 ＦＤＩ 技术在中西部地区的扩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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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地区技术水平的提升， 进而推动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表 ５　 机制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Ⅰ Ⅱ

Ｙｔ－１
０ ６３２３∗∗∗ ０ ４２０４∗∗∗

（０ ０４３１） （０ １２８１）

ＦＱＴ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８４７
（０ ００８２） （０ ０５２５）

ＦＱＬ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１７）

ＦＱＴ × ＦＱＬ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４１）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ＡＲ （１） ０ ０２７ ０ ０３１
ＡＲ （２） ０ ２５３ ０ ３２７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Ｐ 值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 Ｐ 值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观测组 １７ １７

注：∗、∗∗和 ∗∗∗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水平； 括号内为标准误。

（四） 异质性分析

１ 行业异质性

不同制造业行业吸引或利用外资的能力存在差异， 并且不同制造业行业对外资

的依赖程度也不同。 因此， 本文借鉴张国胜和杨怡爽 （２０１４） ［２８］的研究， 将制造业

分为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进行拓展分析。
估计结果显示①， 整体 ＦＤＩ 质量、 ＦＤＩ 盈利水平和规模效应在影响中西部地区

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均呈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管理水平、 技术水平及出

口能力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
ＦＤＩ 管理水平显著促进了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

移， 但对承接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作用不显著， 且表现出了负向作用， 这一方面表

明中西部地区 ＦＤＩ 管理水平尚未达到东部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需求， 另一方面也表

明提升中西部地区企业管理水平是吸引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的

重要手段。
ＦＤＩ 技术水平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 但对承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作用不显著。 其内在原因是， 随

着我国整体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和人力资本等要素流动速度的不断加快， 中西部地

区有效吸收了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技术， 但对于技术密集

型产业， 技术基础薄弱。 高技术水平外资能有效弥补部分缺口， 同时其正外溢性能

够在短时间内以较低的风险改善技术水平， 从而在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技术密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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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移中表现为积极的作用。
ＦＤＩ 出口能力显著促进了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

移， 但对承接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作用不显著。 其内在机制是， 资本密集型制造

业更多是资源依赖型产业， 生产要素的跨区域运输成本较高， 因此尽管外部市场规

模对其转移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相较于邻近资源所在地， 这种引力显得较弱。 另

外， 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出口能力差异巨大， 即使引进 ＦＤＩ 具有较强的出口

能力，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西部地区拓展外部市场， 但与东部天然的出口区位

优势相比依然逊色。
２ 区域异质性

不同地区因自身经济、 区位条件以及技术发展水平的不同， 吸引和利用外资的

能力存在差异， 对外资管理水平、 技术水平等的需求也不尽相同， 因此本文分中部

地区和西部地区对 ＦＤＩ 质量促进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区域异质性进行了

检验①。 结果显示， ＦＤＩ 质量特征推动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区域异质性

体现在 ＦＤＩ 管理水平、 技术水平和规模三个维度。 ＦＤＩ 管理水平显著促进了西部地

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但对中部地区的作用并不显著，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相较于

西部地区而言， 中部地区在生产管理水平方面已有较大提升， 对 ＦＤＩ 管理水平的依

赖较小。 ＦＤＩ 技术水平促进中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而对西部地区的作用并不

显著， 这既与西部地区自身技术水平较弱、 短期内难以快速吸收利用外资技术有

关， 也与西部地区引进外资本身技术水平不高有关。 ＦＤＩ 规模促进西部地区承接东

部产业转移的作用显著， 但对中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 这可能是西部地区产业规模

小、 产业链配套不完善所导致的。

五、 结论及建议

本文在分析 ＦＤＩ 质量影响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机理的基础上， 利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 设计动态面板模型， 实证检验了 ＦＤＩ 质量对中

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制造业产业转移的影响， 主要结论如下。
理论上， 中西部地区 ＦＤＩ 质量有助于促进其承接东部制造业产业转移， 体现在

不同质量特征， ＦＤＩ 盈利水平和技术水平可通过改善中西部地区生产环境、 提升生

产能力和生产效率等路径促进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ＦＤＩ 管理水平能够对

中西部地区企业形成示范， 提升其管理能力，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生产能力等

路径产生积极作用； ＦＤＩ 出口能力通过拓展市场、 知识溢出等路径促进中西部地区

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ＦＤＩ 规模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形成规模效应， 吸引东部产业转

移。 进一步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整体 ＦＤＩ 质量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制造业产业

转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盈利能力、 出口能力和规模的促进作用显著， ＦＤＩ 管理

水平和技术水平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作用并不显著， 这与当前东部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企业自身管理水平及技术水平较高有关， 也表明更高管理水

１０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 经贸论坛

①限于篇幅， 完整检验结果备索。



平和技术水平的 ＦＤＩ 是中西部地区外资引进的重点。 外资技术转移意愿是影响 ＦＤＩ
技术水平推动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 用 ＦＤＩ 本地化程度来衡量

外资技术转移意愿对其进行机制检验， 发现 ＦＤＩ 本地化程度会强化 ＦＤＩ 技术水平在促

进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的作用。 行业异质性上， ＦＤＩ 盈利水平和规模效应在

影响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均呈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 ＦＤＩ 管理水平、 技

术水平及出口能力却存在一定的行业差异。 ＦＤＩ 管理水平促进了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

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 但对承接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作用不显著， 甚

至表现出了负向作用； ＦＤＩ 技术水平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具有

明显的促进作用， 但对承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影响较弱； ＦＤＩ 出口

能力能够促进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 但对承接资本

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促进作用不足。 区域异质性上， ＦＤＩ 管理水平和 ＦＤＩ 规模显著促进

了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而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作用较弱； ＦＤＩ 技术水平则在中

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对西部地区的作用并不明显。
基于以上分析和结论， 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 中西部地区应着重引进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较高的 ＦＤＩ。 实证检验表明，

ＦＤＩ 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对中西部地区影响显著， 这一方面与东部地区转移产业自身

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较高有关， 另一方面也表明中西部地区 ＦＤＩ 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

有待进一步提高， 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 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

提升尤为重要， 因而 ＦＤＩ 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意

义重大。 鉴于此， 相关部门可设立专门的外资引进评估机构， 就项目来源地、 投资经

营方式、 技术水平、 管理水平、 能耗等方面做出科学有效的评价， 把我国 ＦＤＩ 引进由

“被动吸收” 模式转变为 “主动选择” 模式， 力求科学指导、 合理引进。
第二， 根据不同制造业行业的特点及发展阶段， 因地、 因时引进高质量 ＦＤＩ。

研究结果显示， 不同维度 ＦＤＩ 质量在推动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不同类型制造业转移

中的作用有所差异， 这必然要求各行业应按需引进外资。 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

业， 现阶段应着重引进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较高的 ＦＤＩ， 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业

应着重引进高技术水平和高出口能力的 ＦＤＩ， 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业， 应着重引

进高管理水平 ＦＤＩ。 此外， 中西部地区内部各地在经济发展程度、 技术水平等方面也

存在较大差异， 导致 ＦＤＩ 质量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

性， 因此设置差异化市场准入、 行业准入标准， 按产业、 区域经济发展梯度差异合理

引进外资， 是最大化 ＦＤＩ 推动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作用的可行之策。
第三， 注重 ＦＤＩ 质量和其他因素在促进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的协同

作用。 ＦＤＩ 在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人力资本水平、 市

场化程度等表现出了同样的作用， 而劳动力价格水平的作用则相反， 因此在引进高

质量 ＦＤＩ 的同时， 应发挥其他因素的积极作用， 降低劳动要素价格， 建立相应的补

偿机制， 在发挥 ＦＤＩ 质量作用的同时让其他要素的作用亦能有效体现， 协同促进中

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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