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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中国上市跨境投资企业为样本， 主要从非线性关系的视角研究了

国际化程度是否是企业做外汇风险对冲的动因。 研究发现： （１） 在考虑外汇风险

敞口的冲击效应时， 发现虽然国际化深度和广度都是外汇风险对冲的动因， 但外汇

风险敞口的冲击降低了国际化深度对风险对冲的影响作用。 进一步研究发现， 外币

债务与外汇衍生品使用呈现 “互补” 关系。 分样本研究发现， 若企业设立的是生

产型海外子公司， 则国际化广度可降低外汇风险敞口， 但对于贸易型海外子公司，
国际化广度的作用则相反。 （２） 在考虑结构突变时企业国际化与外汇风险对冲的

非线性关系， 发现随门槛变量的不同， 它们之间可呈现出 “倒 Ｖ 型” “倒 Ｕ 型”
“Ｕ 型” 等多种关系类型。 由此可知， 不同的企业特质会对两者关系产生影响： 中

低国际化深度、 中大型规模、 较高跨境投资额的企业国际化深度是外汇风险对冲的

动因， 国际化广度全阶段、 中大型规模、 中低跨境投资额的企业国际化广度也是对

冲动因， 其他情况下均不是外汇风险对冲的动因。 本文不仅拓展了既有的国际化理

论研究， 而且对中国跨国企业的风险管理实践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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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 我国经济正面临着增速放缓、 产能过剩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压力。 为

化解经济困境， ２０１３ 年， 习总书记高瞻远瞩， 适时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构想，
鼓励中国企业加大海外投资。 随后，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飞速增长。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８
日， 联合国发布的 《世界投资报告》 显示， ２０１６ 年中国对外投资高居世界第二位，
总额为 １８３０ 亿美元， 比 ２０１５ 年飙升 ４４％。 对外投资规模的逐步扩大加速了中国企

业的国际化进程， 但如何应对汇率波动风险成为一个棘手问题。 特别是近年来国际

市场的 “黑天鹅” 事件频发， 如： 英国 “脱欧”、 美国特朗普胜选、 意大利修宪公

７５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 国际金融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中国跨境投资企业的外汇风险敞口测度、 对冲动因与效果评价研

究” （１５ＢＧＬ０２０）、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北京跨境投资企业的外汇风险敞口测度、 对

冲动因与效果评价研究” （１６ＹＪＢ０１０）、 首都流通业研究基地 （ＰＸＭ２０１８＿ ０１４２１３＿ ００００３３－
０２６）。

［作者信息］ 赵峰：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１０００４８ 电子信箱 ｚｆｅｎｇ０３６１＠ １６３． ｃｏｍ； 祖博

男：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程悦：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硕士生导师。



投失败等， 加剧了汇率波动， 这无疑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稳定性和国际

化进程。
一般来说， 各国企业主要利用外汇远期、 期权、 货币互换等金融衍生工具来对

冲外汇风险， 但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做的并不好。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 在中国 Ａ
股已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中产生汇兑损益的有 １０８１ 家， 占比 ８１％， 汇兑净损失合

计 ３０８ ２ 亿元， 而汇兑收益合计仅为 ８６ ６ 亿元。 究其原因， 在于很多中国企业并

未使用外汇衍生品做风险对冲， 譬如： 中国联通 ２０１５ 年汇兑损失 ２１ ０４ 亿元， 该

公司明确表示没有使用任何外汇衍生品来对冲风险。 但是， “走出去” 和 “一带一

路” 倡议的实施无疑会使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那么企业是否应该增

加外汇衍生品的使用呢？ 准确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要先弄清企业国际化与外汇风险对

冲之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 企业应对汇率风险才能有的放矢。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过程存在较大差异。 有的企业喜欢 “跑马圈地”， 去很多国

家设立海外分支机构， 但在每个国家的投资都不多， 犹如 “蜻蜓点水”。 而有的企

业并不急于投资多个国家， 而是稳扎稳打， 深耕某个东道国市场， 在取得一定成功

之后再投资于另外的国家， 这种企业的国际化更像农户的 “精耕细作”。 在此背景

下， 本文使用两个维度来衡量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 一个是国际化广度， 另一个

是国际化深度。 那么这两个维度与企业外汇风险对冲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为厘清这

一问题， 本文自行构建了中国企业 “外汇风险对冲交易数据库”， 结合企业的不同

特质， 主要从非线性关系视角探讨了国际化程度对外汇风险对冲的影响。 本研究不

仅拓展了现有的企业国际化理论研究， 而且对中国跨境投资企业的风险管理实践也

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可能的创新如下： （１） 既有文献仅研究了国际化程度与风险对冲的直接

影响关系， 未能探讨其他因素的冲击， 比如： Ｇｕａｙ 和 Ｋｏｔｈａｒｉ （２００３） ［１］、 Ｗｏｎｇ
（２０１３） ［２］发现企业国际化与外汇风险对冲正相关， Ｈｕｔｓｏｎ 和 Ｌａｉｎｇ （２０１４） ［３］ 认为

负相关， 而本研究则考察了外汇风险敞口对于两者关系的冲击效应。 （２） 考察了

企业国际化与外汇风险对冲的非线性关系。 虽然 Ａａｂｏ 和 Ｐｌｏｅｅｎ （２０１４） ［４］ 发现两

者之间存在 “倒 Ｕ 型” 关系， 但其估计方法仍有改进空间， 并且只发现了一个变

量的突变点， 而本研究则引入面板门槛模型发现了多个结构突变点， 模型刻画更为

精确。 （３） 由于数据限制， 既有研究多数是基于发达国家情境 （Ｗｏｎｇ， ２０１３），
较少涉及转轨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而本研究基于中国市场， 通过构建 “外汇风

险对冲交易数据库”， 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数据约束， 并结合 “走出去” 和 “一带一

路” 倡议进行研究， 对于中国企业的跨境投资和风险管理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文献综述

企业国际化及其测度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 Ｊｏｈａｎｓｏｎ 和 Ｗｉｅｄｅｒ⁃
ｓｈｅｉｍ （１９７５） ［５］指出， 企业由于迫切需要拓展海外业务以获取利润而投入的人、
财、 物越来越多， 这种逐步涉足国际市场的行为就是国际化。 文献中对于国际化程

度的测量指标大致分为两类： 单维度和多维度指标。 对于单维度指标， 较多文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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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收入占比来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 （汪戎等， ２０１６［６］； 曾德明等， ２０１６［７］ ）。
不过， 正如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１９９４） ［８］ 所指出的， 多维指标要比单维度指标有优势， 他曾

使用态度、 结构和绩效等指标来测度国际化程度。 Ｈｉｔｔ 等 （２００６） ［９］、 邓新明等

（２０１４） ［１０］指出， 企业国际化应同时考察国际化广度和深度， 广度是国际化进程的

第一个方面， 即企业涉足国际市场的范围和广泛程度； 深度是国际化程度的第二个

方面， 即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资源投入程度。
关于企业国际化对于外汇风险敞口的影响， 现有研究可分为： 正向影响、 负向

影响或者无影响。 Ｆａｆｆ 和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２００５） ［１１］以英国、 美国和亚太国家公司为样本，
Ｄｏｍｉｎｇｕｅｚ 和 Ｔｅｓａｒ （２００６） ［１２］以法国、 德国和日本公司为例， 均发现企业国际化程

度越高， 其外汇风险敞口越大。 但另外一些学者则持不同观点， 例如： Ｐａｎｔｚａｌｉｓ 等

（２００１） ［１３］认为， 国际化程度与外汇风险敞口的关系取决于企业国际化网络的集中

度。 Ｃｈｏｉ 和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０９） ［１４］等研究发现， 跨国公司的外汇风险敞口实际上要比非

跨国公司的小， 原因在于跨国运营所产生的海外现金流入、 流出可能会相互抵消，
降低了外汇风险敞口。 郭飞等 （２０１４） ［１５］指出， 海外扩张使得中国企业面临着巨大

的外汇风险， 但是研究表明美的公司外汇风险敞口不显著， 原因在于公司综合使用

了金融对冲和经营性对冲手段。
关于国际化程度对外汇风险对冲的影响， 文献认为它们大致呈现如下关系： 正

相关、 负相关或非线性相关。 Ｃｈｏｉ 和 Ｐｒａｓａｄ （１９９５） ［１６］、 Ｗｏｎｇ （２０１３） 等认为，
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增加， 其外汇风险对冲程度也会相应增加。 Ｃｈｏｉ 和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０９） 发现， 国际化程度越高的跨国企业其外汇风险敞口要显著低于非跨国型企

业， 原因在于跨国企业更充分地使用了金融对冲。 但另一些文献持不同观点， 例

如： Ａｌｌａｙａｎｉｓ 等 （２００１） ［１７］、 Ｈｕｔｓｏｎ 和 Ｌａｉｎｇ （２０１４） 以美国公司为例， 发现那些高

度国际化的企业更多地依赖 “经营性对冲”， 而较少以外汇衍生品来做 “金融对冲”。
Ａａｂｏ 和 Ｐｌｏｅｅｎ （２０１４） 则发现国际化程度和外汇风险对冲呈现 “倒 Ｕ 型” 关系。

综上所述， 可知当前文献仍有一些重要问题没有涉及或较好地解决： 第一， 虽

然关于企业国际化程度与外汇风险对冲关系的文献较多， 但现有研究并未考虑其他

因素对两者关系的冲击和影响。 第二， 现有研究主要基于线性关系的视角， 而现实

中更多情形是非线性的， 仅使用普通线性模型可能会误判企业国际化与外汇风险对

冲之间的真实关系， 特别是当两者之间由于内外部冲击或结构突变而存在非线性关

系时。 第三， 受制于数据约束， 既有研究多数是基于发达国家情境， 较少涉及转轨

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基于上述认识， 本文率先以自建的中国企业 “外汇风险对

冲交易数据库” 为基础， 以中国跨境投资企业为例， 主要基于非线性关系的视角

探讨了企业国际化与外汇风险对冲的关系。 本文不仅考虑了外汇风险敞口对企业国

际化与外汇风险对冲关系的冲击， 还考虑了结构突变时企业国际化与外汇风险对冲

的非线性关系。 在研究方法上， 本文引入了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等更为先

进的方法。 最后， 本文给出了结论与启示。

９５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 国际金融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考虑外汇风险敞口冲击时企业国际化与外汇风险对冲的关系变化

企业国际化之后会产生更多国外现金流、 法制环境发生改变、 跨国文化存在冲

突等， 这些都会影响其外汇风险对冲决策。 而企业国际化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外汇

风险敞口的变化， 下面将探讨外汇风险敞口变化的冲击效应。 参考 Ｂａｒｏｎ 和 Ｋｅｎｎｙ
（１９８６） ［１８］的 “中介效应” 模型， 本文分析步骤如下： 第一步， 探讨国际化程度对

于外汇风险对冲的影响； 第二步， 分析国际化程度对于外汇风险敞口的影响； 第三

步， 探究外汇风险敞口对于国际化程度和外汇风险对冲关系的冲击。
１ 企业国际化程度对外汇风险对冲的影响

国际化程度对外汇风险对冲的影响主要包括两方面： 第一个方面涉及 “投资

灵活性” 问题。 Ｃａｐｅｌ （１９９７） ［１９］ 认为， 当企业国际化程度较高时， 其所面对的汇

率波动和不确定性风险也较大， 那么企业就会进行 “投资灵活性” 以实现其 “双
重目标”， 即： 在增加预期现金流的同时降低汇率波动风险。 第二个方面涉及外汇

衍生品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汇率波动与价格的相关性 （Ｗｏｎｇ， ２０１３）。 当外汇衍生

品市场发育较为完备时， 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则会利用外汇风险对冲完美地消除

汇率风险。 但当衍生品市场发育不完备时， 若随机的即期汇率与产出价格是不相关

的， 则可以通过经营对冲来消除那些用外汇风险对冲无法消除的风险。 由此， 我们

提出两个对立假设：
假设 １ａ： 企业国际化程度与外汇风险对冲正相关。
假设 １ｂ： 企业国际化程度与外汇风险对冲负相关。
２ 企业国际化程度对外汇风险敞口的影响

由北欧 Ｕｐｐｓａｌａ 国际化模型 （Ｊｏｈａ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ｈｌｎｅ， ２００９） ［２０］可知， 企业国际化

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循序渐进开展起来的， 这可归纳为两个层面： 一是国外市场范

围的扩大； 二是在某个海外市场的不断深入。 就中国企业而言， 有的企业侧重于

“跑马圈地”， 去很多国家设立分支机构； 而有的企业则侧重于 “深耕” 某国市场，
等建设成熟之后再去扩张。 因此， 本研究将国际化程度分为两个维度： 国际化广度

和国际化深度， 杨忠和张骁 （２００９） ［２１］也采用类似做法。 国际化广度涉及企业经营

灵活性， 即在不同国家转移生产的能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风险敞口。 对于国

际化深度而言， 国际化程度越深， 其面临的交易风险、 经济风险等都会比较大， 因

而其敞口也会较大。 Ｌｅｅ 和 Ｊａｎｇ （２０１０） ［２２］等学者均发现国际化深度与外汇风险敞

口正相关。 由此，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２ａ： 企业国际化广度与外汇风险敞口负相关。
假设 ２ｂ： 企业国际化深度与外汇风险敞口正相关。
３ 外汇风险敞口对于企业国际化程度和外汇风险对冲关系的冲击

对于国际化广度较高的企业， 其海外分支机构较多， 汇率波动时可通过在不同

国家匹配生产、 调配投入要素等方式来降低风险敞口， 其进入衍生品市场寻求合适

工具来对冲风险的动机相应降低。 正如 Ｃｈｏｉ 和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０９） 所指出的， 随着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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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广度的增加， 在多个国家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入、 流出可能会相互抵消， 其外汇

风险敞口会比较低， 企业做外汇风险对冲的动机也会降低， 从而外汇风险敞口在国

际化广度对外汇风险对冲的影响中不会产生 “中介效应”。 对于国际化深度较高的

企业， 由于其海外收入、 海外资产、 海外运营成本等所占比例较大， 故汇率波动会

极大地影响企业的现金流状况， 增大其外汇风险敞口。 因此， 国际化深度越高的企

业就会越重视管控风险敞口， 愿意使用衍生品合约来对冲风险。 这表明， 外汇风险

敞口在国际化深度对外汇风险对冲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会产生 “中介效

应”。 由此， 提出假设 ３：
假设 ３ａ： 外汇风险敞口在国际化广度对外汇风险对冲的影响中不会产生 “中

介效应”。
假设 ３ｂ： 外汇风险敞口在国际化深度对外汇风险对冲的影响中会产生 “中介

效应”。
（二） 考虑结构突变时企业国际化与外汇风险对冲的非线性关系

前人研究多基于传统线性关系， 未考虑诸如资产规模、 跨境投资规模等企业特

质对国际化程度与外汇风险对冲之间关系的影响。 但随着国际化程度本身变化以及

企业规模或跨境投资额的变化， 国际化程度对外汇风险对冲的影响可能会发生结构

性变化， 即： 它们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
Ａａｂｏ 和 Ｐｌｏｅｅｎ （２０１４） 曾以德国企业为例， 研究发现国际化程度与外汇风险

对冲呈现 “倒 Ｕ 型” 关系， 即： 在超过一定阈值后， 外汇风险对冲会随国际化程

度的增加而降低。 他们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 一是国外供应商的转换成本

降低， 即企业国际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企业就可以使用 “经营对冲” 来挤占

“金融对冲”； 二是外汇衍生品市场的限制， 即企业不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衍生工

具或交易对手， 降低了其外汇风险对冲动机 （Ｂａｒｔｒａｍ 等， ２００８［２３］）。
就中国跨境投资企业来说， 国际化程度与外汇风险对冲之间也可能存在非线性

关系。 在国际化程度较低阶段， 就以当前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为例， 丝

路沿线国家众多， 而很多中国企业只是刚刚开始其海外投资布局， 所投资的国家数

量非常有限， 海外营业收入占其总营业收入的比重也较低， 由地理分布所带来的经

营性对冲并不能覆盖全部的外汇风险， 转移生产、 调整投入要素等经营性对冲的操

作空间有限， 此阶段的中国企业不得不大量借助于金融性对冲措施， 即使用外汇衍

生品来对冲外汇风险， 从而使得国际化程度与外汇风险对冲正相关。 而在国际化程

度的较高阶段， 中国跨境投资企业的海外投资布局基本完成， 海外营业收入占其总

营业收入的比重也得到很大提高， 这就拓展了其使用跨国转移生产、 调整促销策

略、 调整投入要素、 风险转嫁等经营性对冲方式来管控外汇风险的操作空间， 并且

企业在多个国家跨国经营所产生的营运现金流入、 流出可能会相互抵消， 导致一些

风险敞口相互抵消， 降低了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品进行金融对冲的动机， 从而使得国

际化程度与外汇风险对冲的正相关系数下降， 甚至使两者关系由正变负。 由此可

见， 企业国际化程度与外汇风险对冲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会随着国

际化程度的变化而呈现出非线性关系的特点。 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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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４ａ： 企业国际化广度与外汇风险对冲存在非线性关系。
假设 ４ｂ： 企业国际化深度与外汇风险对冲存在非线性关系。
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进行外汇风险对冲的重要因素之一。 很多研究表明企业规

模与企业的外汇风险对冲决策和衍生品对冲金额正相关 （Ｍａｇｅｅ， ２００９［２４］ ）。 随着

规模的增大， 跨国公司参与外汇衍生品交易的意愿越强， 这与最优风险对冲理论保

持一致。 大型企业的资产规模效应要大于中小型企业， 这与 Ｈｕｎｔｅｒ 和 Ｔｉｍｍｅ
（１９９５） ［２５］提出的大型银行在金融创新中具有更高效率的观点高度相似。 Ｂｌｏｃｋ 和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１９８６） ［２６］指出， 进行衍生品交易需要收集和处理大量信息， 大企业有雄

厚资金和实力， 能聘请到高端人才从事衍生品交易， 因此享有规模经济。 郑莉莉和

郑建明 （２０１２） ［２７］也指出， 外汇衍生品合约金额越大， 平均成本越小， 因此大规模

公司比小规模公司更倾向使用衍生品作风险对冲。 对于中国跨境投资企业来说， 在

风险对冲方面也存在规模经济特征。 对于小规模的中国企业而言， 虽然国际化程度

的提高会增强企业的经营能力， 但企业规模终归太小， 资金实力不足， 在外汇风险

对冲方面不存在规模经济， 并且其高端外汇衍生品人才的储备和聘用也存在不足，
因此小规模企业的外汇风险对冲意愿和能力均较低。 而对于那些资产规模较大的中

国跨境投资企业而言， 资金实力较为雄厚， 国际化程度的增加使其有更多的成长机

会、 更强的衍生品合约谈判能力， 并且大企业能为高端外汇人才提供丰厚的薪酬吸

引其加盟， 从而使得大企业在外汇衍生品交易信息和成本控制方面享有规模经济和

人才优势， 从而更愿意做对冲。 由此可见， 企业规模变化会使得国际化程度与外汇

风险对冲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 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 ５：
假设 ５ａ： 随着企业规模的变化， 国际化广度与外汇风险对冲存在非线性关系。
假设 ５ｂ： 随着企业规模的变化， 国际化深度与外汇风险对冲存在非线性关系。
随着跨境投资额的变化， 中国跨境投资企业对风险的态度和认知也会产生变

化， 进而影响其对冲行为。 就国际化广度来说， 在较低的跨境投资水平时， 中国海

外企业虽然在不断扩张， 但海外布局并不是很合理， 不能完全通过生产转移、 促销

策略调整等经营性对冲来抵消全部的风险敞口， 因此就有使用外汇衍生品进行风险

对冲的需求。 当跨境投资增加到较高水平时， 其投资布局更为合理， 降低了其外汇

风险对冲的动机 （Ｃｈｏｉ 和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０９）。 就国际化深度来说， 当跨境投资额较小

时， 中国跨境投资企业的海外收入占比仍处于较低水平， 外汇风险敞口问题不是很

严重， 因此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品进行风险对冲的意愿较低。 随着跨境投资额的增

大， 企业的海外收入占比提高， 风险敞口问题变得严重， 此时企业进行外汇风险对

冲的意愿就会增加。 由此可见， 跨境投资规模变化会使得国际化程度与外汇风险对

冲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 据此， 提出假设 ６：
假设 ６ａ： 随着跨境投资额的变化， 国际化广度与外汇风险对冲存在非线性

关系。
假设 ６ｂ： 随着跨境投资额的变化， 国际化深度与外汇风险对冲存在非线性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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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中国 Ａ 股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年上市跨境投资企业为样本。 样本界定如下：
将披露了跨境股权类直接投资 （包括设立海外子公司、 分公司、 分支机构、 对外

投资）、 跨境非股权类直接投资、 跨境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企业视为跨境投资企

业。 本文剔除了 ＳＴ、 数据缺失和金融行业企业， 样本总数 ４３５０ 个。 财务数据来自

于 Ｗｉｎｄ 和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并用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 做了 １％缩尾处理。
（二） 变量设定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外汇风险对冲， 当前主要有两种衡量方法： （１） 对冲比

率法， （２） 虚拟变量法。 对冲比率法是指外汇衍生品的名义金额与总资产的比率，
虚拟变量法是指如果企业使用了外汇衍生品， 则赋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实际上， 企

业外汇风险对冲的信息较难获取， 在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新 《企业会计准则》 实施后，
获得衍生品方面的信息才成为可能。 为使研究顺利进行， 本文通过手工整理公司财

报附注等资料， 通过搜索外汇远期、 外汇期权、 外汇掉期等关键词整理数据， 自行

构建了中国企业 “外汇风险对冲交易数据库”。 在整理数据过程中， 本文发现只有

大约 １０％的企业在财报附注中明确披露了外汇衍生品的种类和金额， 这使得以对

冲比率法来衡量的样本公司数量过少而失去研究意义。 因此， 本研究最终决定采用

以虚拟变量法计量的相关数据。
２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定义为企业国际化程度。 Ｐａｎｔｚａｌｉｓ 等 （ ２００１ ）、 Ｈｉｔｔ 等

（２００６）、 杨忠和张骁 （２００９） 等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多种度量国际化程度的方法。
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 其中最常使用的是海外营收占总收入的比例 （左晶晶和唐

跃军， ２０１４［２８］； 曾德明等， ２０１６； 林素燕和程惠芳， ２０１７［２９］； 吴先明和向媛媛，
２０１７［３０］ ）， 同时， 海外资产占比、 海外雇员占比有时也会被采用， 但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１９９４） 指出这三个指标实际上是高度相关的。 有鉴于此， 并考虑到中国上市跨境

投资企业的信息披露状况以及数据的可得性等原因， 与杨忠和张骁 （２００９）、 邓新

明等 （２０１４） 等学者类似， 本文决定借鉴北欧学派的 Ｕｐｐｓａｌａ 模型思想 （Ｊｏｈａ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ｈｌｎｅ， ２００９）， 使用国际化广度和深度来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 其中国际化

广度用海外子公司数量占子公司总数的比值来衡量， 国际化深度用企业海外营收占

总收入的比例来衡量。
３ 中介变量

本文以外汇风险敞口作为中介变量， 测度方法主要有三种： 敏感性分析法、 现

金流量法以及资本市场法。 敏感性分析法是早期方法， 存在一定主观性， 较少被采

用。 现金流量法研究汇率波动对现金流变化率、 营业利润变化率等方面的影响， 进

而研究外汇风险敞口， 但现金流量法使用的是历史数据， 而外汇风险敞口应着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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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这成为该方法的重大缺陷。 资本市场法由 Ａｄｌｅｒ 和 Ｄｕｍａｓ （１９８４） ［３１］ 提出，
之后 Ｊｏｒｉｏｎ （１９９０） ［３２］ 提出改进模型， 拓展和完善了外汇风险敞口测度的相关研

究。 鉴于模型适用性和数据可得性， 本文使用 Ｊｏｒｉｏｎ （１９９０） 模型测度企业的外汇

风险敞口， 郭飞等 （２０１４） 也采用 Ｊｏｒｉｏｎ 模型成功测度了中国跨国公司的外汇风险

敞口。 Ｊｏｒｉｏｎ 模型形式为：

Ｒ ｉ， ｔ ＝ αｉ ＋ βｉＲｍ， ｔ ＋ ∑Ｎ

ｉ ＝ １
γｉθ（ ｉ）

ＦＸ， ｔ ＋ εｉ， ｔ （１）

其中 Ｒ ｉ，ｔ表示 ｉ 企业的股票收益率， Ｒｍ，ｔ表示 ｔ 期股票市场的收益率， βｉ表示企

业股票收益率对市场收益率变动的敏感性， θ（ ｉ）
ＦＸ， ｔ 为 ｔ 期 （不同） 汇率的变动率， γｉ

为外汇风险敞口。
４ 控制变量

参考前人文献，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 利润质量 （ ｑｕａｌｉｔｙ）、 企业规模

（ ｌｎｓｉｚｅ）、 流动比率 （ ｃｒ）、 企业成长性 （ ｇｒｏｗｔｈ）、 代理成本 （ ｃｏｓｔ）、 两职合一

（ｄｕａ）、 多元化经营 （ ｄｉｖ）、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 （ ｔｅｎｔｈ）、 管理层持股比例

（ｇｌｃ）、 独立董事比例 （ｄｄ）、 跨境投资额 （ｋｕａｊｉｎｇ） 等。
（三） “中介效应” 模型构建

为考察外汇风险敞口冲击时企业国际化与外汇风险对冲的关系变化， 本文构建

了 “中介效应” 模型， 具体步骤如下：
（１） 首先， 基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构建企业国际化程度对外汇风险对冲的影响模型：

ｈｅｄｇｅ ＝ α１ ＋ ｃ１（ ｓｄｏｉ ／ ｄｄｏｉ） ＋ Ｚ１ ＋ ε （２）
其中， ｈｅｄｇｅ 为外汇风险对冲， ｓｄｏｉ 和 ｄｄｏｉ 分别为企业国际化广度和深度， Ｚ１

为控制变量。
（２） 其次， 构建企业国际化程度 （ ｓｄｏｉ ／ ｄｄｏｉ） 对外汇风险敞口的影响模型：

ｅｘｐｏ ＝ α２ ＋ ａ１（ ｓｄｏｉ ／ ｄｄｏｉ） ＋ Ｚ２ ＋ ε （３）
其中， ｅｘｐｏ 为外汇风险敞口， ｓｄｏｉ 和 ｄｄｏｉ 的含义同上， Ｚ２为控制变量。
（３） 最后， 构建考虑外汇风险敞口冲击时国际化程度 （ ｓｄｏｉ ／ ｄｄｏｉ） 与外汇风

险对冲的关系模型， 即在公式 （２） 中加入中介变量 （外汇风险敞口）， 检验外汇

风险敞口是否存在 “中介效应”。
ｈｅｄｇｅ ＝ α３ ＋ ｃ′１（ ｓｄｏｉ ／ ｄｄｏｉ） ＋ ｂ１ｅｘｐｏ ＋ Ｚ１ ＋ ε （４）

（四） 面板门槛模型的构建

由于普通线性回归模型不能刻画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结构突变、 非线性趋势等

情形， 而面板门槛模型在这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因此， 为避免估计偏误、 还原事物

本来面目， 本文构建了面板门槛模型。 为了和面板门槛模型作对照， 首先设定了不

含有门槛变量的线性模型：
ｈｅｄｇｅｉ， ｔ ＝ ａ０ ＋ ｂ０（ ｓｄｏｉｉ， ｔ ／ ｄｄｏｉｉ， ｔ） ＋ Ｚ ＋ εｉ， ｔ （５）

其中， ｈｅｄｇｅ 为外汇风险对冲， ｓｄｏｉ 和 ｄｄｏｉ 为国际化广度和深度， Ｚ 为控制变

量， εｉ，ｔ为残差。
其次， 为使表示更具一般性， 式 （５） 的被解释变量 ｈｅｄｇｅ 暂且用 ｙｉ，ｔ表示，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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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模型如下：
ｙｉ， ｔ ＝ ｕｉ ＋ ｘｉ， ｔβ１Ｉ（ｑｉ， ｔ £γ） ＋ ｘｉ， ｔβ２Ｉ（ｑｉ， ｔ ＞ γ） ＋ εｉ， ｔ （６）

其中， ｘｉ，ｔ为解释变量， ｑｉ，ｔ为门槛变量， γ 为门槛值， Ｉ （·） 为示性函数。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１ 是描述性统计。 外汇风险对冲的均值为 ０ １０４， 也就是说中国跨境投资企

业中大约只有 １０ ４％利用外汇衍生品来对冲风险， 占比相对较少， 企业的外汇风

险管理意识较为薄弱。 国际化深度的均值为 ０ １３７， 最小值为 ０， 最大值为 ０ ８４２。
国际化广度的均值为 ０ ０６６， 最小值为 ０， 最大值为 ０ ５０。 外汇风险敞口的均值为

０ ０２８， 最小值为－０ ０３６， 最大值为 ０ ０９３， 这说明中国跨境投资企业目前仍面临

着汇率波动所带来的风险， 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参见表 １。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ｐ２５ ｐ５０ ｐ７５ 最大值

ｈｅｄｇｅ ０ １０４ ０ ３０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ｄｄｏｉ ０ １３７ ０ ２０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２８ ０ １９４ ０ ８４２

ｓｄｏｉ ０ ０６６ ０ １１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９１ ０ ５００

ｅｘｐｏ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８ ０ ０４０ ０ ０９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０７８ ０ １０８ －０ ２７３ ０ ０２０ ０ ０５５ ０ １０９ ０ ６１６

ｌｎｓｉｚｅ ２２ １３４ １ １５３ １９ ５７０ ２１ ３２１ ２１ ９９５ ２２ ８１０ ２５ ０５４

ｃｒ １ ６６３ １ １５９ ０ ３４７ １ ０１２ １ ３４３ １ ９０５ ７ ６６７

ｇｒｏｗｔｈ ０ １７１ ０ ２４８ －０ ２２１ ０ ０２４ ０ １１５ ０ ２４８ １ ３２５

ｃｏｓｔ ０ １４１ ０ １１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６９ ０ １１４ ０ １７６ ０ ６２３

ｄｕａ ０ １５８ ０ ３６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ｄｉｖ ０ ６２４ ０ ４８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此外， 我们还做了相关系数检验， 结果表明， 企业国际化深度和广度均与外汇

风险对冲正相关， 初步证实假设 １ａ。 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均低于 ０ ４， 小于

Ｈｏｓｓａｉｎ （１９９４） ［３３］提出的门槛值 ０ ６， 可以初步断定变量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

问题。
（二） “中介效应” 模型的实证检验及分析

１ 基础的 “中介效应” 模型检验

表 ２ 是 “中介效应” 模型的实证结果。 模型 １ 和模型 ４ 是国际化程度与外汇

风险对冲的影响模型， 模型 ２ 和模型 ５ 是国际化程度与外汇风险敞口的影响模型，
模型 ３ 和模型 ６ 是考虑外汇风险敞口冲击时企业国际化与外汇风险对冲关系变化的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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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国际化程度、 外汇风险敞口与外汇风险对冲的 “中介效应” 检验

变量 ／ 参数

企业国际化广度 （ｓｄｏｉ） 企业国际化深度 （ｄｄｏｉ）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因变量
ｈｅｄｇｅ

因变量
ｅｘｐｏ

因变量
ｈｅｄｇｅ

因变量
ｈｅｄｇｅ

因变量
ｅｘｐｏ

因变量
ｈｅｄｇｅ

ｓｄｏｉ ／ ｄｄｏｉ 　 ４ ０７９∗∗∗ －０ ０００７６３ 　 ４ １１７∗∗∗ 　 ３ ２７６∗∗∗ 　 　 ０ ００６０８∗∗∗ 　 ３ ２６２∗∗∗

（１０ ３７） （－０ ２４） （１０ ４５） （１４ ３７） （３ ４６） （１４ ２６）

ｅｘｐｏ ６ ７４９∗∗∗ ４ ８２５∗∗

（２ ９９） （２ １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 ５１２∗∗ －０ ０１７２∗∗∗ －１ ４３９∗∗ －０ ８９２ －０ ０１６３∗∗∗ －０ ８０５

（－２ ２４） （－４ ４７） （－２ １２） （－１ ２９） （－４ ２５） （－１ １６）

ｌｎｓｉｚｅ ０ ４７０∗∗∗ －０ ００２４７∗∗∗ ０ ４８９∗∗∗ ０ ６０８∗∗∗ －０ ００２３８∗∗∗ ０ ６２２∗∗∗

（８ ７５） （－６ ６１） （８ ９７） （１０ ８５） （－６ ３９） （１０ ９７）

ｃｒ
０ ０７１９ －０ ０００３１９ ０ ０８４５ ０ ０６７８ －０ ０００３７８ ０ ０７３８

（１ ３０） （－０ ９２） （１ ５３） （１ ２０） （－１ ０９） （１ ３１）

ｇｒｏｗｔｈ
０ ０９８０ ０ ００１６８ ０ ０６６４ ０ ０９５７ ０ ００１６１ ０ ０６９３

（０ ４６） （１ １２） （０ ３１） （０ ４４） （１ ０８） （０ ３２）

ｃｏｓｔ
０ ５５９ －０ ００８７９∗∗∗ ０ ６０４ ０ ５７７ －０ ００８８２∗∗∗ ０ ６１２

（１ ２３） （－２ ７７） （１ ３２） （１ ２５） （－２ ７８） （１ ３２）

ｄｕａ
０ １１８ －０ ００２４７∗∗ ０ １２９ ０ １６５ －０ ００２４５∗∗ ０ １６９

（０ ８２） （－２ ５０） （０ ９０） （１ １３） （－２ ４９） （１ １５）

ｄｉｖ ０ ５１２∗∗∗ ０ ０００３６４ ０ ５０８∗∗∗ ０ ４６４∗∗∗ ０ ０００１７４ ０ ４６１∗∗∗

（４ ２６） （０ ４８） （４ ２２） （３ ８０） （０ ２３） （３ ７７）

ｔｅｎｔｈ ０ ８６５∗∗ ０ ００１０６ ０ ８８７∗∗ １ １３３∗∗∗ ０ ０００７６０ １ １４９∗∗∗

（２ ３０） （０ ４２） （２ ３４） （２ ９６） （０ ３０） （２ ９９）

ｇｌｃ
０ ８３３ －０ ００６２５ ０ ８７７∗ ０ ７４１ －０ ００６９３∗ ０ ７６６

（１ ５９） （－１ ６４） （１ ６７） （１ ３７） （－１ ８２） （１ ４１）

ｄｄ
－０ １７４ ０ ０１２２∗ －０ ２４８ ０ ６９７ ０ ０１３１∗ ０ ６３６

（－０ １７） （１ ８２） （－０ ２４） （０ ６７） （１ ９５） （０ ６１）

Ｓｏｅｓ
－０ ５０１∗∗∗ －０ ００１７３∗∗ －０ ４８４∗∗∗ －０ ４８６∗∗∗ －０ ００１５３∗∗ －０ ４７８∗∗∗

（－４ ３０） （－２ ２３） （－４ １４） （－４ ０７） （－１ ９８） （－４ ０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 ／ Ｒ２ ０ ０９０６ ０ ０１８３ ０ ０９４２ ０ １３３２ ０ ０１９４ ０ １３４９
Ｓｏｂｅｌ－Ｚ －０ ２３８４ —

注：∗、∗∗和∗∗∗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

就企业国际化广度 （ ｓｄｏｉ） 来说， 模型 １ 中 ｓｄｏｉ 的系数显著为正， 即国际化广

度的提升增加了企业外汇风险对冲的行为， 国际化广度是企业进行外汇风险对冲的

动因， 假设 １ａ 得到验证。 模型 ２ 中 ｓｄｏｉ 的系数为负， 说明国际化广度的增加降低

了企业外汇风险敞口， 基本证实了假设 ２ａ， 不过系数不太显著。 模型 ３ 中， 外汇

风险敞口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外汇风险敞口越大的企业， 其外汇风险对冲的需求

就越高。 由于模型 ２ 中 ｓｄｏｉ 的系数不显著， 故需要通过 Ｓｏｂｅｌ－Ｚ 检验来判断是否存

在中介效应。 经计算 Ｓｏｂｅｌ－Ｚ 值为－０ ２３８４， 未通过检验， 这表明外汇风险敞口在

企业国际化广度对外汇风险对冲的影响中没有产生 “中介效应”， 假设 ３ａ 得到

验证。
就国际化深度 （ｄｄｏｉ） 来说， 模型 ４ 中 ｄｄｏｉ 的系数显著为正， 即国际化深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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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增加了企业外汇风险对冲行为， 国际化深度也是企业外汇风险对冲的动因。 模

型 ５ 中 ｄｄｏｉ 的系数显著为正， 即国际化深度的提升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外汇风险敞

口， 假设 ２ｂ 得到验证。 模型 ６ 中， 外汇风险敞口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企业外汇

风险敞口越高， 外汇风险对冲的需求越大； ｄｄｏｉ 的系数显著为正， 与模型 ４ 的系数

相比， 绝对值下降 ０ ０１４， 这表明在加入外汇风险敞口之后， 国际化深度对外汇风

险对冲的影响作用降低了。 由此可知， 外汇风险敞口在国际化深度对外汇风险对冲

的影响中产生了 “中介效应”， 假设 ３ｂ 得到验证。
２ 考虑外币债务影响的 “中介效应” 模型检验

由于在现实中， 中国企业还可能采取主动借外币债务的方式来应对汇率风险，
因此外汇衍生品使用与外币债务使用可能会呈 “互补” 或 “替代” 的关系。 并且，
外币债务的使用也会影响外汇风险敞口。 因此， 我们通过查阅年报， 将总外币债务

（ＦｏｒｅｉｇｎＤ） 数据加入模型， 结果参见表 ３。

表 ３　 考虑总的外币债务时的 “中介效应” 检验

变量 ／ 参数

企业国际化广度 （ ｓｄｏｉ） 企业国际化深度 （ｄｄｏｉ）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因变量
ｈｅｄｇｅ

因变量
ｅｘｐｏ

因变量
ｈｅｄｇｅ

因变量
ｈｅｄｇｅ

因变量
ｅｘｐｏ

因变量
ｈｅｄｇｅ

ｓｄｏｉ ／ ｄｄｏｉ ４ ０７４∗∗∗ －０ ０００８０２ 　 ４ １１３∗∗∗ ３ ２７８∗∗∗ 　 ０ ００６１∗∗∗ ３ ２６４∗∗∗

（１０ ３６） （－０ ２５） （１０ ４３） （１４ ３７） （３ ４６） （１４ ２６）

ｅｘｐｏ ６ ７２９∗∗∗ ４ ７８７∗∗

（２ ９８） （２ １２）

ＦｏｒｅｉｇｎＤ ０ ２３７∗ ０ ０００７ ０ ２３５∗ ０ ２６０∗ ０ ０００７ ０ ２５７∗

（１ ７０） （０ ６９） （１ ６８） （１ ８２） （０ ６９） （１ ７９）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 ／ Ｒ２ ０ １２９２ ０ ０４６ ０ １３２３ ０ １６６３ ０ ０４９ ０ １６７８

Ｓｏｂｅｌ－Ｚ －０ ２５０６ —
注： 由于篇幅限制， 我们没有报告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下同。

由表 ３ 可以看出， 企业总的外币债务 （ＦｏｒｅｉｇｎＤ） 与外汇衍生品使用显著正相

关， 即： 外汇衍生品使用与外币债务使用呈现出一种 “互补” 的关系。 在模型 ２、
５ 中， 企业总的外币债务与外汇风险敞口正相关， 即： 外币债务越多， 企业的外汇

风险敞口越大， 不过系数并不显著。 总的来说， 在考虑外币债务的情况下， 国际化

程度与外汇风险对冲仍然显著正相关， 外汇风险敞口在国际化广度对外汇风险对冲

的影响中未产生 “中介效应”， 但在国际化深度对外汇风险对冲的影响中产生了

“中介效应”， 所得结论与基础模型的结论基本一致。
３ 样本自选择问题的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中国跨境投资企业的外汇衍生品使用情况， 而那些跨境投资

金额为零的企业就被舍弃掉了， 研究样本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 若仍然使用传统回

归模型会存在问题， 因此本文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模型做稳健性检验。 由表 ４ 结

果可知， 在各模型中逆米尔斯比率 ｌａｍｂｄａ 的系数均不显著， 说明不存在样本自选

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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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考虑总的外币债务时的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检验

变量 ／ 参数

企业国际化广度 （ ｓｄｏｉ） 企业国际化深度 （ｄｄｏｉ）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因变量
ｈｅｄｇｅ

因变量
ｅｘｐｏ

因变量
ｈｅｄｇｅ

因变量
ｈｅｄｇｅ

因变量
ｅｘｐｏ

因变量
ｈｅｄｇｅ

ｓｄｏｉ ／ ｄｄｏｉ 　 ３ ９４０∗∗∗ －０ ００２２８ 　 ３ ９８４∗∗∗ ３ ２１５∗∗∗ 　 ０ ００５５３∗∗∗ 　 ３ ２０２∗∗∗

（９ ９４） （－０ ７０） （１０ ０２） （１３ ９９） （３ ０９） （１３ ８９）

ｅｘｐｏ ６ ７４１∗∗∗ ４ ８７７∗∗

（２ ９７） （２ １４）

ＦｏｒｅｉｇｎＤ ０ ２４７∗ ０ ０００５１６ ０ ２４６∗ ０ ２８７∗∗ ０ ０００５１１ ０ ２８５∗∗

（１ ７７） （０ ５２） （１ ７６） （２ ００） （０ ５１） （１ ９８）

ｌａｍｂｄａ
－７ ２３４ －０ ０１３９ －７ ８６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８ ７２６

（－０ ９１） （－０ ２７） （－０ ９８）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 ０５）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 ／ Ｒ２ ０ １２６４ ０ ０４９ ０ １２９５ ０ １６３３ ０ ０５１ ０ １６５０

Ｓｏｂｅｌ－Ｚ －０ ６８４５ —

另外， 为避免外汇风险对冲与外汇风险敞口互为因果， 本文还将外汇风险敞口

和国际化程度都滞后一期， 并再次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发现

结论未出现明显变化。
４ 区分海外子公司是生产型还是贸易型

在我国， 大部分企业以出口为主， 海外投资 （生产基地） 近几年才有较快发

展。 海外子公司类型的判断， 关键要看其是简单进口母公司生产的产品， 还是当地

生产。 因此， 本文根据海外子公司类型， 将中国跨境投资企业划分为两类： 海外子

公司为生产型或贸易型。 为了控制内生性， 避免外汇衍生品使用与外汇风险敞口互

为因果关系， 本文将外汇风险敞口 （ｅｘｐｏ） 和国际化程度 （ｓｄｏｉ ／ ｄｄｏｉ） 都滞后一

期。 表 ５ 和表 ６ 的检验结果表明， 如果设立的主要是生产型海外子公司， 则通过广

泛的海外生产， 可以降低汇率的经济风险， 降低外汇风险敞口。 但如果设立的主要

是贸易型海外子公司， 则国际化广度可能会增加汇率的经济风险， 提高外汇风险

敞口。

表 ５　 生产型海外子公司的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检验

变量 ／ 参数

企业国际化广度 （ ｓｄｏｉ） 企业国际化深度 （ｄｄｏｉ）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因变量
ｈｅｄｇｅ

因变量
ｅｘｐｏ

因变量
ｈｅｄｇｅ

因变量
ｈｅｄｇｅ

因变量
ｅｘｐｏ

因变量
ｈｅｄｇｅ

ｓｄｏｉ （－１） ／ ｄｄｏｉ （－１） 　 ２ １３８∗∗∗ 　 －０ ０１３８∗∗ 　 ２ ０９２∗∗∗ 　 ３ ４８５∗∗∗ 　 ０ ０００９７５ 　 ３ ４９６∗∗∗

（３ １２） （－２ ３１） （３ ０５） （８ ６２） （０ ３０） （８ ６３）

ｅｘｐｏ （－１）
－４ ００９ －５ ０６０

（－１ ０６） （－１ ３１）

ＦｏｒｅｉｇｎＤ
０ ２７４ ０ ０００１０７ ０ ２６９ ０ ２８２ ０ ０００１２０ ０ ２７５

（１ ２４） （０ ０５） （１ ２２） （１ ２２） （０ ０６） （１ １９）

ｌａｍｂｄａ
－１ ７８３ －０ １７７ －１ １４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１５４

（－０ １３） （－１ ６３） （－０ ０８）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８）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 ／ Ｒ２ ０ ０９２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９３２ ０ １６７１ ０ ０９５ ０ １６８９

Ｓｏｂｅｌ－Ｚ — －０ ２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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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贸易型海外子公司的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检验

变量 ／ 参数

企业国际化广度 （ ｓｄｏｉ） 企业国际化深度 （ｄｄｏｉ）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因变量
ｈｅｄｇｅ

因变量
ｅｘｐｏ

因变量
ｈｅｄｇｅ

因变量
ｈｅｄｇｅ

因变量
ｅｘｐｏ

因变量
ｈｅｄｇｅ

ｓｄｏｉ （－１） ／ ｄｄｏｉ （－１） 　 ７ ７７１∗∗∗ 　 ０ ０１９８∗∗ 　 ７ ７４０∗∗∗ 　 ２ ９７３∗∗∗ 　 ０ ００９１１∗∗∗ 　 ２ ８４４∗∗∗

（７ ４２） （２ ２４） （７ ２７） （７ ９０） （３ ３２） （７ ４５）

ｅｘｐｏ （－１） １８ １２∗∗∗ １６ １３∗∗∗

（４ ９４） （４ ４７）

ＦｏｒｅｉｇｎＤ ０ ２６８ －０ ０００６９４ ０ ２９０ ０ ３３６ －０ ０００４６３ ０ ３６０
（１ １４） （－０ ４９） （１ ２２） （１ ４２） （－０ ３３） （１ ５２）

ｌａｍｂｄａ
－４ ５６６ ０ ０３２３ －７ ２０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４ １７

（－０ ３５） （０ ４３） （－０ ５４）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 ０４）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 ／ Ｒ２ ０ １４２５ ０ ０８５ ０ １６２８ ０ １４４９ ０ ０８７ ０ １６１６

（三） 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及分析

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中， 需要先确定门槛值和门槛个数， 才能确定模型形式。 本文

以国际化程度、 企业规模和跨境投资额为门槛变量， 在做了相关检验之后， 最终决定

采用双重门槛设定， 并构建了双重门槛模型。 篇幅限制未列出检验过程， 可参见附录。
１ 以国际化程度为门槛变量的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以国际化程度 （包括广度 ｓｄｏｉ 和深度 ｄｄｏｉ） 为门槛变量的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见表 ７。 前面的线性模型表明， 企业国际化程度与外汇风险对冲正相关， 即： 国际

化广度和深度都是外汇风险对冲的动因。 然而， 这一结果是否准确刻画了它们的关

系呢？ 为避免估计偏误， 本文分别将国际化广度和深度设为门槛变量， 通过面板门

槛模型探究国际化程度与外汇风险对冲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表 ７　 以企业国际化程度 （ｓｄｏｉ ／ ｄｄｏｉ） 为门槛变量的双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门槛变量 面板门槛模型 门槛变量 面板门槛模型

ｓｄｏｉ

变量

ｓｄｏｉ （ ｓｄｏｉ≤０ １５１）

ｓｄｏｉ （０ １５１＜ｓｄｏｉ
≤０ １８４）

ｓｄｏｉ （ ｓｄｏｉ＞０ １８４）

ｌｎｓｉｚｅ

Ｒ２

ｈｅｄｇｅ
　 ０ ６９７∗∗∗

（４ ８４）
－０ ０４１

（－０ ６５）
０ ３１３∗∗∗

（４ ２４）
０ ０４３∗∗∗

（４ ３１）
０ ０５２

ｄｄｏｉ

变量

ｄｄｏｉ （ｄｄｏｉ≤０ ５６４）

ｄｄｏｉ （０ ５６４＜ｄｄｏｉ
≤０ ７６５）

ｄｄｏｉ （ｄｄｏｉ＞０ ７６５）

ｌｎｓｉｚｅ

Ｒ２

ｈｅｄｇｅ
　 ０ ２３５∗∗∗

（４ ２２）
０ １０４∗∗

（２ ０９）
－０ １６９∗∗∗

（－３ ５３）
０ ０５４∗∗∗

（５ ４７）
０ ０６２

由表 ７ 的门槛模型可知， 当门槛变量为国际化广度 （ｓｄｏｉ） 时， 模型内部产生

了结构突变点。 在较低的国际化广度时， 国际化广度与外汇风险对冲显著正相关， 系

数为 ０ ６９７； 在中等国际化广度时， 它对外汇风险对冲的影响不显著， 系数为

－０ ０４１； 在较高的国际化广度时， 它与外汇风险对冲显著正相关， 但是系数下降为

０ ３１３。 由此可见， 随着国际化广度的加大， 它对外汇风险对冲的影响呈现出近似倒

“Ｖ 型” 的关系， 假设 ４ａ 得到验证。 即随着中国海外企业国际化广度的增加， 它对外

汇风险对冲的影响作用在发生变化， 这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线性模型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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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门槛变量为国际化深度 （ｄｄｏｉ） 时， 它也导致模型产生了结构突变点。 在较

低的国际化深度时， 它与外汇风险对冲正相关， 系数为 ０ ２３５； 在中等国际化深度

时， 它与外汇风险对冲仍然正相关， 但是系数下降为 ０ １０４； 在较高的国际化深度

时， 它与外汇风险对冲显著负相关， 系数为－０ １６９； 总体上呈现出一种 “倒 Ｕ 型”
的非线性关系， 假设 ４ｂ 得到验证。 简言之， 在较低的国际化深度阶段， 国际化深度

是企业进行外汇风险对冲的动因； 在中等深度阶段， 国际化深度的影响作用在下降；
在较高的国际化深度阶段， 国际化深度就不再是企业进行外汇风险对冲的动因了。

２ 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的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由估计结果表 ８ 可知， 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 国际化程度与外汇风险对冲之间

呈现 “Ｕ 型” 关系， 即： 对于小规模企业来说， 国际化程度并不是外汇风险对冲

的动因； 对于中等规模企业来说， 国际化程度逐渐成为外汇风险对冲的动因； 对于

大规模企业来说， 企业国际化是其进行外汇风险对冲的强烈动因。 这与普通线性模

型的结论有显著区别， 纠正了其偏差。

表 ８　 门槛变量为企业规模 （ｌｎｓｉｚｅ） 的双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门槛变量 面板门槛模型 门槛变量 面板门槛模型

ｌｎｓｉｚｅ

变量

ｓｄｏｉ （ ｌｎｓｉｚｅ≤２０ ７５３）

ｓｄｏｉ （２０ ７５３＜ ｌｎｓｉｚｅ
≤２３ ０８４）

ｓｄｏｉ （ ｌｎｓｉｚｅ＞２３ ０８４）

Ｒ２

ｈｅｄｇｅ
－０ １０７

（－０ ８８）
０ ２５０∗∗∗

（３ ４４）
０ ４５５∗∗∗

（４ ５０）
０ ０４０

ｌｎｓｉｚｅ

变量

ｄｄｏｉ （ ｌｎｓｉｚｅ≤２０ ５７１）

ｄｄｏｉ （２０ ５７１＜ｌｎｓｉｚｅ
≤２２ ７４１）

ｄｄｏｉ （ ｌｎｓｉｚｅ ＞２２ ７４１）

Ｒ２

ｈｅｄｇｅ
－０ １７４∗∗

（－２ ３０）
０ ０８９∗

（１ ７６）
０ ３３９∗∗∗

（５ ４４）
０ ０６０

为什么呈现 “Ｕ 型” 关系呢？ 可能的原因在于： 对于小规模企业来说， 由于不

存在规模经济， 外汇风险对冲的成本过于高昂， 其对冲的意愿和能力较低。 对于中等

规模的企业来说， 已经有能力和意愿聘请到专业的衍生品人才来做对冲交易， 此时国

际化程度与外汇风险对冲之间转变为正相关关系。 当企业规模进一步增大， 资金实力

更为雄厚， 对外汇风险管控更为重视， 有能力聘请到高端外汇人才来做对冲， 并且大

企业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特征， 可以利用其与银行等交易对手方良好的关系压低对冲

成本时， 大企业更愿意做外汇风险对冲。 这使得大规模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对外汇风险

对冲产生的正向影响比中等规模企业更高， 因而系数也更大。 在现实中， 很多小规模

的中国跨境投资企业对于汇率波动不够重视， 风险敞口较大， 风险对冲意愿较低； 但

是大规模的跨境投资企业却非常重视外汇风险对冲， 例如： 空调巨头格力电器专门制

定了 《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内部控制制度》， 每年都会发布 《开展外汇资金交易业务的

专项报告》， 详细披露公司所开展的外汇资金交易业务概况、 管理制度、 外汇交易风

险点、 风险管理策略、 公允价值计量等信息。 从而印证了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 国际

化程度与外汇风险对冲之间呈现 “Ｕ 型” 关系这一结论。
３ 以跨境投资额为门槛变量的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由表 ９ 可知， 随着跨境投资额的增加， 企业国际化广度与外汇风险对冲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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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 Ｕ 型” 关系， 而国际化深度与外汇风险对冲呈现 “Ｕ 型” 关系。

表 ９　 门槛变量为跨境投资额 （ｋｕａｊｉｎｇ） 的双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门槛变量 面板门槛模型 门槛变量 面板门槛模型

ｋｕａｊｉｎｇ

变量

ｓｄｏｉ（ｋｕａｊｉｎｇ≤１９ ３４４）

ｓｄｏｉ（１９ ３４４＜ｋｕａｊｉｎｇ
≤１９ ４９８）

ｓｄｏｉ（ｋｕａｊｉｎｇ＞１９ ４９８）

Ｒ２

ｈｅｄｇｅ
０ １７４∗∗

（２ ３２）
０ ７０３∗∗∗

（４ ３０）
－０ ３６８∗∗

（－２ ２６）
０ ０５０

ｋｕａｊｉｎｇ

变量

ｄｄｏｉ （ｋｕａｊｉｎｇ≤１０ １７５）

ｄｄｏｉ （１０ １７５＜ｋｕａｊｉｎｇ
≤１６ ９４５）

ｄｄｏｉ （ｋｕａｊｉｎｇ＞１６ ９４５）

Ｒ２

ｈｅｄｇｅ
　 －１ １９８∗∗∗

（－３ ８８）
－０ ０１６

（－０ ２７）
０ １５４∗∗∗

（３ ２７）
０ ０６７

国际化广度与外汇风险对冲 “倒 Ｕ 型” 关系的可能原因在于： 在较低的跨境

投资额水平， 中国跨境投资企业的海外投资布局并不是很合理， 不能完全通过经营

性对冲来抵消全部的风险敞口， 因此有使用外汇衍生品进行金融对冲的需求。 但后

来随着跨境投资额的增加， 企业在全球的投资布局更为合理， 在多个国家或地区经

营所产生的营运现金流入、 流出相互抵消的可能性增加， 这有助于降低总的外汇风

险敞口， 企业进行外汇风险对冲的动机降低。 从而， 国际化广度与外汇风险对冲呈现

“倒 Ｕ 型” 关系。 简言之， 在中低跨境投资水平， 国际化广度是外汇风险对冲的动

因； 但在较高的跨境投资水平时， 国际化广度不再是企业进行外汇风险对冲的动因。
国际化深度与外汇风险对冲 “Ｕ 型” 关系的可能原因在于： 在跨境投资额较

小时， 企业国际化深度也不高， 海外营收在总营收中的比例较低， 使得企业对外汇

风险敞口问题不那么关心， 其外汇风险对冲的意愿较低； 随着跨境投资额的增大，
企业海外营收在总营收中的比例增加， 外汇风险敞口问题变得不可忽视， 中等跨境

投资额的企业已经开始重视外汇风险对冲问题； 当跨境投资额进一步增大， 企业海

外营收在总营收中的比例越来越大， 由外汇风险所带来的问题更为严峻， 因此企业

会更愿意进行外汇风险对冲。 跨境投资额逐步增大的这一过程， 使得国际化深度与

外汇风险对冲之间呈现出 “Ｕ 型” 关系。 譬如： 在 ２０１６ 年以前， 海尔集团虽然有

一些跨境投资， 但对外汇风险的重视程度不够， 对冲意愿不足。 但在 ２０１６ 年， 海

尔集团决定跨境收购美国 ＧＥ 家电业务部门， 并购资金高达 ５４ 亿美元， 这使得海

尔的跨境投资总额显著增加， 也迫使海尔集团特别重视汇率风险对冲， 为此， 海尔

集团专门成立了外汇风险管理公司———海云汇， 通过 “海云汇” 的外汇套期保值

操作， 为海尔节省了上亿元的财务费用。 在这一过程中， 海尔集团的国际化深度与

外汇风险对冲之间就呈现出本文所发现的 “Ｕ 型” 关系。

五、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中国上市跨境投资企业为样本， 从非线性关系的角度研究了企业国际

化程度与外汇风险对冲之间的关系， 丰富和拓展了国际投资、 国际贸易以及风险管

理等领域的研究。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１） 在考虑外汇风险敞口的冲击效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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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虽然国际化深度和广度都是企业外汇风险对冲的动因， 但外汇风险敞口的冲击

效应降低了国际化深度对于外汇风险对冲的影响作用。 进一步， 发现外币债务与外

汇衍生品使用呈现出一种 “互补” 关系。 分样本检验发现， 若中国跨境投资企业

设立的是生产型海外子公司， 则国际化广度可降低汇率的经济风险， 但若设立的是

贸易型海外子公司， 则国际化广度的作用相反。 （２） 在考虑结构突变时企业国际

化与外汇风险对冲的非线性关系时， 发现不同的企业特质会对两者关系产生影响：
若以国际化深度为门槛， 在中低深度阶段， 国际化深度是外汇风险对冲的动因， 但

在较高深度阶段， 国际化深度就不再是外汇风险对冲的动因了。 若以国际化广度为门

槛， 国际化广度虽然始终是外汇风险对冲的动因， 但其影响作用会逐步降低。 以企业

规模为门槛， 发现小规模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并不是外汇风险对冲的动因， 但中大规模

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却是外汇风险对冲的动因。 以跨境投资额为门槛， 在中低跨境投资

水平时， 国际化广度是外汇风险对冲的动因， 但国际化深度却不是； 在较高跨境投资

水平时， 国际化广度不再是外汇风险对冲的动因， 但国际化深度却成为动因。
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 本文拓展了现有文献对企业国际化

与外汇风险对冲关系的认知， 聚焦于内外部冲击和结构突变所带来的冲击， 深入分

析了不同国际化程度、 不同企业规模和不同跨境投资水平等企业特质所带来的非线

性影响， 修正了普通线性模型的估计偏误， 还原了事物的真实面目。 其次， 对于那

些有意于在海外市场一显身手的跨境投资企业来说， 做大企业规模、 合理规划海外

投资布局、 提高跨境投资的精准度将有助于增强企业外汇风险管理的效果。 当然，
本文也有不足之处， 比如： 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制约， 我们没有对企业国际化对外汇

风险对冲的作用机理进行数理验证， 也未进行较深入的案例分析。 此外， 我们使用

企业海外营收占总收入比例来测量国际化深度也存在一定缺陷， 因为这一指标也或

多或少地反映了国际化广度， 使得对于外汇风险对冲影响效应的归因判定存在一定

误差， 导致研究结论并不完全准确。 相信未来在数据充足、 案例库丰富、 测量指标

构建更为合理的情况下这些问题能够得以解决， 而这也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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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郑莉莉， 郑建明  我国上市公司使用外汇衍生品的影响因素研究［Ｊ］ 财贸经济， ２０１２（６）： ６５－７２
［２８］左晶晶， 唐跃军  ＣＥＯ 激励与国际化战略［Ｊ］ 管理评论， ２０１４（７）： １４８－１５８
［２９］林素燕， 程惠芳  企业国际化程度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研究［Ｊ］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７（１２）： １２８－１３９
［３０］吴先明， 向媛媛  国际化是否有助于提升后发企业的创新能力［Ｊ］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７（９）： １４－２４
［３１］ＡＤＬＥＲ Ｍ， ＤＵＭＡＳ Ｂ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Ｒｉｓｋ：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Ｊ］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９８４， １３（２）： ４１－５０
［３２］ＪＯＲＩＯＮ Ｐ Ｔｈ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ＵＳ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１９９０， ６３ （ ３）：

３３１－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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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ＨＯＳＳＡＩＮ Ｍ， ＴＡＮ Ｌ Ｍ， ＡＤＡＭＳ Ｍ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Ｉｎ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ｏｍ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Ｌｉｓ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 Ｓｔｏｃｋ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１９９４， ２９： ３３４－３５０

（责任编辑　 张　 洁）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ｉｓｋ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ＺＨＡＯ Ｆｅｎｇ　 ＺＵ Ｂｏｎａｎ　 ＣＨＥＮＧ Ｙｕ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ａ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ｔ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Ｉ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ｉｓｋ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ｉｓｋ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ｄｅｂ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ｄｉｖｉｄｉｎｇ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ｉ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ｅｔ ｕｐ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ｙｐ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ｏｐｅ 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ｂｕｔ ｉ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ｔｙｐ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ｏｐｅ ｉｓ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２） Ｉ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ｉｓｋ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Ｖ⁃ｓｈａｐｅｄ，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ａｎｄ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ｉｓｋ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Ｔｈｕｓ， ｗｅ ｃａｎ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ｔｒａｉｔ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ｏｒ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ｉｓｋ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ｔａｇ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ｏｒ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ｉｓｋ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ａｓ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ｏ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ｉｓｋ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ｌｅｆ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ｎｒｉ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ｉｓｋ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Ｍｏｔｉ⁃
ｖａｔｉｏｎｓ；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Ｐａｎｅ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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