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４３　　 －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对制造业部门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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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 ＢＶＤ （Ｚｅｐｈｙｒ） 统计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数据与 ２８ 个制造业行业合

并， 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跨国并购能否促进行

业技术创新效率。 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 得到以下结论： （１）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

能够显著提高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 并且存在行业之间的溢出效应； （２） 不同动

机的跨国并购对行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技术搜寻动机的跨国并购对创

新效率的影响最为突出； （３） 无论是高新技术还是非高新技术行业， 企业跨国并

购行为对行业技术创新效率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是，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创新

效应主要针对专利创新产出， 对产品创新产出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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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鼓励企业 “走出去” 是中国目前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 在此背景下， 中国企

业的跨国并购交易出现了大规模增长。 ２０００ 年， 中国企业实际完成的跨国并购交

易金额仅有 １８ ９４ 亿欧元， 到 ２０１６ 年已经高达 １ ０４７ 亿欧元， 实际并购交易金额增

加了大约 ５５ 倍。 近两年企业跨国并购交易的金额有所下降， 但仍然比 ２０００ 年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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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金额高出 ４０ 倍以上 （见表 １）。 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并非只是为了短期的投

资回报， 而是通过并购发达国家的目标企业获取先进技术、 资源和品牌 （吴先明，
２０１３）。 事实上， 中国企业正在把跨国技术并购当作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推

动产业转型的重要途径， 借此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 获取企业创新所需的新知

识和关键技术。 近年来， 在中国企业大规模的跨国并购活动推动企业实现技术进步

和生产率提升的同时， 是否能够推动行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基于对这一问题的

思考， 笔者从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两个角度阐述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对制造业

部门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表 １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金额统计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年）
百万欧元

跨国并购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所有并购 ５１５ １ ５７１ ３ ４６７ ５ ５１４ ２ ６６３ １７ ７４３ ２６ ８５０ １３ ８８４ ３１ ２０２
完成并购 ５１５ １ ５７１ ２ ８５７ ５ ５１４ ２ ６５７ １７ ３５１ １７ ９７６ １１ ３３３ ２６ ０４９
跨国并购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所有并购 ４０ １２０ ２８ ２１４ ２３ ７９４ ３４ ２６９ ４６ ７２７ ７８ ８９１ １２４ ５６２ ８７ １３８ ７４ ８４３
完成并购 ３７ ４４９ ２７ ４４８ ２０ ３２５ ３４ １５２ ４６ ４１３ ６７ ２８３ １０４ ７１１ ５７ １１７ ４０ ４９１

资料来源： ＢＶＤ （Ｚｅｐｈｙｒ） 统计数据库。
注： ＢＶＤ （Ｚｅｐｈｙｒ） 统计数据库中部分企业的并购交易并没有报告具体金额， 由此实际发生的跨国并购交易

金额高于表中数值。

中国企业大规模跨国并购活动的现实背景， 引发了国内学者对企业跨国并购的

动机、 并购成功的决定因素以及跨国并购效应的广泛探讨 （张建红和周朝鸿，
２０１０； 邵新建等， ２０１２； 吴先明和苏志文， ２０１４； 刘青等， ２０１７； 朱华， ２０１８）。
企业跨国并购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跨国并购领域最为重要的研究热点之一， 大部

分研究表明， 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能够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从而能够提高企业

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生产率。 此外， 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过程依赖于吸收能力、 文

化差异以及企业特征 （赵剑波和吕铁， ２０１６）。 总体而言， 从微观层面出发考察跨

国并购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相对比较丰富， 而极少数文献讨论跨国并购对母

国产业发展、 产业竞争力以及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事实上， 发展中国家可以

通过技术寻求性的跨国并购获得逆向技术溢出， 使母国整个产业获得创新活动所必

须的知识， 推动产业技术创新 （张峰， ２０１１）。 蒋冠宏 （２０１７） 利用 ３７ 个工业行

业层面的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能够促进行业生产率进步， 说明

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在行业内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对发达国

家企业进行跨国并购， 能够直接获得目标企业的关键技术和核心资产， 相较于进出

口贸易而言， 跨国并购是更为先进的技术获取模式， 对产业技术进步与创新可能有

着更为突出的贡献。 为此， 跨国并购与行业技术创新效率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而

目前尚未有文献考察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对行业层面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 因此， 笔

者将 ＢＶＤ （Ｚｅｐｈｙｒ） 统计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数据与 ２８ 个制造业行业进行合并，
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制造业行业层面的数据实证检验跨国并购能否促进行业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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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效率， 试图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在研究方法上， 选取几种典型的随机前沿

分析模型， 以避免模型错误设定导致实证分析结论的不可靠。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首

次从行业层面考察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技术创新效应， 既深化了我们对发展

中国家企业跨国并购理论的认识， 同时也为鼓励和支持企业跨国并购行为提供了理

论支撑。

一、 理论机制分析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是国际知识资本溢出的重要渠道， 也是技术引进、 吸收的

重要方式， 可以通过逆向知识转移的方式强化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 发展中国家

企业利用发达国家企业的先进技术实现技术进步与创新主要有三种途径：
（１） 通过技术引进、 消化、 提高的方式， 实现生产技术的模仿创新 （汤萱，
２０１６）； （２） 在进出口贸易、 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 通过 “学习效应” 机制和国

际知识资本溢出获得技术进步； （３） 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 利用 “临近效应”
“学习效应” 等方式实现逆向技术溢出 （蒋冠宏和蒋殿春， ２０１４）。 跨国并购作

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高级形式， 一方面， 可以通过跨国并购的 “临近效应”
“学习效应” 获得逆向技术溢出； 另一方面， 跨国并购还可以直接并购国外企业

以获取先进技术和研发资源， 抑或是以合作创新方式在国外开展研发活动， 再通

过研发活动的反馈机制促进母国企业的技术创新； 此外， 跨国并购活动还会改变

母国企业研发投入的成本收益， 以规模经济、 研发费用分摊和利润反馈机制的方

式强化企业技术创新 （蒋冠宏， ２０１７）。 那么国内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行为获得了

创新生产活动的国际先进知识和行业生产活动的核心技术以提高自身技术创新能

力， 又是如何推动行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呢？ 基于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实践， 同

时结合现有理论文献， 笔者认为跨国并购通过要素流动渠道、 市场需求渠道以及

有效竞争渠道来促进行业的创新效率。

（一） 要素流动渠道

生产要素流动会使得整个行业受益于并购带来的先进知识和核心技术。 中国企

业的跨国并购实际上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并购企业在创新能力和知识存量上明显

弱于被并购企业， 并购的目的主要是获取目的企业的技术、 品牌等战略资产 （赵
剑波和吕铁， ２０１６）。 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先进技术后， 一方面， 跨国并购所获

得的知识、 研发能力和关键技术会通过员工流动、 企业间技术交流在行业内溢出

（Ｂｒａｃｏｎｉ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 Ｐｏｔｔｅｒｉｅ ＆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 ２００１）； 另一方面， 由于专业化分

工使得行业内上下游企业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０），
跨国并购获得的核心技术会以专利转让、 中间投入品以及外包契约等方式在上下游

企业之间传播， 最终带动整个行业突破核心技术制约， 引发行业自主创新能力跨越

式增长。 因此，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能够通过生产要素如技术、 知识和人员等的流动

来促进行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快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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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场需求渠道

跨国并购能够通过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张和需求结构的提升促进相关行业提升创

新能力。 从需求规模来看， 企业在海外实施并购后的生产研发活动通常会进口母国

的相关配套设备、 中间品和零部件等， 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的需求， 这必然要求相

关行业提升自身素质和创新能力。 从需求结构来看， 一方面， 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获

取海外先进技术、 市场、 品牌等要素的同时， 也会通过增加对母国的配套设备和其

他中间品进口等方式影响母国的出口产品的需求结构， 促进相关行业技术标准的提

升， 进而通过产业链的中间需求带动国内上游产业及配套行业质量标准的提升

（杨丽丽等， ２０１８）； 另一方面， 通过对发达国家企业进行并购， 有助于引进国外

先进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 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国内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和高科技

产品的需求， 提升国内的消费需求结构， 从而促进国内行业从供给侧提升创新能力

（宋维佳和王军徽， ２０１２）。

（三） 有效竞争渠道

企业实施跨国并购能够从国际竞争环境和国内竞争环境两个方面来提升行业的

创新能力。 从国际竞争环境来看， 企业的跨国并购活动能够让行业接触到先进技术

前沿， 有助于克服行业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依赖 （苏莉和冼国明， ２０１７）。 企业

实施海外并购能够更及时地了解和掌握所在行业国际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 可以便

捷地与发达国家企业进行沟通合作， 这就有利于企业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理念，
促进关键技术研发活动的顺利开展， 并通过复制和扩散以提升整个行业的创新能

力。 从国内竞争环境来看， 企业通过实施海外并购获取国外资源和技术等关键要

素， 会对国内同行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形成竞争压力， 迫使行业内竞争企业积

极推进技术创新和技术升级， 从而提升整个行业的创新效率。

二、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设定

笔者遵循 Ｂａｔｔｅｓｅ 和 Ｃｏｅｌｌｉ （１９９５）、 Ｇｒｅｅｎｅ （２００５） 对随机前沿模型设定的思

路， 采用一步法固定效应面板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研究跨国并购对制造业技术创

新绩效的影响。 考虑到超越对数函数形式的生产函数放松了传统 Ｃ－Ｄ 函数形式的

要素产出弹性不变和 ＣＥＳ 函数形式的要素替代弹性不变的假设， 函数形式设定相

对较为灵活， 因此可以有效避免生产函数形式错误设定带来的参数估计偏差以及充

分反映投入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 交互作用及其变化， 将创新生产函数设定为超越

对数函数的形式， 将一步法固定效应面板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设定为如下形式①：

ｌｎＹｉｔ ＝ａｉ＋βｋ ｌｎＫ ｉｔ＋βｌ ｌｎＬｉｔ＋
１
２
βｋｋ ｌｎＫ２

ｉｔ＋
１
２
βｌｌ ｌｎＬｉｔ

２＋βｋｌ ｌｎＫ ｉｔ×ｌｎＬｉｔ＋ｖｉｔ－ｕｉ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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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创新活动投入产出变量的测度在 ２０１０ 年后有比较大的变化， 模型中增加了 １ 个时间虚拟变量 （是否

２０１０ 年之后的年份） 与各解释变量的交互项， 创新生产函数有 １０ 个解释变量。



－１４７　　 －

ＴＥ ｉｔ ＝ ｅｘｐ （－ｕｉｔ） （２）
μｉｔ ＝γ０Ｍ＆Ａｉｔ＋γ１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ｉｔ＋Ｚ ｉｔσ＋ｗ ｉｔ （３）

式 （１） ～式 （３） 中， Ｙｉｔ表示第 ｉ 个决策单元 （ＤＭＵ） 在 ｔ 年的创新产出；
Ｋ ｉｔ、 Ｌｉｔ分别表示创新资本投入和创新劳动投入； αｉ 为生产单元的固定效应； ｖｉｔ为随

机误差项， 服从正态分布； ｕｉｔ是创新活动的无效率项， 服从均值为 μｉｔ截断正态分

布。 Ｍ＆Ａｉｔ表示行业的跨国并购，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ｉｔ表示其他行业跨国并购的溢出效应， Ｚ ｉｔ

是影响非效率项均值的环境控制变量。 γ０ 和 ｖ１ 为无效率项回归方程中的参数： 如

果 γ０ 显著小于 ０， 说明跨国并购对非效率项的均值有负向影响， 有利于提高行业

的技术创新效率； 如果 γ１ 显著小于 ０， 说明其他行业跨国并购存在显著的溢出效

应， 能够提高本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

（二）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笔者以中国 ２８ 个制造业行业为研究对象， 时间窗口

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 中国制造业行业分类按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４７５４－
２００２） 进行划分， 剔除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２０１２ 年后将橡胶和塑料制品按 ２０１１ 年相关变量比例拆分为橡胶制品和塑料制品 ２
个行业， 汽车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制造业合并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１ 投入产出变量

专利能够客观地反映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科技综合实力， 并且跨国并购对创

新最为直接的影响是专利产出， 笔者选取专利申请数作为衡量技术创新过程的产出

指标。 选取行业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衡量创新活动的劳动投入， 选用 Ｒ＆Ｄ 资本存量

衡量创新活动的资本投入。 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 Ｒ＆Ｄ 资本存量， 估算过程参考程

时雄和柳剑平 （２０１４） 的方法。 由于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的统计口径是大中型企业，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的统计口径为规模以上企业， 故在计算 ２０１１ 年资本存量时进行了口

径调整。 创新活动的投入产出变量数据来自历年的 《工业科技统计年鉴》， 价格数

据来源于 《中国物价年鉴》。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是跨国并购金额 （Ｍ＆Ａ） 和其他行业跨国并购的溢出效应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数据来自 ＢＶＤ （Ｚｅｐｈｙｒ） 统计数据库， 该统计数据

库收录了全球发生的并购事件及相关数据， 是研究跨国并购问题最为主要的数据

库。 笔者将数据库统计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数据与 ２８ 个制造业行业的数据进行合

并， 从而获得行业层面上的跨国并购数据。 首先， 利用 ＢＶＤ （Ｚｅｐｈｙｒ） 统计数据

库， 搜集了 １９９７～２０１７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并购其他国家企业的数据； 然后， 根据

记录的企业行业分类， 将其与中国 ２８ 个制造业行业合并， 进而获得制造业行业层

面的跨国并购数据。 由于数据库统计的并购金额是用欧元表示， 在此根据人民币和

欧元汇率将并购金额转化为人民币。 考虑到跨国并购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长

期效应， 用实际并购交易存量度量跨国并购金额。 跨国并购的溢出效应计算公式如

下：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ｉｔ ＝∑ｉ≠ｊ １－Ｍ ｊ ／ Ｙ ｊ( ) ωｉｊＭ＆Ａ ｊｔ， 其中， ωｉｊ表示行业 ｉ 使用来自行业 ｊ 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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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投入的权重 （即与所有中间品投入的比值）， １－Ｍ ｊ ／ Ｙ ｊ( ) 表示本国产品所占市场

份额。
３ 控制变量

借鉴程时雄和柳剑平 （２０１４） 的研究， 加入了以下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
（１） 行业市场结构 （Ｚ ｉｔ）， 选取代表行业竞争性程度的企业平均规模 （Ｓｉｚｅ） 与代

表行业开放性程度的贸易开放度 （Ｏｐｅｎ） ２ 个变量代表， 贸易开放度用出口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来衡量； （２） 行业所有权结构， 选取外资企业比重 （ＦＤＩ） 和国有企

业比重 （ＳＯＥ） ２ 个变量代表， 分别使用外资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占工业行业固定资

产净值的比重、 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占工业行业固定资产净值的比重来衡量；
（３） 行业盈利能力 （Ｐｒｏｆｉｔ）， 用行业利润总额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来衡量；
（４） 按技术水平分类的行业特征变量 （Ｈ＿ｔｅｃｈ）， 采用虚拟变量来表示行业特征变

量， 技术密集行业取值为 １， 非技术密集行业取值为 ０， 技术密集行业包括通信设

备制造、 仪器仪表制造、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交通设备制造、 通用设备制造、 专

用设备制造、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 医药制造和金属制品行业； 此外， 加入了时间

趋势项来衡量创新绩效随时间的变化。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模型检验与估计结果

为了检验模型设定的合理性， 对回归模型设定进行了似然比检验。 似然比检验

的统计量为 ＬＲ＝ ２ （ＬｏｇＬ０ －ＬｏｇＬ１）， ＬｏｇＬ０为无约束模型的对数似然值， ＬｏｇＬ１为约

束模型的对数似然值， 如果原假设成立， ＬＲ 统计量服从卡方分布， 自由度为约束

参数的个数。 分别将 Ｇｒｅｅｎｅ （２００５） 设定的一步法、 两步法随机前沿模型作为基

准回归模型， 得到的似然比检验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就生产函数的形式设定而言， 似

然比检验拒绝 Ｃ－Ｄ 函数形式且拒绝不存在行业固定效应的原假设， 说明笔者设定

的超越对数形式的固定效应随机前沿模型更为合理。 此外， 第 ３ 个检验和第 ４ 个检

验对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总体显著性进行了检验， 似然比统计量在 １％和 ５％
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 说明跨国并购、 行业市场结构、 行业所有权结构以

及行业特征都是影响行业技术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 表 ２ 中似然比检验的结果表

明， 模型设定较为合理。

表 ２　 模型设定检验

基准模型 原假设 Ｈ０ 似然比统计量 自由度 ５％临界值 １％临界值

Ｇｒｅｅｎｅ
一步法

Ｇｒｅｅｎｅ
两步法

Ｈ０１： 函数为 Ｃ－Ｄ 形式 ２６ ５９ ６ １１ ９１１ １６ ７０４
Ｈ０２： 不存在行业异质性 ５４ １８ ２８ ４０ ７６０ ４７ ６６７
Ｈ０３： 控制变量的系数等于 ０ ２５ ７２ ７ １３ ４０１ １７ ７５５
Ｈ０４： 无效率项的系数等于 ０ ４３ ３５ ８ １４ ８５３ １９ ３８４
Ｈ０５： 函数为 Ｃ－Ｄ 形式 ６９ ３２ ６ １１ ９１１ １６ ７０４
Ｈ０６： 不存在行业异质性 １９１ ７４ ２８ ４０ ７５６ ４７ ６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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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展示了 ４ 种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得到的技术创新效率项的核密度图①， 从中

可以发现， 模型设定对效率项的测算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 两步法 ＳＦＡ 模型

得到的效率项差异小于一步法 ＳＦＡ 模型， 传统 ＳＦＡ 模型得到的效率项差异性大于

固定效应 ＳＦＡ 模型， 并且固定效应 ＳＦＡ 测算得到的效率项高于传统 ＳＦＡ， 估计结

果与孙焱林等 （２０１６） 和 Ｌｉｎ ＆ Ｄｕ （２０１５） 的实证结果比较吻合。 随机前沿生产

函数方法模型设定的多样性是否会导致效率项的估计结果出现冲突？ 为此， 对 ４ 个

代表性模型测度得到的效率项进行了 Ｋｅｎｄａｌｌ τ 相关检验， 发现 ４ 种模型测算得到

的效率项彼此之间的 Ｋｅｎｄａｌｌ τ 相关系数处于 ０ ５１８ ７～０ ９６７ ９ 之间， 即 ４ 种模型的

测算结果排序显著正相关， 模型设定不会导致测算结果出现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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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技术创新效率的核密度图

（二） 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 ３ 报告了 ４ 种模型测算得到的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从中可以看

出， 无效率项和随机扰动项的标准差比值 （λ） 的最小值为 １ ０５４， 并且在 １％的水平下

显著， 说明组合误差项的变异至少有 ５１ ３１％的成分来源于技术创新非效率项。 无效率

项和随机扰动项的标准差比值 （λ） 的最大值为 ２ ２５６， 说明组合误差项的变异最多有

６９ ３％的成分来源于非效率项。 因此， 创新活动的投入产出分析需要同时处理非效率项

和随机扰动项， 随机前沿模型对数据的拟合优于普通最小二乘法和数据包络法。
从表 ３ 还可以看出， 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活动对制造业部门的技术创新绩效有

着极为重要的积极影响， 跨国并购不仅能够提高对应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 而且能

够改善其他制造业行业的创新效率。 就跨国并购 （Ｍ＆Ａ） 而言， 两步法随机前沿

模型的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均显著大于 ０， 说明企业跨国并购可以提高本行业的技

术创新效率； 一步法随机前沿模型的系数在 ５％的水平下均显著小于 ０， 说明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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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ＡＬＳ 代表两步法传统 ＳＦＡ， 即依据 Ａｉｇｎｅｒ 等 （１９７７） 的模型设定测算与分析技术创新效率； Ｇｒｅｅｎｅ 两

步法代表两步法固定效应 ＳＦＡ， 是在 ＡＬＳ 模型中增加了行业的固定效应； Ｇｒｅｅｎｅ 一步法代表一步法固定效应

ＳＦＡ， 即文中式 （１） ～式 （３） 所表示的 ＳＦＡ； ＢＣ９５ 代表一步法传统 ＳＦＡ， 是依据 Ｂａｔｔｅｓｅ 和 Ｃｏｅｌｌｉ （１９９５）
的模型设定进行效率测算与分析， 即在文中模型去除行业的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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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能够降低行业技术创新活动非效率项的均值， 即跨国并购能够提高本行业的技

术创新效率。 就跨国并购的溢出效应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而言， 两步法 ＳＦＡ 的系数在 １０％
的水平下显著大于 ０， 一步法 ＳＦＡ 的系数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小于 ０， 说明跨国并

购存在显著的行业溢出效应。 进一步地， 通过改变控制变量的个数、 增加企业平均

规模和时间趋势的二次项等方式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一致表明跨国并

购对制造业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因此， 基于一系列随机前沿方

法的实证结果表明， 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活动有助于提高制造业行业的技术创新效

率。 鼓励制造业企业开展逆向并购活动， 是打破发达国家实施技术壁垒的重要路

径， 对制造业整个部门的技术进步与创新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表 ３　 基于 ＳＦＡ 的技术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变量
两步法随机前沿模型 一步法随机前沿模型

ＡＬＳ Ｇｒｅｅｎｅ ＢＣ９５ Ｇｒｅｅｎｅ

Ｍ＆Ａ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Ｓｉｚｅ

Ｏｐｅｎ

ＳＯＥ

ＦＤＩ

Ｐｒｏｆｉｔ

ｔ

Ｈ＿ｔｅｃｈ

λ

ＬｏｇＬ

样本数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９∗∗∗ －０ ２４８∗∗ －０ ２６７∗∗ －０ ３７５∗∗∗ －０ ２７７∗∗∗

（１２ ２５） （７ ３６） （３ ７４） （３ ９５） （－２ ２１） （－２ ４２） （－３ ５４） （－３ ２８）
０ ８３６∗∗ ０ ５５２∗ －０ ０６２∗∗ －０ ０９３∗∗

（２ ２５） （１ ９３） （－２ ２６） （－２ ０５）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１ ２１７∗∗∗ －０ １７１ ０ ０３８ －０ ２５１

（１ ３５） （１ ６３） （－０ ２６） （－０ ２３） （－４ ２７） （－０ ９８） （０ ６９） （－０ ５３）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２ ０ １３５ ０ １３９ －０ ００３ －２ ２４５∗∗ －３ ３３１∗∗ －２ ５１３∗

（０ ７５） （０ ６８） （１ ０９） （１ ０８） （－０ ０１） （－２ １４） （－２ １３） （－１ ７５）
０ ００２ ０ ８２５∗∗ ０ １４０∗ ０ ２９８ －０ ２６９ －０ ３１１ －０ ６２８ －０ １７０

（０ ０５） （２ ２４） （１ ９２） （０ ３９） （－０ ７３） （－０ ８４） （－０ ７６） （－０ ０５）
０ １１６∗∗ ０ ０８９∗ ０ ２０１∗ ０ １９６∗ －０ ６２４ ０ ４５１ －０ ８１７ －３ １６０∗∗∗

（２ ２３） （１ ６７） （１ ８６） （１ ７７） （－１ １４） （０ ９６） （－０ ３６） （－２ ５８）
０ ６８７∗∗∗ ０ ６４９∗∗∗ ０ ３４１∗∗ ０ ４３４∗∗∗ －７ ０６２∗∗∗ －６ ５１５∗∗∗ －５ １８４∗∗∗ －７ ５１０∗∗∗

（３ ５０） （３ ３１） （２ ３５） （３ ３３） （－３ ４０） （－３ １８） （－２ ６９） （－３ ６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８２∗∗∗ －０ ０８９∗∗∗ ０ ０５４ －０ ０１７

（０ ６１） （１ ０８） （２ １６） （３ ３７） （－８ ２３） （－８ ３１） （１ ５３） （－０ ８５）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４∗∗∗ －０ ６２８∗∗∗ －０ ８０４∗∗∗ －０ ５４８∗∗∗ －０ ４７６∗∗∗

（６ ０４） （５ ８８） （３ ３４） （３ ２９） （－７ ５４） （－１１ ７２） （－４ ５５） （－３ ８６）
１ ０５４∗∗∗ １ ０５４∗∗∗ １ ７９３∗∗∗ １ ７９３∗∗∗ ２ １９１∗∗∗ ２ ２５６∗∗∗ ２ １６５∗∗∗ １ ９７９∗∗∗

（１２ ３６） （１２ ３６） （１８ ４１） （１８ ４１） （２１ ２８） （２３ １７） （２４ ６５） （２０ ８５）

－３２１ １０ －３２１ １０ －２２５ ２３ －２２５ ２３ －２０３ ９１ －１９５ ２６ －１８７ ６７ －１６８ １７

５０４ ５０４ ５０４ ５０４ ５０４ ５０４ ５０４ ５０４

注： 两步法下的 λ、 ＬｏｇＬ 为随机前沿模型参数估计步骤中的结果； 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 “∗∗∗”“∗∗”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控制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符合理论预期， 说明回归系数的估计结

果相对稳健， 实证结果可靠。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１） 贸易

开放度有利于提高制造业部门的技术创新效率， 新贸易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一直以

来把国际贸易作为国际技术溢出渠道的一种方式， 认为国际贸易对生产率的增长有

着显著的效应， 笔者的研究也表明国际贸易是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一种渠道， 通过

进出口贸易所带来的世界范围内跨国技术、 知识的流动， 一国不但增强了吸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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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而且还促进了其研发投入产出效率的增长。 （２） 盈利能力越高， 行业的技术

创新效率越强。 行业盈利能力不仅意味着企业研发资源投入的能力， 同时也意味着

行业处于快速发展周期， 这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 （３） 行业特征对技术创

新效率的影响非常明显， 高新技术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高于非高新技术行业。 实证

结果与程时雄和柳剑平 （２０１４） 的研究相反， 可能是中国的高新技术行业虽然研

发创新活动较为活跃、 专利产出较多， 但是专利转化率却不足。 （４） 产权结构、
企业平均规模对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较为复杂， 不同模型之间并没有一致的结论。
（５）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制造业整体的技术创新效率在不断提高， 这与中国专

利数量爆发式增长的现实相吻合。

（三） 跨国并购的作用机制分析

跨国并购的行业溢出效应说明先进技术会通过中间投入品的方式在上下游企业

之间传播， 验证了要素流动渠道的存在性。 为了进一步检验跨国并购作用于行业技

术创新的市场需求渠道和有效竞争渠道， 选取行业增长速度 （Ｇｒｏｗｔｈ） 和外资依存

度 （ＦＤＩ） 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估计结果如表 ４ 所示。 由于行业增长速度

代表着市场需求的变化， 跨国并购与行业增长率交互项的系数能够检验是否存在跨

国并购影响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渠道。 外资依存度反映了行业对国际技术的依赖程

度， 通过跨国并购活动能够实现与国外技术先进的企业进行有效竞争， 跨国并购作

用于技术创新的有效竞争渠道意味着外资依存度较高行业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
从表 ４ 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Ｍ＆Ａ×ＦＤＩ 的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均显著小于 ０， 说明

外资依存度高的行业能够从跨国并购活动中获得更多的技术创新效应， 这意味着存在跨

国并购影响技术创新的有效市场竞争渠道。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跨国并购活动主要是为了

获取先进技术、 资源和品牌， 技术寻求的跨国并购有助于打破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垄断

行为。 同样， Ｍ＆Ａ×Ｇｒｏｗｔｈ 的系数在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说明跨国并购会通过影响

市场需求来促进行业技术创新。 归纳而言， 实证结果表明， 跨国并购活动确实能够通过

要素流动渠道、 市场需求渠道以及有效竞争渠道这三条传导途径促进行业技术创新。

表 ４　 作用机制检验的估计结果

变量
市场需求渠道 有效竞争渠道

ＢＣ９５ Ｇｒｅｅｎｅ ＢＣ９５ Ｇｒｅｅｎｅ

Ｍ＆Ａ

Ｍ＆Ａ×Ｇｒｏｗｔｈ

Ｍ＆Ａ×ＦＤＩ

控制变量

ＬｏｇＬ

样本数

－０ ３５３∗∗∗ －０ ２６５∗∗ －０ ３７５∗∗∗ －０ ２９３∗∗∗

（－３ ８４） （－２ ３７） （－３ ５４） （－２ ６５）
－０ ２４８∗∗ －０ １４７∗

（－２ １６） （－１ ７２）
－０ １８５∗∗∗ －０ ３７６∗∗∗

（－２ ６４） （－３ ３６）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２１２ ３５ －１８７ ６７ －１９７ ４８ －１７２ ２４

５０４ ５０４ ５０４ ５０４

注： 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 “∗∗∗”“∗∗”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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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扩展性回归分析

１ 并购动机异质性检验

由于不同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差异， 故自然要探究不

同动机的并购行为是否对行业技术创新效率存在异质性影响。 根据蒋冠宏 （２０１７）
的观点， 中国企业对高收入国家的并购主要是出于技术搜寻动机， 对中低收入国家

的并购主要是出于市场和资源搜寻动机。 因此， 将中国企业对 ＯＥＣＤ 国家的并购视

作技术搜寻动机， 将对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开曼群岛、 属维尔京群岛以及百慕大

等地区的并购视作避税动机， 将对其他地区的并购视作市场和资源搜寻动机， 估计

结果如表 ５所示。 从表 ５ 可以看出， Ｇｒｅｅｎｅ （２００５） 一步法模型回归结果在 １０％的

显著性水平下支持不同动机的跨国并购交易均能够促进行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
但是技术搜寻动机跨国并购的系数绝对值最大， 说明技术搜寻动机的跨国并购对技

术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最为突出。 Ｂａｔｔｅｓｅ 和 Ｃｏｅｌｌｉ （１９９５） 模型中技术搜寻动机的

跨国并购交易能够提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效率， 而避税动机、 市场和资源搜寻动机

的跨国并购不能显著改善制造业的创新绩效。 以上分析表明， 不同动机的跨国并购

对行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技术搜寻动机的跨国并购对技术创新效率的

影响更为突出。

表 ５　 并购动机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技术搜寻动机 市场和资源搜寻动机 避税动机

ＢＣ９５ Ｇｒｅｅｎｅ ＢＣ９５ Ｇｒｅｅｎｅ ＢＣ９５ Ｇｒｅｅｎｅ

Ｍ＆Ａ

Ｓｉｚｅ

Ｏｐｅｎ

ＳＯＥ

ＦＤＩ

Ｐｒｏｆｉｔ

ｔ

Ｈ＿ｔｅｃｈ

λ

ＬｏｇＬ

样本数

－０ ３０４∗∗ －０ ３１８∗∗∗ －０ １１５ －０ ２６６∗∗∗ －０ １１７ －０ １５７∗

（－３ １３） （－３ ５７） （－１ １８） （－２ ４１） （－１ １５） （－１ ６２）
０ １６２ ０ ０３０ －０ ３５２ ０ ０２３ －０ ３５６ ０ １２５

（０ ９２） （０ ２８） （－１ ５６） （０ ４１） （－１ ５６） （１ ２３）
－０ ２９１ －０ ３１２ ０ １４３ ０ ０８５ －２ １７１∗∗ ０ ０３５

（－０ ５１） （－０ ８３） （０ ２０） （０ ４２） （－２ ２３） （０ １６）
０ ８１９∗∗ －０ ３５７∗ ０ ０１６ －０ ３２８∗∗∗ －０ ０４２ －０ １４５

（２ ３１） （－１ ６５） （０ ０４） （－２ ７３） （－０ ２４） （－１ ８１）
－０ １２４ －０ ０５２ －０ ２０５ ０ ２４４ －０ ０３６ ０ １３５

（－０ ２８） （－０ １５） （－０ ３２） （１ ４７） （－０ ０６） （１ ２５）
－０ ２４１∗∗∗ －０ １４０∗∗∗ －０ ０９５∗∗∗ ０ １００ －０ ０９７∗∗∗ －０ ０３４∗

（－２２ ０７） （－１４ １５） （－３ ８２） （０ ０１） （－３ ９１） （－１ ６６）
－０ １３５ －０ ４３１∗∗∗ －０ ２４９∗∗ －０ １０９ －０ ２８７∗∗ －０ ３１６∗∗∗

（－１ ０９） （－７ １５） （－２ ０３） （－０ ０１） （－２ ２６） （－３ １２）
－１ ３８７ －１ ５３２∗∗∗ －１ ９１８∗∗ －０ ２２３∗∗ －１ ９９２∗∗ －０ ６６１∗∗∗

（－１ １１） （－２ ７４） （－２ ５３） （－２ １１） （－２ ５４） （－５ ２５）
１ ２６３∗∗∗ １ ９８１∗∗∗ １ ２１１∗∗∗ １ ６３５∗∗∗ １ １５５∗∗∗ １ ９９４∗∗∗

（１７ ５５） （１６ １８） （１４ ２６） （１３ ７４） （１３ ６２） （１６ ２２）

－２４４ ６１ －９１ ０３ －２５５ ３２ － ８４ ２４ －２５０ ２２ －７４ ５９

５０４ ５０４ ５０４ ５０４ ５０４ ５０４

注： 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 “∗∗∗” “∗∗”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２ 行业异质性检验

中国制造业领域的高新技术行业和非高新技术行业距离发达国家的技术前沿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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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差异， 而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既是决定企业研发投入产出效率的重要因

素， 也是影响企业跨国并购动机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高新技术行业与国际技术前沿

还有较大差距， 并且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设置了各种技术壁垒来阻碍发展中国

家对其技术的引进吸收。 事实上，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跨国并购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

行业， 统计分析发现，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期间， ７２％的并购金额用于高新技术行业。
为此， 需要重点考虑高新技术行业的跨国并购能否推动行业提高技术创新效率， 回

归结果如表 ６ 所示。 从表 ６ 可以看出， 无论是高新技术行业还是非高新技术行业，
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对行业技术创新效率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并且高新技术行业的

跨国并购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更为突出。 但是， 就其他行业跨国并购的溢出效应

而言， 高新技术行业和非高新技术行业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
中国企业对高新技术行业的跨国并购具有较强的技术搜寻动机， 从而对技术创新效

率的正向影响更为突出。

表 ６　 高新技术行业与非高新技术行业的异质性

变量
非高新技术行业 高新技术行业

ＢＣ９５ Ｇｒｅｅｎｅ ＢＣ９５ Ｇｒｅｅｎｅ

Ｍ＆Ａ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控制变量

ＬｏｇＬ

样本数

－０ １２５∗∗∗ －０ ２５１∗∗∗ －０ ２１２∗∗∗ －０ ２７９∗∗∗

（－２ ８６） （－３ ７６） （－３ ７２） （－４ １８）
－０ ７３０∗∗∗ －０ ３１７∗∗∗ －０ ９１２∗∗∗ －０ ２１３∗∗

（－２ ６２） （－３ ５８） （－３ １９） （－２ ５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２４５ ９４ －１７４ ５８ －２７６ ３２ －１９５ ４７

３４２ ３４２ １６２ １６２

注： 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 “∗∗∗” “∗∗”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３ 稳健性检验及潜在的问题

（１） 考虑到 ＢＶＤ （Ｚｅｐｈｙｒ） 数据库中部分企业的并购行为没有报告具体金额，
用行业跨国并购交易笔数替代行业跨国并购金额； （２） 考虑到行业规模差异会导

致行业并购交易数以及交易金额出现差异， 用并购金额与行业销售产值的比重替代

行业跨国并购金额作为被解释变量； （３） 考虑不同类型专利的质量存在差异， 用

发明专利申请数替代专利申请数。 稳健性检验结果基本支持前文的研究结论， 中国

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有利于提高制造业部门的技术创新效率。
表 ７ 报告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对制造业部门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从中可以发

现， 跨国并购及其行业溢出的系数并没有一致的显著为负值， 说明中国企业跨国并

购对于改善行业层面产品创新效率的作用有限。 跨国并购无法改善行业层面的产品

创新绩效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１） 专利技术转化为最终产品需要一定的积累和

周期， ２００８ 年之后中国技术搜寻动机的跨国并购交易才开始快速增长， 需要更长

的周期才能引发行业层面上的产品创新； （２） 企业研发活动是为了获取专利，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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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动机将专利技术转化为最终产品， 这既可能是因为企业仅仅将专利技术作为打压

商业竞争对手的一种手段， 也可能是企业从事研发活动只是为了获取政府的显性或

隐性补贴。

表 ７　 产品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变量
全样本 非高新技术行业 高新技术行业

ＢＣ９５ Ｇｒｅｅｎｅ ＢＣ９５ Ｇｒｅｅｎｅ ＢＣ９５ Ｇｒｅｅｎｅ

Ｍ＆Ａ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ＬｏｇＬ

样本数

控制变量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３∗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５
（－０ ７３） （１ ７１） （１ ３５） （０ ０７） （－０ ９３） （０ ５８）

０ ０５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８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６４ －０ １０５∗∗

（１ ４２） （－０ ７３） （１ ７７） （０ ８７） （１ ５３） （－２ ０１）

－３８４ ４６ －２１３ １４ －３１４ ９６ －１５８ ８５ －２８３ ５７ －１３０ ０９

５０４ ５０４ ３４２ ３４２ １６２ １６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 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 “∗∗∗” “∗∗”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四、 结论与启示

（一） 结论

在鼓励企业 “走出去” 的国家战略背景下， 中国企业积极通过跨国技术并购

获取企业创新所需的新知识和关键技术。 然而， 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是否会促进整

个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获得改善？ 为此， 将 ＢＶＤ （Ｚｅｐｈｙｒ） 统计的中国企业跨国

并购数据与 ２８ 个制造业行业进行合并， 利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７ 年 ２８ 个制造业行业层面

的数据， 并采用一系列的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实证检验了跨国并购对行业技术创新效

率的促进作用。 通过上述检验得到以下结论： （１） 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活动对制

造业部门的技术创新绩效有着极为重要的积极影响， 跨国并购不仅能够提高对应行

业的技术创新效率， 而且能够改善其他制造业行业的创新效率。 （２） 跨国并购活

动主要通过要素流动渠道、 市场需求渠道以及有效竞争渠道三条传导途径促进行业

的技术创新效率。 （３） 不同动机的跨国并购对行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技术搜寻动机的跨国并购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最为突出， 避税动机、 市场和资源搜寻

动机的跨国并购对制造业的创新绩效影响较小。 （４） 无论是高新技术还是非高新

技术行业， 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对行业技术创新效率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分

析还发现，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对制造业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主要是针对专利创新产

出而言， 对产品创新产出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 其原因还有待于研究。

（二） 启示

通过考察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对行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为中国从国家战略

的高度鼓励和支持企业跨国并购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证依据。 目前中国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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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核心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提升国际价值链地位， 而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能

够带动整个制造业行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可以说， 坚定不移地鼓励有实力的企

业 “走出去” 参与国际竞争， 通过跨国并购行为获取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 同时

不断强化与国际研发机构的合作， 最终可以实现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跳跃式的提

高。 此外， 鉴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并没有显著改善行业层面的产品创新绩效， 一方

面要处理好制造业发展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引导

专利技术转化为商业产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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