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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改变着全球价值链的格局。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 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全面评估了中

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全球价值

链分工地位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明显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分

工地位的提升， 并呈现出递增的持续滞后效应； 不同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效

应存在显著差异， 投资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表现出更大的价值链升级效应，
当地生产型企业的价值链推升效应明显大于商贸服务型； 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的直接投资表现出超过整体平均水平的价值链分工地位促进效应。 本文研究为中

国继续有效推进企业 “走出去” 战略， 逐步构建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提供了有力的微观经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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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实现生产要素全球优化配

置、 提高企业竞争力、 带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 自 ２０００ 年开始逐步放松管制、 实施企业 “走出去” 战略以来， 对外直接投资

规模迅速增加。 ２０１６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两年蝉联全球第二， 虽在 ２０１７
年出现下降， 但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 ２０１８ 年依然保持了平稳有序的发展。 入世以

来， 中国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积极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分工体系， 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 但中国长期处于 “被俘获” 和 “打工仔” 的

价值链分工地位， 获取低微的价值链收益， 不符合全球经济结构再平衡的基本要求和

方向 （刘志彪， ２０１８） ［１］。 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中国进入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

新常态以来， 如何提升中国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加快产业升级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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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原有比较优势的转移变化， 中国在积极主动扩大内需的同时， 鼓励企业走出

去成为减少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冲击、 构建国内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促进产业升级

的重要途径。 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无疑会对全球价值链治理和全球生产模

式带来重要冲击 （王碧珺， ２０１３） ［２］。 那么， 中国迅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

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其效应和作用机理又是如何？ 从企业微观层面研究这些问

题对中国深入推进 “一带一路” 背景下企业 “走出去” 战略， 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

攀升、 构建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文献综述

自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寻求和逆向溢出效应提出以来， 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

大量研究。 Ｗｅｓｓｏｎ （１９９９） ［３］和 Ｆｏｓｆｕｒｉ （２００１） ［４］ 运用其构造的古诺模型和劳动力

转移模型研究得出技术落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其技术升级。 Ｐｏｔｔｅｒｉｅ 和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 （２００１） ［５］对美国、 日本及欧洲 １１ 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Ｂｒａｎｓｔｅｔｔｅｒ
（２００６） ［６］对日本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等研究均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促进了母国技术进步。 针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

研究表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仅会显著提升企业生产率、
促进企业出口， 还会对企业的技术效率和技术创新产生显著影响 （蒋冠宏和蒋殿

春， ２０１４［７］；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４［８］）。
伴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效应越发引起关

注。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

重要途径， 有助于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 Ｇｉｕｌｉａｎｉ （２００５） ［９］研究发现企业通过对外

直接投资加入当地产业集群， 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在全球生产链中的价值创

造能力。 新兴市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国内外产业关联提升了企业的生产率和竞

争力 （Ｈｅｒｚｅｒ， ２０１２） ［１０］。 Ｃｏｚｚａ 等 （２０１５） ［１１］ 研究发现中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促

进了中国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和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国内学者张宏和王建

（２０１３） ［１２］分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和价值链升级作用， 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

逆向技术溢出有利于国内技术进步， 推动价值链升级。 刘斌等 （２０１５） ［１３］从行业和

企业层面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显著提高了价值链分工地位， 促进了产品

升级和功能升级。 杨连星和罗玉辉 （２０１７） ［１４］在测度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效应后发现逆向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了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升级。 李俊久和蔡琬琳

（２０１８） ［１５］研究发现中国对 ２６ 个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

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
但关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效应研究也存在不同观点。 研究表明东道国

优惠政策等特殊优势的存在会降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阻碍技术创新

（Ｋｏｎｉｎｇｓ， ２００１） ［１６］；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会受限于企业自身技术水

平与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差距 （Ｇｒｉｍａ， ２００５） ［１７］、 企业自身吸收能力及本国制度环

境和市场机制完善程度等 （蒋殿春和张宇， ２００８） ［１８］， 从而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

价值链效应呈现负向或中性效应。 此外， 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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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对外直接投资伴生着产业空心化的外部效应 （桑百川等， ２０１６） ［１９］， 且投资规

模越大， 越可能发生产业空心化 （石柳和张捷， ２０１３） ［２０］。 对外直接投资的 “离
本土化” 和 “离制造化” 两类空心化效应会引致本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降 （刘
海云和聂飞， ２０１５） ［２１］， 进而对产业转型和价值链升级造成负面影响。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 第一， 已有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效应研究主要集

中在宏观层面， 本文从微观视角系统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

位的影响， 拓展和丰富了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效应研究； 第二， 本文利

用中国海关数据库、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在充分考虑企业

间接进出口、 增加值折返等问题后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了测度， 有助于

为微观层面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研究提供更为准确的数据支持； 第三， 采用更

为有效的解决可能存在的自我选择或混合性偏差等问题的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 在

全面考虑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 考察了不同类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

工地位的影响， 为结论不一致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效应研究提供经验支持。

二、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机制

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 生产环节的碎片化和国际化引发了企业更为广泛的对

外直接投资，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在带动本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 也将对全

球价值链的格局产生影响。
（一）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攀升机制

（１） 边际产业转移效应。 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指出， 在投资国已经或

将丧失比较优势、 而在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才是对外投资主体。 一国边际产

业的转移会释放出沉淀的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 实现国内资源重新配置， 显著

改善整体资本和劳动力资源错配，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白俊红和刘宇英，
２０１８） ［２２］。 近年来， 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带来制造业生产成本上升， 甚至失

去比较优势。 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下， “边际产业” 转移不仅可以实现国内生产要

素的优化配置， 延伸产品生命周期， 还可以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外部性带来母

国出口便利， 发挥规模效应， 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２） 市场竞争效应。 首先，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着和东道国企业及其他国

家企业争夺市场的双重激烈竞争， 必然促使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 促进国际分工地

位提升， 市场竞争效应也会通过示范效应、 培训与流动效应等带动母国国内产业竞

争程度和格局发生变化 （尹斯斯和高云舒， ２０１６） ［２３］， 实现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价

值链升级； 其次， 竞争产生的国内资源优化配置会使附加值低、 效率低的企业退出

市场， 释放出的生产要素进一步被配置到高效率企业， 促进企业国内增加值和价值

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最后，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自身竞争力的提升不仅会通过竞争效

应倒逼国内企业做出改变， 还会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推进国内企业产品技术和出口质

量提升， 提高其价值链分工地位。
（３）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会通

过产业关联、 模仿示范和人力资源三个途径实现， 这些也被技术地方化理论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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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佐证。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会因投资动机不同

有所差别。 以开拓市场、 扩大出口为目的的商贸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 通过为企业

提供信息接近平台促进母公司知识技术模仿， 进而扩大企业出口， 实现价值链攀

升。 直接在东道国进行生产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规模效应、 母国中间投入出口拉动

效应和利润反馈效应推动企业价值链攀升。 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内部化效应能够保

证中间品和资本的有效供给 （王永进等， ２０１０） ［２４］， 本国中间投入的增加会提高企

业出口增加值率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２５］， 从而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二）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抑制效应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对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抑制效应。 一是资源挤占效应，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会产生替代作用 （项本武， ２００７） ［２６］， 挤占企业用于

产品升级、 功能升级的资源， 使企业难以有充足资源追求价值链升级； 二是壁垒阻

碍效应，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比较大的商贸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 主要目

的是接近国外先进研发成果、 知识中心等以获取技术或非技术信息外溢性来提高自

身生产能力。 但受东道国企业维持自身利润和竞争力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

投资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市场障碍、 技术障碍及人力资本障碍等， 难以实现价值链升

级； 三是低端锁定风险， 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嵌入全球生产链、 实现资源全球

优化配置的直接形式， 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和程度不同，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

导能力也不同。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越高， 企业通过中间品进口获得国外先进技术

的溢出效应越强 （刘维林等， ２０１４） ［２７］。 企业上游嵌入程度越高， 在价值链中的主

导能力越强， 企业下游嵌入程度越高， 陷入 “低端锁定” 的可能性越大 （刘海云

和董志刚， ２０１８） ［２８］， 越不利于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
综上， 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可能会提升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 实现价值链

攀升， 也可能对企业价值链升级产生阻碍。 那么，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

效应到底如何？ 本文在充分考虑企业异质性基础上运用微观数据对企业对外直接投

资的价值链效应进行了检验。

三、 模型设计、 变量与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 （ＰＳＭ－ＤＩＤ） 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

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通过对比分析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和不投资两种情况及企业投

资前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差异来评估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效应①。
（一） 模型设定

根据倍差法构造两个虚拟变量 ｏｆｄｉｉ 和 ｔｉｍｅｔ ， 分别表示企业是否对外直接投资

和时间虚拟变量。 其中， ｏｆｄｉｉ ＝ １ 表示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ｉ ＝ ０ 表示企业没

有对外直接投资； ｔｉｍｅｔ ＝ １ 表示企业投资后的时期， ｔｉｍｅｔ ＝ ０ 表示企业投资前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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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低于 ＯＦＤＩ 企业。 可能存在的自选择效应使得以上不足以说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
因此下文采用了更为严谨的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来研究。



期。 令 ｇｖｃ＿ ｐｏｓｉｔ 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期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Δｇｖｃ＿ ｐｏｓｉ 表示企业 ｉ 在
对外直接投资前后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 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将投资前后

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设为 Δｇｖｃ＿ ｐｏｓ１
ｉ
； 若企业没有对外直接投资， 将其两个时期的

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记为 Δｇｖｃ＿ ｐｏｓ０
ｉ
。 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后对全球价值链分工

地位的影响可以表示为：
δ ＝ Ｅ（δｉ ｜ ｏｆｄｉｉ ＝ １） ＝ Ｅ（Δｇｖｃ＿ ｐｏｓ１

ｉ
｜ ｏｆｄｉｉ ＝ １） － Ｅ（Δｇｖｃ＿ ｐｏｓ０

ｉ
｜ ｏｆｄｉｉ ＝ １） （１）

现实中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后其非投资时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Ｅ（Δｇｖｃ＿ ｐｏｓ０
ｉ
｜ ｏｆｄｉ ＝ １） 不可观测。 但可以在拟自然实验下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倾

向得分匹配到企业特征与之最为接近未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 将对外直接投资

企业视为处理组， 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视为对照组， 用 Ｅ（Δｇｖｃ＿ ｐｏｓ０
ｉ
｜ ｏｆｄｉｉ ＝

０） 代替 Ｅ（Δｇｖｃ＿ ｐｏｓ０ｉ ｜ ｏｆｄｉｉ ＝ １） ， 观察两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前后的变化。 式

（１） 转化为：
δ ＝ Ｅ（δｉ ｜ ｏｆｄｉｉ ＝ １） ＝ Ｅ（Δｇｖｃ＿ ｐｏｓ１

ｉ
｜ ｏｆｄｉｉ ＝ １） － Ｅ（Δｇｖｃ＿ ｐｏｓ０

ｉ
｜ ｏｆｄｉｉ ＝ ０） （２）

由于倍差法通过差分能消除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对匹配估计结果的影

响， 基于匹配结果进一步利用倍差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效应进行对比可

以提高估计效率。 考虑到模型稳健性，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 加入了影响企业全球价

值链分工地位的控制变量 Ｚ ， 包括企业劳动生产率、 资本密集度、 企业规模、 经

营时间、 出口密集度、 所有制性质等。 此外， 还控制了年份、 地区及行业固定效

应。 具体检验模型为：
ｇｖｃ＿ ｐｏｓｉｔ ＝ α０ ＋ α１ｏｆｄｉ ＋ α２ ｔｉｍｅ ＋ δｏｆｄｉ × ｔｉｍｅ ＋ λＺ ＋ γｙｅａｒ ＋ γ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γ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εｉｔ

（３）
在满足 Ｅ（εｉｔ） ＝ ０ 情况下， 式 （３） 处理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前后全球价值链

分工地位变化为 α２ ＋ δ ， 对照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为 α２， 模型中交

互项系数 δ 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前后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实际影响。 若 δ ＞ ０，
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处理组企业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大于控制组企业， 企业对外直接投

资行为系统性提升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实现了价值链攀升。
（二） 变量说明

（１） 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测度。 本文借鉴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０） ［２９］ 的全球

价值链地位指数及苏丹妮等 （２０１７） ［３０］ 提出的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测度方法，
构建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

ｇｖｃ＿ ｐｏｓｉｊｔｋ ＝ ｌｎ（１ ＋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ｉｊｔｋ） － ｌｎ（１ ＋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ｉｊｔｋ）； ｋ ＝ ｐ， ｏ， ｍ （４）
其中， 下标 ｉ 、 ｊ 、 ｔ 、 ｋ 、 ｏ 、 ｐ 、 ｍ 分别表示企业、 行业、 年份、 贸易类型、 一

般贸易、 加工贸易、 混合贸易。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ｉｊｔｋ 为企业上游参与度指数， 衡量企业出口

的中间品经直接贸易伙伴用来生产中间品后被第三国进口中包含的本国增加值占出

口的比重。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ｉｊｔｋ 是企业下游参与度指数， 表示企业出口中包含的其他国家

进口中间品中的国外增加值比重。 本文充分考虑了企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中间品贸

易代理商、 资本品进口、 贸易方式及中间品投入中的国内增加值折返和增加值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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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问题， 对企业上游参与度和下游参与度指数进行了测度， 具体公式如下：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ｉｊｔｍ ＝ ｗｐ ×
ｅｘｐａｄｊ＿ｐｉｊｔｐ ｜ ＢＥＣ × （１ －

ｉｍｐａｄｊ＿ｐ
ｉｊｔｐ

＋ Ｄｉｊｔｐ ＋ （λ ｊ － γ ｊ） × ｅｘｐｔｏｔａｌ
ｉｊｔｐ

ｅｘｐｔｏｔａｌｉｊｔｐ

） × （μｊ － ηｊ）

ｅｘｐｔｏｔａｌｉｊｔｐ

＋

　 ｗｏ ×
ｅｘｐａｄｊ＿ｏ

ｉｊｔｏ
｜ ＢＥＣ × （１ －

ｉｍｐａｄｊ＿ｏ
ｉｊｔｏ

｜ ＢＥＣ × （ｅｘｐｔｏｔａｌｉｊｔｏ ／ Ｙｉｊｔ） ＋ Ｄｉｊｔｏ ＋ （λ ｊ － γ ｊ） × ｅｘｐｔｏｔａｌｉｊｔｏ

ｅｘｐｔｏｔａｌｉｊｔｏ

） × （μｊ － ηｊ）

ｅｘｐｔｏｔａｌｉｊｔｏ

（５）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ｉｊｔｍ ＝ ｗｐ ×
ｉｍｐａｄｊ＿ｐ

ｉｊｔｐ
＋ Ｄｉｊｔｐ ＋ （λ ｊ － γ ｊ） × ｅｘｐａｄｊ＿ｐ

ｉｊｔｐ

ｅｘｐｔｏｔａｌｉｊｔｐ

＋

　 　 　 　 ｗｏ ×
ｉｍｐａｄｊ＿ｏ

ｉｊｔｏ
｜ ＢＥＣ × （ｅｘｐｔｏｔａｌｉｊｔｏ ／ （Ｙｉｊｔ － ｅｘｐｔｏｔａｌｉｊｔｐ ）） ＋ Ｄｉｊｔｏ ＋ （λ ｊ － γ ｊ） × ｅｘｐｔｏｔａｌｉｊｔｏ

ｅｘｐｔｏｔａｌｉｊｔｏ

（６）

其中， ｗｏ 和 ｗｐ 分别代表混合贸易企业中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出口比重①。 首

先， 关于企业中间投入的间接进出口问题， λ ｊ 和 γ ｊ 分别表示企业所在行业出口中

的间接进口比例和国内增加值折返比例； μ ｊ 和 η ｊ 分别表示企业所在行业间接出口

增加值占总出口的比重和折返回本国的间接出口增加值占总出口的比重。 鉴于企业

层面此相关信息缺失， 本文利用郑丹青和于津平 （２０１６） ［３１］的出口增加值分解方法

对 ＷＩＯＤ 行业层面数据进行测算并近似替代， 从而克服采用固定比例进行扣除产生

的忽略行业异质性的不足。 其次， ｅｘｐａｄｊ＿ｍ
ｉｊｔｍ ｜ ＢＥＣ（ｍ ＝ ｏ， ｐ） 表示经过贸易代理商出口

调整的企业实际中间产品出口额； ｅｘｐｔｏｔａｌ
ｉｊｔｍ （ｍ ＝ ｏ， ｐ） 是企业出口总额， 以企业出口

交货值表示； ｉｍｐａｄｊ＿ｍ
ｉｊｔｍ

（ｍ ＝ ｏ， ｐ） 表示企业进口中间品， 加工贸易企业的进口产品均

视为中间品， 一般贸易企业是经过贸易代理商调整后的企业进口中间品。 企业进出

口中间品调整方法如下： 先利用经济分类标准 ＢＥＣ 与海关 ＨＳ６ 位码转换表对企业

进口中间品进行识别； 再借鉴 Ａｈｎ 等 （２０１１） ［３２］ 的做法辨别贸易代理商， 企业名

称中包含 “经贸” “外贸” “进出口” “贸易” 等信息均视为贸易代理商； 最后借

鉴张杰等 （２０１３） ［３３］的方法以不同贸易方式下 ＨＳ６ 位码制造业行业通过贸易代理

商进口的中间品占总中间品进口比重替代企业从贸易代理商进口的中间品比例， 对

中间品进口额进行调整。 企业实际出口额调整和中间品进口额调整方法类似。 此

外， Ｄｉｊｔｍ（ｍ ＝ ｏ， ｐ） 表示企业 ｔ 期累积进口资本品折旧②。 借鉴张杰等 （２０１３） 对企

业存续期间进口资本品逐年折旧的方法， 在核算企业出口增加值时进行扣除， 以避

免衡量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时可能产生的偏误。
（２） 其他变量设定。 企业劳动生产率 （ ｌｐｒｏｄ）， 以企业工业总产值与从业人数

之比表示并取对数③； 企业规模 （ ｓｉｚｅ）， 以企业总产出的对数作为企业规模代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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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计算加工贸易企业上游或下游参与度指数时， ｗｏ 为零， ｗｐ 为 １； 一般贸易企业则相反。
资本品同样依据 ＢＥＣ 进行识别。
变量衡量中用到的工业总产值和固定资产等分别采用 ２００４ 年为基期的工业品出厂价格及固定资产投资

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价格指数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量； 企业资本密集度 （ｃａｐｉｔａｌ）， 以企业人均占用固定资产表示并取对数； 企业年

龄 （ａｇｅ）， 以企业当年年份和成立年份差表示并取对数； 出口密集度 （ ｅｘｐｏｒｔ），
以企业出口交货值占销售额的比重表示； 所有制结构 （ ｓｔａｔｅ）， 以不同类型资本占

总实收资本中的比重区分为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 本土企业为 １， 外资企业为 ０。
（三） 数据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有以下来源： 第一， 衡量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所需的

企业生产和贸易数据， 分别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 鉴于以上

数据无法获得企业交易中的间接进出口数据，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对此进行补

充； 第二， 通过中国 《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名录》 获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信息。
关于数据处理， 首先， 借鉴 Ｙｕ （２０１５） ［３４］的方法， 按照企业名称和年份对工业企业

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进行匹配， 之后使用企业所在地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后 ７ 位进行

再识别， 形成测度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匹配数据。 因原始数据中存在信息不准

确或缺失现象， 借鉴已有文献的处理方法， 对匹配数据中存在企业编码缺失、 销售产

值小于中间投入或工业增加值、 从业人数小于 １０ 等异常值进行剔除， 只保留出口交

货值大于 ０ 的 １３－４２ 类制造业企业数据。 其次， 基于匹配数据利用企业名称及年份

和 《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名录》 中的境内投资主体及年份进行匹配， 匹配成功

的企业为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 此外， 进一步把企业按照投资动因进行分类， 鉴

于匹配成功样本中技术研发型及资源开发型企业较少， 本文只考虑商贸服务型和当

地生产型企业。 还按照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把投资目的国区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 为控制极端值可能产生的影响， 对所有变量进行 １％的缩尾处理。

四、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 倾向得分匹配处理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一对四最近邻匹配方法①， 通过 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计企业对

外直接投资的概率来匹配处理组和对照组企业。 考虑到 ２００４ 年后中国企业大规模

“走出去” 的背景， 本文借已有做法， 主要研究 ２００５ 年及之后首次开展对外直接

投资的企业， 同时剔除样本期间连续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 倾向得分匹配步骤如

下： 首先， 选择匹配变量， 根据已有研究选取劳动生产率、 企业规模、 资本密集度

和企业年龄为协变量； 其次， 采用 Ｌｏｇｉｔ 方法计算表示控制匹配变量后企业对外直

接投资概率的倾向得分； 然后， 依据处理组和对照组企业倾向得分相近程度进行倾

向得分匹配。 匹配后处理组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年间首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 对

照组为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年未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 为提高匹配的准确性， 按照企

业投资行为发生前 １ 年的企业样本和特征变量进行逐年匹配， 并随之界定时间虚拟

变量。 为确保匹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可观测变量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前后不存在显

著差异， 满足 “条件独立性假设”， 在倾向得分匹配估计之前， 本文仅对共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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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还尝试了卡尺匹配、 马氏匹配等为处理组企业寻求 “反事实” 的对照组。 检验结果显示当期及滞

后效应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说明了本文结果在不同匹配方法下的稳健性。



内的个体进行逐年匹配， 并对结果做了匹配平衡性检验。 结果显示匹配前后各匹配

变量标准偏差绝对值均小于 ２０％， 且处理组和对照组企业在所有可观测特征上都

不存在显著差异， 满足了匹配平衡性假设， 匹配结果可靠①。
（二） 初始检验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数据， 本文运用倍差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效应进

行了初始检验， 如表 １ 所示。 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是 ｏｆｄｉ×ｔｉｍｅ 交互项， 方程 （１）
的结果显示不考虑其他因素时交互项系数显著大于 ０， 初步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促进

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 加入企业特征控制变量后， 方程 （２） 交互项的

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在逐步控制时间、 地区和行业效应后， 方程 （３） — （５） 中

交互项系数和显著性仍然稳健， 总体上可以判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了全球价值

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正向攀升机制超过了负向抑制效应。 由于本文只考虑首次投资

的企业， 且不考虑之后继续投资的企业， 政策变量 ｏｆｄｉ 因具有时间不变性在差分时

被自动删除， 并不影响结果及有效性。 时间虚拟变量 ｔｉｍｅ 不显著， 说明如果不考

虑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并不会随时间而提升。

表 １　 初始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ｏｆｄｉ×ｔｉｍｅ 　 ０ ０６２１∗∗∗ 　 ０ ０５８２∗∗∗ 　 ０ ０４８８∗∗∗ 　 ０ ０２９６∗∗∗ 　 ０ ０３０１∗∗∗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０８８） （０ ００８８）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０８０）

ｔｉｍｅ
０ ０１５１ ０ ０１７０∗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９８） （０ ００９９） （０ ０１０３） （０ ０１００） （０ ００９９）

ｌｐｒｏｄ ０ ０３５２∗∗∗ ０ ０２８８∗∗∗ ０ ０２９５∗∗∗ ０ ０２６５∗∗∗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６６） （０ ００７１）

ａｇｅ
０ ０１０４ －０ ００９３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７３）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０７６）

ｓｉｚｅ
－０ ０３１３∗∗∗ －０ ０２７３∗∗∗ －０ ０２２９∗∗∗ －０ ０１８８∗∗∗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４０）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 ０２１９∗∗∗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２２６∗∗∗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５２）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９２５∗∗∗ －０ ０８５７∗∗∗ －０ ０８９５∗∗∗ －０ ０８６７∗∗∗

（０ ０１３８）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１３９） （０ ０１３４）

ｓｔａｔｅ ０ ０５８６∗∗∗ ０ ０９５７∗∗∗ ０ ０６８４∗∗∗ ０ ０５９４∗∗∗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１００）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１０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１４３２∗∗∗ ０ １３３７∗∗∗ ０ ０６６０ －０ ０３４９ －０ ０３３８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５１５） （０ ０５６２） （０ ０８０７） （０ ０８２０）

年份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

行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

Ａｄｊ Ｒ２ ０ ０３７７ ０ １８５２ ０ ２３２８ ０ ３０７３ ０ ３８４６
Ｎ １ ２７６ １ １０８ １ １０８ １ １０８ １ １０８

注：∗∗∗、∗分别表示 １％、 １０％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的值为稳健标准误。

从控制变量结果来看， 劳动生产率系数显著为正， 企业生产率高， 会助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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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 逐年匹配结果检验不再在文中列示， 备索。



不断从工艺升级到产品升级， 到功能升级及链条升级， 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攀升。 除

所有制类型和企业年龄外， 其余控制变量均显著为负。 出口密集度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出口密集度大， 会通过影响企业增加值率而不利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

升。 企业规模和资本密集度显著为负， 说明企业资本密集度越高， 规模越大， 人均

资本越高， 引致企业固定成本越大， 不利于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 所有制类型显著

为正表明本土企业比外资企业更有动力进行全球价值链攀升。 企业年龄不显著， 说

明企业年龄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没有显著性影响。
（三） 全样本滞后效应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效应可能会由于逆向技术溢出、 “干中学” 效应而

存在滞后性。 表 ２ 显示，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价值链效应的滞后效应检验结果中所有

模型的交互项系数都显著为正， 说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效应存在显著滞后

效应。 且滞后效应表现为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的 “Ｗ” 型， 对外直接投资滞后 ５ 年

的价值链效应更大。 究其原因，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从接触国外先进技术到模仿掌握

存在时滞性， 价值链效应初期呈现下降态势。 后期随着企业逐渐完成资源整合、 掌

握先进技术， 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提升效应逐渐显现。 而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

在重挫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 严重影响了对外直接投资价值链效应的发挥。 当企业

ＧＶＣ 地位不断攀升， 会登上能力增长的 “自动扶梯”， 实现从工艺升级到产品升

级、 到功能升级以及链条升级 （Ｇｅｒｅｆｆｉ， １９９９） ［３５］。 随着金融危机影响减弱及 ＧＶＣ
地位 “自动扶梯” 效应的发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效应逐渐开始显现。

表 ２　 全样本滞后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滞后 １ 年 滞后 ２ 年 滞后 ３ 年 滞后 ４ 年 滞后 ５ 年

ｏｆｄｉ×ｔｉｍｅ 　 ０ ０２７７∗∗∗ 　 ０ ０２４６∗∗∗ 　 ０ ０２７９∗∗∗ 　 ０ ０２４３∗∗ 　 ０ ０４９８∗∗∗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０８９）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１４７）

ｔｉｍｅ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１０３ ０ ０２０５∗∗ ０ ０１４７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０８８） （０ ０１０１） （０ ０１３６）

ｌｐｒｏｄ ０ ０２６２∗∗∗ ０ ０２０８∗∗∗ ０ ０１９１∗∗∗ ０ ０１７８∗∗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７２）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１０３）

ａｇｅ
－０ ００９７∗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２４１∗∗∗ －０ ０３２７∗∗∗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１１０）

ｓｉｚｅ
－０ ０１９８∗∗∗ －０ ０１９４∗∗∗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１８５∗∗∗ －０ ０１９７∗∗∗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５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 ０１７７∗∗∗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１５４∗∗∗ －０ ０１５９∗∗∗ －０ ０１１４∗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０６５）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７３７∗∗∗ －０ ０６６２∗∗∗ －０ ０８７５∗∗∗ －０ ０７０４∗∗∗ －０ ０９２６∗∗∗

（０ ０１０４） （０ ０１１４） （０ ０１４７）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１９８）

ｔｙｐｅ ０ ０５９２∗∗∗ ０ ０６５５∗∗∗ ０ ０４３２∗∗∗ ０ ０４５１∗∗∗ ０ ０６６０∗∗∗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８８） （０ ０１０１） （０ ００９４） （０ ０１１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１２７ ０ ０９１０ ０ ０９２８
（０ ０５８９） （０ ０６５１） （０ ０８８６） （０ ０９４９） （０ １１５４）

Ａｄｊ Ｒ２ ０ ３７４７ ０ ３６０２ ０ ３６８７ ０ ３７０３ ０ ４２３８
Ｎ １ ９２６ １ ６５１ １ ２４５ ９１７ ６１３

注： 模型均控制了年份、 地区和行业效应；∗∗∗、∗∗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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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同投资目的地检验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呈现不同特征的投向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和投向其

他发展中国家的顺向投资， 不同投资目的地①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效应也会产生

明显的异质性。 表 ３ 显示， 方程 （１） 和方程 （５） 分别是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效应， 结果显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都产生了显著的价

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效应， 但发达国家的价值链提升效应更大。 逆向投资更有利于企

业接触先进的技术和经验， 获得更大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全球

价值链分工地位。 滞后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两种类型的投资都存在显著的正向滞后

效应， 但逆向投资的价值链滞后效应明显高于顺向投资， 且效应越来越大， 而顺向

投资滞后 ５ 年的效应不再显著。 此外， 本文还区分是否投向避税地②进行了检验，
发现对非避税地的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 且随着时间

推移， 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推升作用越来越大。 而因 “制度逃避或投机” 投向避税

地的投资并不能显著提升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 滞后效应也基本不显著。

表 ３　 不同投资目的地的价值链效应及滞后效应

变量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１）
（２） （３） （４）

滞后 １ 年 滞后 ３ 年 滞后 ５ 年
（５）

（６） （７） （８）
滞后 １ 年 滞后 ３ 年 滞后 ５ 年

ｏｆｄｉ×ｔｉｍｅ
　 ０ ０４５０∗∗∗ 　 ０ ０３６８∗∗∗ 　 ０ ０４３６∗∗ 　 ０ ０７０１∗∗ 　 ０ ０２２１∗ 　 ０ ０２１３∗∗ 　 ０ ０３０７∗∗∗ 　 ０ ０２８０
（０ ０１２４） （０ ００９９） （０ ０１７９） （０ ０３３０） （０ ０１２２） （０ ００８８） （０ ０１１６） （０ ０１８８）

ｔｉｍｅ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９８ ０ ０４３６ －０ ００９２ －０ ００７９ －０ ０１６４ －０ ０４５６∗∗

（０ ０１５４）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２７７） （０ ０１３３）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１１０） （０ ０１７９）

ｌｐｒｏｄ
０ ０３６６∗∗∗ ０ ０４４５∗∗∗ ０ ０５８８∗∗∗ ０ ０６５７∗∗∗ ０ ０２３７∗∗∗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２２４∗∗∗ ０ ０１９９

（０ ０１００） （０ ００８７） （０ ０１５９） （０ ０２２７） （０ ００８７） （０ ００６６） （０ ００８４） （０ ０１３３）

ａｇｅ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１９９∗ －０ ０２１０∗∗ －０ ０１８６∗ －０ ０２７３∗

（０ ０１１０） （０ ００８４） （０ ０１３８） （０ ０１９４） （０ ０１１５） （０ ００８４） （０ ００９６） （０ ０１５２）

ｓｉｚｅ
－０ ０２８０∗∗∗ －０ ０２６３∗∗∗ －０ ０４３４∗∗∗ －０ ０３９７∗∗∗ －０ ０１３９∗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１６９∗∗∗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１４６）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８７）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 ０１１６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２２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１９５∗∗ －０ ００９４∗∗ －０ ０１６３∗∗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０６０）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１４７）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０７３）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６６２∗∗∗ －０ ０５９９∗∗∗ －０ ０７３５∗∗ －０ ０４３３ －０ ０７８０∗∗∗ －０ ０７８６∗∗∗ －０ ０７０３∗∗∗ －０ ０４７７∗

（０ ０１６６）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３１７） （０ ０４２９） （０ ０１８５）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１８５） （０ ０２８０）

ｔｙｐｅ
０ ０４６２∗∗∗ ０ ０４９８∗∗∗ ０ ０５６０∗∗∗ ０ ０３５０ ０ ０５１４∗∗∗ ０ ０４９３∗∗∗ ０ ０５４８∗∗∗ ０ ０７０４∗∗∗

（０ ０１６３） （０ ０１１４） （０ ０１８５） （０ ０２３７）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０９３） （０ ０１２４） （０ ０１４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１１２４ ０ ０６５１ ０ １２５５ －０ ０６９１ ０ ０６７３ ０ １０１３ ０ ０７９４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９４６） （０ ０７０９） （０ １１４７） （０ １７０１） （０ ０９４４） （０ ０７０９） （０ ０８４６） （０ １２９２）
Ａｄｊ Ｒ２ ０ ４７３７ ０ ４２３２ ０ ４２０９ ０ ５１８２ ０ ３６４２ ０ ３７５４ ０ ３８３５ ０ ４２４１

Ｎ ４２９ ７３７ ４２６ １９８ ５９１ １ ０８２ ７３６ ３６６

注： 文中只呈现了滞后 １ 年、 ３ 年和 ５ 年的结果， 其余年份结果备索；∗∗∗、∗∗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水
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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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不同投资目的地、 不同投资动机和 “一带一路” 国家样本的倾向得分匹配结果均通过了匹配平衡性检

验， 匹配结果有效。
避税地是指百慕大群岛、 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等。 篇幅限制， 此部分回归结果未呈现， 备索。



（五） 不同投资动机检验

不同投资动机类型和东道国要素联系的紧密程度存在很大差异， 本文对商贸服

务型和当地生产型企业分别匹配后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如表 ４ 所示。 方程 （１）
和方程 （５） 分别是商贸服务型和当地生产型投资产生的价值链效应， 结果显示核

心变量系数都显著为正， 表明两种类型投资对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均产生正向促进

作用。 其中， 当地生产型投资对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推升作用更大， 可能是当地

生产型投资更倾向于整合当地要素资源， 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滞后效

应检验结果显示， 商贸服务型和当地生产型的核心变量系数均为正， 但都呈现出整

体下降趋势。 商贸服务型投资滞后效应先升后降， 滞后 ５ 年效应不再显著， 而当地

生产型企业呈现先降后升态势， 滞后效应一直显著， 且当地生产型投资的滞后效应

的价值链提升作用明显大于商贸服务型。

表 ４　 不同投资动机的价值链效应及滞后效应检验

变量

商贸服务型 当地生产型

（１）
（２） （３） （４）

滞后 １ 年 滞后 ３ 年 滞后 ５ 年
（５）

（６） （７） （８）
滞后 １ 年 滞后 ３ 年 滞后 ５ 年

ｏｆｄｉ×ｔｉｍｅ
　 ０ ０２７６∗∗∗ 　 　 ０ ０２４８∗∗∗ 　 　 ０ ０３２６∗∗∗ 　 ０ ０１８６ 　 　 ０ ０５４９∗∗∗ 　 　 ０ ０３５０∗∗∗ 　 　 ０ ０３３１∗∗∗ 　 　 ０ ０３４４∗∗

（０ ００９４）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２１２）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１１６） （０ ０１１２） （０ ０１４６）

ｔｉｍｅ
－０ ０１５８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１７５∗ －０ ０２７４∗ －０ ０５９２∗∗∗ －０ ０２９９∗∗∗ －０ ０３０２∗∗∗ －０ ０３０２∗∗∗

（０ ０１０４）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９７）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１９８） （０ ０１１４）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１１４）

ｌｐｒｏｄ
０ ０２３３∗∗∗ ０ ０１８６∗∗∗ ０ ０２８２∗∗∗ ０ ０３３０∗ ０ ０３５５∗∗ ０ ０３４７∗∗∗ ０ ０３５９∗∗∗ ０ ０２４０∗∗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１７１） （０ ０１５９） （０ ０１０８） （０ ０１０８） （０ ０１２１）

ａｇｅ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１８３∗∗ －０ ０２０８∗∗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１１６ －０ ０２３８∗∗∗ －０ ０１５９∗∗ －０ ０１０３
（０ ００９０）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１０１） （０ ０１４０） （０ ０１００）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０８５）

ｓｉｚｅ
－０ ０１８７∗∗∗ －０ ０１４４∗∗∗ －０ ０１３６∗∗∗ －０ ０２６３∗∗∗ －０ ０２３９∗∗∗ －０ ０２２３∗∗∗ －０ ０２５４∗∗∗ －０ ０１７９∗∗∗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８７）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５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 ０１６１∗∗∗ －０ ０２２４∗∗∗ －０ ０１９８∗∗∗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１７９∗∗ －０ ０１４７∗ －０ ０１４０∗∗ －０ ０１８２∗∗∗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６０） （０ ００９７） （０ ００８４）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０５５） （０ ００６６）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４５０∗∗∗ －０ ０７３０∗∗∗ －０ ０３９０∗∗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４７５∗ －０ ０３０２ －０ ０５４９∗∗∗ －０ ０４７３∗∗

（０ ０１５１） （０ ０１２０） （０ ０１６６） （０ ０２８７） （０ ０２７２） （０ ０２４１） （０ ０１６５） （０ ０１９０）
ｔｙｐｅ ０ ０６６２∗∗∗ ０ ０６６９∗∗∗ ０ ０４５０∗∗∗ ０ ０３１６∗ ０ ０６４４∗∗∗ ０ ０５８１∗∗∗ ０ ０５８９∗∗∗ ０ ０３９３∗∗∗

（０ ０１２３） （０ ００９０） （０ ０１１２） （０ ０１６９） （０ ０１９２） （０ ０１２７） （０ ０１２６） （０ ０１４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８３０ －０ ０６９９ －０ １３９９ －０ １４６４ ０ １０５７ ０ ２７４２∗∗∗ －０ ２４８９∗∗∗ ０ １１６４
（０ １０２２） （０ ０８０４） （０ ０９６４） （０ １３５９） （０ １０９９） （０ ０６７２） （０ ０６３０） （０ ０８５７）

Ａｄｊ Ｒ２ ０ ３５４０ ０ ３６８３ ０ ４２５２ ０ ４８３７ ０ ５２１３ ０ ４５０３ ０ ５３５８ ０ ５２４５
Ｎ ７９０ １ ３４３ ８００ ３６０ ２８０ ５４０ ４４１ ２５１

注： 文中只呈现了滞后 １ 年、 ３ 年和 ５ 年的结果， 其余年份结果备索；∗∗∗、∗∗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水
平上显著。

（六） 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检验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极大推进了沿线国家贸易的便利化和深入发展。 中国

企业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否存在明显的价值链效应也是值得研

究的问题。 中国企业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①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效应检验结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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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核心变量系数显著为正， 中国企业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有助于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且交叉项系数大于整体样本系数， 凸显了

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的重要性。 滞后效应表明， 滞后 １ 年至 ５ 年核心变

量系数均为正， 系数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又下降的趋势， 显著性水平逐渐减弱， 滞后

５ 年已不再显著。 原因可能在于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占

据重要地位， 随着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所产生的价值链分工地位促进效应也逐渐

减弱。

表 ５　 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的价值链效应及滞后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一带一路国家 滞后 １ 年 滞后 ２ 年 滞后 ３ 年 滞后 ４ 年 滞后 ５ 年

ｏｆｄｉ×ｔｉｍｅ
　 ０ ０３９９∗∗ 　 ０ ０３６５∗∗∗ 　 ０ ０２６３∗∗ 　 ０ ０２７１∗∗ 　 ０ ０３１０∗ 　 ０ ０２６８

（０ ０１６８） （０ ０１０３） （０ ０１１１） （０ ０１２９） （０ ０１７３） （０ ０２３５）

ｔｉｍｅ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１６２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０９５

（０ ０１７９） （０ ００９４） （０ ０１１４） （０ ０１２２） （０ ０１５４） （０ ０２４７）

ｌｐｒｏｄ
０ ０２５１∗∗ ０ ０１８６∗∗ ０ ０１５８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１２３ －０ ０２０８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０７９） （０ ００９７） （０ ０１０８） （０ ０１２３） （０ ０２４３）

ａｇｅ
－０ ０１７５ －０ ０１６８∗∗ －０ ０１７５∗ －０ ０１９７∗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２４７∗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０９８） （０ ０１１０） （０ ０１１０） （０ ０１４６）

ｓｉｚｅ
－０ ０１４２∗∗ －０ ０１６４∗∗∗ －０ ０１７１∗∗∗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２４９∗∗∗ －０ ０１１５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１１７）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 ０２７８∗∗∗ －０ ０２０３∗∗∗ －０ ０１３６∗∗ －０ ０１９８∗∗∗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１４９）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３７３ －０ ０３４７∗∗ －０ ０３０１∗ －０ ０２９８ －０ ０２３９ －０ ０３５１

（０ ０２２８） （０ ０１４５） （０ ０１６９） （０ ０１８６） （０ ０２０１） （０ ０３６１）

ｔｙｐｅ
０ ０１７６ ０ ０２１１∗ ０ ０３３１∗∗ ０ ０１５９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２８６

（０ ０１８６） （０ ０１２２） （０ ０１５６） （０ ０１５７） （０ ０１７０） （０ ０２１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２００３∗ ０ １６９５∗∗ ０ １３０３∗ ０ ２５２３∗∗ ０ １４２０ ０ ２７９０∗

（０ １０９４） （０ ０７６８） （０ ０７３５） （０ １０３２） （０ １０４９） （０ １５３４）

Ａｄｊ Ｒ２ ０ ４６５０ ０ ４３７５ ０ ４３８４ ０ ４５１８ ０ ５１３８ ０ ５１１１

Ｎ ３１６ ５９７ ４９５ ４１２ ３１５ ２３１

注： 同表 ３。

五、 结论与启示

在 “走出去” 战略深入推进和全球价值链日益深化的背景下， 中国企业表现

出由被动嵌入到主动构建全球价值链的积极转变。 本文利用企业微观数据在对企业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测度的基础上， 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实证检验了企业对外

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效应。 结果表明： 第一，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

价值链分工地位促进效应， 随着时间推移， 价值链效应逐渐增强； 第二， 不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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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效应差异较大， 投资发达国家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

作用更大， 持续时间更长， 对避税地的投资不能明显促进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 投

资于避税地之外的国家或地区产生的价值链效应更为明显； 第三， 不同投资动机检

验结果显示， 当地生产型投资明显比商贸服务型投资具有更大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提

升效应， 并呈现出和整体样本类似的滞后效应趋势； 第四， 对 “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效应显著大于整体样本平均水平， 显现出 “一带一路” 倡

议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价值链升级和重塑的重要意义。
本文研究对中国企业实现价值链攀升、 构建以我国为主导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具

有较强的政策启示： 第一， 继续推进企业 “走出去” 战略， 鼓励企业抱团加入到

条件成熟的东道国产业集群中， 有效整合自身优势和全球生产资源， 充分发挥边际

产业转移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 实现中国企业全球生产网络的构建。 第二， 依据不

同类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价值链效应的差异性， 引导企业实施差异化对外直接投

资， 一方面， 引导和鼓励当地生产型投资依托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和资本形成能

力， 利用东道国有利的要素资源， 打造融合非实体高端服务和生产制造的价值链主

导型企业， 为中国产业迈上价值链中高端提供内在升级力量； 另一方面， 鼓励加大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发挥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经验， 争

取登上创新驱动型经济运行轨道。 第三， 鼓励企业抓住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

契机， 发挥国内市场和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联动性， 延长产业价值链， 提升

附加值、 培育核心竞争力， 逐步成为全球价值链上的 “链主”， 积累构建中国企业

主导的全球生产链的能力和经验， 实现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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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刘斌，王杰，魏倩  对外直接投资与价值链参与：分工地位与升级模式［Ｊ］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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