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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首先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含义、 表现及测度， 在此基础上对

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建模分析， 并采用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中

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

跨国并购的规模、 多元化程度具有显著的抑制效用， 这种抑制效用在金融危机发生之

后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进一步分析发现， 企业跨国投资的不可逆程度、 投资机会以及

股权性质均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并购规模和多元化程度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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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近年来， 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规模增长迅速， 《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

计公报》 数据显示， ２０１７ 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达到了 １ ５８２ ９ 亿美元， 而

２００４ 年仅为 ３０ ０ 亿美元。 同时， 也要认识到， 中国跨国并购失败率仍然很高。 造

成企业并购搁置或失败的因素有很多， 既包括国家层面的因素， 如经济政策、 制度

环境、 文化差异 （Ｊｅｎｓ， ２０１７［１］； Ｋａｎｄｉｌｏｖ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２］； 向洪金等， ２００９［３］ ）， 也

有企业层面的原因， 如国际化经验、 企业规模、 多元化程度 （ Ｓｈｉｍｉｚ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４］； 吴静芳和陈俊颖， ２００８［５］； Ｂｈａｇａ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６］ ）。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 由

世界各国经济政策的频繁变动而引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问题引发了大量的讨论， 国

际前沿研究开始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国并购的影响， 焦点也主要集中于对外投

资长期增长缓慢与全球投资环境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之间内在关联的讨论 （Ｄｉｘｉｔ ，
２０１１［７］； Ｊｕｌｉｏ ａｎｄ Ｙｏｏｋ， ２０１２［８］； Ｇｕｌｅｎ ａｎｄ Ｉｏｎ， ２０１６［９］； Ｊｕｌｉｏ ａｎｄ Ｙｏｏｋ， ２０１６［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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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已有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方面， 研究对象以发达国家为主， 鲜有文

献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 另一方面， 现有研究关于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较为片面， 难以量化， 指标的时变性和连续性较差。
经济政策具有协调资源配置、 熨平经济波动、 引导产业发展的功能， 不仅可以

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饶品贵等， ２０１７） ［１１］， 还可以通过对外部环境的塑造和

市场规则的制定来指导微观企业的运营， 实现政府宏观调控的目的 （陈国进和王

少谦， ２０１６） ［１２］。 然而， 经济政策的变动又会作用于企业的生产运营活动， 并通过

改变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来影响其投资决策 （李凤羽和杨墨竹， ２０１５） ［１３］。 那么，
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 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的跨国并

购行为有何影响呢？
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企业投资决策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目前形成了两

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不确定性的上升会促进企业投资 （Ｏｉ， １９６１［１４］；
Ａｂｅｌ ａｎｄ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１９８６［１５］； Ｓｅｇａ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１６］），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确定性

的上升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抑制效用 （Ｇｉｌｃｈｒｉｓ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李凤羽和杨墨竹，
２０１５； Ｇｕｌｅｎ ａｎｄ Ｉｏｎ， ２０１６［１７］）。 尽管大量研究从不同角度对上述观点进行验证， 并

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但现有研究关注的仍然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本土企业投资的影

响 （Ｌｕｃａ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 １９７１［１８］；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１９］； Ｋｅｌｌｏｇｇ， ２０１４［２０］ ）， 忽视

了其对外资企业的影响。 事实上， 经济政策对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作用效果具有

明显差异： 一方面， 跨国资本由于受到国家边界的约束， 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往

往会面临东道国的资本限制和差别税收待遇 （Ｊｕｌｉｏ ａｎｄ Ｙｏｏｋ， ２０１６）； 另一方面，
东道国对本土投资者和外商投资者往往会采取有差异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约束， 相较

于国内投资， 外商投资对经济政策环境的波动更为敏感 （Ｄｉｘｉｔ， ２０１１）， Ｊｅｎｓ
（２０１７） 指出与国内平均投资水平约 ４ ５％的降幅相比， 经济政策变动对外商投资水

平降低的作用则更为明显。 与围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产生的激烈讨论相

比， 学术界关于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投资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相对较

少。 Ｒｏｄｒｉｋ （１９９１） ［２１］通过构建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企业跨国投资决策模型， 发现经济

政策改革产生的不确定性会阻碍国外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Ｃｈｅｎ 和 Ｆｕｎｋｅ （２００３） ［２２］发

现当投资是部分不可逆时， 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外商投资产生抑制效用， 政策的不确定

性使得外商投资者放弃或撤回投资决策， 并对东道国的政策环境保持持续的关注， 以

决定未来是否进行投资。 Ｊｕｌｉｏ 和 Ｙｏｏｋ （２０１６） 通过对选举前后外商投资流量数据的

比较发现， 当有选举事件发生时， 美国企业对该国的投资流量显著降低， 而在由于选

举产生的不确定性得到解决之后美国企业对该国的投资流量将回升。
随着企业对外投资研究的深入， 研究视角也从传统一元的规模分析拓展到了二

元的结构特征分析 （杨连星等， ２０１６） ［２３］。 相较于关于出口和对外投资二元边际的

广泛研究， 现有文献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国并购的二元结构的研究还比较

少。 本文借鉴现有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领域对二元边际的分解， 探讨了东道国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规模和多元化程度两个维度的影响， 进一步厘清

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二元边际的作用效果， 为今后中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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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升跨国并购绩效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 理论模型

生产折衷理论认为， 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 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

时才有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 本文考虑一个代表性企业 ｉ 在实现净现值最大化

的框架下的跨国并购行为。 借鉴 Ｂｏｎｄ 和 Ｍｅｇｈｉｒ （１９９４） ［２４］ 的基本模型， 在不考虑

运输成本和税收的条件下， 企业 ｉ 当期的最大化价值函数可定义为：

Ｖｔ（Ｋ ｉ，ｔ －１） ＝ ｍａｘＬ， Ｉ ｛∏（Ｋ ｉ，ｔ， Ｌｉ，ｔ， Ｉｉ，ｔ） － Ｃ（Ｋ ｉ，ｔ， Ｌｉ，ｔ， Ｉｉ，ｔ） ＋ βｔ
ｉ，ｔ ＋１Ｅ ｔ［Ｖｔ ＋１（Ｋ ｉ，ｔ）］｝

（１）
　 　 其中，∏（Ｋ ｉ，ｔ， Ｌｉ，ｔ， Ｉｉ，ｔ） 为企业的利润函数； Ｃ（Ｋ ｉ，ｔ， Ｌｉ，ｔ， Ｉｉ，ｔ） 表示的是企业

的并购成本， 为了进一步简化模型， 用 Ｒ（Ｋ ｉ，ｔ， Ｌｉ，ｔ， Ｉｉ，ｔ） 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期的净利

润现值， 即 Ｒ（Ｋ ｉ，ｔ， Ｌｉ，ｔ， Ｉｉ，ｔ） ＝∏（Ｋ ｉ，ｔ， Ｌｉ，ｔ， Ｉｉ，ｔ） － Ｃ（Ｋ ｉ，ｔ， Ｌｉ，ｔ， Ｉｉ，ｔ） ； Ｋ ｉ，ｔ 表示的

是企业的资本存量， Ｋ ｉ，ｔ ＝ （１ － δ）Ｋ ｉ，ｔ －１ ＋ Ｉｉ，ｔ －１ ； δ 表示的是资本折旧率； Ｌｉ，ｔ 表示的是

企业 ｉ 的劳动力投入水平； Ｉｉ，ｔ 为企业 ｉ 的并购水平。 Ｅ ｔ［Ｖｔ ＋１（Ｋ ｉ，ｔ）］ 表示的是根据当

期可获得的信息、 利率水平和价格等的条件期望函数。 βｔ
ｉ，ｔ ＋１ 表示企业的贴现因子，

定义 ｒｉ，ｔ 为企业 ｉ 在 ｔ 期的名义回报率， 有 βｔ
ｉ，ｔ ＋１ ＝ １ ／ （１ ＋ ｒｉ，ｔ） 。

利用包络定理， 可以求解出方程 （１） 用欧拉方程表示的最优并购水平：
Ｖ（Ｋ ｉ，ｔ －１）
Ｋ ｉ，ｔ －１

＝ （１ － δ）
Ｒ（Ｋ ｉ，ｔ， Ｌｉ，ｔ， Ｉｉ，ｔ）

Ｋ ｉ，ｔ

＋ （１ － δ）βｔ
ｉ，ｔ ＋１Ｅ ｔ［λ ｉ，ｔ ＋１］ （２）

定义 λ ｉ，ｔ ＝ Ｖ（Ｋ ｉ，ｔ －１） ／ Ｋ ｉ，ｔ －１ ， 将方程 （２） 代入方程 （１） 关于并购水平 Ｉｉ，ｔ 的
一阶条件， 可以得到：

Ｒ（Ｋ ｉ，ｔ， Ｌｉ，ｔ， Ｉｉ，ｔ）
Ｉｉ，ｔ

＋
λ ｉ，ｔ

１ － δ
＝ ０ （３）

结合方程 （２） 和方程 （３）， 消去变量 λ ｉ，ｔ ， 可以得到企业 ｉ 关于投资水平的

欧拉方程：

（１ － δ）βｔ
ｉ，ｔ ＋１Ｅ ｔ［

Ｒ（Ｋ ｉ，ｔ ＋１， Ｌｉ，ｔ ＋１， Ｉｉ，ｔ ＋１）
Ｉｉ，ｔ ＋１

］ ＝
Ｒ（Ｋ ｉ，ｔ， Ｌｉ，ｔ， Ｉｉ，ｔ）

Ｉｉ，ｔ
＋
Ｒ（Ｋ ｉ，ｔ， Ｌｉ，ｔ， Ｉｉ，ｔ）

Ｋ ｉ，ｔ

（４）
上述模型是在企业对未来收益可预期的假设前提下进行分析的， 忽视了企业跨

国并购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风险， 有必要对模型进行修正。 假设经济政策不确定

条件下企业的利润函数定义为： ∏∗
（Ｋ ｉ，ｔ， Ｌｉ，ｔ） ＝ （１ － ｇ）∏（Ｋ ｉ，ｔ， Ｌｉ，ｔ） ， 其中，

∏（Ｋ ｉ，ｔ， Ｌｉ，ｔ） 表示的是不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利润函数， ｇ 为东道国

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的代理变量， 并且有 ０＜ｇ＜１。 由于企业投资存在一定的沉没成

本和不可逆成本， 企业的成本函数可表示为：

Ｃ（ Ｉ） ＝
ａＫ ＋ ｐＫＩｉ，ｔ ＋ ｃ（ Ｉｉ，ｔ）， Ｉｉ，ｔ ≠ ０
０　 　 　 　 　 　 　 　 　 Ｉｉ，ｔ ＝ 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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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Ｋ 为跨国并购的固定成本， 当企业不进行跨国并购时， 固定成本为 ０。 ｐＫＩｉ，ｔ 为
跨国并购产生的资本购买成本， ｐＫ 为企业购买的单位资本的价格。 ｃ（·） 表示的是跨

国并购的可变成本函数， 函数形式为投资规模 Ｉ 的连续凸函数， 并且有 ｃ（０） ＝ ０ 。
本文对可变成本函数定义如下：

ｃ（ Ｉｉ，ｔ） ＝ １
２
γＩ２ （６）

基于上述假设条件， 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企业净利润函数为：

　 　 　 Ｒ（Ｋ ｉ，ｔ， Ｌｉ，ｔ， Ｉｉ，ｔ） ＝ ∏∗
（Ｋ ｉ，ｔ， Ｌｉ，ｔ） － ［ａＫ ＋ ｐＫＩｉ，ｔ ＋

１
２
γＩ２ｉ，ｔ］ （７）

进一步对公式 （７） 分别求 Ｋ ｉ，ｔ 和 Ｉｉ，ｔ 的一阶导数， 可得：

Ｒ（Ｋ ｉ，ｔ， Ｌｉ，ｔ， Ｉｉ，ｔ）
Ｋ ｉ，ｔ

＝
∏∗

（Ｋ ｉ，ｔ， Ｌｉ，ｔ）
Ｋ ｉ，ｔ

　 　 　 　 　 （８）

Ｒ（Ｋ ｉ，ｔ， Ｌｉ，ｔ， Ｉｉ，ｔ）
Ｉｉ，ｔ

＝
∏∗

（Ｋ ｉ，ｔ， Ｌｉ，ｔ）
Ｋ ｉ，ｔ

－ ｐＫ － γＩｉ，ｔ （９）

将方程 （８） 和 （９） 代入到方程 （４）， 可以得到：

（１ － δ）βｔ
ｉ，ｔ ＋１Ｅ ｔ［

Ｒ（Ｋ ｉ，ｔ ＋１， Ｌｉ，ｔ ＋１， Ｉｉ，ｔ ＋１）
Ｉｉ，ｔ ＋１

］ ＝
∏∗

（Ｋ ｉ，ｔ， Ｌｉ，ｔ）
Ｋ ｉ，ｔ

＋

　 　 　 　 　
∏∗

（Ｋ ｉ，ｔ， Ｌｉ，ｔ）
Ｋ ｉ，ｔ

－ ｐＫ － γＩｉ，ｔ （１０）

将方程 （１０） 改写成关于跨国并购规模与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函数：

Ｉｉ，ｔ ＝
２（１ － ｇ）

γ
∏（Ｋ ｉ，ｔ，Ｌｉ，ｔ）

Ｋ ｉ，ｔ

－ （１ － δ）
γ

βｔ
ｉ，ｔ ＋１Ｅ ｔ

Ｒ（Ｋ ｉ，ｔ ＋１，Ｌｉ，ｔ ＋１，Ｉｉ，ｔ ＋１）
Ｉｉ，ｔ ＋１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ｐＫ

γ

（１１）
从方程 （１１） 可以看出， 并购规模 Ｉ 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 ｇ 的一阶偏导数

小于 ０， 即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的上升会引起企业跨国并购规模的下降。 东

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并购规模的作用程度如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通过

何种渠道作用于企业并购决策的？ 接下来， 本文将利用实证研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和考察。

三、 计量模型构建及指标设计

（一） 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母国企业跨国并购二元

边际的影响， 以及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投资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
本文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Ｍｅｒｇｅｉｋｔ ＝ β０ ＋ β１ＰＵＣＩｉｊ，ｔ －１ ＋ β２ＴＱｉ，ｔ －１ ＋ β３ＬＥＶｉ，ｔ －１ ＋ β４Ｓｉｚｅｉｔ ＋ β５ＲＯＡｉｔ ＋ β６ＣＦＲ ｉｔ ＋

β７ＩＰＶＥＲｉｔ ＋ β８ＨＥＲＦｉｔ ＋ β９ＳＨＰｉｔ ＋ β１０ＧＤＰＧｔ－１ ＋ β１１ＨＳＩＺＥｔ－１ ＋ ｖｉ ＋ ｕｋ ＋ εｉｋｔ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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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下标 ｉ、 ｋ、 ｔ 分别表示企业、 行业和年份， ｖｉ表示企业不随时间变化的

非观测效应， ｕｋ表示的是行业效应， εｉ ｋ ｔ 表示的是服从正态分布 Ｎ （０， δ ２） 的随

机扰动项。 被解释变量 Ｍｅｒｇｅｉｋｔ表示的是企业跨国并购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 解

释变量 ＰＵＣＩｉｊ，ｔ －１表示企业 ｉ 在东道国 ｊ 第 ｔ－１ 期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对东道

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一阶滞后是因为投资者会依据之前的经济政策来制定当期

的投资决策。 为了控制企业层面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 本文

进一步加入了如下控制变量： 企业 ｉ 在 ｔ－１ 期的 ＴｏｂｉｎＱ （ＴＱ）、 财务杠杆 （ＬＥＶ），
在 ｔ 期的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资产收益率 （ＲＯＡ）、 现金流比率 （ＣＦＲ）、 股权集中

度 （ＨＥＲＦ）、 机构持股比例 （ ＩＰＶＥＲ）、 股权性质 （ＳＨＰ）， 以及在 ｔ－１ 期的 ＧＤＰ
增长率 （ＧＤＰＧ）。 为了控制季度因素造成的企业跨国并购差异， 本文还加入了季

度虚拟变量 Ｑｕａｒ。
（二） 指标变量定义

１ 跨国并购二元边际测算

借鉴已有对外投资二元边界的定义， 在 Ａｒａｕｊｏ 等 （２０１７） ［２５］ 的 ＡＬＰ 模型的基

础上， 将跨国并购的结构特征分解为以企业对特定东道国特定行业的平均并购成交

额表示的集约边际和以对特定行业的并购完成数量表示的扩展边际两个维度， 其中

集约边际代表企业并购规模大小 （以一年中母国企业对东道国行业对的平均并购

成交额表示）， 扩展边际代表企业并购的多元化水平 （以一年中母国企业对东道国

行业对的并购数量表示）。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ｍｅｒｇｅｖａｌｕｅｉｔ ＝ ∑
ｊ ＝ １， ｈ ＝ １

ｍｅｒｇｅｖａｌｕｅｉｊｈｔ ＝ 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ｉｔüþ ýï ï ï ï

集约边际

×∑
ｊ ＝ １

（ｍｅｒｇｅｎｕｍｉｊｔüþ ýï ï ï ï

扩展边际

） 　 　 （１３）

其中， 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ｉｊｔ ＝ ∑
ｈ ＝ １

ｍｅｒｇｅｖａｌｕｅｉｊｈｔ ／ ｍｅｒｇｅｎｕｍｉｊｈｔ （１４）

ｍｅｒｇｅｖａｌｕｅｉｔ表示母国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跨国并购成交总额， ｍｅｒｇｅｖａｌｕｅｉｊｈｔ表示的是

企业 ｉ 在年份 ｔ 对国家 ｊ 的行业 ｈ 的并购成交额， 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ｉ ｔ表示的是企业 ｉ 在年

份 ｔ 的国家行业对的平均并购成交额， ｍｅｒｇｅｎｕｍｉｊｔ表示的是企业 ｉ 在年份 ｔ 对国家 ｊ
并购的行业数量。

２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

目前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多是利用其他代理变量来进行描述， 如领导人

选举 （Ｇｏｏｄｅｌｌ ａｎｄ Ｂｏｄｅｙ， ２０１０； Ｊｕｌｉｏ ａｎｄ Ｙｏｏｋ， ２０１２［２６］； 贾倩等， ２０１３［２７］ ）、 新

政策颁布 （Ｐａｓｔｏｒ ａｎｄ Ｖｅｒｏｎｅｓｉ， ２０１２［２８］； Ｐａｓｔｏｒ ａｎｄ Ｖｅｒｏｎｅｓｉ， ２０１３［２９］ ）、 恐怖袭

击 （Ｂｌｏｏｍ， ２００９） ［３０］等。 上述方法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

进行量化， 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一方面， 经济政策变动既涵盖了经济不确

定性， 还包括政策的不确定性， 仅仅通过单一的指标并不能有效地对其进行度量；
另一方面， 上述代理指标不仅无法对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加以量化， 还无法对同一

时间不同地区以及同一地区不同时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比较， 在时变性和连

续性方面存在不足 （Ｇｕｌｅｎ ａｎｄ Ｉｏｎ， ２０１６）。 Ｂａｋｅｒ 等 （２０１６） ［３１］则通过对各国公开

发行的报纸、 预测报告等进行多维度分析， 并计算出各国月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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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ＥＰＵＩ）， 该指数具有较强的综合性， 能够有

效地反映一国的经济政策变动情况， 已被大量学者采纳使用 （ Ｋ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３２］； 李凤羽和杨墨竹， ２０１５； Ｇｕｌｅｎ ａｎｄ Ｉｏｎ， ２０１６）。 本文利用该指数对东道

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进行度量。
３ 其他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企业层面和宏观经济因素， 本文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 Ｔｏｂｉｎｓ Ｑ， 表

示企业的投资机会， 参照陈国进和王少谦 （２０１６） 的方法， 将 Ｔｏｂｉｎｓ Ｑ 定义为企

业的总市值与总资产之比； ＬＥＶ， 表示企业未来的财务风险， 用季末总负债与季末

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 Ｓｉｚｅ （企业规模）， 用企业季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
ＲＯＡ， 表示企业的经营状况， 用企业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表示； ＣＦＲ （现金流比

率）， 表示企业的营运能力， 用季度经营性现金流与季末总资产的比值表示；
ＩＰＶＥＲ （机构持股比例）， 用机构投资者持有的流通 Ａ 股比例表示； ＳＨＰ （股权性

质）， 如果属于国有企业， 其股权性质变量为 １， 否则为 ０； ＨＥＲＦ （股权集中度），
用前五位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 ＧＤＰＧ （ＧＤＰ 增长率）： 用年度 ＧＤＰ 的同比增长率

表示； Ｈｓｉｚｅ （东道国市场规模）， 用各国居民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衡量 （２０１０ 年不

变价美元）。
（三）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研究样本囊括了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 日—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中国企业海外

并购， 数据来源于 ＺＥＰＨＹＲ 全球并购数据库。 跨国并购样本选择标准如下： 一是

并购宣布时间介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 日—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是样本只包含已完成

的并购交易； 三是并购方为中国企业， 被并购方为非中国企业； 四是并购完成后，
并购方持有被并购方 ５０％以上股份。 考虑到上市公司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 因此

本文进一步将样本限定为在国内上市的企业， 公司层面数据来源于国泰数据库， 宏

观经济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东道国市场规模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基于本文构建的计量模型，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ｌｕｅ ４１６ １１ １９６１ ２ ３６９５ ２ ０２９ １１ １７
ｍｅｒｇｅｎｕｍ ４００ ２ ６１７５ ２ ３６４４ １ ２
ＰＵＣＩ ４１６ １４６ ９３６７ ６９ ９９５７ ３０ ３４ １３７ ９
ＴＱ ４１６ ３ ２７１６ ３ ２１５８ ０ ８４９３ ２ ４０５
ＬＥＶ ４１６ ０ ４６４４ ０ ２１８６ ０ ００９９ ０ ４７０６
Ｓｉｚｅ ４１４ ５ ９２２５ ０ ８６５９ ４ ５６７０ ５ ７５００
ＲＯＡ ４０７ ０ ０４６２ ０ ０６２６ －０ ８１７３ ０ ０４０９
ＣＦＲ ４１４ ０ ０３９７ ０ ３５７５ －０ ３１４５ ０ ０１３４
ＩＰＶＥＲ ４１４ ０ ５５２６ ６ ３２０９ ０ ００１４ ０ １５５９
ＨＥＲＦ ３９７ ０ ０６４５ ０ ０７７６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４４６
ＧＤＰＧ ４０３ ０ ５６４７ ０ １６７８ ０ １９１３ ０ ５６６８
ＨＳＩＺＥ ４１６ ０ ０８０８ ０ ０１６０ ０ ０６８０ ０ ０７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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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 基本模型估计结果

由于本文样本为非平衡面板数据， 估计结果易受到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影响，
Ｄｒｉｓｃｏｌｌ 和 Ｋｒａａｙ （１９９８） ［３３］指出当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问题时， ＤＫ 模型的估

计结果会更加稳健。 因此， 本文使用考虑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因素的固定效应模型

（ＤＫ 模型） 对基准模型进行估计。 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跨国并购二元边际的回归结果

变量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ＵＣＩｔ－１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１２
（－２ ３９） （－５ ０３） （－２ ６０） （－０ ３２） （－０ １７） （－０ ９２）

ＴｏｂｉｎＱｔ－１
０ １４８５∗∗∗ ０ ０９６２∗∗∗ ０ １１７２∗∗∗ ０ １４２８∗∗∗ ０ ０８９２∗∗∗ ０ ０８２３∗∗∗

（１３ ２８） （３ ７５） （６ ０３） （５ ３４） （３ ７２） （２ ９５）

ＬＥＶｔ－１
－１ ３１６４ －０ ４４０２ －１ ７４１７∗∗ ０ １１６１ －０ ５８７３ －０ ５０２３

（－１ ６１） （－０ ７７） （－２ １７） （０ １８） （－０ ６８） （－０ ９４）

ＳＩＺＥ １ ７３２５∗∗∗ １ １８１６∗∗∗ １ ６６４０∗∗∗ ０ ３６０９∗ ０ ５２５２∗∗∗ ０ ３１７６∗∗∗

（６ ２２） （９ １３） （７ ７５） （１ ８８） （３ ６７） （２ ２４）

ＲＯＡ １０ １０９９∗∗∗ －４ ６７８７∗∗∗ －９ ６８９２∗∗∗ －４ ６３６１∗ －３ １２６８∗∗∗ －３ ９００２∗∗∗

（－７ ７２） （－３ ２７） （－８ ５７） （－１ ８１） （－２ ９３） （－２ ２１）

ＣＦＲ ０ ８０３０∗∗∗ ０ ７４０９∗∗∗ ０ ７２２２∗∗∗ ０ １５５５ －０ １３４１∗ ０ ０４７６
（２ ３８） （３ ７４） （２ ３７） （０ ８０） （－１ ８１） （０ ２８）

ＩＶＰＥＲ
０ ２２５９ －１ ９２３２ －１ ０１８９ －１ ２７９１ －１ １２９６ －２ ６７１４∗

（－０ １９） （－１ ７３） （－１ ０５） （－０ ７８） （－１ １２） （－１ ８５）

ＨＥＲＦ
－０ １８６５ ０ ４４６３ ０ ０６１５ －０ ８８４２∗∗ －０ ２２１８ －０ ４０１２

（－０ ２３） （１ ２２） （０ ０８） （－１ ９９） （－０ ５２） （－０ ７１）

ＳＨＰ ０ ４５４７∗ ０ ４６４９∗∗ ０ ４８６１∗∗∗ ０ ４３９５
（１ ６６） （２ ０１） （３ ３２） （１ ３８）

ＧＤＰＧｔ－１
－１５ ７０４１∗∗∗ －１０ ６２９３∗ －１６ ７８７３∗∗∗ －２１ ９９５７∗∗∗

（－５ ４３） （－５ １３） （－２ ３８） （－２ ５０）

ＨＳＩＺＥｔ－１
０ ２５９６∗∗∗ ０ ３７５０∗∗∗ ０ ６４３７∗∗∗ ０ ６４６９∗∗∗

（２ ７３） （２ ９５） （４ ６６） （５ ０２）

常数项
１ ３８７５ ２ ９４８９∗∗∗ －０ ８９８７ －０ ９３１２ －５ １５７１∗∗∗ －４ ９７６０∗∗∗

（１ ０３） （２ １５） （－０ ５３） （－０ ８３） （－３ ７０） （－４ ０９）
季度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Ｆ ２１３ ０１∗∗∗ １９ ８３∗∗∗ １６３ ５４∗∗∗ １６６ ６２∗∗∗ １２ ２９∗∗∗ １３６ ３７∗∗∗

Ｒ２ ０ ３５３１ ０ ２５８１ ０ ３９６１ ０ ２４９６ ０ １９５０ ０ ３７２１
样本量 ３８１ ３９７ ３８１ ３８１ ３８１ ３８１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模型 （１） － （３） 列出了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集约边际

的影响， 结果显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表明东道国经济政

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国并购规模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 出现上述结果的可能原因在

于： 一方面， 投资机会作为企业期权的一种特殊形式， 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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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会通过提高期权价值的方式增加企业的边际投资成本， 从而抑制企业投资规

模； 另一方面， 经济政策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工具， 在经济下行或不景气的环境

下， 东道国政府为了保障经济的平稳， 往往会改变现行的招商引资政策， 如在金融

危机之后， 奥巴马政府提出的 “制造业回归” 战略迫使部分中国企业改变原先的

投资策略， 选择以出口而不是并购的方式进入到美国市场。 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

程度的上升同时还会使并购企业面临一定的融资约束， 企业在制定并购策略时会更

加慎重。
模型 （４） － （６） 的回归结果显示， 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国并购

的扩展边际同样具有一定的抑制效应， 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

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二元结构特征， 会同时影响并购的规模和行业种类， 这说明仅从

一国投资规模总量或微观企业投资行为视角来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投

资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外投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结构性特征。 经济政策不

确定性对跨国并购扩展边际产生抑制效应的原因可能在于： 首先， 经济政策不确定

性的提高会使企业在制定新的投资决策时变得更为谨慎， 当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

性程度较高时， 对于跨国投资企业而言， 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即代表企业投资遇

到的风险， 从而无法对新增投资的未来收益和回报产生乐观的预期； 其次， 不确定

性程度的提高也会增加企业投资的等待成本和机会成本， 使得企业不愿意开展新的

并购投资。
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显示， 企业自身的规模和 Ｔｏｂｉｎｓ Ｑ 对企业跨国并购

的规模和多元化程度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企业资产收益率和现金流比率对跨国

并购规模和多元化程度的作用结果相左， 其中资产收益率显著抑制了跨国并购决策

的制定， 而现金流比率则对企业跨国并购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机构持股比例和股

权集中度对于企业跨国并购规模和多元化程度的影响均不显著。 股权性质对于企业

跨国并购规模的扩大具有一定的促进效应， 却会对企业并购的多元化程度产生负面

影响， 这说明相较于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总体表现出规模大、 多元化

程度低的特征。
（二） 不同经济周期下的并购二元边际估计

在金融危机之后如何避免经济的衰退和萧条已成为各国政府工作的重点， 通过

改变现行的经济政策对企业行为进行干预成为通行的做法。 当一国经济处于衰退期

时， 投资者会对政府通过改变现行经济政策以稳定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预期

（Ｐａｓｔｏｒ ａｎｄ Ｖｅｒｏｎｅｓｉ， ２０１３）， 进而影响投资者对投资决策的制定。 本文以 ２００８ 年

为界， 进一步将样本期分为金融危机前和金融危机后两个阶段， 来考察不同经济周

期下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国并购二元边际的影响。
表 ３ 是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对不同经济周期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集约边际和

扩展边际影响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经济周期下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规模和多元化程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化特征， 在金融危机

前， 集约边际模型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扩展边际模型中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而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 无论是集约边际还是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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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边际， 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其可能原因在于： 一方

面， 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外部需求、 流动性资金需求渠道来影响企业的投

资行为， 当经济处于衰退期时， 企业将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 另一方面， 经济衰退

直接引致失业率增加， 消费水平下降， 外部需求不足引致企业生产和出口总量下

降， 企业多元化发展战略受到限制。 此外， 经济繁荣时期的经济政策处于相对稳定

的状态， 加之经济繁荣时期市场需求旺盛， 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较小， 有充足

的外部资金来进行跨国并购活动， 企业在制定对外投资战略时也更加注重东道国市

场的投资机会。 而在经济衰退期， 东道国政府会制定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 经济政

策也更倾向于保护本土企业， 此时， 外商投资者无法对东道国未来的经济政策产生

合理预期， 投资环境充满较大的不确定性。 经济衰退同时还会引致市场有效需求不

足， 此时任何的资本撤离和投资退出都会使企业面临重大投资损失， 因此在经济衰

退期， 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会更加谨慎和慎重。

表 ３　 不同经济周期下的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金融危机前 金融危机后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ＰＵＣＩｔ－１
－０ ００８２∗∗∗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１６∗∗∗

（－２ １３） （－０ １４） （－２ ０６） （－１ ８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７０９４ ０ ７９１４ ０ ４０８３ ０ ３９８２
样本量 ４９ ４９ ３３２ ３３２

注： 为节省篇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表示加入了本文的主要控制变量 （含季节与行业固定效应）；∗∗∗表示在 １％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

五、 进一步扩展

对于投资者而言， 无论是跨国并购还是绿地投资， 都会产生一定的投资成本，
而这部分成本中总有一部分是不可逆的， 即企业无法在变更决策时收回这部分成本

（李凤羽和杨墨竹， ２０１５）。 当企业面临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时， 投资的不可逆性

会增加等待投资的信息价值 （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 １９９１） ［３４］， 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所承担的成

本也会增加， 从而使得企业放弃投资决策并转向其他贸易方式①。 此时， 受到投资

不可逆程度的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强。 因

此， 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１： 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国并购规模和多元化程度的抑制效

应会随着投资不可逆程度的上升而得到强化。
有学者指出， 企业的资本投资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定的投资机会上的 （朱

松和夏冬林， ２０１０） ［３５］， 投资机会较多的企业在投资规模上也往往更大， 当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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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机会下降时， 企业的投资规模也会减小， 即企业的投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企业面临的投资机会的约束。 那么， 当企业的投资机会发生改变时， 东道国经济政

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必然会发生改变。 基于以上研究， 本文做出如下

假设。
假设 ２： 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国并购规模和多元化程度的抑制效

应会随着企业投资机会的增加而减弱。
除了投资不可逆程度和投资机会可能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跨国并购之间

的关系产生影响外， 本文认为企业的股权性质同样会对二者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影

响： 首先， 相较于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往往能得到政府政策的倾斜和扶持， 在要

素供给、 税费以及工商管理等方面享受特别待遇， 同时， 国有企业凭借自身的行业

垄断地位和国有背景， 更容易通过外部融资来筹集资金进行投资活动； 其次， 国有

企业往往承担了保障就业、 促进经济增长、 维持原料供给和基本生产生活等社会责

任； 最后， 国有企业也是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先行者， 其投资动机和意图与非国有

企业存在明显的差异， 上述因素使得国有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性要小于

非国有企业。 因此， 对于具有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而言，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

对外投资规模和多元化程度的影响不同， 因此， 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３： 相较于非国有企业， 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有企业跨国并购规

模和多元化程度的抑制效应较小。
为了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和验证， 本文进一步对公式 （１） 进行扩展， 在基础

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投资不可逆程度 （ＤＩＩ）、 投资机会 （ ＩＯ） 和股权性质 （ＳＨＰ）
与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的交互项， 以考察企业自身因素对跨国并购决策的调

节作用， 并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Ｍｅｒｇｅｉｋｔ ＝ β０ ＋ β１ＰＵＣＩｉｊ，ｔ －１ ＋ β２Ａｄｊｕｓｔｉｔ ＋ β３Ａｄｊｕｓｔｉｔ × ＰＵＣＩｉｊ，ｔ －１ ＋ β４ＬＥＶｉ，ｔ －１ ＋

β５Ｓｉｚｅｉｔ ＋ β６ＣＦＲ ｉｔ ＋ β７ＩＰＶＥＲ ｉｔ ＋ β８ＨＥＲＦ ｉｔ ＋ β９ＳＨＰ ｉｔ ＋ β１０ＧＤＰＧ ｔ －１ ＋
β１１ＨＳＩＺＥ ｔ －１ ＋ ｖｉ ＋ ｕｋ ＋ εｉｋｔ （１５）

Ａｄｊｕｓｔｉｔ表示企业跨国并购的受限变量， 在本文中分别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期所面临

的投资不可逆成本、 投资机会以及企业的股权性质， 而 Ａｄｊｕｓｔｉｔ与 ＰＵＣＩｉｊ，ｔ－１的交互项

则分别表示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上升 （下降） 时， 上述受限变量对中国企

业跨国并购决策的调节作用。 对于企业投资不可逆程度的度量， 由于无法获取各企

业对相应东道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因此本文借鉴 Ｇｕｌｅｎ 和 Ｉｏｎ （２０１６） 以及李

凤羽和杨墨竹 （２０１５） 对企业投资不可逆程度的度量方法， 用企业对各个国家相

应季度的并购总额在总资产中的比重来衡量企业对相应国家的投资不可逆程度， 该

指标值越大， 说明企业对相应东道国的投资不可逆程度越高。 借鉴陈国进和王少谦

（２０１６） 的思路， 用托宾 Ｑ 值来表示企业在并购期所面临的投资机会。 上述回归结

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分别给出了投资不可逆程度、 投资机会以及股权性质对东道国经济政策对

企业跨国并购二元结构影响的调节效用的估计结果。 从表 ４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各个模型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系数均为负， 这与上文的研究结论一致。 不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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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节变量对跨国并购规模和多元化程度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 对于投资不可逆

程度而言， 企业跨国并购的实施和完成必然会占用大量的固定资本， 具体表现在对

目标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 厂房新建、 设备购置， 而这些投资往往具有一定的不可

逆性， 并且高不可逆性往往伴随着并购规模的增加； 而对于投资机会而言， 良好的

投资机遇是促使企业制定跨国并购决策的重要因素， 不仅会诱导企业实施大规模并

购活动， 同时也会促使企业制定多元化并购决策； 股权性质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并购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 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的并购规

模更大， 但是在并购的多元化程度上低于非国有企业。

表 ４　 考虑投资不可逆程度、 投资机会和股权性质的回归结果检验

变量
投资不可逆程度 投资机会 股权性质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ＰＵＣＩｔ－１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１７∗

（－２ ８５） （－１ ０５） （－２ ８５） （－０ ９９） （－０ ８８） （－１ ８１）

Ａｄｊｕｓｔ
　 ０ ０９９２∗∗∗ －０ ０２５５ ０ １１８７∗∗∗ ０ ０８３５∗∗∗ ０ ９７１７∗∗∗ ０ １０８８

（４ ４４） （－０ ９９） （６ ９８） （３ ０２） （２ ５３） （０ １１）

Ａｄｊｕｓｔ×ＰＵＣＩｔ－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２０

（－２ ４９） （１ ５２） （６ ８３） （３ １１） （－１ ３０） （０ ４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３７６１ ０ ３５５６ ０ ３９５０ ０ ３６７３ ０ ３６６８ ０ ３５８６

样本量 ３８１ ３８１ ３８１ ３８１ ３８１ ３８１

注： 为节省篇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表示加入了本文的主要控制变量 （含季节与行业固定效应）； ∗、 ∗∗∗ 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本文进一步探讨投资不可逆程度、 投资机会和股权性质等因素如何对经济政策

不确定性与跨国并购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关系产生影响， 重点关注的是其与经

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交互项。 就投资不可逆程度指标而言， 在集约边际模型中， 其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但是在扩展边际模型中， 交互项

的系数不显著， 这表明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国并购规模的抑制效应随

着投资不可逆程度的增加而得到显著提升， 但是投资不可逆程度并不会显著影响经

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国并购多元化程度的抑制效应。 其可能原因在于： 企业开展多

元化并购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对现有业务的延伸和扩展， 但对于新的领域涉足尚浅，
因此， 对目标企业的选取往往更为谨慎， 资产投资的规模和数量较小， 仍然属于试

探性投资， 当对未来预期不乐观或经济政策发生变化时， 可以及时撤资。 就投资机

会指标而言， 无论是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 投资机会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交互

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国并购规模和多元化程

度的抑制效应会随着企业投资机会的增加而减弱， 其原因在于， 投资机会作为影响

企业制定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 投资支出与投资机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敏感性， 而

当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以跨国并购形式发生时， 二者之间的这种敏感性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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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投资机会则预示着大规模的投资行为， 那么此时， 投资机会与投资支出之间的

这种关系则会弱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的抑制效应。 就股权结构指标而言， 其

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扩展边际模型中为正， 在集约边际模型

中为负， 这表明相较于非国有企业， 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有企业跨国并购

规模和多元化程度的抑制效应有所下降， 但是对并购规模抑制效应下降的程度并不

明显。

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规模和

多元化程度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 并且这种抑制效应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得到进一

步加强。 考虑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还会通过影响投资成本和投资机会等影响企业跨

国并购行为， 本文进一步引入投资不可逆程度、 投资机会和股权性质与经济政策不

确定程度的交乘项。 结果显示， 投资不可逆程度会强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

国投资的抑制效应， 而企业面临投资机会的增加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政策不

确定性对企业跨国投资的负面影响， 股权性质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交乘项系数则

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上升对国有企业的影响较弱。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以及中国企业发展面临的总体环境， 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

议： 第一， 构建跨国并购的政策环境和制度支撑， 进一步释放 “走出去” 战略对

中国企业发展的红利。 一方面， 国家需要在宏观政策上对向 “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跨国并购给予一定的优惠、 支持和政策扶持； 另一方面， 政府应该利用多边合作

机制， 积极与沿线国家展开商贸合作， 形成稳定互惠的双边关系， 建立更为系统的

战略框架协议。 第二，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性质企业影响的

差异， 并购规模和多元化程度要结合东道国目标企业的资源禀赋和行业特征。 企业

在制定并购战略和选取目标企业的过程中， 要对自身的融资能力、 海外经营管理经

验、 内部财务运行状况以及目标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系统的评估。 第三， 要降

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国并购的消极影响。 跨国企业要对东道国的经济政策

予以密切关注， 有针对性地对并购规模和多元化水平进行动态调整， 最大限度地降

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国并购产生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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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２０－５４５
［３０］ＢＬＯＯＭ 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Ｓｈｏｃｋｓ［Ｊ］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２００９，７７（３）：６２３－６８５
［３１］ＢＡＫＥＲ Ｓ Ｒ， ＢＬＯＯＭ Ｎ， ＤＡＶＩＳ Ｓ Ｊ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Ｊ］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１３１（４）：１５９３－１６３６
［３２］ＫＡＮＧ Ｗ， ＬＥＥ Ｋ， ＲＡＴＴＩ Ｒ 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３９）：４２－５３
［３３］ＤＲＩＳＣＯＬＬ Ｊ Ｃ， ＫＲＡＡＹ Ａ Ｃ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９９８，８０（４）：５４９－５６０
［３４］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 Ｒ Ｊ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Ｊ］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１，８１（１）：２７９－２８８
［３５］朱松， 夏冬林  稳健会计政策、投资机会与企业投资效率［Ｊ］ ．财经研究， ２０１０（６）：６９－７９

（责任编辑　 王　 瀛）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ｎｈｉｂｉ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ｒｍｓ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Ｍ＆Ａ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Ｂｉｎａｒｙ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ＺＨｏｕ Ｊｉｎｇｊｉｎｇ　 ＺＨＡＯ Ｚｅｎｇｙ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Ｍ＆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ｔ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Ｔｈｅｎ， ｗｅ ｍｏｄｅｌ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Ｍ＆Ａ，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
ｓｈｉｐ ｎａｔｕｒｅ ｗｉｌ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ｒｏｓｓ⁃
ｂｏｒｄｅｒ Ｍ＆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Ｍ＆Ａ；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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