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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研究了中国异质性企业在特定目的国①市场的前期投资经验与其后

续 ＯＦＤＩ 模式选择的动态关系， 并提出相关假说， 然后使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与分析。 研究发现： 对特定目的国市场前期投资经验越

丰富， 或者中国其他企业对目的国对行业投资经验越丰富， 中国 ＯＦＤＩ 企业越倾向

于跨境并购； 从企业异质性影响看， 当中国企业生产率越高时， 该企业在目的国投

资经验对其 ＯＦＤＩ 模式选择的影响也越大； 企业前期投资经验与目的国制度、 风险

环境之间呈显著的逆向调节效应， 差异性地作用于该企业后期 ＯＦＤＩ 模式选择； 当

然， 中国 ＯＦＤＩ 企业在同一国前期的投资经验对其后期 ＯＦＤＩ 模式选择的影响强于

相似国家， 而非相似国家的投资经验则不具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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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中国经济步入了从大量 “引进来” 到 “引进来”
与 “走出去” 并重的新的发展时期。 在 “走出去” “国际产能合作” 等大背景下，
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对外直接投资） 实现了高速增

长。 当前企业 ＯＦＤＩ 主要有两种模式： 绿地投资 （Ｇｒｅｅｎｆｉｅ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或新建投

资） 和跨境并购 （Ｍｅｒｇｅｒ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Ｍ＆Ａ）②。 绿地投资通过在外国新建企

业， 能够较强地控制新设公司的技术和资源， 但需投入大量的沉没成本； 跨境并购

则是通过兼并国外现有企业的技术、 资源、 市场渠道等实现海外投资 （Ｈｅｎｎａｒｔ ａｎｄ
Ｐａｒｋ， １９９４［１］； 蒋冠宏和蒋殿春， ２０１７［２］）。 ＯＦＤＩ 模式选择是企业国际化面临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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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题， 其甚至关系到 ＯＦＤＩ 企业海外整体战略的成败。 然而， 为什么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时有的选择绿地投资， 有的选择跨境并购呢？ 企业 ＯＦＤＩ 的投资模式具体受

哪些因素的影响？ 影响机制又是什么？
一方面， 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 Ｎｏｃｋｅ 和 Ｙｅａｐｌｅ （２００７） ［３］ 首次建模分析认为

在具有较强跨境移动能力优势 （生产率、 技术和资本密集度） 的行业， 强移动能

力最高的企业选择跨境并购， 而在具有较弱跨境移动能力优势 （营销渠道等） 的

行业， 弱移动能力最高的企业则选择绿地投资①。 另一方面， 企业前期 ＯＦＤＩ 经验

是否产生了影响？ Ｈｅｎｎａｒｔ 和 Ｐａｒｋ （１９９３） ［４］和 Ｃａｖｅｓ （２００７） ［５］ 认为国际 （特别是

目的国） 经营知识是隐性的， 缺乏国际或目的国经验的跨境公司很难购买此类知

识， 因而倾向于并购获取， 拥有丰富投资经验的企业则已经掌握此类技能， 更易选

择绿地投资。 Ｓｌａｎｇｅｎ 和 Ｈｅｎｎａｒｔ （２００８） ［１］ ［６］使用荷兰企业在 ３５ 个目的国的 １７１ 宗

绿地投资和并购数据实证分析发现， 由于外来者劣势， 文化距离越大， 跨国公司越

会采取绿地投资方式， 但其在目的国的经营经验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劣势， 增

加并购概率。 也有学者认为， 企业对特定目的国的 ＯＦＤＩ 经验越丰富， 越能帮助企

业吸收、 整合、 转化内外部知识或技能， 获取比较优势 （Ｓｉｒｍ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７］，
强化企业处理在目的国经营时的风险或不确定性， 减轻其应对 “探索未知境域”
的资源需求压力 （Ｍａｒｔｉｎ ａｎｄ Ｓａｌｏｍｏｎ， ２００３） ［８］。

然而关于中国异质性企业 ＯＦＤＩ 模式选择的研究不多， 尤其是基于动态分析视

角的对特定国家 ＯＦＤＩ 经验对该异质性企业后期 ＯＦＤＩ 模式选择影响方面的研究更

少。 囿于数据的匮乏， 使用丰富的微观数据加以佐证的就更显不足。
现有研究多使用静态分析思路， 忽略了企业 “ＯＦＤＩ－ＯＦＤＩ” 动态序贯投资策

略： 企业自身和其他企业前期 ＯＦＤＩ 经验对其后期 ＯＦＤＩ 模式选择的影响。 因此，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双重视角系统性地探究前期跨境投资经验如何动态影响中国异质

性企业的后期 ＯＦＤＩ 模式选择。
不同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实践， 来自中国的异质性企业， 其面临的强、 弱移

动能力优势可能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存在一定的差距和差异性， 更倾向于采用体

现中国特色的 “出口———ＯＦＤＩ” “ＯＦＤＩ———ＯＦＤＩ” 动态序贯策略， 以选择最优投

资模式。 特别是在近年来在中国推进 “走出去” 战略和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等背景下，
研究中国异质性企业的投资经验与其后续 ＯＦＤＩ 模式选择的关系， 为中国企业 “走出

去” 提供经验与理论支持， 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 投资经验与企业 ＯＦＤＩ 模式选择

相较于绿地投资， 跨境并购常常涉及目的国企业所有权人变更和行业内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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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异质性企业理论认为与企业生产有关的科技、 组织、 规模、 资本密集度、 成熟度等具有很强的跨境移

动能力， 称为强移动能力 （Ｍｏｂｉｌ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或上游资产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ａｓｓｅｔｓ）； 而市场营销条件、 消费偏好，
企业与当地供应商、 消费者的关系等则受限于来源国属性， 难以有效跨境移动， 则称为弱移动能力 （Ｎｏｎ－
ｍｏｂｉｌ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或下游资产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ａｓｓｅｔｓ）。



的兼并， 造就寡头垄断， 甚至涉嫌危及国家安全问题， 很容易招致目的国政府的严

格审查、 工会对抗或国民抵制等风险， 由此会引发高昂的并购保证金、 反向分手费

和整合成本等沉没成本 （Ｈｅｎｎａｒｔ ａｎｄ Ｐａｒｋ， １９９３； Ｎｅｔ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９］；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ｎｎｙ－Ｗｏｎｇ， ２００９［１０］）。

然而， 随着企业对特定目的国的 ＯＦＤＩ 经验不断丰富， 其能帮助企业吸收、 整

合、 转化内外部知识或技能， 获取比较优势 （Ｓｉｒｍ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强化企业处理

在目的国经营时的风险或不确定性， 减轻其应对 “探索未知境域” 的资源需求压

力 （Ｍａｒｔｉｎ ａｎｄ Ｓａｌｏｍｏｎ， ２００３）。 同时， 企业的前期投资经验， 可以使企业有效规

避目的国的法律、 法规， 防范可能的国家政治风险审查以及反垄断等风险， 减少未

来 ＯＦＤＩ 时的进入成本和不确定性 （Ｄｏｗ， ２００９） ［１１］。 对于首次进入 ＯＦＤＩ 的企业，
虽然在目的国法律法规相同时， 存在初始绿地投资成本小于跨境并购成本， 但随着

企业对特定目的国的 ＯＦＤＩ 经验越来越丰富， 跨境并购相对于绿地投资的进入成本

差异越来越小， 或表示为其进入目的国的成本的下降速度越快， 甚至可能实现两种

模式进入成本的无差异性。 因此， 我们假设如下：
Ｈ１： ＯＦＤＩ 企业对目的国投资经验越丰富， 该企业跨境并购的可能性越高。
（二） 目的国制度、 风险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 目的国法律、 法规等政治或经济制度水平越完善、 政治风险越低，
不确定性越小， 投资进入成本越低， 各种腐败、 罚没、 战争、 政权实际变更等隐性

风险成本也会越低。 具体来说： 一是良好的目的国政治经济环境有利于企业应对

ＯＦＤＩ 时的信息匮乏成本或歧视成本问题 （Ｍ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Ｅｄｅｎ， ２００６） ［１２］， ＯＦＤＩ 企业

更容易跟随 “游戏规则”， 获取必要的经营管理信息 （ Ｓｃｈｗｅｎｓ ａｎｄ Ｋａｂｓｔ，
２０１１） ［１３］； 二是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有利于 ＯＦＤＩ 企业对接当地客户、 供应商和商

业社团， 享受目的国的相关红利。 例如： 限制政府征没行为的产权保护制度， 约束

企业侵权、 背约或破坏交易便利的合约体系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０５） ［１４］； 此

外， 同理于投资经验的影响， 对于首次进入的 ＯＦＤＩ 企业， 在目的国法律法规相同

的情况下， 虽然初始绿地投资成本小于跨境并购成本， 但随着目的国政治或经济制

度水平不断上升， 政治风险不断下降， 不确定性越来越小， 跨境并购的进入成本将

下降得更快。 即目的国法律、 法规等政治或经济制度水平越完善、 政治风险越低， 跨

境并购相对于绿地投资的进入成本差异越小， 或表示为其进入目的国的沉没成本的下

降速度越快， 甚至可能实现两种模式进入成本的无差异化。 因此， 我们假设如下：
Ｈ２： 当目的国政治或经济制度越完善、 政治风险越小时， ＯＦＤＩ 企业在目的国

的投资经验对其后续选择并购投资效应的影响越弱。

二、 模型设定、 变量和数据说明

（一） 基础数据选择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我国商务部 《中国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名录》 和

ＢＶＤ （Ｚｅｐｈｙｒ） 统计数据库获得绿地投资和跨境并购型 ＯＦＤＩ 企业数据， 再与工业

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相匹配获得的两种模式 ＯＦＤＩ 企业的异质性特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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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根据中国相关法规政策， 中国企业进行绿地投资时需要到商务部登记备案， 而

跨境并购时则需要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 （蒋冠宏和蒋殿春， ２０１７）， 因此， 本

文把商务部 《中国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名录》 数据视为绿地投资， 跨境并购数

据则来自 ＢＶＤ （Ｚｅｐｈｙｒ） 统计数据库。
对于绿地投资， 借鉴李丽丽和綦建红 （２０１７） ［１５］、 鲁晓东和刘京军 （２０１７） ［１６］

等做法， 依据 《２０１１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选取 ２０１１ 年 ＯＦＤＩ 流量排

名最前的 ４２ 个目的国家或地区， 占 ９６ ６７％，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存量占比为 ９５ ２３％；
其中英属维尔京群岛、 开曼群岛和百慕大群岛 ３ 地为避税天堂， 大多并非真正的

ＯＦＤＩ 最终目的国， 予以排除， 剩余 ３９ 个国家， 然后删除代表处和办事处等不具有

太强 ＯＦＤＩ 属性的数据记录项， 再与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相匹配。 最

终得到 ２４５９ 笔绿地投资数据， 涉及 ２０６４ 家企业， 其中有 １８９ 家企业在所投资目的

国发生了 ２６３ 笔前期 ＯＦＤＩ， １４７０ 家绿地企业在 ３９ 个目的国市场发生了 １７７０ 笔前

期出口①。
而对于跨境并购数据， 以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 ＢＶＤ 数据库 （Ｚｅｐｈｙｒ） 中 “宣布日

期”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 Ｄａｔｅ） 为筛选标准： 一是限定在上述 ３９ 个目的国， 把并购方缺失

及并购方为私人投资者或大学、 政府单位或目的国缺失的删除； 二是删除少数股权

交易额度 （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ｓｔａｋｅ ｕｎｋｎｏｗｎ ％） 不清楚、 少数股权交易额度 （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Ｓｔａｋｅ） 在 １０％以下的②； 三是删除少数股权投资适当增资的； 四是删除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ｂｕｙ－ｏｕｔ １００％”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ｙ－ｏｕｔ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ｓｔａｋｅ” 这类不符合

ＯＦＤＩ 属性的； 最后再与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相匹配。 本文最终得到

了 １８７ 宗跨境并购案例， 涉及 １４６ 家企业， 其中有 ３３ 家企业在所投资目的国开展

了 ４６ 次前期 ＯＦＤＩ， １０４ 家企业在这些目的国前期发生了 １１８ 笔出口。
（二） 模型设定

本文目标在于研究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的模式选择： 跨境并购还是绿地投资。 本文

被解释变量是二值离散选择的， 因此使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③来检验国际投资经验如何影

响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模式选择。 具体模型为：

　 　 ｌｏｇｉｔ（Ｃｍ＆ａ
ｉｊｋｒｔ ＝ １） ＝ ａ × ｏｆｄｉｉｊｋｒ（ ｔ －１） ＋ ∑ｂｎ ｆｉｒｍｎ

ｉｊｒｋ（ ｔ －１） ＋ ∑ｃｎｓｎｉｊｒｋ（ ｔ －１） ＋

　 　 　 　 　 　 　 　 　 　 ｙｅａｒｔ ＋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ｋ ＋ ｃｏｕｎｔｙｒ ＋ ξｉｊｋｒｔ （１）
其中， ｉ、 ｊ、 ｋ、 ｒ 和 ｔ 分别表示企业、 省市、 行业、 目的国和年份。 Ｃｍ＆ａ

ｉｊｋｒｔ 表示

企业的 ＯＦＤＩ 模式选择情况， １ 表示跨境并购， ０ 表示绿地投资。 ｏｆｄｉｉｊｋｒ（ ｔ－１）为企业对

特定市场的投资经验④。 ｆｉｒｍｎ
ｉｊｒｋ（ ｔ－１）为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变量， 包括对特定国家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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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每笔投资或出口是指某企业在某年对某个市场的每笔投资或出口， 没有投资或出口则为 ０ 笔。
因为按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的定义， ＯＦＤＩ 企业是指境内投资者直接拥有或控股 １０％ 或

以上投票权或其他等价利益的境外企业。
本文亦使用了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模型检验， 结果一致， 不再赘述。
本文借鉴 Ｌｕ 等 （２０１４） ［１７］的办法， 投资经验为企业前 ３ 年中每年对相同市场投资次数， 没有投资的

记为 ０。



口强度、 全要素生产率、 资本密集度、 年龄①等。 ｓｎｉｊｒｋ（ ｔ－１） 表示影响企业模式选择的

目的国宏观变量， 包括经济、 政治制度、 政治风险、 收入水平、 资源、 技术、 市场

规模等。 ｙｅａｒ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ｋ 和 ｃｏｕｎｔｙｒ 分别表示年份、 省市、 行业和目的国

固定效应。 ξｉｊｋｒｔ为误差项， 假设 Ｅ（ξｉｊｋｒｔ） ＝ ０。
（三） 变量选择

１ 企业层面指标

借鉴 Ｌｕ 等 （２０１４） 做法， 投资经验 （ｏｆｄｉ） 为企业前 ３ 年中每年对相同市场

投资次数， 没有投资的记为 ０； 为了稳健性检验需要， 本文取企业前 ３ 年内对某国

每年投资频次占其当年对全球投资总频次之比 （ｐｏｆｄｉ） 作为投资经验 （ｏｆｄｉ） 的替

换变量。 出口强度 （ｅｘｐｏｒｔ） 为企业前 ３ 年中每年对相同市场出口额占其全球出口

额比重， 没有出口的记为 ０。 另外， 为考察同目的国同行业其他企业投资经验的间

接影响， 使用中国其他 ＯＦＤＩ 企业在同目的国同行业前 ３ 年投资频次占这些企业在

该国所有行业当年投资总频次之比， 表示为其他企业投资经验 （ｐｏｆｄｉ＿ ｉｎｄ）。 一般

来说， ３ 年以内的特定市场投资、 出口实践对企业的影响较大， 而 ３ 年以前的跨国

实践可能受到目的国政治、 制度、 经济等变化影响而对企业后期投资模式的影响力

有限， 而且， 作者测算表明前 ３ 年投资经验占过去所有 １ 年以上 （２０００ 年以来）
投资经验数的 ８０％ （如果包含 １ 年以内情况， 则占比 ９８％） ［类似李丽丽和綦建红

（２０１７） 做法］， 所以本文选取企业对相同国家 ３ 年以内的投资和出口数据。 需要

说明的是投资项目次数比投资额度更能反映企业国际化程度， 如 Ｒａｍａｓａｍｙ 等

（２０１２） ［１８］、 Ａｍｉｇｈｉｎｉ 等 （２０１４） ［１９］等都采用类似指标选取办法， 而且与投资金额

相比， 投资项目次数更能客观地揭示企业的投资动机或策略， 也有利于降低 “返
程投资” 对我们研究甄别企业实际投资特性的干扰 （Ａｍｉｇｈｉｎ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２０］。 与

此同时， 吸取一些文献稳健性的做法 （林莎等， ２０１４）， 使用企业在某市场 ２０００
年后第一次 ＯＦＤＩ 以来的投资时间长度， 即前期投资年限 （ ｙｏｆｄｉ） 作为投资频次

（ｏｆｄｉ） 的替换指标， 度量企业投资经验的强弱。
企业生产率 （ ｔｆｐ）： 由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缺少 “工业品中

间投入”，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缺 “工业增加值”， 无法使用 ＯＰ、 ＬＰ 方法测算

企业生产率， 所以本文借鉴蒋冠宏 （２０１７ａ） 的做法使用面板数据， 通过固定年

份、 行业来估算 Ｓｏｌｏｗ 剩余值， 获得企业生产率 （ （ ｔｆｐ） ）。
企业资本密集度 （ ｋ） 表示为固定资本存量与从业人数之比； 雇员人数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表示企业从业人员数量； 企业年龄 （ａｇｅ） 表示为企业成立年份与 ＯＦＤＩ
年份之差， 再取对数； 外资占比 （ ｆｋ） 为实收资本金中中国港澳台和外商资本金所

占比率，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的国际化程度； 企业利润率 （ｐｒｏｆｉｔ） 为企业利润

总额与产品销售收入之比； 企业研发密集度 （Ｒ＿ Ｄ） 为研发费用与工业销售产值之

比， 反映企业研发水平； 资本流动性 （ｃ＿ ｋ） 为流动资本年均余额占资产总计的比

例， 反映企业流动性的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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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目的国宏观变量

制度可以分两个层面：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为了衡量目的国制度与中国制度

的差距， 借鉴 Ｄｏｗ 和 Ｌａｒｉｍｏ （ ２０１１） ［２２］ 做法， 使用差值衡量。 其中政治制度

（ｐ＿ ｉｎｓｔ） 基于 ＷＧＩ 的六大指标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Ｖ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根据蒋冠宏 （２０１７ｂ） ［２３］ 的方法， 使用加权平

均而得， 然后把目的国政治制度与中国政治制度作差， 差值越大， 说明目的国政治

制度越好。 经济制度 （ ｅ＿ｉｎｓｔ） 来自世界银行历年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本文

使用各国 ８ 个营商指标综合排名， 即 “Ｅａｓｅ ｏｆ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ａｎｋｉｎｇ” 的对数值，
然后把目的国排名与中国排名作差， 差值越大， 说明目的国经济制度越好， 排名越

后， 营商环境越差。 政治制度 （ ｐ ＿ ｉｎｓｔ） 和经济制度 （ ｅ ＿ ｉｎｓｔ） 的相关性为

－０ ８１９４， 且显著有效， 所以后面的回归中把经济制度作为政治制度的稳健性替换

检验指标。 类似的， 借鉴李丽丽和綦建红 （２０１７） 方法， 政治风险 （ ｒｉｓｋ） 使用

ＩＣＲＧ 中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ｅ” 指标， 取值 １ 至 １２， 数值越大， 政治风险越小， 首

先取对数， 然后把目的国政治风险与中国政治风险值作差， 差值越大， 说明目的国

政治风险越小。
资源丰富度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类似刘青等 （２０１７） ［２４］ 做法， 使用 ＷＴＯ 数据库中燃

料、 矿产品 （Ｆｕｅｌ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和铁钢类金属 （ Ｉｒｏｎ Ｓｔｅｅｌ） 资源的出口额占该国

总出口额的比值表示； 国别研发水平 （ ｒ＿ ｄ） 用 ＷＤＩ 数据中研发投入占 ＧＤＰ 比值表

示； 汇率水平 （ｅｘ）， 使用 ＩＭＦ 的 ＩＦＳ 中各目的国 （地区） 货币对美元汇率衡量；
经济发展水平 （ｐｇｄｐ）， 使用人均 ＧＤＰ 衡量， 取自 ＷＤＩ， 以 ２００５ 年不变美元价格

为基准， 取对数 （刘青等， ２０１７）。
（四） 数据描述

为了减弱变量的异方差特征， 除了比值、 增长率变量之外， 相关解释变量均如

前文所述取对数引入。 其次， 利用方差膨胀因子 （都小于 １０） 检验排除了各变量之

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①。 遵循主流文献 （Ｌ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綦建红和刘慧，
２０１５［２５］； 李丽丽和綦建红， ２０１７； 蒋冠宏和蒋殿春， ２０１７） 做法， 企业国际化 ＯＦＤＩ
模式可能与企业除前期投资、 出口强度 （前期投资经验、 出口强度与被解释变量之

间不存在反向因果问题） 以外的当期层面的微观特征变量、 目的国宏观因素存在可

能的同时性偏差， 因此本文将解释变量都滞后 １ 期， 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内生性。

三、 实证检验和解读

（一） 基准模型检验

为了检验前文异质性企业 ＯＦＤＩ 模式选择模型的结论和相关假设， 本文的基准

回归结果如表 １ 所示。
在控制了行业、 年份和地区固定效应后， 从列 （１） 至列 （８） 来看， 随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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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变量的不断加入， 整体回归显著有效 （ｃｈｉ２＞３２２ ０１， ｐ ＝ ０ ００）， 对于同一市场

的前期投资经验 （ｏｆｄｉ） 系数都是 ５％以上， 显著为正， 表明企业 ＯＦＤＩ 于某一市场

时对该市场的前期投资经验越丰富越倾向于选择跨境并购， 而不是绿地投资的方式

（即 Ｈ１）。 具体来说， 对于前期投资经验是平均水平的企业而言， 其对特定市场的

投资经验占比每提高 １％， 就可能使得该企业对特定国家 （地区） 投资中选择并购

的概率增加 ４ ６２％以上 （其他变量的边际效应类似道理）①。 这表明中国企业在面

对不确定的目的国市场时， 其前期对该市场投资经验的增强， 能帮助企业吸收、 整

合、 转化内外部知识或技能， 获取比较优势 （Ｓｉｒｍ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强化企业处理

在目的国经营时的风险或不确定问题， 减轻其应对 “探索未知境域” 的资源需求

压力 （Ｍａｒｔｉｎ ａｎｄ Ｓａｌｏｍｏｎ， ２００３）， 进而这些企业甄别当地优秀企业的能力必然不

断增强， 更会融入当地政治、 经济等制度体系， 有效规避目的国政府审查、 工会或

民众阻挠， 而且善于利用境外留存外资或境外融资， 克服整合风险， 降低并购成

本， 因而实现快速把控市场， 变当地竞争企业为同盟军， 获取资源协同效应， 即选

择跨境并购的机率大大增加。
作为企业弱移动能力的对特定国家 （地区） 的出口强度 （ ｅｘｐｏｒｔ） 系数都在

５％以上， 显著为负， 表明企业对特定国家 （地区） 的出口强度越高， 企业越倾向

于在该国 （地区） 选择绿地投资。 原因有二： 一是正如 Ｎｏｃｋｅ 和 Ｙｅａｐｌｅ （２００７）
所揭示的， 作为企业弱移动能力的出口强度依存于特定目的国的市场渠道、 营销网

络， 在跨境 ＯＦＤＩ 中， 这类企业最可能倾向于绿地投资， 通过当地获得的相关 “资
源” 实现生产经营； 二是正如蒋冠宏和蒋殿春 （２０１７） 分析指出的， 与绿地投资

相比， 跨境并购沉没成本更高， 对于具有弱移动能力优势的中国企业来说优先适合

绿地投资， 其次才是跨境并购。
此外， 全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 ）、 资本密度 （ｋ） 和年龄 （ａｇｅ） 的系数都是 １％

以上显著稳健为正， 这表明中国企业的 “强移动能力” 越强， 越倾向于跨境并购。
这是因为， 只有中国企业具有较高的成熟度、 资本和技术优势， 才可能获得足够的整

合能力和资金能力承担收购、 整合的沉没成本， 进而形成新的技术、 管理和营销能

力。 Ｎｏｃｋｅ 和 Ｙｅａｐｌｅ （２００７）、 蒋冠宏和蒋殿春 （２０１７） 等也都认为企业生产率越高、
企业年龄越大、 资本越密集越能克服企业并购资金、 整合和协调管理等沉没成本。

再继续考察目的国 （地区） 宏观因素对企业 ＯＦＤＩ 模式的影响情况。 从表 １ 中

的第 （２） 列、 第 （４） 列和第 （８） 列可见， 目的国政治制度 （ｐ＿ ｉｎｓｔ）、 政治风

险 （ ｒｉｓｋ） 的影响系数分别在 ５％、 １％以上显著为正， 它们的边际效应分别为 ０ ０３
以上和 ０ １０， 表明目的国相对中国平均政治制度水平每提升 １％， 或政治风险平均

水平每降低 １％， 中国企业对该国并购的可能性就分别上升 ３％以上和 １０％。 正如

蒋冠宏 （２０１７ｂ） 分析的， 制度优越、 政治稳定， 跨境并购的确定性越高， 并购成

本越低时， 中国 ＯＦＤＩ 企业才越可能偏向并购投资。 作为政治制度的替换变量， 第

（３） 列中经济制度 （ｅ＿ ｉｎｓｔ） 的回归影响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 （目的国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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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相对中国排名越前， 其经济制度越好）， 也验证了在优越的经济制度环境下，
企业更愿意选择跨境并购。 同时会发现， 政治风险、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影响系

数依次减弱， 体现宏观环境影响的差异性。
总之， 来自新兴市场的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投资模式选择中具有自身特征， 对特定

目的国 （地区） 市场投资经验越丰富、 出口强度越低 （弱移动能力）、 生产率越

高、 资本密集度越高、 越成熟 （强移动能力） 的企业越有可能选择跨境并购， 反

之则越有可能选择绿地投资。
表 １　 基准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ｏｆｄｉ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０）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６∗∗∗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２∗∗ －０ ０４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ｔｆｐ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ｋ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ａｇｅ
０ ０３９∗∗∗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ｐ＿ｉｎｓｔ
０ ０４３∗∗∗ ０ ０３１∗∗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２∗∗∗ ０ ０８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５）

ｅ＿ｉｎｓ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５）

ｒｉｓｋ
０ ０９９∗∗∗

（０ ０３５）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９）

ｒ＿ｄ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ｅ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４）

ｐｇｄ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ｐ ０ ２７７ ０ ２９３ ０ ２８３ ０ ２８６ ０ ２９４ ０ ２９３ ０ ２９３ ０ ２９６
ｃｈｉ２ ３２２ ０１４ ３４０ ０７０ ３２９ ０５２ ３３２ ２４６ ３４１ ６７３ ３４０ ６５８ ３４０ ０８０ ３４３ ９１９
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Ｎ １ ９１５ １ ９１５ １ ９１５ １ ９１５ １ ９１３ １ ９１３ １ ９１５ １ ９１５

注： 系数为边际效应值 （ｍａｒｇｉｎ）， 括号里为方差，∗ｐ＜ ０ １， ∗∗ｐ＜ ０ ０５， ∗∗∗ｐ＜ ０ ０１， 并购为被解释变量， 若该
企业选择跨境并购， 则为 １， 否则为 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ａｒ 和 ｒｅｇｉｏｎ 分别表示行业、 年份和地区层面的固定效应。 为
了考察常见的控制变量影响情况， 所以添加了第 （５） — （８） 列加以分析， 但 （１） — （４） 列属于基准回归
模型核心部分。

（二） 稳健性检验

本文为验证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２）， 对基准模型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１） 将基准回归中的投资经验由之前 “对某国前三年内每年投资频次 （ ｏｆｄ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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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为 “对某国前三年内每年投资频次占其当年对全球投资总频次之比 （ｐｏｆｄｉ） ”；
（２） 或者换为 “对某国前期投资年限 （ｙｏｆｄｉ） ”； （３） 对基准模式改用 Ｐｒｏｂｉｔ 估
计； （４） 为了减少 “返程投资”， 剔除伪 ＯＦＤＩ 的影响， 目的地数据中去掉中国香

港地区。 经过稳健性检验后发现本文结果依然稳健。

表 ２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投资频次占比 投资年限 Ｐｒｏｂｉｔ 检验 不含中国香港地区

ｏｆｄｉ ０ ０５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５１∗∗ ０ ０９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０）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５３∗∗ －０ ０４７∗∗∗ －０ ０５５∗∗∗ －０ ０４６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１）

ｔｆ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９）

ｋ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７）

ａｇｅ ０ ０４１∗∗∗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５∗∗∗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１）

ｐ＿ｉｎｓｔ ０ ０４４∗∗∗ ０ ０３３∗∗∗ ０ ０４４∗∗∗ ０ ０５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ｐ ０ ２９０ ０ １７４ ０ ２９７ ０ ２９５
ｃｈｉ２ ３３７ ３３２ ２２０ １２６ ３４４ ８６４ ２２４ ９０５
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Ｎ １ ９１５ ２ ５４９ １ ９１５ １ １７９

注： 表中为边际效应值， 括号里为方差，∗ｐ＜ ０ １， ∗∗ｐ＜ ０ ０５， ∗∗∗ｐ＜ ０ ０１， 并购为被解释变量， 如果该企业
选择跨境并购， 则为 １， 否则为 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ａｒ 和 ｒｅｇｉｏｎ 分别表示行业、 年份和地区层面的固定效应。 为了
简化起见， 只保留了每类回归中的政治制度 （ｐ＿ ｉｎｓｔ） 项结果。

（三） 拓展性研究

进一步考察目的国政治、 经济制度、 政治风险等宏观因素， 全要素生产率、 外

资占比等微观因素对中国企业的 “前期投资经验———ＯＦＤＩ 选择模式” 的差异性影

响情况， 并区分企业前期在不同相似度国家的投资经验对其后期的 ＯＦＤＩ 模式选择

的差异影响效应。 与此同时， 来自中国其他 ＯＦＤＩ 企业在同一目的国同行业的投资

经验是否对本企业的 ＯＦＤＩ 模式选择产生某种外溢效应呢？
结合理论假设， 本文进一步研究目的国宏观政治、 经济环境的影响情况。 如表 ３

所示， 企业前期投资经验与政治制度交叉项 （ｏｆｄｉ＿＿ ｐ＿ ｉｎｓｔ） 的系数、 投资经验与经

济制度差距交叉项 （ｏｆｄｉ＿＿ ｅ＿ ｉｎｓｔ） 系数和投资经验与政治风险交叉项 （ｏｆｄｉ＿＿ ｒｉｓｋ）
系数分别在 １％以上显著为负、 为正和为负， 这表明当目的国政治或经济制度越完

善、 政治风险越小时， ＯＦＤＩ 企业在目的国的投资经验对其后续选择并购投资效应

的影响越弱 （Ｈ２）。 表现为 ＯＦＤＩ 与模式选择之间的关联关系受到目的国政治制

度、 经济环境的逆向影响， 即投资经验有利于规避或降低目的国的较差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或政治风险的不利影响， 包括降低进入成本、 不确定性或整合成本等。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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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投资经验对企业 ＯＦＤＩ模式的影响：
基于目的国制度、 风险的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ｏｆｄｉ 　 ０ ５００∗∗∗ 　 ０ ５０４∗∗∗ 　 ０ ５９５∗∗

（０ １２６） （０ １５８） （０ ２３６）

ｐ＿ｉｎｓｔ ０ １５７∗∗∗

（０ ０５１）

ｏｆｄｉ＿＿ ｐ＿ｉｎｓｔ
－０ ２８５∗∗∗

（０ ０６９）

ｅ＿ｉｎｓｔ
－０ ０９０∗

（０ ０４７）

ｏｆｄｉ＿＿ ｅ＿ｉｎｓｔ ０ ２０５∗∗∗

（０ ０６５）

ｒｉｓｋ ０ ７９８∗

（０ ４７７）

ｏｆｄｉ＿＿ ｒｉｓｋ
－１ ４１３∗∗∗

（０ ４１１）
企业特征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ｐ ０ ６９８ ０ ６４７ ０ ６９３
ｃｈｉ２ １１４ ４２９ １０６ ０５６ １１３ ５０６
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Ｎ 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２０

　 注： 表格系数为边际效应值， 括号里为方差，∗ ｐ＜ ０ １，
∗∗ ｐ＜ ０ ０５， ∗∗∗ｐ＜ ０ ０１， 并购为被解释变量， 如果该企
业选择跨境并购， 则为 １， 否则为 ０。 企业特征变量为：
ｔｆｐ、 ｋ、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ｆｉｔ、 Ｒ＿Ｄ、 Ｃ＿Ｋ、 ａｇｅ 和 ｆｋ；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ａｒ 和 ｒｅｇｉｏｎ 分别表示行业、 年份和地区层面的固定
效应。

目的国较优的政治、 经济制度或政治风

险则可以弱化投资经验对于企业后续跨

境并购策略选择的影响， 或者正如 Ｌｕ
等 （２０１４） 指出的， 目的国政经环境

质量的提升有利于强化企业应对 ＯＦＤＩ
问题的组织能力， 进而弱化企业在目的

国 ＯＦＤＩ 时对前期累积投资经验或能力

的需求。 并且， 这里再一次佐证了表 １
基准检验中， 政治风险、 政治制度和经

济制度的影响系数依次减弱， 表现为投

资经验与政治风险的交叉效应强于其与

目的国政治制度、 然后是经济制度的交

叉效应， 体现为随着投资经验的增强，
中国企业更善于预见政治风险的影响，
把控跨境并购行为。

如表 ４ 所示， 在控制了行业、 年份

和国家的固定效应后， 企业前期投资经

验和全要素生产率交叉项 （ｏｆｄｉ＿＿ ｔｆｐ）
的系数都在 １０％以上显著为正， 可以

看出， 当中国企业生产率越高时， 该企

业前期在目的国市场投资经验对其

ＯＦＤＩ 模式选择的影响也越高。 因为，
生产率越高的企业， 在目的国 ＯＦＤＩ 时
市场收益能力也越高， 越能克服海外市场巨大的收购资金、 审查成本、 整合和协调

管理等沉没成本， 进而形成新的技术、 管理和营销能力， 越会获得海外并购投资的

成功。 而企业前期投资经验和外资占比交叉项 （ｏｆｄｉ＿＿ ｆｋ） 的系数为负， 但不显著，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外资占比越高的企业， 其国际化能力越强， 对企业国际投资经验

具有某种替代效应， 但由于系数不显著， 所以不具有解释力。
其次， 如表 ５ 所示， 本文在控制企业特征变量和行业、 年份、 地区和国家的固

定效应后， 可以发现中国企业在全球所有国家、 相似国家和相同国家投资经验都对

企业跨境并购产生了 ５％以上显著正向影响， 且边际效应随着前期投资国与后期目

的国相似度提升而增强 （Ｄｏｗ ａｎｄ Ｌａｒｉｍｏ， ２０１１）。 而全球各国中来自非相似国家的

投资经验并不与企业后期的跨境并购选择具有显著相关性。 这些实证检验进一步佐

证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经验对其后期 ＯＦＤＩ 模式的影响， 而且越相似国家的前期投

资经验越显著影响其后期 ＯＦＤＩ 模式的选择， 或者说同一国前期直接投资经验影响

强于相似国家， 而非相似国家的投资经验则不具有显著影响， 因为， 在相似或同一

国家的投资经验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特定群落市场实践知识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和一般国际化知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而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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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市场的投资经验却只会帮助企业获得一般国际化知识 （Ｄｏｗ ａｎｄ Ｌａｒｉｍｏ， ２０１１）。

表 ４　 投资经验对企业 ＯＦＤＩ模式的影响：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ｏｆｄｉ ０ ０６３∗∗∗ ０ ０５６∗∗∗ ０ ０９４∗∗∗ ０ ０８１∗∗∗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９）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８∗∗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８）

ａｇｅ ０ ０４１∗∗∗ ０ ０３５∗∗∗ ０ ０５０∗∗∗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ｋ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ｔｆ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ｏｆｄｉ＿＿ ｔｆ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６）

ｏｆｄｉ＿＿ ｆｋ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８４） （０ ０７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ｐ ０ １７０ ０ ２０３ ０ ２２４ ０ ２５０
ｃｈｉ２ ２０８ ９９４ ２４９ ６０３ ２２３ １１７ ２４８ ５５８
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Ｎ ２３２０ ２３２０ １４１２ １４１２

注： 表格系数为边际效应值， 括号里为方差，∗ｐ＜ ０ １， ∗∗ｐ＜ ０ ０５， ∗∗∗ｐ＜ ０ ０１， 并购为被解释变量， 如果该
企业选择跨境并购， 则为 １， 否则为 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ａｒ 和 ｃｏｕｎｔｒｙ 分别表示行业、 年份和国家层面的固定效应。

表 ５　 不同相似度国家投资经验的影响①

变量 全球 非相似国家 相似国家 相同国家

ｏｆｄｉ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１）
企业特征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ｐ ０ ３６１ ０ ３６８ ０ ３２０ ０ ３３０
ｃｈｉ２ ６ ５６７ ２４５ ６ ０６５ ８３７ ５１６ ７３３ ３７４ ９５０
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Ｎ ２８ ７７９ ２５ ７１０ ２ ５２２ １ ７８６

注： 表格系数为边际效应值， 括号里为方差，∗ｐ＜ ０ １， ∗∗ｐ＜ ０ ０５， ∗∗∗ｐ＜ ０ ０１， 并购为被解释变量， 如果该
企业选择跨境并购， 则为 １， 否则为 ０。 企业特征变量为 ｔｆｐ、 ｋ、 ｅｘｐｏｒｔ 和 ａｇ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ａｒ、 ｒｅｇｉｏｎ 和 ｃｏｕｎｔｒｙ
分别表示行业、 年份、 地区、 国家层面的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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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相似市场的界定， 参照 Ｍｏｒａｌｅｓ 等 （２０１４） ［２６］ 、 李丽丽和綦建红 （２０１７） 等做法， 将处于同收入

（高收入 ＯＥＣＤ、 高收入非 ＯＥＣＤ、 中高收入、 中低收入以及低收入国家）、 同大洲 （亚洲、 非洲、 大洋洲、
欧洲和美洲）、 相同官方语言的目的国视为相似市场。



表 ６　 本企业与同行业其他企业同目的

国前期投资经验对比

变量 （１） （２）

ｐｏｆｄｉ＿ｉｎｄ ０ ０７１∗ ０ ０７２∗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２）

ｏｆｄｉ ０ ０６５∗∗∗ ０ ０６３∗∗∗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７）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７２∗∗∗ －０ ０６６∗∗∗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６）

ｋ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１１９∗∗∗ ０ １１５∗∗∗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７）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０ ０２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ｐ＿ｉｎｓｔ ０ ０３９∗∗∗

（０ ０１０）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ｐ ０ １９７ ０ ２１１
ｃｈｉ２ ２６４ ０３１ ２８４ ０１８
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Ｎ ２ ３７１ ２ ３７１

　 注： 表格系数为相似国家的边际效应值， 括号里
为方差，∗ｐ＜ ０ １， ∗∗ｐ＜ ０ ０５， ∗∗∗ｐ＜ ０ ０１， 并购
为被解释变量， 如果该企业选择跨境并购， 则为
１， 否则为 ０。 ｙｅａｒ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而就其他企业投资经验的影响看， 如表

６ 所示， 中国其他企业在同目的国同行业投

资经验 （ ｐｏｆｄｉ ＿ ｉｎｄ） 与本企业投资经验

（ｏｆｄｉ） 分别在 １％和 １０％以上显著为正通过

了检验。 即 ＯＦＤＩ 企业可以获得其他企业的投

资经验的溢出效应， 获取特定目的国市场的相

关情报。 而且相对于不同行业企业投资经验的

影响， 同行业企业投资经验的影响更为明显

（綦建红和刘慧， ２０１５）。 其他企业投资经验的

影响渠道如下： 一是信息溢出效应， 同行业企

业的先期投资会揭示目的国市场的相关情报信

息， 进而减少本企业再次投资该市场的进入成

本或风险 （Ｗａｇｎｅｒ ａｎｄ Ｚａｈｌｅｒ， ２０１５）［２７］； 二

是同行业企业的集聚效应产生了相关外部性，
实现了共享技术和资源， 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

本、 市场搜索成本， 增强了企业的生产力和需

求等 （Ｂｏｂｏｎｉｓ ａｎｄ Ｓｈａｔｚ， ２００７）［２８］， 改善了已

有投资的收益和利润。

四、 总结和政策启示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添加投资经验、 制度和风险变量， 提出了相关动态

投资理论假设。 随后， 利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中国跨境并购和绿地投资数据、 匹配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加以实证检验。
通过检验， 结论如下： （１） 对特定目的国市场前期投资频次越高， 或者中国

其他企业对目的国同行业投资经验越丰富， 中国企业越倾向于跨境并购； （２） 从

企业异质性看， 当中国企业生产率越高时， 该企业前期在某目的国市场投资经验对

其 ＯＦＤＩ 模式选择的影响也越高， 而企业的外资占比水平对上述 “投资经验———
ＯＦＤＩ 模式选择” 效应的影响并不显著； （３） 企业于同一国家前期投资经验对其后

期 ＯＦＤＩ 模式选择的影响强于相似国家， 而非相似国家的投资经验则不具有显著影

响； （４） 企业前期投资经验与目的国政治、 经济制度、 风险环境之间产生显著的

逆向调节效应， 差异性地作用于企业后期 ＯＦＤＩ 模式选择； （５） 对特定目的国市场

前期出口占比越高的企业， 其 “弱移动能力” 越明显， 越有可能选择绿地投资；
生产率越高、 资本密度越高和越成熟的中国企业， 其 “强移动能力” 越充足， 越

倾向于跨境并购。 （６） 目的国政治及经济制度越好、 政治风险越小、 收入水平越

低， 中国企业越可能选择跨境并购； 而目的国层面的资源、 技术、 市场规模等则对

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模式不产生显著统计影响。
总体来说， 对于中国企业在 “走出去” 开展 ＯＦＤＩ 的过程中， 本文的研究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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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重点结合自身情况， 重视在同一目的国或相似目的国的前期投资经验积累， 综

合当地政治、 经济等制度环境， 选择较优的投资模式。 具体来说， 如果中国企业开

展跨境并购， 特别需要结合自身前期市场经验、 当地政治、 经济环境， 有效规避目

的国政府审查、 工会或民众阻挠， 克服整合风险， 降低并购成本， 并且变当地竞争

企业为同盟军， 获取资源协同和市场规模效应； 同时， 在当前中国开展 “走出去”
和国际产能合作的背景下， 需要综合考虑企业 “强移动能力” “弱移动能力” 的异

质性情况。 而当前中国部分企业海外投资经验有限， 对此， 相关机构还可以开展一

定的市场评估、 政策支持和与目的国信息沟通等， 引导企业 ＯＦＤＩ， 提升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时获取特定资源和有效选择合适自身投资模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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