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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空间集聚的环境效应研究

尹元元

（湖南商学院 经济与贸易学院， 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２０５）

摘要： 基于集聚的空间属性， 将检验环境污染与产业集聚之间关系的经典环境

库兹涅茨曲线扩容为空间结构， 同时构建起环境污染与外商直接投资集聚效应及其

空间溢出之间的二次曲线关系。 检验结果显示： （１） 工业废气污染分别与外商直

接投资集聚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构成 Ｕ 形曲线， 置换不同空间权重矩阵， 结果具有

稳健性及统计显著性； （２） 两条 Ｕ 形曲线将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的环境效应分为三

个阶段， 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程度低时缓解污染、 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程度适中时环境

效应不确定、 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程度高时加重污染； （３） 从改革开放的实践看，
目前 ＦＤＩ 在中国的集聚有利于污染减排。 为此， 需改变政绩考核体系， 杜绝 “向

底线赛跑” 的引资模式， 配合 “一带一路” 建设引导外资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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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综述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ＤＩ） 环境效应的已有研究大致分以下

两类： （１） “污染避难所” 和 “污染光环论” 之争。 这类研究基于产业转移视角展

开。 在发达国家国内日益苛刻的环保标准逼迫下， 以及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争相出

台 “向底线赛跑” 的政策吸引下， ＦＤＩ 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从而使

其沦为能耗型产业的避难所 （Ｌｉｓｔ ＆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２０００）； 但在伴随产业转移的过程中，
ＦＤＩ 也会产生环保技术溢出， 这有利于全球普及清洁生产方式。 （２） 基于 “贸易环

境三效应” 的分解。 ＦＤＩ 进入带来生产规模效应， 加剧资源消耗 （曹翔和余升国，
２０１４）， 但也会产生知识溢出带来技术进步效应 （聂飞和刘海云， ２０１５）， 进而通过

产业结构效应推动新型业态出现。
已有研究忽视了 ＦＤＩ 地理集聚特征。 受地理区位及引资政策双重影响， ＦＤＩ 在

东道国的地理分布并不均匀， 具有地理集聚现象 （Ｃｈｅｎｇ ＆ Ｋｗａｎ， ２０００）。 目前

ＦＤＩ 地理集聚视角下的研究涉及劳动力转移效应 （赵德昭， ２０１４）、 技术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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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飞， ２０１６） 以及集聚机制解释， 鲜有 ＦＤＩ 集聚的环境效应研究。 产业集聚环境

效应已成为学界研究热点， 已有文献从生产规模效应 （Ｖｅｒｈｏｅｆ ＆ Ｎｉｊｋａｍｐ， ２００２）、
规模经济收益以及知识溢出效应等方面展开， 实证检验大多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Ｃｕｒｖｅ， ＥＫＣ） 拟合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倒 Ｕ 型曲线。 ＦＤＩ
作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工业体系建立和完善的重要力量， 其本身的地理分布也就决定

了东道国的产业集聚程度。 赵伟和张萃 （２００７） 基于中国 ２０ 个行业的空间基尼系

数与 ＦＤＩ 渗透率数据的研究， 发现 ＦＤＩ 空间集聚与产业集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

关性， 产业集聚程度高的行业其 ＦＤＩ 集聚程度也高， ＦＤＩ 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途径

之一就是围绕 ＦＤＩ 空间集聚所形成的产业集聚。 大量研究还揭示 ＦＤＩ 促进了我国制

造业集聚、 非农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 （颜银根， ２０１４）、 城市人口集聚 （武
力超等， ２０１３）、 服务业集聚 （王晶晶和张昌兵， ２０１５）。 上述研究成果为笔者基

于空间视角研究 ＦＤＩ 的环境效应奠定了基础。
整合已有研究， 笔者对 ＦＤＩ 集聚的环境效应机理剖析如下： （１） ＦＤＩ 集聚的经

济增长效应。 一是 ＦＤＩ 通过直接注入资本充实东道国经济增长源泉， 带来规模效

应， 加剧资源消耗， 但规模经济又可以降低单位产出能耗； 二是发掘东道国比较优

势， 形成结构效应， 若比较优势集中于污染密集型产业， 则产业结构固化加重污

染， 反之改善污染； 三是技术效应， ＦＤＩ 技术外溢已被学界广为接受， 但 ＦＤＩ 技术

溢出是否有利于东道国环境质量改进， 则取决于溢出的技术是偏产出效率型还是环

境友好型。 （２） ＦＤＩ 集聚的外部效应。 集聚的外部性主要关注知识溢出。 除了 ＦＤＩ
本身会带来知识溢出以外， 因 ＦＤＩ 地理集中所形成的产业集聚也会产生知识溢出，
已有研究依据产业集聚形态将其划分为多样化溢出 （ Ｊａｃｏｂｓ 溢出） 和专业化溢出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溢出）， 另外， 亦有研究指出 ＦＤＩ 与产业集聚的交互作用有助于 ＦＤＩ 技术

外溢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ＦＰ） 的提升 （张公嵬

等， ２０１３）， 由此综合判定， ＦＤＩ 可引致产业集聚的环境技术效应。 然而， 知识溢

出具有地理属性 （梁琦， ２００４）， 不会仅仅局限于产业集聚所在的地区， 还会向产

业集聚区以外的其他地区扩散， 已有研究证实 ＦＤＩ 知识溢出具有空间属性 （刘舜

佳和生延超， ２０１４）。 因此， 基于知识溢出的产业集聚环境技术效应分析应置于空

间维度展开。
理论分析 ＦＤＩ 集聚的环境效应， 归纳如下两点结论： （１） ＦＤＩ 对环境的影响并

不具有确定性， 是多种环境效应之间对比的结果， 集聚的不同阶段， 各种环境效应

此消彼涨， 因而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应是非线性关系， 已有研究指出两者间关

系存在着门槛特征， 集聚程度超过阈值会出现环境恶化。 （２） ＦＤＩ 集聚效应存在着

空间外部性， 这主要是指集聚创新的知识具有地理扩散效应， 使得集聚的环境技术

效应具有空间属性。 这使得我们在构建实证模型检验 ＦＤＩ 集聚的环境效应时， 须考

虑其在空间维度潜在的门槛特征。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 （１） 以经典 ＥＫＣ 作为构建 ＦＤＩ 集聚效应与环境污染之

间非线性关系的母体模型， 然后通过嵌入 ＦＤＩ 集聚效应的空间溢出， 将其扩容为空间

结构， 基于空间维度分别在局域和广域空间勾勒出 ＦＤＩ 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门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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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２） 就计量建模理论而言， 解决了以往实证检验所固有的内生性问题。 因为 ＦＤＩ
集聚的空间外部性源于 ＦＤＩ 集聚效应， 两者之间具有强相关性， 而以往实证建模遗漏

ＦＤＩ 集聚的空间外部性， 就违反了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ＯＬＳ） 所

禀持的 “零条件均值” 假定条件， 即线性模型的误差项包含了与模型自变量高度相

关的非观测因素， 内生性偏误由此而来。

二、 方案设计

（一） 空间建模

据理论分析， 就环境污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对 ＦＤＩ 集聚 （ｇｒｏｕｐＦＤＩ） 构建 ＥＫＣ 模型， 由

于 ＦＤＩ 集聚效应具有空间溢出， 因此还需在 ＥＫＣ 当中内嵌其空间溢出效应 （ｓｐｉｌｌＦＤＩ）：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α０＋α１×ｇｒｏｕｐＦＤＩ＋α２×ｇｒｏｕｐ２

ＦＤＩ＋α３×ｓｐｉｌｌＦＤＩ （１）
由于 ＦＤＩ 集聚效应的空间溢出部分是一非观测变量， 在模型当中未予考虑， 但

因其源于 ＦＤＩ 集聚效应， 两者间具有强相关性， 因此会导致模型内生性偏误， 解决

的关键就是将这一遗漏变量在模型当中解出来。 如何解出这一非观测变量？ 考虑其

所具有的空间溢出特征， 借鉴 Ｐａｒｅｎｔ 和 Ｌｅｓａｇｅ （２００８） 所提出的空间向量自回归

式来表达其空间属性：
ｓｐｉｌｌＦＤＩ ＝ ρ×ｗ×ｓｐｉｌｌＦＤＩ＋ε （２）

式 （２） 中， ｗ 是空间权重矩阵； ρ 是空间相关性系数， 满足 ｜ ρ ｜ ＜１； ε 是误

差项。 解析得到空间溢出效应的函数表达式 ｓｐｉｌｌＦＤＩ ＝ （ Ｉ－ρ×ｗ） －１ ×ε， 把解析式回代

至 （１） 式：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α０＋α１×ｇｒｏｕｐＦＤＩ＋α２×ｇｒｏｕｐ２

ＦＤＩ＋α３×ε× （ Ｉ－ρ×ｗ） －１ （３）
具有空间属性的遗漏变量招致模型内生性偏误的问题解决以后， 通常仍需考虑

模型是否存在经典计量理论所提及的内生性问题。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 发现制度因

素是集聚的一个重要影响变量， 因为产业集聚客观上反映出企业对降低外部市场交

易成本的需要， 而制度创新为降低外部市场交易成本创造条件， 提高集聚程度， 基

于中国经验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据此， 若不控制式 （３） 当中复合误差项所包含

的制度非观测因素， 则仍会引发内生性偏误， 解决方案就是采取经典计量回归式表

达两者间的相关：
α３×ε＝γ１×ｇｒｏｕｐＦＤＩ＋γ２×ｇｒｏｕｐ２

ＦＤＩ＋ｖ （４）
参数 γ１、 γ２ 控制了复合误差项当中制度这一非观测因素与 ＦＤＩ 集聚之间的相

关性， 此时复合误差项当中的剩余成分 （ ｖ） 可假定其服从球形扰动分布。 将式

（４） 代入式 （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β０＋ρ×ｗ×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β１×ｇｒｏｕｐＦＤＩ＋β２×ｇｒｏｕｐ２

ＦＤＩ＋β３×ｗ×ｇｒｏｕｐＦＤＩ＋
β４×ｗ×ｇｒｏｕｐ２

ＦＤＩ＋ｖ （５）
其中， β０ ＝α０×（ Ｉ－ρ×ｗ）， β１ ＝ γ１ ＋α１， β２ ＝ γ２ ＋α２， β３ ＝ －α１ ×ρ， β４ ＝ －α２ ×ρ。 上

述模型从结构来看， 不仅保留了用于构造传统 ＥＫＣ 的自变量一次项 （ｇｒｏｕｐＦＤＩ） 和

二次项 （ｇｒｏｕｐ２
ＦＤＩ）， 而且还分别加入了它们各自的空间滞后项 （ｗ×ｇｒｏｕｐＦＤＩ和 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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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２
ＦＤＩ）， 同时对因变量空间滞后项 （ｗ×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的纳入还可检验是否存在污染

毗邻效应， 设定形式与空间杜宾模型相同， 即本研究用于最终实证检验的是具有

空间杜宾模型结构的非线性 ＥＫＣ 模型。

（二） 空间模型释义

从空间扩展得到的式 （５） 来看， 其结构设定既包含了 ＦＤＩ 集聚指标的一次项

（ｇｒｏｕｐＦＤＩ） 和二次项 （ｇｒｏｕｐ２
ＦＤＩ）， 也包含了 ＦＤＩ 集聚指标空间滞后的一次项 （ｗ×

ｇｒｏｕｐＦＤＩ） 和二次项 （ｗ×ｇｒｏｕｐ２
ＦＤＩ）， 即所建模型同时囊括了局域空间范围内环境污染与

ＦＤＩ 集聚效应之间的二次曲线关系， 以及广域空间范围内环境污染与 ＦＤＩ 集聚效应空间

溢出之间的二次曲线关系。 由此， 环境污染与 ＦＤＩ 集聚之间门槛特征在空间维度得到

诠释。
那么是否可以依据式 （５） 中空间模型参数估计值按二次曲线顶点计算公式来

计算门槛值呢？ 由于空间模型是从放宽 “截面单元观测值彼此不相关” 这一 ＯＬＳ
严格假定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因此空间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并不能准确代表自变量对

因变量的作用力度。 借助 ＬｅＳａｇｅ 和 Ｐａｃｅ （２００９） 提出的偏导矩阵法来估计空间模

型当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值， 得到 ＦＤＩ 集聚指标及其二次项的估计值

（ＮｇｒｏｕｐＦＤＩ和 Ｎｇｒｏｕｐ２
ＦＤＩ）， 据此构建环境污染与 ＦＤＩ 集聚效应之间的 Ｕ 形曲线， 再

得到 ＦＤＩ 集聚指标空间滞后项及其二次项的估计值 （Ｎ （ｗ×ｇｒｏｕｐＦＤＩ） 和 Ｎ （ｗ×
ｇｒｏｕｐ２

ＦＤＩ））， 据此构建环境污染与 ＦＤＩ 集聚效应空间溢出之间的 Ｕ 形曲线， 两条 Ｕ
形曲线各自的门槛值计算如下：

ＵＦＤＩ ＝ －
Ｎ （ｇｒｏｕｐＦＤＩ）

２×Ｎ （ｇｒｏｕｐ２
ＦＤＩ）

， Ｕｗ·ＦＤＩ ＝ －
Ｎ （ｗ×ｇｒｏｕｐＦＤＩ）

２×Ｎ （ｗ×ｇｒｏｕｐ２
ＦＤＩ）

（６）

三、 实证检验

（一） 数据指标

１ ＦＤＩ 集聚指标

集聚测度指标较多， 常采用区位熵， 据此构建 ＦＤＩ 集聚指标：

ｇｒｏｕｐＦＤＩ ＝
Ｋ ｉｊ

∑
ｉ
Ｋ ｉｊ

æ

è
ç

ö

ø
÷

∑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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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
∑
ｊ
Ｋ ｉｊ

æ

è
çç

ö

ø
÷÷ （７）

以投资额予以构建， ｉ 和 ｊ 分别代表地区和投资来源， Ｋ ｉｊ表示 ｉ 地区来源于 ｊ 渠
道的投资额； 分子项代表 ｉ 地区来源于海外渠道的资本投资占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总

额的比重， 然后该分子项被 ｉ 地区来源于所有渠道的资本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之比

这一分母项予以度量， 刻画出 ｉ 地区外资体量在全国范围内的相对重要性。
２ 空间权重矩阵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方法有多种， 既有纯地理因素的考虑， 也有纯经济因素的考

虑， 还有结合地理和经济双重因素的考虑。 为考察本研究命题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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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归时分别采用如下空间权重矩阵来拟合空间库兹涅茨曲线式 （５）。
（１） 地理权重矩阵 Ｗ１。 完全以两区域是否具有共同地理边界来设定空间权重

矩阵当中的元素值：

Ｗ１ｉｊ ＝
１， ｉ 地区与 ｊ 地区有相同地理边界

０， ｉ 地区与 ｊ 地区无相同地理边界{ （８）

（２） 经济权重矩阵 Ｗ２。 某些区域虽然彼此之间没有地理毗邻关系， 但经济关

联性却有可能会比较强， 为此需要使用经济权重矩阵。 这里以相关经济指标的差异

度进行界定， 假定彼此间工业总产值差异越小的两地区， 其经济毗邻关系应越

紧密：①

Ｗ２ｉｊ ＝

１

Ｉｉ
－
－Ｉ ｊ

－ ， ｉ≠ｊ

０ ，ｉ≠ｊ

ì

î

í

ï
ï

ï
ï

（９）

Ｉｉ
－
与Ｉ ｊ

－
分别代表了地区 ｉ、 地区 ｊ 在数据样本期间内工业总产值的平均值。 矩阵

元素值设定后按行业和标准化进行处理。
（３） 复合权重矩阵 Ｗ３。 综合地理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 同时囊括地理毗

邻和经济毗邻因素， 即对地理权重矩阵与经济权重矩阵元素值进行叉乘处理：
Ｗ３＝Ｗ１×Ｗ２ （１０）

（４） Ｋ 阶最近邻域矩阵 Ｗ４Ｋ。 另外一种同时囊括地理毗邻和经济毗邻的设定

方案就是 Ｋ 阶最近邻域法：

Ｗ４Ｋ
ｉｊ ＝

１， 和 ｉ 地区地理距离最近的 Ｋ 个地区

０， 样本当中其余 Ｎ－Ｋ 地区{ （１１）

该设定方案是首先计算 ｉ 地区与其余 Ｎ－１ 个地区的地理距离， 按数值从小到大

排列， 然后取前面 Ｋ 个地区， 在矩阵当中的相应位置设定元素值为 １， 其余为 ０，
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将经济毗邻因素考虑进去了， 因为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可

知， 通常情况下， 地理距离越近的地区， 彼此间经济联结关系也更为紧密， 此时每

个地区单元所毗邻的邻域数目是完全相同的。 样本省、 市、 自治区所接壤的邻域省

份数量大多介于 ５～ ７， 在此基础上考虑经济毗邻， 适当放宽邻域数量， 分别以 Ｋ
取 ９～１１ 阶邻域数来检验， 求得估计结果稳健。

３ 样本情况

选取中国可获数据的 ３１ 个省、 市、 自治区 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４ 年间的面板数据作为

检验对象。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时间恰好处于边际产业国际转移期间， 很长一段时

间内对 ＦＤＩ 的利用仅局限于工业领域， 在 “入世” 过渡期满后， 随着高端服务

业准入门槛的不断降低， ＦＤＩ 才开始向中国金融业拓展 （见表 １）， 因此， 笔者

以污染废气排放量 （万标立方米） 作为 ＦＤＩ 排放污染物的指征， 该数据最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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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在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① 和 《中国环境年鉴》② 当中， 可追溯至 １９９１ 年， 对

于 １９８５ ～ １９９０ 年的缺失值， 通过计算 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４ 年间污染废气排放量的几何平

均增长速度予以推算弥补。
外商直接投资额数据在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③ 以及 《中国统计年

鉴》④ 当中均有较为统一的口径予以齐全的记录， 但这两本主流年鉴却都没有在行

业层面上细分出中国各省、 市、 自治区工业 ＦＤＩ 数据；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⑤ 也

未在省际层面上记录工业 ＦＤＩ 数据， 仅给出了外资企业的财务数据； 而各省统计局

出版的地方统计年鉴不仅出版时间晚， 均于 ２００１ 年之后陆续出版， 而且关于细分

行业的 ＦＤＩ 统计数据不全， 数据缺失较多， 相当一部分省份没有细分行业的 ＦＤＩ 数
据记录， 各地方在统计 ＦＤＩ 数据时所采用的口径并非完全一致， 如验资口径、 报表

口径和全口径的使用较为随意。 因此无法获取较为齐全的省际层面的工业 ＦＤＩ 数据

样本。 鉴于此， 笔者拟用公开出版的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以及 《中国

统计年鉴》 这两本年鉴中各省实际利用 ＦＤＩ 的数据来替代各省工业利用 ＦＤＩ 数据，
这种替代方案可以得到如下论据支持。

（１） ＦＤＩ 带来的工业废气排放不会仅局限于 ＦＤＩ 所在的工业领域， 非工业领域

ＦＤＩ 的进驻同样会加大工业废气排放。 从 《中国统计年鉴》 在国家层面公布的分行

业 ＦＤＩ 数据来看，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这三个工业部

类的引资行为无疑会带来工业废气的排放， 而对于服务业而言， ＦＤＩ 的大量进驻同

样也会增加工业废气的额外排放。 １） 建筑业、 房地产业这两个服务业部门自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我国实行住房制度改革以来， 就一直是外资涌入的两个重要部门， ＦＤＩ
通过在建筑业和房地产业部门的扩张来分享中国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收益， 势必会

加速水泥、 钢材、 玻璃这些工业建材行业的产能扩张， 增加工业废气边际排放。
２） 水泥、 钢材、 玻璃等这些大宗商品贸易非常依赖于物流行业， ＦＤＩ 进驻交通、
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降低了大宗商品贸易的交易成本， 降低了水泥、 钢材、 玻璃

等大宗商品的库存， 有利于生产过程再循环及产能扩大， 加速工业废气排放。
３） 在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仍然依赖于传统自然资源禀赋优势、 金融市场整体效率

较低的情况下， ＦＤＩ 对金融行业的投资反而会扩大工业污染排放。 首先， 从 ＦＤＩ 类
型来看， 相当多的 ＦＤＩ 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充裕的自然资源要素为导向， 以进

一步凸显该国传统比较优势。 就中国情况而言， 在国际边际产业转移浪潮的背景

下，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引进的外资大多以利用中国充裕的自然资源要素以及环保

立法漏洞为目的， “三来一补” 的外来资本对中国环境质量产生了严重危害， 而

ＦＤＩ 对中国金融行业的投资也无法脱离这一大背景， 在其投融资职能作用下， 只会

对充分挖掘本国自然资源禀赋优势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其次， 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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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Ｍ］．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１９９８－２０１５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Ｍ］．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１９９８－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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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对资源配置效率普遍较低的情况下， ＦＤＩ 难以产生技术创新能力， 难以突破旧有

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具体到中国的实践， 由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

立， 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 而国有经济又大部分布点于传统资源垄断型行业以及

重化工产业， 国有商业银行放贷也主要是面向国有企业及房地产业， 因此代表新型

产业发展方向的中小民营企业以及私人创业难以获得国有银行给予的融资便利， 这

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融资功能偏向于污染密集型产业。 黄小英和

温丽荣 （２０１７） 测算了我国 ４０ 家节能环保产业金融支持效率的 ＤＥＡ， 结果显示：
中国节能环保产业的金融支持普遍没有实效， 而在当前国内金融市场效率低下的局

面下， 即使 ＦＤＩ 进入也无法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 综上所述， 在目前国内产业结构

难以升级换代以及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有限的局面下， ＦＤＩ 对金融部门的进驻反而会

使金融资源更多地投向于产能严重过剩的重化工业部类， 恶化工业废气排放状况。
（２） 直接产生工业废气排放以及与工业废气排放存在紧密关联的行业引进 ＦＤＩ

的占比较高。 表 １ 给出了我国七大行业从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４ 年间 ＦＤＩ 进入规模， 以及这

七大行业 ＦＤＩ 规模总和占全部 ＦＤＩ 总额的比重， 这七大行业均是前述直接产生工业

废气排放的工业部门或是与工业废气排放直接有关的其他服务部门。 这七大行业为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建筑

业、 房地产业、 金融业。 从表 １ 中不难发现这七大行业的 ＦＤＩ 规模占全部行业 ＦＤＩ 总

表 １　 中国七大行业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情况

年份
采矿业

投资总额 ／
亿美元

制造业
投资总额 ／
亿美元

电力、 热力、 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投资总额 ／亿美元

建筑业
投资总额 ／
亿美元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投资总额 ／亿美元

金融业
投资总额 ／
亿美元

房地产业
投资总额 ／
亿美元

占全部
行业

引资额
比重

１９９７ ８６ ３ ９８０ ４４６ ２２２ ２６０ １４ １ ５０８ ０ ８６
１９９８ ３２ ４ １０３ ４７５ ２３７ ３１ １８ １ ５６６ ０ ８３
１９９９ ３０ ４ １０３ ４７９ ２２９ ３２７ １８ １ ５４９ ０ ８６
２０００ ２８ ４ ５３６ ４９１ ２２１ ３３２ ２０ １ ５１２ ０ ８７
２００１ ３３ ４ ９１３ ４９５ ２１５ ４１４ ２１ １ ４９１ ０ ８７
２００２ ３７ ５ ７２８ ５３９ ２２９ ４４６ ２５ １ ４８０ ０ ８６
２００３ ３９ ６ ７００ ６００ ３００ ６００ ３６ １ ６００ ０ ８７
２００４ ５１ ７ ９１３ ６６８ ２５５ ６８５ ４８ １ ６６０ ０ ８６
２００５ ６４ ８ ９５５ ７６０ ２８１ ４５９ ４７ １ ８５２ ０ ８５
２００６ ８１ １０ ４１２ ８６６ ３０８ ５７２ ５９ ２ ２７１ ０ ８５
２００７ ９６ １２ ６４６ １ ０２０ ３４７ ６７９ ２０１ ２ ７１２ ０ ８４
２００８ １１１ １３ ５２０ １ １２２ ３９０ ７７４ ２７６ ２ ９６３ ０ ８２
２００９ １３８ １３ ８８５ １ ３０６ ４０８ ８４３ ４００ ３ ０９０ ０ ８０
２０１０ １５１ １４ ３０６ １ ３９６ ６４４ ９０７ ４３７ ３ ５７０ ０ ７９
２０１１ １６５ １５ ５９５ １ ４７６ ７１３ １ ０７８ ５３６ ３ ９９９ ０ ７９
２０１３ １７２ １７ ３４２ １ ６９５ ７６１ １ ３１９ ８７１ ４ ９９１ ０ ７７
２０１４ １８３ １８ ３２９ １ ７７９ ６６９ １ ３７５ １ ００２ ５ ５８７ ０ ７６

注： 《中国统计年鉴》 从 １９９７ 年开始给出了国家层面细分行业的 ＦＤＩ 数据， 仅 ２０１２ 年数据缺失； 表中七大行

业是自 ２００４ 年开始启用的新行业统计口径，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３ 年的口径有稍许变化， 分别是采掘业、 制造业、 电

力、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和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金融与保险业、 房地产业； 表中数

据为 １９９７～２０１４ 年各年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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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比重相当高， 尤其是 ２００９ 年以前， 均在 ８０％以上， 之后随着中国加入ＷＴＯ 三

年保护期的终结， ＦＤＩ 也开始向其他领域扩张， 这七大行业的引资规模开始缓慢下

降， 但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 仍维持在 ７６％以上。
通过对 ＦＤＩ 所在行业排污情况的分析以及排污行业引资规模的援引， 笔者认为

在省际层面无法取得细分行业 ＦＤＩ 数据的情况下， 可用各省 ＦＤＩ 数据来替代工业

ＦＤＩ 数据， 进行工业废气污染排放的原因分析。

（二） 空间 ＥＫＣ 模型稳健性

由放宽 ＯＬＳ 假定发展而来的空间计量模型， 较之线性模型是否更适于拟合实

证样本的数据生成方式？ 空间计量学者们认为需要进行稳健性检验 （Ｍｕｒ ＆
Ａｎｇｕｌａ， ２００９）。 借鉴 Ｅｌｈｏｒｓｔ （２０１０） 的检验方案： 首先就线性模型是否遗漏空间

交互效应 （空间误差项和空间滞后项） 进行检验， 然后就空间模型具体设定形式

进行检验。
１ 线性 ＥＫＣ 模型遗漏空间交互效应的检验

该环节检验是对本研究所提 “ＦＤＩ 集聚效应存在空间溢出” 这一理论假说的考

验， 若拒绝该假说， 则表明 ＦＤＩ 集聚效应的空间溢出并不显著。 检验原理就是针对

线性面板模型的各种设定形式， 对 ＯＬＳ 估计后所得残差是否包含空间交互效应进

行拉格朗日乘数检验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 ＬＭ） 检验。

表 ２　 线性 ＥＫＣ模型遗漏空间交互效应的检验

项目 聚合模型 截面固定 时期固定 双向固定

空间
交互
效应
遗漏
检验

固定
效应
联合
检验

ＬＭ ｔｅｓｔ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 ｔｅｓｔ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ＬＭ ｔｅｓｔ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 ｔｅｓｔ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ＬＲ ｔｅｓｔ ｊｏｉｎ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ＬＲ ｔｅｓｔ ｊｏｉ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ｅ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Ｒ２

６８０ ６３９∗∗∗ ４ ０５４ １０５∗∗∗ ４６ ６６８∗∗∗ ５ ４４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２０］
３２ ００５∗∗∗ ９２ １１５∗∗∗ ２４ ６７３∗∗∗ ４５ ６４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６６９ １６１∗∗∗ ３ ９９９ ９９９∗∗∗ ４２ ２３２∗∗∗ ２ ８５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９１］
２０ ５２８∗∗∗ ３８ ００９∗∗∗ ２０ ２３８∗∗∗ ４３ ０６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８４３ ２２８∗∗∗

——— ——— ——— ［０ ０００］
２ １５４ ４８９∗∗∗

——— ———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６

注： 方括号内为 ｐ 值； “∗∗∗” “∗∗”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表 ２ 回归结果应为三部分： 线性 ＥＫＣ 模型估计、 空间交互效应遗漏检验、
固定效应联合检验。 由于线性模型参数估计结果不是本文讨论重点， 故予以省

略， 仅报告拟合优度。 首先， 从空间交互效应遗漏检验结果来看， 四种固定效应

设定， ＬＭ 检验值及稳健性 ＬＭ 检验值大都显示可在 １％的置信度水平上拒绝 “线
性 ＥＫＣ 模型没有遗漏空间滞后项和空间误差项” 的原假设， 仅在双向固定效应

下， 该检验结果个别要放宽至 １０％的置信度水平， 但总体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据此可认定基于线性 ＥＫＣ 模型的研究会遗漏 ＦＤＩ 集聚效应的空间溢出， 因此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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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其纳入是对已有研究的有益补充。 其次， 从模型四种固定效应估计的拟合优

度来看， 均只有 １％左右， 间接佐证了线性 ＥＣＫ 模型遗漏了空间交互效应这一重

要的模型解释项。 最后， 从固定效应联合检验结果来看， 截面固定效应联合检验

以及时期固定效应联合检验值都在 １％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 因此应在空间模型

当中设定双向固定效应。
２ 空间 ＥＫＣ 模型设定形式检验

在确定线性模型遗漏空间交互效应之后， 检验随即进入第二步， 诊断空间

模型具体设定形式。 空间交互效应分为空间滞后项和空间误差项， 这两种不同

空间交互效应的不同组合也就构成了三种空间模型： 空间杜宾模型 （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ｕｒｂｉｎ Ｍｏｄｅｌ， ＳＤＭ）、 空间滞后模型 （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Ｍｏｄｅｌ， ＳＬＭ） 和空间误差模

型 （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Ｍ）。 究竟哪一种空间结构设定形式更吻合实际样

本数据生成方式， 就要从这三种空间模型当中进行抉择。 从设定形式上看，
ＳＤＭ 同时包含了两种空间交互效应， 而 ＳＬＭ 和 ＳＥＭ 各包含一种空间交互效

应， 因此， 相对而言， ＳＤＭ 设定形式更具一般性 （ Ｇｅｎｅｒａｌ） ， 而 ＳＬＭ 和 ＳＥＭ
设定形式更具特异性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 至此， 可以参照经典计量检验原理， 通过对

设定形式更为一般性的模型的参数施加约束条件， 看 ＳＤＭ 能否简约成设定形

式更为特异性的 ＳＬＭ 或 ＳＥＭ， 以提高估计结果的有效性。 表 ３ 在使用三种空

间权重矩阵的情况下， 给出了 ＳＤＭ 估计结果及其能否简约成 ＳＥＭ 或 ＳＬＭ 的约

束性检验结果。
表 ３ 估计结果分为空间 ＥＫＣ 模型估计、 约束性检验两部分。 限于版面，

此处省略并无实质意义的空间模型参数估计值， 仅保留代表空间相关性的参数

ρ 的估计结果和模型拟合优度； 同时根据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 随机效应估计也

未予报告。 （１） 空间 ＥＫＣ 模型估计： 从拟合优度来看， 较之线性 ＥＫＣ 模型的

拟合优度均有大幅上升， 稳定在 ９０％以上， 说明在线性 ＥＫＣ 模型基础上， 通

过添加空间交互效应解释项， 提高了对样本数据的拟合程度， 再一次证明笔者

将 ＦＤＩ 集聚效应的空间溢出纳入其环境效应分析之中的全面性。 另外， 代表环

境污染空间相关性的参数 ρ， 其估计值在固定效应设定形式下不仅为正且至少

在 ５％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表明应以固定效应估计结果为准） ，
说明 ＦＤＩ 集聚的环境效应具有地理毗邻性质。 （ ２） 约束性检验： 无论采用

Ｗａｌｄ 检验还是 ＬＲ 检验， 结果均表明可在 １％的置信度水平上拒绝 “具有 ＳＤＭ
结构的空间 ＥＫＣ 可简约为 ＳＬＭ 或 ＳＥＭ” 的原假设， 变换空间权重矩阵， 检验

结果具有稳健性。 因此， 空间 ＥＫＣ 模型在设定形式上有别于另外两种空间计

量模型， 从而证实了笔者基于 ＦＤＩ 集聚效应空间属性的推导， 不仅理论上获得

已有研究的支持， 而且模型设定形式也吻合实际样本的数据生成方式。 （ ３）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 无论采用哪种空间权重矩阵， 都可以在 １％的置信度水平

上拒绝 “随机效应估计与固定效应估计不存在系统性差异” 的原假设， 因此，
固定效应设定形式下的模型估计成为后文经济释义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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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空间 ＥＫＣ模型估计及其约束性检验

项目 Ｗ１ Ｗ２ Ｗ３ Ｗ４Ｋ＝ ９ Ｗ４Ｋ＝ １０ Ｗ４Ｋ＝ １１

空间
ＥＫＣ
模型
估计

约束性
检验

ρ

Ｒ２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ＬＲ ｔｅｓ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ＬＲ ｔｅｓ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０ １５９ ７∗∗∗ ０ ６７３ ２∗∗∗ ０ ３８３ ９∗∗ ０ ２４５ ９∗∗∗ ０ １４３ ６∗∗ ０ ２０６ ９∗∗∗

（２ ８８９ ７） （２ ８７７ ６） （２ ３２２ ６） （３ ９５９ ９） （２ ０１１ ７） （２ ９４９ ４）

０ ９２３ ６ ０ ９３２ １ ０ ９５０ ７ ０ ９６９ ３ ０ ９６９ ０ ０ ９６９ ３

２６ ３４８ ２∗∗∗ ７８ ９３３ ５∗∗∗ ４３ ４４３ ８∗∗∗ ３５ ９０１ ０∗∗∗ ３４ ６７０ １∗∗∗ ４０ ３２５ ５∗∗∗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２８ ７８１ ９∗∗∗ ５７ ９８３ ５∗∗∗ ４０ １２２ ８∗∗∗ ３９ ８７６ ２∗∗∗ ４４ ７２１ ２∗∗∗ ４３ ６８７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３７ １４２ ２∗∗∗ ６３ ３３５ ６∗∗∗ ３４ ３４７ ７∗∗∗ ４６ １３６ ２∗∗∗ ３７ ２９２ ４∗∗∗ ５２ ７３６ 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４０ １２２ ８∗∗∗ ４３ １１３ ４∗∗∗ ２８ ９９５ １∗∗∗ ４９ ３０５ ８∗∗∗ ４６ ０１２ ９∗∗∗ ５４ ８０９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１０ ２６３ ４∗∗∗ ２２ ５６４ ３∗∗∗ ２０ １１２ ５∗∗∗ １９ ６６５ ９∗∗∗ １８ ５７６ ５∗∗∗ １７ ９５９ ７∗∗∗

［０ ００９ ４］ ［０ ００４ １］ ［０ ００３ ６］ ［０ ００１ ４］ ［０ ００２ ３］ ［０ ００３ ０］

注： 圆括号内为 ｔ 值， 方括号内为 ｐ 值； “∗∗∗” “∗∗”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统计

显著。

（三） 空间 ＥＫＣ 曲线的经济释义

基于偏导矩阵法， 表 ４ 按 ＦＤＩ 集聚效应、 ＦＤＩ 集聚效应空间溢出两部分报告空

间 ＥＫＣ 模型当中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系数的估计值。

表 ４　 空间 ＥＫＣ曲线释义及 Ｕ形曲线的 “拐点” 值估计

项目 Ｗ１ Ｗ２ Ｗ３ Ｗ４Ｋ＝ ９ Ｗ４Ｋ＝ １０ Ｗ４Ｋ＝ １１

ＦＤＩ
集聚
效应

ＦＤＩ
集聚
效应
空间
溢出

Ｎ （ｇｒｏｕｐＦＤＩ）

Ｎ （ｇｒｏｕｐ２ＦＤＩ）

ＵＦＤＩ曲线形状

ＵＦＤＩ曲线

“拐点”

Ｎ（ｗ×ｇｒｏｕｐＦＤＩ）

Ｎ（ｗ×ｇｒｏｕｐ２ＦＤＩ）

Ｕｗ×ＦＤＩ曲线形状

Ｕｗ×ＦＤＩ曲线

“拐点”

－０ ０１５ ６∗∗ －０ ０４５ ５∗∗∗ －０ ０４６ １∗∗ －０ ０９１ ４∗∗∗ －０ ０８３ ３∗∗∗ －０ ０８８ ３∗∗∗

（２ １４５ ３） （３ ４５６ ３） （２ ３４４ ９） （－２ ９６４ ５） （－２ ６５４ ３） （－２ ９６２ ４）
０ ００２ ５∗ ０ ００３ １∗∗ ０ ００３ ９∗∗ ０ ００６ ２∗∗ ０ ００５ ４∗ ０ ００５ ６∗∗

（１ ８５２ １） （２ １１２ ３） （２ ５４２ １） （２ １４９ ６） （１ ９００ ８） （２ ０６２ ９）

Ｕ 形　 Ｕ 形　 Ｕ 形　 Ｕ 形　 Ｕ 形　 Ｕ 形　

３ １２２ ６ ７ ３３５ ６ ５ ８９９ ３ ７ ３７０ ９ ７ ７１２ ９ ７ ８８３ ９

－０ ０２５ １∗ －０ ０８３ １∗∗∗ －０ ３８６ ９∗∗ －０ ７１２ ３∗∗∗ －０ ５６０ １∗∗∗ －０ ６０２ ３∗∗∗

（１ ８８２ ６） （２ ８７７ １） （２ ００９ ７） （－５ １７４ ８） （－４ ３６１ ８） （－４ ０５５ ６）
０ ００３ ６∗∗ ０ ００４ ４∗∗∗ ０ ０２７ ６∗ ０ ０４６ ３∗∗∗ ０ ０３０ ８∗∗ ０ ０２６ ７∗

（２ ００３ １） （２ ５６６ ８） （１ ８８９ ２） （３ ３５８ ７） （２ ３７６ ４） （１ ８０９ ９）

Ｕ 形　 Ｕ 形　 Ｕ 形　 Ｕ 形　 Ｕ 形　 Ｕ 形　

３ ４８６ １ ９ ４４６ ８ ７ ００９ ８ ７ ６９２ ２ ９ ０９２ ５ １１ ２７９ １

注： “∗∗∗” “∗∗”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１ ＦＤＩ 集聚效应与环境污染之间的 Ｕ 型曲线关系

从 ＦＤＩ 集聚效应估计部分来看， 无论采用哪种空间权重矩阵， 随机效应和固定

效应设定形式下， ＦＤＩ 集聚指标及其二次项的估计值分别为负、 正， 具有检验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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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据此断定 ＦＤＩ 集聚效应与污染之间呈 Ｕ 形曲线关系： 即随着 ＦＤＩ 集聚程度提

升， 集聚活动最开始有利于环境污染水平降低， 而在 ＦＤＩ 集聚程度逾越某一 “拐
点” 后， 集聚活动则开始加重环境负担。 这可以解释为： ＦＤＩ 集聚初始阶段， 围绕

ＦＤＩ 驻地兴建各种基础设施、 配套措施， 以及各种生产要素集中， 带来了规模经济

效益， 生产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 降低了单位产出能耗， 因此环境污染水平趋于下

降； 而随着集聚程度的进一步提升， 在中国比较优势偏向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情况

下， 伴随 ＦＤＩ 集聚的知识溢出也偏向产出效率提升型， 产业结构的静态固化导致资

源消耗加剧， 并且此时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张也使得拥挤效应出现， 资源利用效率降

低， 在 ＦＤＩ 集聚程度逾越某一门槛之后， 环境污染水平提升。
２ ＦＤＩ 集聚效应空间溢出与环境污染之间的 Ｕ 型曲线关系

从 ＦＤＩ 集聚效应估计部分来看， 估计结果同样显示 ＦＤＩ 集聚指标的空间滞后项

及其二次项的估计值也分别为负、 正， 具有统计显著性， 因此 ＦＤＩ 集聚效应空间溢

出与环境污染之间也呈现 Ｕ 形曲线关系。 即随着 ＦＤＩ 集聚程度的提升， 集聚效应

对域外的溢出最开始有利于环境污染水平降低， 而当 ＦＤＩ 集聚程度逾越某一 “拐
点” 后， 集聚效应的域外溢出则开始加重环境负担。 对此解释如下： 前文理论分

析已经表明 ＦＤＩ 集聚效应的空间溢出主要由 ＦＤＩ 集聚所激发的知识地理扩散主导，
由于 ＦＤＩ 进入主要是凸显中国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 因此其所溢出的知识偏

向产出效率提升型和资源能耗型， 这种类型知识的空间溢出， 可在短期内有效盘活

集聚区以外的生产要素， 提高使用效率， 减少能耗的无效损失； 但随着 ＦＤＩ 集聚程

度提升， 集聚区内经济活动过热， 知识空间溢出的强度也逐步增强， 极大化地提高

域外地区产能， 导致排污规模显著上升。
３ 空间双 Ｕ 型曲线效应的综合考察

表 ４ 估计结果显示两条 Ｕ 形曲线 “拐点” 并不重合， 因 ＦＤＩ 集聚效应形成的

污染 “拐点” 要先于其空间溢出效应所形成的污染 “拐点”， 综合这两方面影响，
可将 ＦＤＩ 集聚的环境效应按集聚程度分为三阶段， 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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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空间 ＥＫＣ曲线划分的三个污染阶段

（１） 污染下降阶段Ⅰ。 图 １ 中， 该阶段在 ＦＤＩ 集聚效应的污染曲线 “拐点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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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左， ＦＤＩ 集聚效应及其空间溢出均有利于污染水平下降。
（２） 污染不确定阶段Ⅱ。 图 １ 中， 该阶段在 ＦＤＩ 集聚效应的污染曲线 “拐点

Ａ” 以右与 ＦＤＩ 集聚效应空间溢出的污染曲线 “拐点 Ｂ” 以左之间。 该阶段 ＦＤＩ 集
聚效应及其空间溢出对污染的影响正好相反， 因此环境污染水平不确定， 取决于两

种正、 负效应的力量对比。
（３） 污染上升阶段Ⅲ。 图 １ 中， 该阶段在 ＦＤＩ 集聚效应空间溢出的污染曲线

“拐点 Ｂ” 以右， ＦＤＩ 集聚效应及其空间溢出均加重环境污染。

（四） 中国省域样本的实际情况

根据图 １ 两条 Ｕ 形曲线以及双 “拐点” 差异所划分的污染三阶段， 制作表 ５。
表 ５ 给出了数据样本中各省域 ＦＤＩ 集聚指标在每一阶段的累计样本频数。 本研究所

选取的中国 ３１ 个省、 市、 自治区 １９８５～２０１４ 年 ＦＤＩ 集聚程度有超过 ９３％的样本点

落在第Ⅰ阶段， 仅不到 ７％的样本点落在了其余两个阶段， 第 １ 阶段在使用不同的

空间权重矩阵下也都具有结论的稳健性。 因此， 总体来看， 从改革开放到目前为

止， ＦＤＩ 集聚降低了污染程度， 说明目前围绕 ＦＤＩ 的产业集聚， 其表现出来的规模

经济收益大于生产规模效应， 产业结构固化效应和偏产出效率提升型的知识溢出效

应还不够明显。

表 ５　 空间 ＥＫＣ曲线的污染区域划分及样本对应情况

时期 变量 Ｗ１ Ｗ２ Ｗ３ Ｗ４Ｋ＝ ９ Ｗ４Ｋ＝ １０ Ｗ４Ｋ＝ １１

阶段Ⅰ
污染情况 污染缓解 污染缓解 污染缓解 污染缓解 污染缓解 污染缓解

集聚程度 （０， ３ １２） （０， ７ ３３） （０， ５ ８９） （０， ７ ３７） （０， ７ ７１） （０， ７ ８８）
样本密度 ＜９３ １４％ ＜９８ ７９％ ＜９７ ３２％ ＜９９ ２５％ ＜９９ ２５％ ＜９９ ２５％

阶段Ⅱ
污染情况 不确定 不确定 不确定 不确定 不确定 不确定

集聚程度 （３ １２， ３ ４８） （７ ３３， ９ ４４） （５ ８９， ７ ０１） （７ ３７， ７ ６９） （７ ７１， ９ ０９） （７ ８８， １１ ２８）
样本密度 ＜９５ ５８％ ＜９９ ６７％ ＜９８ ４５％ ＜９９ ２５％ ＜９９ ５７％ ＜９９ ８９％

阶段Ⅲ
污染情况 污染加重 污染加重 污染加重 污染加重 污染加重 污染加重

集聚程度 （３ ４８， ∞ ） （９ ４４， ∞ ） （７ ０１， ∞ ） （７ ６９， ∞ ） （９ ０９， ∞ ） （１１ ２８， ∞ ）
样本密度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注： 样本密度指在没超过区间上确界时的累积样本频数。

四、 政策建议

基于本研究所选取的中国 ３１ 个省、 市、 自治区 １９８５～２０１４ 年间面板数据的实

证检验结果显示： （１） 环境污染分别与 ＦＤＩ 集聚效应及其空间溢出之间构成 Ｕ 形

曲线； （２） ２ 条 Ｕ 形曲线 “拐点” 差异明显， 据此将 ＦＤＩ 集聚的环境效应分为三

阶段， ＦＤＩ 集聚程度低时， ＦＤＩ 集聚效应及其空间溢出均有利于污染减排； ＦＤＩ 集
聚程度适中时， ＦＤＩ 集聚效应及其空间溢出对污染的影响相反； ＦＤＩ 集聚程度高

时， ＦＤＩ 集聚效应及其空间溢出均加重环境污染。 （３） 从改革开放实践来看， 目前

ＦＤＩ 在中国的集聚有利于污染减排。
因此， 笔者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使 ＦＤＩ 集聚程度保持在适中水平： （１）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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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建设， 引导跨国公司向中、 西部地区投资， 使 ＦＤＩ 区域分布合

理； （２） 改变单纯以 ＧＤＰ 为核心的考核体制， 严防各地为吸引外资发展本地

经济而不惜以环境为代价出现 “向底线赛跑” 的现象， 逐步推广 ＧＤＰ 和环境

保护双目标政绩考核的做法。 另外， 引导外资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逐步凸

显技术要素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 淘汰传统资源密集型产业， 实现比较优势

的动态调整和优化， 避免进入 “比较优势陷阱” ， 完善招商引资政策， 提升外

资进入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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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ｇ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ＤＩ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ｍ⁃
ｐｒｏｖ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ｏ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ＤＩ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ｌｙ； ｉｎ ｌａｓｔ ｓｔａｇ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ＤＩ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ｄ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ａｇ⁃
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ＤＩ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ｂｙ ｃｈａｎ⁃
ｇ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ＦＤＩ－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ａｃｅ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ｏｔｔｏｍ ｌｉｎｅ”， ＦＤＩ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ａｔｉｖ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ＤＩ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Ｃｕｒｖｅ ｗｉｔｈ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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