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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促进了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吗

———基于 ２０１５ 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反事实检验

颜银根， 唐　 政， 李安琪

（南京审计大学 经济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８１５）

摘要： 本文采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多个国家面板数据， 使用合成控制法和中介效

应法对 ２０１５ 年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的 ＯＦＤＩ 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 研究表明：
２０１５ 年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对中国 ＯＦＤＩ 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这种效应在短期

内表现得更为明显； 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对 ＯＦＤＩ 有着显著的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

是通过汇率水平产生； 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对高收入国家和非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 ＯＦＤＩ 效应要更高。 汇率报价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仍然是未来的重要方

向， 市场化的改革对于 ＯＦＤＩ 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需要重点关注汇率水平的变化

以及投资国别问题， 坚持 “风险中性”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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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中国对外开放正呈现 “走出去” 的新格局。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ＤＩ） 总额达到了

１４５６ ７ 亿美元， 超出外商直接投资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ＤＩ） 总额 １００ ７
亿， 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资本净输出。 ２０１５ 年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后， 中

国 ＯＦＤＩ 呈现显著增长趋势， ２０１６ 年同比增长 ３４ ６６％， 远超历年水平。 那么， 汇

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是否真的促进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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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与投资联系紧密且广泛， 跨国直

接投资成为全球化的主要连接方式。 本质上而言， 对外直接投资是资本的跨境流

动， 因而必然会涉及两国或多国货币的汇兑。 不同的汇率制度会影响着货币的汇

兑， 进而影响着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 预期收益和成本。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汇

率制度经历了复汇率制、 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钉住一

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四个阶段。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出台的汇率改革政策 （简称

“８·１１” 汇改） 改进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 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

场开盘前， 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 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

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 进一步提升了汇率报价机制

市场化的程度。
汇率制度主要通过汇率水平、 汇率波动、 汇率预期这些间接因素对 ＯＦＤＩ 产生

影响， 至于最终的影响到底如何， 目前尚无定论。 ２０１５ 年人民币汇率报价机制市

场化改革，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准自然实验， 可以较好地分析 ２０１５ 年汇率报价机制

市场化改革的 ＯＦＤＩ 效应。 为了能够更好地分析政策效应， 本文采用了 “合成控制

法” 进行相关实证检验。 同时， 本文试图探讨人民币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对

中国 ＯＦＤＩ 可能的影响机制以及异质性问题。

一、 文献综述与影响机制

从中国发展历程来看， ＯＦＤＩ 的快速发展同步伴随着汇率制度选择的不断变革。
本质上而言， “８·１１” 汇改是汇率报价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 毫无疑问， 汇率报

价机制的市场化会对汇率水平、 汇率波动以及汇率预期产生影响， 从而进一步对

ＯＦＤＩ 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 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汇率制度选择与 ＯＦＤＩ 的相关研究较少， 研究并未得出统一的结论。
对汇率制度的影响， 学界现阶段主要从汇率水平、 汇率波动、 汇率预期的传导角度

进行讨论。 夏良科 （２０１２） 发现一国汇率制度选择对其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的变

化具有一定影响， 同时根据其汇率制度安排的浮动性和时期性对不同经济体影响不

同。 与现有研究方法不同的是， 张夏等 （２０２０） 以汇率制度的单视角， 从企业异

质性角度考虑， 讨论了双边事实汇率制度选择对企业 ＯＦＤＩ 的影响。 接下来本文从

汇率制度主流研究角度入手， 探讨汇率水平、 汇率波动、 汇率预期的理论研究与影

响机制。
汇率水平变化对 ＯＦＤＩ 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 汇率水平变动影响对外投

资的收益和成本。 Ｆｒｏｏｔ 和 Ｓｔｅｉｎ （１９９１）、 Ｂｌｏｎｉｇｅｎ （１９９７） 分别从相对财富理论和

企业专有资产并购理论两个方面解释汇率水平的变动影响跨国企业相对财富的增

减， 母国币值的升值降低了一定的融资成本 （Ｋｏｈｌｈａｇｅｎ， １９７７）， 进而促进了母国

ＯＦＤＩ 水平。 第二， 汇率水平的变动影响出口贸易与对外投资间的替代。 母国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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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对升值， 削弱了母国出口市场的竞争力， 跨国企业会选择增加东道国对外投资

而非出口， 进而促进母国 ＯＦＤＩ 水平。 臧铖等 （２０２１） 验证了本币升值有利于出口

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激励因素。 对于商品和

服务生产销售均在东道国实现的对外投资， 母国货币的相对升值不利于对外投资的

利益运回， 因而会减少母国的对外投资 （Ｗｈｉｔｍｏｒ， １９８９； Ｂｅｎａｓｓｙ， ２００１）。 从中国

实例看， ２０１５ 年 “８·１１” 汇改后， 人民币一改单边升值趋势， 释放了较长时间下

的贬值压力。 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７） 发现人民币贬值对贸易服务型的投资有促进

作用， 原因在于贸易服务型投资本质上与进出口呈互补而非替代关系。 进一步， 韩

剑 （２０１５） 验证了一国 ＯＦＤＩ 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显著正向关系。
汇率波动对 ＯＦＤＩ 的影响， 主要在于汇率波动带来风险的变化， 进而影响着对

外直接投资。 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增减， 无疑会降低风险厌恶型企业的对外投资

（Ｋｉｙｏｔａ 和 Ｕｒａｔａ， ２００４； 程瑶和于津平， ２００９）。 但是， 部分企业也会选择对外投

资替代出口贸易， 以规避汇率波动风险对利润的影响 （Ｃｕｓｈｍａｎ， １９８８）。 刘凯和

伍亭 （２０１７） 验证了汇率波动对 ＯＦＤＩ 的挤出效应。 值得一提的是， ＯＦＤＩ 的柔性

决策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实物期权， 在不确定情况下， 企业可以选择投资、 延迟投

资、 放弃投资等多种柔性决策 （彭红枫， ２００１）。 Ｄａｒｂｙ 等 （１９９９） 指出， 汇率波

动到底会抑制还是促进 ＯＦＤＩ 并非绝对， 这取决于行业的异质性。 比如， 沉没成本

较高的行业， 会因为汇率波动带来的不确定而减少被投资额 （Ｃａｍｐａ， １９９３）。 同

样， 戴金平和安蕾 （２０１８） 发现 ＯＦＤＩ 和汇率波动之间存在阈值效应， 具体影响作

用取决于汇率波动幅度。
对于汇率预期对直接投资的影响， 目前主要研究结论有两类。 一类观点是基于

汇率的随机游走假设。 Ｍ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１９８９） 指出， 如果将对外投资视为以东道国货

币计价的未来现金流的索取权， 且汇率服从随机游走， 预期远期的汇率水平与即期

汇率水平相同， 那么汇率变动不会引起直接投资的变化。 类似地， Ｂｌｏｎｉｇｅｎ
（１９９７） 发现在市场完备、 购买力平价成立的较发达国家， 由于通货膨胀的抵消作

用， 汇率变动并不会影响直接投资流动。 另一类观点认为汇率运动具有均值回复的

现象。 Ｒａｊｅｓｈ Ｃｈａｋｒａｂａｒｔｉ 和 Ｂａｒｒｙ Ｓｃｈｏｌｎｉｃｋ （２００２） 则从汇率运动方式的角度， 考

虑到汇率超调现象的存在， 提出均值回复预期假设： 一国货币贬值可能导致升值预

期， 从而吸引资本进入该国； 而货币升值可能导致贬值预期， 厂商将推迟投资直到

贬值发生。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 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９） 认为预期东道国汇率

贬值造成企业预期未来投资成本进一步下降， 从而拖延企业投资行为， 降低了对外

直接投资水平。

（二） 影响机制

１ 汇率水平

汇率水平代表一国货币的价格， 汇率水平的变动也影响着 ＯＦＤＩ 的价值。
首先， 汇率水平将影响对外投资的成本与收益。 汇率升值将使中国企业的相对

财富增加， 融资成本相应降低， 进而企业会推进对外投资进程。 而汇率水平降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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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企业海外投资利润折合成更多本币运回中国， 增加中国的汇兑收益， 从而提高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同时东道主国货币的相对升值增加了中国在东道国所占市

场份额价值， 可以进一步促进 ＯＦＤＩ。 因此， 汇率升贬值对 ＯＦＤＩ 的影响需要综合

多方面因素具体分析。
其次， 汇率水平将影响出口与投资的替代效应， 人民币汇率升值将不利于维持

中国出口行业的竞争优势， 进一步推进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 但从某些具体投资行

业角度看， 贸易服务型投资本质上与进出口呈互补而非替代关系， 人民币贬值将促

进贸易服务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７）。 根据 《２０１５ 年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国贸易服务型 ＯＦＤＩ 如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批发零售业

等投资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２８％ 增长到了 ２０１５ 年的约 ４０％， 从此角度说明汇率贬值可能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 ＯＦＤＩ。 而某些非贸易服务类出口行业仍然受到出口投资

替代效应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 ＯＦＤＩ 的发展。
从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中国 ＯＦＤＩ 与汇率水平变动的关系并非一概而论， 汇率

升贬值对 ＯＦＤＩ 趋势的变化可能是综合影响的结果。 在实证分析中本文将验证汇率

水平对中国 ＯＦＤＩ 的具体影响机制及其效果。
２ 汇率波动

汇率波动一方面体现了汇率风险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可看作实物期权进行选

择投资。 本次汇率市场化改革扩大了汇率的自由波动区间， 汇率可以按照市场配置

调整其价格， 波动程度明显加大。 就汇率风险而言， Ｃｕｓｈｍａｎ 的 “风险规避理论”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汇率波动程度增加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象。 如果认为投

资和出口贸易是替代选项， 汇率波动增加会促使跨国投资者通过投资而不是以贸易

出口的方式进入东道国 （地区） 市场， 有些跨国公司会选择扩大全球化布局来分

散风险， 因此汇率波动增加对中国 ＯＦＤＩ 有积极作用。
从行业异质性角度来看， 《２０１５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数据显示，

２０１５ 年年末中国分布在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比 ７５ ２％， 金额为 ８２６１ ９
亿美元。 根据行业投资增长细分趋势， 中国对金融业、 信息传输软件、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等第三产业的投资大幅增长。 陈琳等 （２０２０） 借鉴 Ｄａｒｂｙ 等 （１９９９） 的做

法， 依据投资沉没成本将行业分为高沉没成本的能源、 金属、 交通行业以及低沉没

成本的娱乐、 物流、 金融行业等两大类。 因而在中国对外投资大幅增长的第三产业

领域， 沉没成本与固定成本相对较低，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对外投资的波动不确

定性， 进而对中国 ＯＦＤＩ 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３ 汇率预期

汇率的预期变动对中国 ＯＦＤＩ 产生影响的机制主要从两方面考虑： 第一， 市场

化稳定预期对 ＯＦＤＩ 的影响。 汇率市场化进一步扩大了汇率的波动区间， 采用 “收
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 新的中间价形成机制使得汇率变动幅度稳定在固定

区间 （余永定和肖立晟， ２０１７）， 因而使得汇率升贬值预期较为平稳， 加强了市场

中投资者对于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的信心， 进而减少币值不确定性带来的延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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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投资的现象。 第二， 均值回复预期对 ＯＦＤＩ 的影响。 在汇率自由浮动性较强的

汇率制度下， 国际收支平衡的恶化会快速反应为汇率贬值， 而汇率贬值又会在短时

间内带来国际收支的改善， 从而降低贬值的持续压力， 长期会产生本币升值的预

期， 进而增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
伴随着 “８·１１” 汇改的推进， 人民币贬值的渐进性又进一步扩大相应预期，

同时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现推动了海外投资者风险水平的降低。 而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又恢复到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份汇率改革前的水平， 改变了中国汇

率贬值的预期， 而在此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增长趋势。

二、 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

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汇率的水平、 波动和预期， 而

这些汇率因素可能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息息相关。 那么， 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

是否对 ＯＦＤＩ 产生显著的影响呢？ 对此， 本文采用合成控制法， 识别 ２０１５ 年

“８·１１” 汇改政策的 ＯＦＤＩ 效应。

（一） 识别策略与模型构建

为识别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的 ＯＦＤＩ 效应， 本文采用合成控制法进行分

析。 其逻辑是： ２０１５ 年汇率制度的改革仅发生在中国， 其他国家并未发生该改革。
如果将中国设定为处理组、 其他国家设定为对照组， 那么比较对照组与处理组之间

的差异， 可以估计汇率改革政策对 ＯＦＤＩ 的影响。
比较常见的政策评估策略是双重差分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ＤＩＤ）， 对

比改革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变化而获得政策效应。 但 ＤＩＤ 的方法也存在着一系列

的不足， 比如无法准确地确定政策实施前后的时间段、 参照组选取不准确等问题。
相比较而言， 合成控制法可以有效控制内生性， 避免了过分外推的判断， 权重的选

取是数据自身确定的。 综上所述， 本文采用了合成控制法识别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

改革的 ＯＦＤＩ 效应。 本文选取 Ｉ ＋ １ 个国家 （地区）， 设定中国为处理组， 其他 Ｉ 个
国家 （地区） 为对照组， Ｔ０ 时点受到政策的冲击。 为了推断出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

改革的 ＯＦＤＩ 效应， 设定基准模型：

ｌｎ（ＯＦＤＩｉｔ） ＝ αｉｔ ＋ β１ × Ｔｒｅａｔｉｔ ＋ δＸ
⇀

ｉｔ ＋ εｉｔ （１）
式 （１） 中， 下标 ｉ 和 ｔ 分别代表国家 （地区） 和年份， αｉｔ 和 εｉｔ 分别代表常数

项和误差项， 其中， ｌｎ（ＯＦＤＩｉｔ） 是 ｉ 国第 ｔ 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对数。 Ｔｒｅａｔｉｔ 代表

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的变量， 若变量所处年份在 ２０１５ 年及之后并实施改革， 该变

量值赋 “１”， 否则为 “０”。 Ｘ
⇀

为控制变量向量， 包括： ①货物与服务进出口额占

ＧＤＰ 比重 ＥＭＰ ， 衡量东道国对外贸易环境； ②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 衡量东

道国经济发展水平； ③东道国人均国民收入 ＰＧＮＩ ， 衡量东道国消费水平与市场需

求； ④东道国经济自由度 ＥＦＲ ， 衡量东道国宏观经济制度环境； ⑤燃料、 矿石和金

属出口占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 ＮＡＴ ， 衡量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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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识别汇率政策改革如何通过汇率水平、 汇率波动、 汇率预期等渠道影响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构建以下递归方程进行中介效应 ｓｏｂｅｌ 检验 （温忠麟等， ２００４）：

　 　 　

ｌｎ（ＯＦＤＩｎｔ） ＝ οｎｔ ＋ χ
１ × Ｔｒｅａｔｎｔ ＋ ωＸ

⇀

ｎｔ ＋ ζｎｔ

Ｍｎｔ ＝ ω—ｎｔ ＋ π × Ｔｒｅａｔｎｔ ＋ φＸ
⇀

ｎｔ ＋ ξｎｔ

ｌｎ（ＯＦＤＩｎｔ） ＝ σｎｔ ＋ χ
２ × Ｔｒｅａｔｎｔ ＋ θ × Ｍｎｔ ＋ γＸ

⇀

ｎｔ ＋ ζｎｔ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２）

式 （２） 与式 （１） 不同的是， 为了深入探讨汇率政策改革经由何种渠道影响

中国 ＯＦＤＩ， 本文在中介效应检验中将样本范围扩大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世界范

围内的 ４３ 个国家， 下标 ｎ 代表不同国家。 Ｍｉｔ 为中介变量， 包括： ①汇率水平， 采

用双边实际有效汇率衡量人民币币值的升贬； ②汇率波动， 采用双边实际汇率取对

数差分后的标准差衡量汇率波动的水平； ③汇率预期， 采用双边实际汇率的峰值衡

量汇率可能存在的预期变化。 若 χ
１ 显著为正， 则表明 “８·１１” 汇改的 ＯＦＤＩ 效应

显著为正； 若 χ
２ 和 θ 值均显著为正， 且 χ

２ ＜ χ
１， 则说明存在正向中介效应。

（二） 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本文主要数据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 ２２ 个国家的平衡面板数据， 来源于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库中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ｌｏｗ 数据、 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ＩＭＦ） 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 ＩＦＳ 和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数据库①。 其中， ２２ 个国

家除中国外包括 ＩＭＦ２０１５ 年的报告中同样实行 “类爬行安排” 汇率制度的 １３ 个国

家和与中国对外环境相似且与中国对外投资地位相当的 ８ 个发达国家。 文中主要变

量包括：
１ 对外直接投资

各个国家实际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数据来自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库， 记作 ＯＦＤＩｉ ；
中国对各个国家的实际直接投资流量， 数据来自各年份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记为 ＯＦＤＩｎ 。

２ 汇率表示

汇率水平根据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 （ＩＦＳ） 提供的美元兑换各国货币的汇率数

据换算得各国对人民币的汇率 （ｅ）， 同时使用该数据库中各国物价指数采取直接

标价法， 国内物价和国外物价分别记为 Ｐ ｆ 和 Ｐｄ （均以 ２０１０ 年为基期）。 双边实际

汇率 （Ｒｅ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ＲＥＥＲ） 则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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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首要问题 “汇率政策是否有效影响 ＯＦＤＩ” 实证问题所选取国家为： 亚美尼亚， 阿根廷， 哈萨克

斯坦， 危地马拉， 老挝， 白俄罗斯， 瑞士， 突尼斯， 伊朗， 安哥拉， 利比亚， 牙买加， 克罗地亚， 日本， 韩

国， 美国， 英国， 荷兰， 加拿大， 爱尔兰， 德国， 中国。 随后， 本文汇率政策机制分析为确保回归结果的精

确性， 增加了数据选取范围， 并删除国际避税地和个别数据不全的国家或地区， 最终选取国家 ４３ 个： 阿尔及

利亚， 肯尼亚， 毛里求斯， 摩洛哥， 芬兰， 比利时， 法国， 卢森堡， 西班牙， 意大利， 丹麦， 挪威， 巴拿

马， 巴西， 哥伦比亚， 秘鲁， 墨西哥，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巴基斯坦， 菲律宾， 柬埔寨， 马来西亚， 泰国，
土耳其， 新加坡， 印度， 印度尼西亚， 越南， 埃及， 保加利亚， 格鲁吉亚， 罗马尼亚， 安哥拉， 日本， 韩

国， 美国， 英国， 荷兰， 加拿大， 爱尔兰， 德国， 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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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ＥＲ ＝ ｅ Ｐ
ｆ

Ｐｄ （３）

汇率波动借鉴陈琳等 （２０２０） 的变量构造方法， 将月度汇率取对数差分之后

再计算标准差， 得到年汇率波动指标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ＶＯＬ）：

ＶＯＬ ＝ １
１２

× ∑
１２

ｉ ＝ １
△ｌｎ（ＲＥＥＲ ｉ） － △ｌｎ（ＲＥＥＲ ｉ）[ ] ２ （４）

汇率预期借鉴胡兵、 涂春丽 （２０１２） 的变量构造方法， 采用月度数据 ＲＥＥＲ
分布的偏度系数衡量汇率预期指标 （ＥＸＰ）：

ＥＸＰ ＝ １
１２∑

１２

ｉ ＝ １
（ｘｉ － ＲＥＥＲ ｉｔ） ３ ／ （ １

１２∑
１２

ｉ ＝ １
（ｘｉ － ＲＥＥＲ ｉｔ） ２ ）

３

（５）

３ 其他控制变量

依据孙霄翀等 （２００６）、 胡兵和涂春丽 （２０１２）、 毛日昇 （２０１５） 等的研究方

法， 本文选择了东道国货物和服务出口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 ＥＭＰ 、 东道国国内生产总

值 ＧＤＰ 、 东道国人均国民收入 ＰＧＮＩ 、 经济自由度 ＥＦＲ 、 自然资源禀赋 ＮＡＴ 等控

制变量。 使用货物进出口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度量东道国对外贸易环境； 以 ２０１０ 年为

基期的各国实际 ＧＤＰ 度量东道国经济发展实力； 以 ２０１０ 年为基期的各国实际人均

国民收入度量东道国市场需求和购买力； 采用遗产基金会、 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和

《华尔街时报》 公布的各年度 “经济自由度” 指标度量东道国制度因素； 用燃料、
矿石和金属出口占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指标衡量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

表 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个数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ＯＦＤＩｉ ３３０ 亿美元 ４２９ ４５６ ８６９ ０２０ ５ ０１８ １４８ －１ ５１２ ８５９　

ＯＦＤＩｎ ６２７ 亿美元 ５ ３８４ １７ ５１５ ２５１ ２８７ －１１４ ５３２

ＲＥＥＲ ６２７ － １４３ ４５１ ５８８ ８１０ ４ ６３２ ６４４ ０ ０１９

ＶＯＬ ６２７ － ０ ０６２ ０ ２７０ ４ ７１１ ０ ０１８

ＥＸＰ ６２７ － ０ ０５０ ０ ５６２ １ １５０ －１ １５３

ＥＭＰ ６２２ － ４７ ８３５ ３９ ７６１ ２２８ ９９４ ８ ２５７

ＧＤＰ ６２７ 亿美元 ６ ７７８ ６２１ １３２７４ ７８０ １１ ５２００ ４００ ７９ ３９３

ＰＧＮＩ ６２７ 美元 ２ ４３７４ ５００ ２ ３７３１ １８０ １０ ３０３９ ３００ ５８７ ３５８

ＥＦＲ ６０１ － ６６ ３１７ ９ ９６４ ８９ ４００ ４３ ５００

ＮＡＴ ６１７ － ５ ６０４ ８ １６６ ４９ ５５７ ０ ０１５

同时为了验证 ２０１５ 年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对中国汇率变化的影响， 本文

绘制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中国汇率水平、 汇率波动与汇率预期的趋势变化图 （见图 １
和图 ２）。 从中可以看出， ２０１５ 年汇率各项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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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　 中国汇率水平变化趋势图　 　 　 　 　 图 ２　 中国汇率波动与汇率预期变化趋势图

三、 基本回归结果

理论研究指出， 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存在着 ＯＦＤＩ 效应。 本部分主要采用

合成控制法， 并通过排序检验法和安慰剂检验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以此分析汇率

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的 ＯＦＤＩ 效应。

（一） 合成控制法结果

通过实际中国与合成中国在 ２０１５ 年后的 ＯＦＤＩ 差值， 本文可以评估汇率报价

机制市场化改革的 ＯＦＤＩ 效应。 图 ３ 给出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期间实际中国和合成中国

的 ＯＦＤＩ 走势图， 在政策实施年 （垂直虚线） 之前， 两者趋势较为一致， 反映了合

成中国较好拟合了中国在汇改前的 ＯＦＤＩ 变化路径。 而在虚线右侧， 两者趋势发生

明显偏离， 甚至出现相反趋势。 这就表明， ２０１５ 年的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对

ＯＦＤＩ 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进一步地， 图 ４ 给出了 ２０１５ 年前后实际中国与合成中国 ＯＦＤＩ 值的差值图。 从

图中可以发现， ２０１５ 年之前两者差值在 “０” 附近上下波动， 但是在政策实施年后

差值出现了更大幅度的偏离。 因此可以判断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对 ＯＦＤＩ 产生

了影响， 汇率政策改革短期内会导致 ＯＦＤＩ 增加。

图 ３　 中国与合成中国 ＯＦＤＩ趋势图　 　 　 　 　 　 图 ４　 中国与合成中国 ＯＦＤＩ差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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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检验

尽管上文中发现了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对 ＯＦＤＩ 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但是

这种冲击是否因 ２０１５ 年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所引起， 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为

此， 本文采用了排序检验法和安慰剂检验进行稳健性检验。
１ 排序检验法

类似 Ａｂａｄｉｅ 等 （２０１０）， 本文在对照组内随机选择一个未发生相应政策的国家

再进行合成控制评估， 并将合成中国和合成随机选择的国家结果进行比较。 如果两

者具有显著差异， 那就意味着 ＯＦＤＩ 在中国的政策效果是显著的。
均方根对数误差 （ＲＭＳＰＥ） 是比较常见的衡量真实与合成值之间差异的指标，

本文选择了 ２０１５ 年之前 ＲＭＳＰＥ 值小于中国的 １６ 个国家进行分析①。 图 ５ 给出中国

和相关 １６ 国以 ＯＦＤＩ 为预测变量的差分布， 在 １０％的置信水平上得到检验。 从中

可以发现， 十年间中国 ＯＦＤＩ 的差值分布经历了波动增长趋势， ２０１５ 年后 ＯＦＤＩ 误
差位于相关比较国家预测误差分布上方的最外部， 验证了 ２０１５ 年汇率报价机制市

场化改革对 ＯＦＤＩ 产生了影响。

图 ５　 排序检验法

２ 安慰剂检验

同样， 类似 Ａｂａｄｉｅ 等 （２０１０） 在稳健性检验中所采用的处置组变换法， 选择

一个没有进行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同样的合成分析， 以此来

判断上述实证分析结果是否稳定。 如果该国实际 ＯＦＤＩ 和合成样本的 ＯＦＤＩ 数据之

间存在良好的拟合效果， 而不是出现与中国和合成中国差异的类似情况， 则可以从

一定程度说明上述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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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果一个国家 ２０１５ 年之前的均方根预测误比较大， 意味着模型对该国家近似拟合的程度比较差， 不利

于结果的比较， 因而将之剔除。 本文保留的 １６ 个国家分别是亚美尼亚， 阿根廷， 哈萨克斯坦， 老挝， 白俄罗

斯， 突尼斯， 伊朗， 安哥拉， 利比亚， 牙买加， 克罗地亚， 日本， 韩国， 加拿大， 爱尔兰，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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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样本的选择中， 选择合成国家中权重最大的国家日本作为新的处理组。 图 ６
给出了日本作为处理组的合成控制分析法结果， 从中可以发现日本在中国 ２０１５ 年

的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前后， 实际 ＯＦＤＩ 值始终沿着合成样本的走势变化。 该

结果表明， 合成控制法的确很好地拟合了处理组 ＯＦＤＩ 的走势， 虚拟的日本发生汇

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并不现实， 中国真实的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是冲击中国

ＯＦＤＩ 的原因。

图 ６　 安慰剂检验

四、 进一步的分析

上文实证研究发现， 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存在着 ＯＦＤＩ 效应， 但是并未提

及对 ＯＦＤＩ 产生机制以及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 为此， 本文进一步采用中

介效应模型分析影响机制及分组回归分析异质性影响。

（一） 影响机制分析

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政策对 ＯＦＤＩ 影响机制的分析， 本文采用中介效应的

研究方法。 选取中国对各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被解释变量， 根据汇率报价机制市场

化程度进行包括汇率水平、 汇率波动、 汇率预期在内的三组中介效应研究。
按照中介效应模型， 如果汇率水平、 汇率波动和汇率预期能够起到中介变量

的作用， 那么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政策必然能够通过影响汇率水平、 汇率波动和

汇率预期的变化， 进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 表 ２ 给出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中国对 ４３ 个国家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 ＯＦＤＩ 效应的机制分析结果， 其中列

（１） 至列 （３） 分析了汇率水平的影响， 列 （４） 至列 （５） 分析了汇率波动和

汇率预期的影响。 列 （１） 至列 （３） 中的汇率政策影响都显著为正， 这就表明

汇率政策确实对中国的 ＯＦＤＩ 有正向促进作用。 汇率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也表

明， 汇率政策不仅对中国的 ＯＦＤＩ 产生直接影响， 同时还产生间接影响。 而从列

金融科学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１１５　　 －

（４） 至列 （５） 的结果来看， 汇率政策对汇率波动和汇率预期的影响并不显著，
因而不存在中介效应。

值得一提的是， 列 （３） 的结果显示政策系数 （１ ５４５） 显著为正， 其系数比

列 （１） 的系数 （１ ６２３） 显著下降。 这就表明中介变量是具有有效性的， 汇率水

平作为中介因素可以有效解释 ４ ８％的总效应。 该结论与 Ｋｏｈｌｈａｇｅｎ （１９７７）、 Ｆｒｏｏｔ
和 Ｓｔｅｉｎ （１９９１）、 Ｂｌｏｎｉｇｅｎ （１９９７） 等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证实了汇率报价机制市

场化改革是通过影响汇率水平， 进而影响着 ＯＦＤＩ。 至于为何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

改革没有能够通过影响汇率波动和汇率预期进而影响到 ＯＦＤＩ， 一是可能汇率报价

机制市场化后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性与汇率实物期权投资的预期收益对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产生了相互抵消的效应， 二是可能与中国汇率制度尚未完全自由浮动服从市

场意志有关。

表 ２　 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 ＯＦＤＩ效应的机制分析结果

被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ＯＦＤＩ 汇率水平 ＯＦＤＩ 汇率波动 汇率预期

汇率政策

汇率水平

常数项

观察值

控制变量

１ ６２３∗∗∗ １０６ ９００∗∗∗ １ ５４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３７
（８ ５２） （２ １９） （８ ２２） （－１ １７） （－０ ７１）

０ ００１∗∗∗
— — （４ ４５） — —

１１ １８０∗∗∗ １７１２ ５００∗∗∗ ９ ９３８∗∗∗ －０ ３４４ －０ ３４４
（１２ ５４） （７ ３６） （１０ ８１） （－１ ４０） （－１ ４０）

５３３ ５８２ ５３３ ５８２ ５８２

是 是 是 是 是

注： ∗、 ∗∗和∗∗∗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下表同。

按照 ＩＭＦ２０１５ 年报告的标准， 中国属于类似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 进一步，
本文将分析： （１） 汇率水平在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和非自由浮动汇率的国家的

中介效应； （２） 汇率水平在与中国实行相同汇率制度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的中

介效应； （３） 汇率水平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和与中国实行相同汇率制度的国家的

中介效应。 通过这一分析， 可以了解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取向的自由浮动汇率对

ＯＦＤＩ 的影响。 表 ３ 给出了不同汇率制度对 ＯＦＤＩ 的影响分析结果， 包括三组不同组

别的分析结果。 汇率制度 １、 汇率制度 ２ 和汇率制度 ３ 均为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的

虚拟变量。 汇率制度 １ 中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设为 “１”， 其余为 “０”； 汇率

制度 ２ 中与中国实行相同汇率制度的国家设为 “１”， 固定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设

为 “０”； 汇率制度 ３ 中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设为 “１”， 与中国实行相同汇率

制度的国家设为 “０”。
表 ３ 结果表明， 汇率制度的浮动水平是影响 ＯＦＤＩ 变动的显著因素。 自由浮动

的汇率制度相比非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更能通过汇率水平显著影响 ＯＦＤＩ， 与中国相

同汇率制度相比固定汇率制度更能通过汇率水平显著影响 ＯＦＤＩ， 自由浮动汇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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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比与中国相同汇率制度更能通过汇率水平显著影响 ＯＦＤＩ。 当前， 中国的汇率

制度距离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尚有一定的差距， 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的改革取向更有

可能通过影响汇率水平而促进中国的 ＯＦＤＩ 不断增加。

表 ３　 汇率水平在不同汇率制度 ＯＦＤＩ效应中的中介效应

被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ＯＦＤＩ 汇率水平 ＯＦＤＩ

汇率制度 １

汇率水平

常数项

观察值

控制变量

汇率制度 ２

汇率水平

常数项

观察值

控制变量

汇率制度 ３

汇率水平

常数项

观察值

控制变量

　 　 １ ３７８∗∗∗ ８２ ０９７∗ １ ３２８∗∗∗

（６ ２９） （１ ９３） （６ ０７）
０ ００１∗

— — （２ ４０）
３ ８５４∗∗∗ ４５４ ３２２∗∗∗ ０ ００１∗

（４ ７０） （２ ８６） （２ ４０）

４１６ ４１６ ４１６　

是 是 是

－０ ４４８ １３８１ ３９５∗∗∗ ０ ７７９∗

（－１ ３７） （１ ９３） （２ ０３）
０ ００１∗∗∗

— — （５ ２４）
　 －７ ９４７∗∗∗ ５６８１ ６３２∗∗∗ －１３ ０００∗∗∗

（－２ ６８） （４ ３８） （－４ ４８）

１６２ １６２ １６２

是 是 是

　 　 １ ９３２∗∗∗ ８４ ５６２∗∗ １ ８８４∗∗∗

（７ ７７） （２ ０５） （７ ５７）
０ ００１∗

— — （２ ０２）
１ １０７ ６０７ ８４７∗∗∗ ０ ７６０

（１ ２８） （４ ２２） （０ ８６）

４５６ ４５６　 　 ４５６　 　

是 是　 是　

（二） 异质性分析

除了汇率制度的不同外， 还有一些重要的因素可能会影响着 ＯＦＤＩ。 为此， 本

文进一步对中国 ＯＦＤＩ 的投资国别进行异质性分析， 包括按收入分组和按是否为

“一带一路” 倡议国家分组。
首先， 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将研究对象分为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及以下

国家。 其中， 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高于 １２ ０５５ 美元 （现价）， 以发达国家为

主。 与上文分析结果相类似， 汇率波动、 汇率预期等变量仍然没有起到显著的中介

影响。 从表 ４ 的列 （１） 和列 （２） 可以看出， 中国的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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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 ＯＦＤＩ 均有显著促进作用。 相比较而言， 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

改革对高收入国家的 ＯＦＤＩ 效应的影响要高于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效应， 并且汇率水

平的中介效应也更加突出。 值得一提的是， 对中等收入及以下国家的显著是因为低

端制造业为主的或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资， 而对高收入国家的显著则是因为科技

引进或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合理价格配置金融资产的需要， 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得到了陈琳等 （２０２０） 的验证， 因而中国通过汇率机制影响 ＯＦＤＩ 的促进效果更

多是来源于高收入国家。
其次， 按照是否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区分。 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 国家

或地区的政治、 经济、 外交等因素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带一路” 倡议沿线国

家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 仍然， 汇率波动和汇率预期没有起到显著的中介

影响。 同样， 从表 ４ 的列 （３） 和列 （４） 可以知道， 中国的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

改革会显著促进 ＯＦＤＩ， 无论是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还是非 “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 相比较而言， 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 ＯＦＤＩ 效
应要低于对非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效应， 但汇率水平的中介效应更加突出。
究其原因， 这可能与中国在 ２０１５ 年 “８·１１” 汇改前已经大规模启动 “一带一路”
相关倡议有着直接的关联。 由于在此次改革前后中国始终保持着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一定的投资水平， 进而导致中国汇率制度市场改革对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 ＯＦＤＩ 效应相对较小。 与 “一带一路” 国家之间的贸易或投资往来更多

使用到汇率的测算， 因而汇率水平的中介效应相比非 “一带一路” 国家会更为

明显。

表 ４　 按投资国别划分的异质性检验

项目
（１） （２） （３） （４）

高收入国家 中等及以下收入国家 “一带一路” 国家 非 “一带一路” 国家

汇率政策

汇率水平

常数项

观察值

　 １ ９３５∗∗∗ 　 １ ２３４∗∗∗ 　 ０ ８７０∗∗∗ 　 １ ６６０∗∗∗

（６ ７５） （５ ６１） （３ ４５） （６ ７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１３） （４ ６３） （５ ４７） （－０ ８１）
１１ ２０１∗∗ ６ ２９６∗∗ －２ ９０１ ７ ３０２∗∗∗

（２ ５３） （２ ３３） （－０ ９４） （５ １９）

２５７ ２７６ １８５ ３３８

五、 结论与启示

（一） 主要结论

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当前最为重要的改革之一， 其中汇率报价机制的市

场化更是体现汇率市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０１５ 年， 中国的外汇市场调整了汇率

中间价报价机制， 采用了 “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 等更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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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和市场化的定价方式。 本文采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 ＩＭＦ 数据库中对外直接投资流

量的面板数据等， 使用合成控制法以及中介效应的评估方法， 研究了 ２０１５ 年汇率

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结果表明： 第一， ２０１５ 年汇率

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对中国 ＯＦＤＩ 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这种效应在短期内表现更为

明显； 第二， 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对 ＯＦＤＩ 有着显著的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

汇率水平而非汇率波动和汇率预期来产生； 第三， 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对高收

入国家和非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 ＯＦＤＩ 效应要更高， 但汇率水平的中介效应则

是对中低收入国家和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 ＯＦＤＩ 效应更高。

（二） 启示

在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进程中， 外汇市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起到了汇率

价格的调节功能。 上述研究结论也有一些启示： 第一， 汇率报价机制的市场化改革

仍然是未来的重要方向， 市场化的改革对于 ＯＦＤＩ 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尽管汇率

报价机制的市场化改革的 ＯＦＤＩ 效应在短期体现， 但仍然能够通过不断的推动促进

ＯＦＤＩ 在一定时期的发展。 第二， 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需要重点关注汇率水平

的变化， 同时坚持 “风险中性” 理念。 “８·１１” 汇改中汇率波动和汇率预期并未

对 ＯＦＤＩ 产生显著的影响， 这也表明有可能通过预期管理等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

水平上的均衡稳定。 在 “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的深化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的改

革中， 中国同样需要关注汇率波动和汇率预期可能带来的影响。 第三， 汇率报价机

制市场化改革对不同投资国家的影响不同， 需要关注投资国别的问题。 毫无疑问，
人民币汇率报价机制市场化的改革对不同国家的法定货币影响是不同的， 这也会导

致中国的 ＯＦＤＩ 投资国别会产生一些变化。 对于这种变化， 人民币的汇率报价机制

市场化的进一步改革需要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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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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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孙霄翀， 刘士余， 宋逢明  汇率调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理论和实证的研究［ Ｊ］ ． 数量经济技

术经济研究， ２００６（８）： ６８－７７

［１０］田巍， 余淼杰  汇率变化、 贸易服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７， ４０（１１）： ２３－４６

［１１］田巍， 余淼杰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贸易服务型投资视角［ Ｊ］ ． 国际经济评论， ２０１９

（５）： ４４－５６

［１２］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Ｊ］ ． 心理学报， ２００４（５）： ６１４－６２０

［１３］夏良科  汇率、 汇率制度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的国际比较［ Ｊ］ ． 上海经济研究，

２０１２ ２４（１０）： ２５－３６

［１４］于凤芹， 王智明  中国汇率制度改革 ４０ 年： 变迁与发展［Ｊ］ ． 经济与管理研究， ２０１８， ３９（１２）： １４－２５

［１５］余永定， 肖立晟  完成 “８·１１” 汇改：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向分析［ Ｊ］ ． 国际经济评论， ２０１７

（１）： ２３－４１

［１６］臧铖， 初晓， 景光正  汇率变动与企业跨国经营———基于中国出口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效应分析［ Ｊ］ ． 国

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２１（１）： ８１－９５

［１７］张夏， 汪亚楠， 施炳展  事实汇率制度选择、 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 Ｊ］ ．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９（１０）：

１－２０

［１８］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的声明 ［ 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５－０８ ／ １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９１１０８１ ｈｔｍ

［１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等  ２０１５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Ｍ］．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６

［２０］ＡＢＡＤＩＥ Ａ，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Ａ， ＨＡＩＮＭＵＥＬＬＥＲ Ｊ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ｓｔｉｍａ⁃

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１０５（４９０）： ４９３－５０５

［２１］ＢＥＮＡＳＳＹ⁃ＱＵＥＲＥ Ａ， ＦＯＮＴＡＧＮＥ Ｌ， ＬＡＨＲＥＣＨＥ⁃ＲＥＹＩＬ Ａ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２００１， １５（２）：

１７８－１９８

［２２］ＢＬＯＮＩＧＥＮ Ｂ Ａ Ｆｉｒｍ⁃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ｓ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Ｊ］ ．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７， ８７（３）： ４４７－４６５

［２３］ＣＡＭＰＡ Ｊ Ｍ Ｅｎｔｒｙ ｂ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９９３： ６１４－６２２

［２４］ＣＨＡＫＲＡＢＡＲＴＩ Ｒ， ＳＣＨＯＬＮＩＣＫ Ｂ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ＤＩ Ｆｌｏｗｓ［Ｊ］ ．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ｌｂｅｒｔａ，

［２５ ］ ＣＵＳＨＭＡＮ Ｄ Ｏ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Ｊ ］ ．

Ｗｅｌｔ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ｓ Ａｒｃｈｉｖ， １９８８， １２４（２）： ３２２－３３６

［２６］ＤＡＲＢＹ Ｊ， ＨＡＬＥＴＴ Ａ Ｈ，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Ｊ，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Ｊ］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９９， １０９（４５４）： ５５－６７

［２７］ＦＲＯＯＴ Ｋ Ａ， ＳＴＥＩＮ Ｊ 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 ．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１， １０６（４）： １１９１－１２１７

［２８］ＫＩＹＯＴＡ Ｋ， ＵＲＡＴＡ 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Ｊ］  Ｗｏｒｌｄ Ｅ⁃

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０４， ２７（１０）： １５０１－１５３６

［２９］ＫＯＨＬＨＡＧＥＮ Ｓ Ｗ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Ｊ］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７７： ４３－５２

［３０］ＷＨＩＭＯＲＥ Ｋ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Ｎｅｗｌ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ｐｔ［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２， 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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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 Ｔｅｓ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ＲＭＢ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２０１５

ＹＡＮ Ｙｉｎｇｅｎ１， Ｔ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２， ＬＩ Ａｎｑｉ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ｕｄｉ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１１８１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ｄｅ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ＯＦＤＩ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２０１５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１）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２０１５ ｈａｓ ａ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ＦＤＩ，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 （２）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ＯＦＤＩ，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 （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ｎ
ｈｉｇｈ⁃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ｎｏ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ｌａｙｓ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ＯＦＤＩ，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ｒｉｓｋ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Ｉ）；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

（责任编辑　 刘建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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