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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异质性对中国 ＯＦＤＩ 深度及广度的影响

———基于分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刘　 娟

（天津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天津　 ３００２２２）

摘要： 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 利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中国 １８ 大类行业对外直接投

资数据， 从投资深度及广度两方面系统识别并验证行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性

影响因素。 实证结果显示： 非国有企业主导行业和第三产业样本中近似全要素生产

率与对外直接投资广度呈现显著负向关联； 行业工资水平、 行业规模、 行业增加值

则呈现显著正向关联； 行业固定资产投入在部分回归分析中呈现显著负相关性。 中

国各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吸收情况与对外直接投资广度及深度间存在显著关联性， 但

正负影响作用视各样本不同估计结果有所差异。 此外， 所有权特征发挥作用有所不

同，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排序前 ５ 名的行业数据显示， 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过

程中， 国有企业的主导性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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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 伴随中国企业 “走出去” 的快速发展， 围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ＤＩ） 特征及效果的相关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

注。 作为国际经贸投资领域前沿性理论之一的企业异质性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Ｙｅａｐｌｅ， ２００９；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更成为相关学者探究中国 ＯＦＤＩ 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相关研究的普遍结论是： 拥有较高生产效率的企业能够承担进入国际市场即参与国

际经贸投资活动的固定成本； 其中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通常会选择 ＯＦＤＩ 方式参与

国际市场。 现有文献显示： 上述研究结论不仅得到发达国家跨国企业 （Ｍｕｌｔｉ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ＭＮＥ） 经验数据验证， 也与部分基于中国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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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相一致 （陈景华， ２０１５； 程慧芳和梁越， ２０１４； 戴翔， ２０１３）。 但现有文献也

表明：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探究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的实证研究在样本细分方面多集中于

代表性行业， 如制造业 （汤晓军和张进铭， ２０１３； 蒋冠宏和蒋殿春， ２０１３）、 服务

业 （陈景华， ２０１５）； 或代表性地区， 如广东省 （王方方和赵永亮， ２０１２）、 江苏

省 （严兵等， ２０１４）、 浙江省 （傅灵建等， ２０１６； 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２） 等； 或其他

特定细分样本， 如上市企业 （朱荃和张天华， ２０１５） 等。 相对而言， 基于行业异质

性视角探究中国 ＯＦＤＩ 的经验研究较为鲜见。 商务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数据显示： 中国 ＯＦＤＩ 现已涵盖国民经济 １８ 个行业大类， 但 ＯＦＤＩ 流量、 存量 （深
度） 及境外企业规模数量 （广度） 在 １８ 个行业大类中均存在明显差异。 鉴于此， 在

系统梳理中国 ＯＦＤＩ 行业数据基础上， 基于各行业发展现状， 即从母国行业异质性视

角探究中国 ＯＦＤＩ 问题成为本研究着眼点； 相关研究结论无疑对所处不同行业的企业

管理者国际化决策及相关部门 “走出去” 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一、 文献综述

传统企业异质性研究聚焦于企业生产效率问题， 并将其视为企业从事出口贸易

及 ＯＦＤＩ 的重要影响因素。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Ｈｅｌ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０３） 基于理论模型系统

阐释了企业异质性与生产模式间的关联性： 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只能服务于本国市

场， 生产效率适中的企业可参与出口贸易活动， 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则可从事

ＯＦＤＩ 活动。 后续学者围绕此研究结论展开大量相关实证研究： 针对欧美 ＭＮＥ 经验

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基本与理论描述相一致 （Ｙｅａｐｌｅ， ２００９； Ｍａｙｅｒ ＆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２００７； Ｂｅｒｎａｒｄ ＆ 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０７；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但针对日本 ＭＮＥ 的实证研

究却发现东道国收入水平差异性对母国投资企业生产效率选择有显著影响， 即投资

于收入水平较高东道国的 ＭＮＥ 通常拥有较高生产效率， 投资于收入水平较低东道

国的 ＭＮＥ 的生产效率则略低一些 （Ｔｏｍｉｕｒａ， ２００７； Ｈｅａｄ ＆ Ｒｉｅｓ， ２００３）。 有学者

对此解释： 针对欧美 ＭＮＥ 经验数据的实证结果之所以与理论描述相一致， 是因为

这些 ＭＮＥ 大多进行水平型外商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ＤＩ） （东道国

同样为发达国家）； 但针对发展中国家 ＦＤＩ 的 ＭＮＥ 的生产效率选择则有可能与经

典企业异质性理论模型描述不相一致 （蒋冠宏， ２０１５）。
近年来，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 ＭＮＥ 对外直接投资的蓬勃发展， 这些有别于传统

西方国家 ＭＮＥ 的 ＦＤＩ 特征规律及其相关企业异质性问题日渐成为当前 ＭＮＥ 学者的

关注焦点， 但相关实证结论仍有分歧， Ａｗ 和 Ｌｅｅ （２００８） 以及 Ｄａｍｉｊａｎ 等 （２００７）
针对中国台湾及斯洛文尼亚企业的经验分析结论与传统企业异质性理论描述相一

致， 但 Ｒｙｕｈｅｉ 和 Ｔａｋａｓｈｉ （２０１２） 针对台湾企业的实证结论却显示， 投资于高工资

（收入水平） 东道国的 ＭＮＥ 要比投资于低工资水平东道国的 ＭＮＥ 拥有更高的生产

效率， 但并非一定比非 ＯＦＤＩ 企业更有效率。 国内学者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

证结果也表明： 与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相比， 投资高收入国家的企业生产效率并不一

定高； 从事 ＯＦＤＩ 的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并不一定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生产效率；
拥有高效率的制造型企业并不一定从事市场寻求型 ＯＦＤＩ 等 （蒋冠宏， ２０１５）。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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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相对于围绕企业异质性问题的传统实证研究大多聚焦于制造业企业， 一项针对

美国电影业出口贸易的实证研究显示： 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行业差别， 使其在经典企

业异质性理论中的适应性有所局限 （Ｈａｎｓｏｎ ＆ Ｘｉａｎｇ， ２００８）； 陈景华 （２０１５） 针

对中国服务业 ＯＦＤＩ 经验数据的实证结论也同样显示， 中国服务企业 ＯＦＤＩ 呈现出

明显区别于传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 即在不具有前期经济优势的前提下

也会同样从事 ＯＦＤＩ 活动， 并呈现出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实践特征。 企业异质性理论

特别关注制造业领域， 李春顶 （２００９） 选取制造业中 ３６ 个分行业数据， 通过计算

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结果显示： 我国不同制造行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有所差异，
且与企业自身生产效率并不具有显著关联性； 也即适用于企业层面的以企业异质性

为核心的新新贸易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行业间比较。
尽管如此， 企业异质性视角仍然为系统探究企业国际化、 对外贸易及 ＯＦＤＩ 问

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及可拓展的研究空间。 鉴于此， 在充分借鉴相关文献基础

上， 本研究聚焦如下三方面： （１） 相对于企业异质性聚焦生产效率单一维度， 而

拟从母国行业层面诸多特征着手， 系统探究行业异质性对中国行业 ＯＦＤＩ 两维度

（深度及广度） 的影响作用； （２） 鉴于当前中国 ＯＦＤＩ 的快速发展与对外开放格局

密不可分， 而现有文献并未对不同行业 ＯＦＤＩ 过程中的 ＦＤＩ 作用给予清晰阐释， 笔

者将不同行业 ＯＦＤＩ 与 ＦＤＩ 关联性问题纳入实证研究之中； （３） 现有文献有关企业

异质性对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影响作用的实证结论视不同细分样本而有所差异， 为使

本研究结论更具全面性及代表性， 笔者拟于涵盖 １８ 大类行业数据总样本的基础上，
有针对性地选取相关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二、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 被解释变量

为基于行业层面更加深入系统探究并验证中国 ＯＦＤＩ 影响因素， 笔者依据 《中
国统计年鉴》①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中涉及的 １８ 大类行业分类， 并依次选取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７ 年中国 １８ 类行业的 ＯＦＤＩ 存量数据 （ｏｆｄｉｓｔｏｃｋ） 及各行业境外企业规

模 （ｏｆｄｉｓｉｚｅ） 数据作为本实证研究计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 拟从行业 ＯＦＤＩ 深度

（存量） 和广度 （境外企业规模） 两方面加以系统验证， 相关数据源于相应年度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②。

（二） 解释变量

１ 全要素生产率

鉴于企业异质性研究中大多将企业生产效率作为影响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重要

决定因素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本实证研究也同样将各行业生产效率作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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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８ ［Ｍ］．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８．
中国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统计公报 ［Ｍ］．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８： ４３－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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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解释变量纳入计量模型之中。 考虑到相关数据获取的可行性及计算的便捷

性， 笔者采用近似全要素生产率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ＴＦＰ）①

作为度量各行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 并依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２０１７ 年各行业近

似全要素生产率及各行业 ＯＦＤＩ 存量， 结果如表 １ 所示。 从表 １ 的相关数据不难发

现， 各行业近似全要素生产率排序与其 ＯＦＤＩ 存量排序结果并非完全一致， 一定程

度上印证了李春顶 （２００９） 的实证研究结果， 即行业层面生产效率并不能完全作

为衡量该行业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更多相关细节将在后文实证研究中详述。

表 １　 各行业近似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结果与 ＯＦＤＩ排序对比 （２０１７ 年）
行业 ＡＴＦＰ 均值 ＡＴＦＰ 排序 ＯＦＤＩ 存量 ／亿美元 ＯＦＤＩ 存量排序

金融业 ４ ２９６ １ ２ ０２７ ９ ４
农、 林、 牧、 渔业 ３ ９８１ ２ １６５ ６ １３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３ ８３２ ３ １９０ ２ １２
批发和零售业 ３ ４０４ ４ ２ ２６４ ３ ２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 ９７７ ５ ２ １８９ ０ ３
住宿和餐饮业 ２ ８２４ ６ ３５ １ １５
建筑业 ２ ７７８ ７ ３３７ ０ ９
采矿业 ２ ７１２ ８ １ ５７６ ７ ５
房地产业 ２ ６８４ ９ ５３７ ６ ８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２ ６２６ １０ ２１６ ８ １１
制造业 ２ ５６１ １１ １ ４０３ ０ ６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 ４７５ １２ ６ １５７ ７ １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２ ２３７ １３ ２４９ ９ １０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２ １９９ １４ ５４７ ７ ７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２ １８３ １５ ８１ ２ １４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２ １８２ １６ １３ ９ １８
教育 ２ ０７１ １７ ３２ ９ １６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０ ８０７ １８ ２３ ９ １７
数据来源： 部分数据源自 《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部分数据依据 ＡＴＦＰ 公式计算得出。

２ 行业劳动力成本

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研究中， 成本寻求是跨国企业海外市场区位选择及产业转

移中不可规避的重要考量因素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８４）。 随着中国国内劳动力价格、 土地

价格、 资金成本及物价水平持续上升， 基于成本因素考量， 国内大量传统劳动密集型

产业外迁至中低收入国家趋势明显 （杨亚平和吴祝红， ２０１６）。 为进一步系统验证成

本因素在国内各行业分布情况及对 ＯＦＤＩ 的影响效果， 笔者选取行业平均工资水平

（ｓａｌａｒｙ） 作为各行业劳动力成本测度的重要指标， 并将其作为重要解释变量。
３ 行业发展水平及规模

通常， 母国国内行业或市场规模会促进该行业的 ＯＦＤＩ 发展 （Ｌｉ ＆ Ｍｏｓｈｉｒｉａｎ，
２００４）； 中国特定行业的 ＯＦＤＩ 也常带有明显的行业属性特质， 由此引发的 ＯＦＤＩ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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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 和 Ｍａｉｒｅｓｓｅ （１９９０） 计算 ＡＴＦＰ 的公式为： ＡＴＦＰ ＝ ｌｎＱ ／ Ｌ－ｓｌｎＫ ／ Ｌ， 其中 Ｑ 为产出， Ｌ 为劳动投

入， Ｋ 为资本投入， ｓ 为生产函数中的资本贡献度， 其值介于 ０～１ 之间。 其后， Ｈａｌｌ 和 Ｊｏｎｅｓ （１９９９） 将 ｓ 设

定为 １ ／ ３。 在此基础上， 笔者以工业增加值代替产出值， 以固定资产投入值代替资本投入， 以年度行业从业

人数代替劳动投入， 以此计算近似全要素生产率。 此外， 鉴于 ２０１７ 年行业工业增加值数据缺失， 故以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相应数据的平均值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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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效应不容小觑， 尤其在能源行业、 国有企业中尤为突出。 鉴于此， 笔者分别选取

行业境内规模 （企业数量） （ ｓｉｚｅ）、 行业增加值 （ ｖａｌｕｅ） 和行业固定资产投入

（ａｓｓｅｔｓ） 作为行业发展水平及规模的重要测度指标， 借助此三类指标更为全面地测

度并验证行业自身发展规模对于 ＯＦＤＩ 的影响作用及效果。
４ 行业吸收利用外资情况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各行业陆续对外资开放， 中国在吸纳 ＦＤＩ 流量及存量方

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但现有文献对于中国吸纳 ＦＤＩ 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国内

就业的影响 （桑百川， ２００５）、 对技术溢出、 技术创新的影响 （王苍峰， ２００８； 阳

小晓和赖明勇， ２００６） 等， 涉及到 ＦＤＩ 与 ＯＦＤＩ 关联性的研究也多集中于技术进

步、 技术溢出方面 （吕宁， ２０１６； 林成杰等， ２０１１）； 就行业层面而言， 直接探究

ＦＤＩ 与 ＯＦＤＩ 关联性的研究尚不多见， 鉴于此， 笔者亦将 ＦＤＩ 纳入行业 ＯＦＤＩ 影响

因素之列， 并选取 ＦＤＩ 实际使用金额 （ｆｄｉ－ａ） 和合同项目数 （ｆｄｉ－ｎ） 作为度量行

业吸收利用外资情况的有效指标。

（三） 控制变量

本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中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 （１） 所有权类型构成 （ｏｗｎｅｒ⁃
ｓｈｉｐ）， 在按登记注册类型和行业就业人数统计数据基础上， 依据国有企业就业人

数占比细分： 如该行业国有企业就业人数高于非国有企业 （城镇集体或其它单

位）， 则该行业所有权类型赋值为 １ （国有主导）， 反之赋值为 ０ （非国有主导）。
（２） 三大产业类别划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ｇｒｏｕｐ）， 将 １８ 大类行业对应于第一、 第二和第三

产业进行划分①， 并相应赋值 １、 ２、 ３。 实证检验中相关变量的说明及数据来源见

表 ２。

表 ２　 相关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变量性质 变量标识 变量名称 预期符号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ｏｆｄｉｓｔｏｃｋ 各行业 ＯＦＤＩ 存量 ———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ｏｆｄｉｓｉｚｅ 各行业 ＯＦＤＩ 境外企业规模 ———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解释变量

ＡＴＦＰ 近似全要素生产率 ？ 依据 《中国统计年鉴》 相关数
据计算得出

ｓａｌａｒｙ 各行业劳动力成本 （平均工资） ＋ 《中国统计年鉴》
ｓｉｚｅ 各行业境内企业数量 （行业规模） ＋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ｖａｌｕｅ 各行业增加值 ＋ 《中国统计年鉴》
ａｓｓｅｔｓ 各行业固定资产投入 ＋ 《中国统计年鉴》
ｆｄｉ－ａ 各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 ？ 《中国统计年鉴》
ｆｄｉ－ｎ 各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数 ？ 《中国统计年鉴》

控制变量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各行业所有权类型 ？ 《中国统计年鉴》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ｇｒｏｕｐ 三大产业类别 ？ 《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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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一产业： 农、 林、 牧、 渔 （不含农、 林、 牧、 渔服务业）。 第二产业： 采矿业 （不含开采辅助活

动）， 制造业 （不含金属制品、 机械和设备维修业），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第三产

业： 即服务业， 指除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 １３ 大类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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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 模型设定

基于 Ｈｅｌ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０４） 理论分析构建引力模型， 系统验证中国行业异质性

及其相关因素对 ＯＦＤＩ 的影响作用。 面板数据回归计量方程构造如下：
ｏｆｄｉｓｔｏｃｋｉｔ ＝ａ０＋ｏｆｄｉｓｔｏｃｋｉｔ －１＋∑βｎＥｖａｒｎｉｔ －１＋∑θｍＣｖａｒｍｉｔ －１＋εｉｔ （１）
ｏｆｄｉｓｉｚｅｉｔ ＝ａ０＋ ｏｆｄｉｓｉｚｅｉｔ －１＋∑βｎＥｖａｒｎｉｔ －１＋∑θｍＣｖａｒｍｉｔ －１＋εｉｔ （２）

方程 （１） 用于行业 ＯＦＤＩ 深度的估计， 被解释变量为行业 ＯＦＤＩ 存量； 方程

（２） 用于行业 ＯＦＤＩ 广度的估计， 被解释变量为行业境外企业规模 （数量）。 两式

中， ａ０代表常数项， Ｅｖａｒ 和 Ｃｖａｒ 分别代表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 β 和 θ 依次为两

者系数， ε 为误差项； ｉ、 ｔ、 ｎ、 ｍ 分别代表所属行业、 年份、 解释变量个数及控制

变量个数。 为避免内生性问题， 将被解释变量滞后期纳入回归模型， 同时所有解释

（控制） 变量均取滞后 １ 期。 相关数据均取对数处理。

（二） 初始检验

首先对所有样本数据进行初始检验， 对方程 （１）、 方程 （２） 依次采用固定效

应模型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Ｅ）、 随机效应模型 （Ｒａｎｄｏｍ Ｅｆｆｅｃｔ， ＲＥ） 及混合最小二

乘法 （Ｐｏｏｌｅｄ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ＰＯＬＳ） 进行估计， 如表 ３ 所示。 三组模型估

计结果大致相符， 依据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 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故

此， 下文分样本回归均将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
表 ３ 中全样本数据回归方程 （１） 估计结果显示， 前期 ＯＦＤＩ 投资存量 （深

度）、 境内行业规模 （企业数量） 在 ３ 组回归分析中系数均显著为正； 行业人均工

资水平仅在 ＰＯＬＳ 模型估计中显著， 近似全要素生产率在 ３ 组回归分析中均未通过

显著性检验。 整体而言， 回归结果基本与预期相符， 中国行业 ＯＦＤＩ 存量 （深度）
与境内行业规模密切关联， 具有海外市场寻求倾向， 同时也呈现出对外低成本寻求

特征。 行业 ＦＤＩ 相关的两变量在 ＲＥ 和 ＰＯＬＳ 模型估计中均呈现出显著关联性， 但

作用符号相反： ＦＤＩ 实际使用金额系数显著为正， ＦＤＩ 合同项目数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吸收 ＦＤＩ 较大金额项目的行业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更具优势或潜能， ＦＤＩ 对中

国相关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深度） 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 两控制变量

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 ３ 中全样本数据回归方程 （２） 旨在检验对于中国各行业 ＯＦＤＩ 境外企业规

模数量 （广度） 影响显著的各要素。 估计结果显示， 前期 ＯＦＤＩ 投资广度、 行业人

均工资水平、 境内行业规模 （企业数量）、 行业增加值、 行业固定资产投入和 ＦＤＩ
实际使用金额各变量在 ３ 组回归分析中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显著关联性， 近似全要

素生产率在 ３ 组回归分析中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相对而言， 在 ＯＦＤＩ 投资广度方

面， 对外低成本寻求特征更为显著 （ＲＥ 和 ＰＯＬＳ 模型估计中均呈现出显著关联

性）； 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发展 （ＦＤＩ 实际使用金额） 的促进作用同样显著。 需要注

意的是： 行业固定资产投入在 ＲＥ 和 ＰＯＬＳ 模型估计中均呈现显著负向关联性， 此

国际投资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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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前述预期相反， 可能与当前大量中国 ＯＦＤＩ 海外并购相关。 方程 （２） 中的

两个控制变量仍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简言之， 方程 （１）、 方程 （２） 的回归结果

表明行业层面诸因素对各行业 ＯＦＤＩ 深度及广度的影响作用有所差别， 影响 ＯＦＤＩ
广度的因素更趋多维， 为进一步探究各变量影响作用的差异性， 笔者将结合后续子

样本实证结果加以阐述。

表 ３　 全样本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项目
ＯＦＤＩ 深度： 方程 （１） 回归结果 ＯＦＤＩ 广度： 方程 （２） 回归结果

ＦＥ ＲＥ ＰＯＬＳ ＦＥ ＲＥ ＰＯＬＳ

ｏｆｄｉｓｔｏｃｋｔ－１

ｏｆｄｉｓｉｚｅｔ－１

ＡＴＦＰ ｔ－１

ｓａｌａｒｙｔ－１

ｓｉｚｅｔ－１

ｖａｌｕｅｔ－１

ａｓｓｅｔｓｔ－１

ｆｄｉ－ａｔ－１

ｆｄｉ－ｎｔ－１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ｔ－１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ｇｒｏｕｐｔ－１

Ｃ

Ｒ２

Ｆ 统计量

Ｗａｌｄ 检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Ｎ

０ ６４４∗∗∗

（０ ０００）

—

－０ ２６５

０ ４３６

０ ３０７∗∗

（０ ０１０）

０ １４３

－０ ０３３

０ ０６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８９

—

－２ ３５８

０ ９０７ ８

１３０ １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９０６∗∗∗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６５

０ １２９

０ １２９∗

（０ ０６０）

－０ １２３

－０ ０２９

０ １１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８９∗

（０ ０６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５７

０ ０２７

０ ９７４ ２

—

２８７ ８８∗∗∗

（０ ０００）

０ ９１７∗∗∗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７５

０ １２７∗

（０ ０８３）
０ １０４∗

（０ ０９０）

－０ １１２

－０ ０２９

０ １０２∗∗

（０ ０２３）
－０ ０７５∗

（０ ０８９）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８

－０ ０１４

０ ９７１ ８

３００ ０８∗∗∗

（０ ０００）

—

—

０ ６５３∗∗∗

（０ ０００）

－０ １２９

０ ２０５

０ ０８９

０ ２５６∗

（０ ０８０）

－０ ０５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

－１ ８９３

０ ９６５ ２

１５８ ３６∗∗∗

（０ ０００）

—

—

０ ８９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７４∗

（０ ０５１）

０ ０６１

０ ０３８

－０ ０４２∗

（０ ０６３）
０ ０３９∗

（０ ０９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５

－０ ７３８

０ ９８８ ５

—

６５２ ２５∗∗∗

（０ ０００）

—

０ ９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７２∗∗

（０ ０３７）
０ ０６０∗

（０ ０９７）

０ ０２９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２∗

（０ ０５４）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２

－０ ７１４

０ ９８７ ３

８２ ４４∗∗∗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１４ １１４ １１４ １１４ １１４ １１４

注： 括号内数值为 Ｐ 值； “∗∗∗” “∗∗” “∗” 分别代表 １％、 ５％、 １０％水平 （双侧） 显著相关。 下表同。

（三） 国有企业主导行业与非国有企业主导行业子样本比较

在前期研究基础上， 将总样本划分为国企主导与非国企主导行业两类子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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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相应进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 表 ４ 的回归结果显示， 两类子样本回归结果差异较

大。 在 ＯＦＤＩ 深度方面： 仅前期 ＯＦＤＩ 投资深度 （存量） 对当期 ＯＦＤＩ 投资深度正

向关联， 对两组样本同样适用， 且国有企业主导行业的影响作用更为突出 （回归

系数值较大）， 表明国有企业主导行业的 ＯＦＤＩ 更具持续性。 在非国有企业主导行

业样本中， 境内行业规模 （企业数量） 呈现出 １％置信水平区间上的显著正向关联

性， 表明非国有企业主导行业受市场机制影响作用更为凸显， 国内市场竞争激烈情

境下海外市场拓展意愿更为明显。

表 ４　 国有企业主导与非国有企业主导行业子样本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项目
国有企业主导行业 非国有企业主导行业

ＯＦＤＩ 深度 ＯＦＤＩ 广度 ＯＦＤＩ 深度 ＯＦＤＩ 广度

ｏｆｄｉｓｔｏｃｋｔ－１

ｏｆｄｉｓｉｚｅｔ－１

ＡＴＦＰ ｔ－１

ｓａｌａｒｙｔ－１

ｓｉｚｅｔ－１

ｖａｌｕｅｔ－１

ａｓｓｅｔｓｔ－１

ｆｄｉ－ａｔ－１

ｆｄｉ－ｎｔ－１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ｇｒｏｕｐｔ－１

Ｃ

Ｒ２

Ｆ 统计量

Ｎ

０ ７３４∗∗

（０ ０１０）

—

０ ２６３

０ ３５５

０ １０７

－０ ２９０

０ ０９２

０ ２５１

０ １４５

—

－３ ３５９

０ ９０９ ２

７９ ５５∗∗∗

（０ ０００）

２７

—

０ １８３

－０ ２９１

０ ４０５

０ ２４６

０ ７４６

－０ １２９

－０ ００４

－０ １３４

—

－４ ６４８

０ ７７７ ０

３５ ９０∗∗∗

（０ ０００）

２７

０ ５９７∗∗∗

（０ ０００）

—

－０ ６２６

０ ３３９

０ ３９５∗∗∗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６

０ １３５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２

—

－０ ３８１

０ ８００ ８

９１ ５４∗∗∗

（０ ０００）

８７

—

０ ５３０∗∗∗

（０ ０００）
－０ ４２５∗∗

（０ ０４０）

０ ２９７

０ １８４∗∗

（０ ０１３）
０ ３４１∗

（０ ０８７）

－０ １２２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４

—

－１ ９３２

０ ９２６ ９

１３１ ６８∗∗∗

（０ ０００）

８７

在 ＯＦＤＩ 广度方面： 前期 ＯＦＤＩ 投资广度仅在非国有企业主导行业样本中具有

显著正向关联性， 表明非国有企业主导行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分布范围广、
网点多， 迅速全面布局扩张的态势更为明显。 近似全要素生产率在非国有企业主导

行业样本中呈现出显著负向关联性， 鉴于非国有企业主导行业在更趋多元化、 更具

灵活性的同时行业分散程度亦较高， 其在境外扩大企业规模数量的方式也更趋多样

性， 对于资本、 劳动、 技术等传统要素匹配度的要求弱化， 进而对行业近似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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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不仅不敏感， 甚或出现 “逆反” （显著负相关） 现象， 使得基于行业层面的

ＡＴＦＰ 不能很好地解释某些行业 ＯＦＤＩ 行为， 此实证结果也与李春顶 （２００９） 的研

究结论大致吻合。 而行业增加值的显著正相关， 亦表明非国有企业主导行业在

ＯＦＤＩ 投资广度拓展方面受行业自身增长潜力或盈利能力的影响更为明显， 也即市

场机制发挥作用突出； 境内行业规模 （企业数量） 的正向影响作用与 ＯＦＤＩ 深度的

回归结果相似， 此处不再赘述。 整体而言， 行业层面诸因素中对于非国有企业主导

行业 ＯＦＤＩ 深度及广度影响的因素较多； 行业 ＦＤＩ 因素对于国有企业主导和非国有

企业主导行业 ＯＦＤＩ 深度及广度影响均不显著。

（四） 三大产业子样本比较

为进一步厘清第一、 第二和第三产业在 ＯＦＤＩ 深度与广度方面影响因素的差异

性， 笔者分别选取三大产业子样本①数据进行相应回归分析。 表 ５ 的回归结果显

示， 第一、 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子样本回归结果亦存在明显差异。 在 ＯＦＤＩ 深度方

面， 前期 ＯＦＤＩ 深度 （存量） 在两组样本中均呈现出显著正向关联性， 境内企业规

模对第三产业 ＯＦＤＩ 深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表明第三产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发展与

国内市场竞争程度密切关联。 行业增加值对第一、 第二产业 ＯＦＤＩ 深度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 表明第一、 第二产业 ＯＦＤＩ 的纵深发展与行业自身发展现状和增长潜力密

切相关， 同时也与国内第一、 第二产业， 尤其是以成熟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的雄

厚物质基础相吻合。 此外， 行业所有权类型在第一、 第二产业样本中对 ＯＦＤＩ 的深

度及广度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表明第一、 第二产业中非国有企业主导行业的

ＯＦＤＩ 深度及广度均更为凸显。
在 ＯＦＤＩ 广度方面， 第一、 第二产业样本中， 行业人均工资水平对 ＯＦＤＩ 广度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且影响作用较大 （系数值较大）， 亦与当前中国第一、 第二产

业， 尤其是第二产业对于劳动要素的密集使用相关， 由此低劳动力成本寻求自然成

为国内相关企业或行业海外直接投资选址或扩张的重要考量因素。 第三产业中， 前

期 ＯＦＤＩ 广度对当期 ＯＦＤＩ 广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表明当前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

三产业的海外布局特点仍是分布范围广、 网点多， 全面迅速遍地开花。 行业近似全

要素生产率与 ＯＦＤＩ 广度显著负向关联， 此实证结果无疑与第三产业行业 （服务

业） 分类众多、 分散， 且多元化凸显紧密相关。 整体而言， 第三产业 １３ 大类行业

的生产率参差不齐， 金融业排序第一， 文化、 卫生、 教育、 水利等行业则排在最后

（见表 １）， 亦使得整体第三产业样本检验中 ＡＴＦＰ 与 ＯＦＤＩ 广度呈现出显著的负向

关联性。 行业增加值的正向影响作用亦表明行业自身增长潜力对 ＯＦＤＩ 广度的积极

作用； 而行业固定资产投入的负向关联性， 一方面表明第三产业海外并购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第三产业自身 “轻” 固定资产投入的行业特征。 此外， 行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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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鉴于第一产业仅包括农、 林、 牧、 渔业一个行业， 样本数据过少无法进行面板数据回归， 笔者将第一

和第二产业 （包括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及建筑业四个行业） 合并为一个子

样本进行回归 （第二产业单独子样本回归结果与第一、 第二产业合并子样本回归结果大致相同）， 将第三产

业作为一个单独子样本进行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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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类型在第三产业样本中对 ＯＦＤＩ 的广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考虑到第三产业中

的教、 科、 文、 卫及水利等行业仍以国有企业规模、 数量占比居多， 国有企业主导

性在上述行业中 ＯＦＤＩ 海外布局或扩张的影响作用自然不容小觑。

表 ５　 三大产业子样本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项目
第一、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ＯＦＤＩ 深度 ＯＦＤＩ 广度 ＯＦＤＩ 深度 ＯＦＤＩ 广度

ｏｆｄｉｓｔｏｃｋｔ－１

ｏｆｄｉｓｉｚｅｔ－１

ＡＴＦＰ ｔ－１

ｓａｌａｒｙｔ－１

ｓｉｚｅｔ－１

ｖａｌｕｅｔ－１

ａｓｓｅｔｓｔ－１

ｆｄｉ－ａｔ－１

ｆｄｉ－ｎｔ－１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ｔ－１

Ｃ

Ｒ２

Ｆ 统计量

Ｎ

０ ３１６∗

（０ ０６３）

—

－０ ２２１

０ ７２８

０ １７９

０ ４６１∗

（０ ０６６）

０ ２２２

－０ １０８

－０ ０９０

－０ ３６０∗∗

（０ ０１３）

－３ ２２４

０ ８７８ ９

２３６ ６７∗∗∗

（０ ０００）

４３

—

０ ２０２

－０ ２１１

０ ９２０∗

（０ ０７８）

０ ２０７

－０ ０８０

－０ ０３３

－０ ０４８

０ １４７

－０ ５６３∗∗∗

（０ ００５）
－３ ６７１∗

（０ ０６０）

０ ４３４ ２

５２ １４∗∗∗

（０ ０００）

４３

０ ６１３∗∗∗

（０ ０００）

—

－０ ６１３

０ ３６０

０ ３７３∗∗

（０ ０４６）

０ ３８０

－０ １５０

０ ０８４

０ ００２

０ ２１１

９ ６６５

０ ８８５ ０

５７ ９９∗∗∗

（０ ０００）

７１

—

０ ４９９∗∗∗

（０ ０００）
－０ ５３６∗∗

（０ ０２５）

０ ３１８

０ ０９３

０ ６４８∗∗

（０ ０４０）
－０ ２０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０

０ １３７∗

（０ ０８１）
－３ ４９０∗∗

（０ ０１４）

０ ８７６ １

１２９ ９∗∗∗

（０ ０００）

７１

（五） ＯＦＤＩ 行业存量排序前 ５ 名与前 １０ 名行业子样本比较

进一步系统比较代表性行业 ＯＦＤＩ 深度及广度影响因素， 筛选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

间 ＯＦＤＩ 存量排序前 ５ 名 （以下简称 ＴＯＰ５） 的行业及排序前 １０ 名 （以下简称

ＴＯＰ１０） 的行业子样本①进行回归分析。 表 ６ 的回归结果显示， 作为中国 ＯＦＤＩ 代

表性行业的 ＴＯＰ５、 ＴＯＰ１０ 行业子样本数据回归结果仍有所差异， 但整体而言， 其

显著性影响因素与前述总样本及各类分样本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如前期 ＯＦＤＩ 广度

及深度的正向影响作用在 ＴＯＰ５、 ＴＯＰ１０ 两类样本中均有所体现； 行业人均工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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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ＴＯＰ５ 行业包括： 采矿业；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金融业； 批发和零售业； 制造业； 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 （各年份排序略有差别）。 ＴＯＰ１０ 行业包括： 采矿业；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金融业； 批发和零售

业； 制造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房地产业； 建筑业； 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 农、 林、 牧、 渔业；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各年份排序略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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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正向影响作用在 ＴＯＰ５ 样本中体现， 表明整体而言， 中国 ＯＦＤＩ ＴＯＰ５ 行业中低

劳动成本寻求仍居主导； 行业增加值的正向影响作用在 ＴＯＰ１０ 样本中体现， 表明

整体而言， 中国 ＯＦＤＩ ＴＯＰ１０ 行业中行业自身增长潜力及发展态势是内在重要驱

动。 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 两类样本中外资实际使用金额和外资合同签订数量均

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显著负向关联性， ＴＯＰ５ 样本中， 外资合同签订数量与 ＯＦＤＩ
深度显著负向关联； ＴＯＰ１０ 样本中， 外资实际使用金额与 ＯＦＤＩ 深度及广度均显著

负向关联； 表明当前中国 ＯＦＤＩ 发展过程中发展基础最好或发展规模最为雄厚的行

业呈现出完全的独立自主特征， 并带有明显的中国行业特色， 如中国的大型基建、
高铁项目、 高端通讯技术及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完善成熟的中高端制造业等。 此外，
行业所有权类型在 ＴＯＰ５ 行业样本中对 ＯＦＤＩ 深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亦表明当前

中国 ＯＦＤＩ 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主导性的强劲态势。

表 ６　 ＯＦＤＩ行业 ＴＯＰ５ 与 ＴＯＰ１０ 子样本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项目
ＴＯＰ５ 行业 ＴＯＰ１０ 行业

ＯＦＤＩ 深度 ＯＦＤＩ 广度 ＯＦＤＩ 深度 ＯＦＤＩ 广度

ｏｆｄｉｓｔｏｃｋｔ－１

ｏｆｄｉｓｉｚｅｔ－１

ＡＴＦＰ ｔ－１

ｓａｌａｒｙｔ－１

ｓｉｚｅｔ－１

ｖａｌｕｅｔ－１

ａｓｓｅｔｓｔ－１

ｆｄｉ－ａｔ－１

ｆｄｉ－ｎｔ－１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ｔ－１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ｇｒｏｕｐｔ－１

Ｃ

Ｒ２

Ｆ 统计量

Ｎ

０ ６７５∗∗∗

（０ ００８）

—

－０ １２２

０ ４４４∗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７

０ ２９３

－０ ０６３

０ ０４７

－０ ０６５∗∗

（０ ０４０）
０ １６４∗∗∗

（０ ００９）

—

－１ ６５１∗∗∗

（０ ００９）

０ ８５１ ４

２０５ ７７∗∗∗

（０ ０００）

４５

—

０ ４３１

０ ０９２

０ ３７６

０ ０８５

０ １５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３

０ １１０

—

－１ ６４０

０ ９１１ ２

９８４ １８∗∗∗

（０ ０００）

４５

０ ６７９∗∗∗

（０ ０００）

—

－０ ３８８

０ ０２３

０ ３３２

０ ５４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８７

－０ １００∗

（０ ０６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９

—

０ ３８１

０ ７９１ ９

６９７ ５８∗∗∗

（０ ０００）

８８

—

０ ６５７∗∗∗

（０ ００１）

－０ １５８

０ ０３６

０ １１８

０ ４３７

－０ ０７７

－０ ０９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４

—

－０ ６７８

０ ９４０ ０

４２１ ２５∗∗∗

（０ ０００）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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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与启示

笔者在现有企业异质性理论基础上， 结合相关文献成果， 选取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７ 年

中国 １８ 类行业 ＯＦＤＩ 存量数据及各行业境外企业规模数据作为重点观测对象， 从

行业 ＯＦＤＩ 深度 （存量） 和广度 （境外企业规模） 两方面系统验证包括行业近似全

要素生产率在内的诸多行业层面因素影响作用。 实证研究中总样本及各分类子样本

回归数据均显示： （１） 中国行业层面 ＯＦＤＩ 数据与经典企业异质性理论相关描述不

相一致， 仅非国有企业主导行业和第三产业样本中近似全要素生产率与行业 ＯＦＤＩ
广度呈现出显著负向关联性， 其余样本数据回归结果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行业工

资水平、 行业规模及行业增加值所呈现的显著正向关联性与理论预期及现实状况较

为吻合； 行业固定资产投入在部分回归分析中呈现出显著负相关性， 与当前中国

ＯＦＤＩ 海外并购及第三产业 “轻” 固定资产投入的行业特征有关。 （２） 中国各行业

ＦＤＩ 吸收情况与 ＯＦＤＩ 广度及深度间存在显著关联性， 但正负影响作用视各样本不

同估计结果有所差异。 整体而言， 当前中国各行业 ＯＦＤＩ 发展更多依靠自身行业发

展水平及经济技术优势， 利用外资抑或与别国企业合作 （联合） 更多是出于满足

东道国政治、 法律法规等相关制度性要求； 另一方面吸收 ＦＤＩ 较大金额项目的行业

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也更具优势或潜能。 （３） 行业所有权特征方面， 第一、 第二

产业中非国有企业主导行业 ＯＦＤＩ 更为突出， 第三产业中国有企业主导行业 ＯＦＤＩ
更为突出； ＴＯＰ５ 行业样本数据也显示当前中国 ＯＦＤＩ 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主导性

的强劲态势。 整体而言， 三组代表性子样本筛选及实证结果呈现， 与笔者最初研究

设计目标及预期结果大致相吻合， 实证结果为从宏观层面系统掌握当前中国分行业

ＯＦＤＩ 发展现状提供经验数据支持。
由于微观层面相关数据获取的局限性， 笔者对于分行业 ＯＦＤＩ 深度及广度的经

验分析仍存在一定欠缺与不足： 在企业微观数据可获取前提下， 对于各行业 ＯＦＤＩ
深度及广度的系统界定及度量仍有待深化。 此外， 本研究着眼点完全基于母国行业

发展情况， 尚未将东道国及东道国行业特征因素纳入研究范畴内， 如何在现有研究

基础上融入东道国 （行业） 因素进行更为系统的考量， 也应成为后续研究关注议

题。 简言之， 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恰逢中国 ＯＦＤＩ 发展的极佳窗口期及机遇

期， 行业规划者及所属企业决策者在充分认知自身所处行业特质基础上， 提升企业

核心竞争力， 因势利导， 在 ＯＦＤＩ 过程中无论作为引导者抑或跟随者都能发挥更为

积极稳妥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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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ｉｔ； ａｎｄ ｉｎ ｓｏｍ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ｆｉｘｅｄ ａｓｓｅ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ｔ．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ＤＩ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 ＯＦＤＩ， ｂ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ｈａｖｅ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ｏｒｋ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ＴＯＰ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ｓ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ＦＤＩ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ＤＩ；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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