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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ＤＩ 影响母国金融发展的机理及效应研究

———基于双重路径视角

史恩义， 张燕青

（山西财经大学 国际贸易学院， 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摘要： 选取中国可获数据的 ３０ 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 年的动态面板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自身效应路径显著促进了中国金融

发展， 而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路径对金融效率、 间接效应路径对金融结构未能充分发

挥作用。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不同路径作用大

小不同。 另外，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开放程度、 人力资本水平、 人均可支配收入和

外商直接投资都对金融发展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因此， 中国应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促进

中国金融发展， 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重视经济发展内在质量的提升，
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 提高外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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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５ 年，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 对外直接投资 （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ＤＩ） 引致的资本外流与生产环节对外转移对国内的经

济产生了多维影响。 大量文献表明， 中国通过 ＯＦＤＩ 获取相应的市场效应、 资源效

应、 出口效应以及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等有效提升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实力和创新能

力， 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同时， ＯＦＤＩ 对金融产品种类

提出新的需求， 要求更多类型的金融机构更有效地提供金融服务。 而 ＯＦＤＩ 通过逆

向技术溢出效应带来的技术创新以及由技术创新推动的经济发展同样对中国金融发

展产生影响。 然而， 现有文献主要集中探究母国和东道国金融发展对 ＯＦＤＩ 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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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关于 ＯＦＤＩ 反作用于金融发展的研究不多， 成果尚不丰富。 部分学者探讨了

ＯＦＤＩ 对东道国金融发展的影响， 主要有两种观点： （１） ＯＦＤＩ 对东道国金融发展

有促进作用。 Ｈéｒｉｃｏｕｒｔ 和 Ｐｏｎｃｅｔ （２００９）、 黄玖立和冼国明 （２０１０） 发现 ＯＦＤＩ 可

以优化东道国企业的信贷环境、 减缓其面临的信贷约束问题。 罗长远和陈琳

（２０１１） 强调外资企业主要利用己厂、 水平和垂直效应三条路径引导信贷资金流向

与其相关的私营企业， 这不仅有利于缓解东道国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 减缓相

关企业的信贷约束， 而且有助于东道国资金配置效率的提升； 齐欣和刘欣 （２０１２）
认为产业垂直关联效应是外资减缓东道国信贷约束、 促进企业开展投资和推动经济

增长的主要路径， 且这类减缓作用对于私营合资企业、 新企业以及中高技术企业更

为显著。 （２） ＯＦＤＩ 对东道国金融发展存在挤出效应。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和 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３）
发现 ＯＦＤＩ 企业在东道国资本市场融资会对当地企业产生信贷挤出效应； 冼国明和

崔喜君 （２０１０） 指出 ＯＦＤＩ 虽在产品市场上有效减缓了东道国民营企业的信贷约

束， 但在金融市场上却对中小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存在挤出效应。
有关 ＯＦＤＩ 影响母国金融发展的相关研究甚少。 张先锋等 （２０１７） 通过实证检

验发现， 中国 ＯＦＤＩ 确实可以通过直接效应减缓企业的信贷约束， 但缓解效果存在

时滞效应， 且这种缓解作用将受到东道国特征差异的影响。 伦晓波等 （２０１８） 认

为企业 ＯＦＤＩ 行为可以通过信息机制、 资源机制和 “制度规避” 机制三条渠道对企

业形成融资约束缓解效应， 通过实证考察发现， ＯＦＤＩ 可以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

束， 但对国有企业却未产生效应。 此外， 陈晔婷和朱锐 （２０１８） 发现中国采取

ＯＦＤＩ 国际化路径可以有效推动国内金融结构发展， 促进金融结构由 “银行主导

型” 向 “市场主导型” 升级转化。
上述文献表明学者们开始关注 ＯＦＤＩ 母国金融发展的逆向效应， 但仍存在不

足。 表现在： （１） 对考察 ＯＦＤＩ 反作用于母国金融发展的传导路径及动态效应的研

究重视不够； （２） 基于微观视角的分析难以反映 ＯＦＤＩ 对母国金融发展不同维度的

动态变动机制； （３） 鲜有文献探究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ＯＦＤＩ 对母国金融发展

影响路径的异质性。 基于此， 本研究可能有如下边际贡献： （１） 基于 ＯＦＤＩ 自身效

应、 ＯＦＤＩ 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带来的技术创新 （直接影响） 以及技术创新促进

经济增长 （间接影响） 的双重路径视角构建 ＯＦＤＩ 反向影响母国金融发展的传导路

径； （２） 测算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选取占中国 ＯＦＤＩ 总存量 ７５ １７％的 ２３ 个

发达国家和 １７ 个发展中国家共 ４０ 个样本国家取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和中国各

省、 直辖市、 自治区专利申请数量， 构建指标测算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３） 选取中国可获数据的 ３０ 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面板数据①， 运用系统广义矩

估计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ｏｍｅｎｔｓ， ＳＹＳ－ＧＭＭ） 方法进行动态回归和稳

健性检验， 以检验 ＯＦＤＩ 通过不同路径影响母国不同维度金融发展的效应， 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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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ＯＦＤＩ 影响母国金融发展的异质性。

一、 ＯＦＤＩ 影响母国金融发展的传导路径

金融发展是 ＯＦＤＩ 的重要推动力， 同时， ＯＦＤＩ 能够通过自身效应和逆向技术

溢出效应促进母国的金融发展。

（一） ＯＦＤＩ 引致母国金融发展

一方面， ＯＦＤＩ 具有 “信号传递” 效应。 与国内投资企业和出口企业相比较，
ＯＦＤＩ 企业往往需要负担更高的沉没成本， 只有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才会具有较强

的 ＯＦＤＩ 倾向， 因此通过 “自我选择” ＯＦＤＩ 企业的生产率必然较高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２）。 因此， 企业的 ＯＦＤＩ 行为本

身就成为金融机构评估其效率和综合竞争力的信号， 有效解决了企业与金融机构之

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 ＯＦＤＩ 所具有的信号传递效应有利于企业资金融

通， 而金融机构为保留优质客户则会提供创新产品， 提高服务效率。
另一方面， ＯＦＤＩ 具有 “需求诱导” 效应。 首先， ＯＦＤＩ 有利于企业避开国际

贸易壁垒， 扩大出口规模， 增加营销利润 （杨亚平和吴祝红， ２０１６）； 其次， 由于

ＯＦＤＩ 企业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同时投资经营， 市场的多元化使得企业可以更全

面地了解国内外顾客的消费偏好、 国内外市场的产品价格、 行业竞争情况以及产业

发展前景等信息， 进而有助于企业依据不同目标市场的不同需求， 在综合考虑企业

自身能力的基础上控制产品、 价格、 分销渠道以及促销手段等， 实现优化市场销售

网络布局、 提高销售收入， 进而获取更为稳健的甚至是扩大的现金流， 降低企业的

违约风险， 同时也有助于企业优化国内外投资组合、 降低投资风险和增加投资收益

（张先锋等， ２０１７）。 因此， 相对于非 ＯＦＤＩ 企业而言， ＯＦＤＩ 企业具备更广阔的市

场， 掌握着更强的技术创新能力、 更好的企业管理能力、 更强的经营盈利能力与较

低的经营风险， 企业的市场发展前景相对稳定， 金融机构更愿意向 ＯＦＤＩ 企业增加

信贷， 并购买 ＯＦＤＩ 企业的股票和债券 （李志远和余淼杰， ２０１３）， 从而产生 ＯＦＤＩ
对金融发展的 “需求诱导” 效应。

因此， 当一国或地区的 ＯＦＤＩ 规模扩大， 金融机构的资金融通功能会自动地将

资金聚集在该地区， 带动该地区金融规模扩大， 提高对该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 同

时， 随着地区 ＯＦＤＩ 从数量到质量的演变和升级， 将会对金融机构的服务体系提出

新的要求， 要求国内金融与国外先进的金融理念和管理模式接轨， 这将极大地促进

地区金融结构的调整和金融效率的提高。
假设 １： ＯＦＤＩ “信号传递” 和 “需求诱导” 效应有利于促进母国的金融规模扩

大， 并且在 ＯＦＤＩ 从数量向质量的演变过程中， 推动金融结构优化和金融效率提升。

（二）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影响母国金融发展

ＯＦＤＩ 已成为提升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第三大创新主渠道①。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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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效应包括三方面： 一是通过 ＯＦＤＩ 取得的海外新兴技术将迫使国内企业为了夺取

市场份额、 赚取高额利润进行技术革新， 而通过 ＯＦＤＩ 引进的海外先进生产技术和

管理经验也为国内企业提供了学习和模仿对象， 形成竞争示范效应； 二是 ＯＦＤＩ 企
业通过与国内企业的前向、 后向产业链接推动在国外取得的先进技术以更快的速度

和更高的效率向国内转移， 形成产业关联效应； 三是 ＯＦＤＩ 可以促使员工在境外投

资实践过程中积累一定的知识和技术经验， 并通过员工的回流实现外来新技术的对

内转移， 形成人力资本效应 （殷朝华等， ２０１７； 陈强等， ２０１７）。 因此， ＯＦＤＩ 内

含的知识技术外溢效应对国内技术创新水平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并进而直

接或间接对母国金融发展产生影响。
１ 直接影响

技术创新为金融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技术创新产出增加有助于通过无形资产

使用许可、 转让以及参股投资等形式实现资产增值， 资产增值将会进一步带来净财

富和可供质押的股权资产增加以及股票和债券发行量的增加、 股票价格的上升等，
这将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创造信用条件， 对于优化金融结构和提高金融效

率起到重要作用。
技术创新也促进了金融科技行业的发展。 随着技术创新产出的不断升级更新，

越来越多的新兴技术被运用到金融领域， 如互联网、 移动通讯技术、 云计算、 人工

智能、 物联网、 区块链、 大数据等一系列前沿信息技术与金融业务的深度融合推动

了金融创新， 金融业新的业务模式、 新的应用、 新的流程以及新的产品和服务不断

涌现， 促进金融市场、 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服务模式和管理方式的变化， 改变金融交

易手段和交易形式， 增强资金的流动性， 节省交易时间， 降低交易成本； 而且技术

创新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有利于冲破金融交易的时间和地域限制， 降低对营业网点

和服务人员的依赖性， 使资金更方便快捷地在各地区之间流动， 也使金融机构可以

以低成本更便捷地与其客户、 分支机构和同业进行联系， 并将金融交易推向全球化

的运行平台， 大大加快资金在国际市场的流动和转移速度。 因此， ＯＦＤＩ 通过逆向

技术溢出效应带来的技术创新推动金融创新， 提高金融交易效率。
假设 ２： ＯＦＤＩ 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增强母国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带来的资

产增值以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推动母国金融发展。
２ 间接影响

当一国 （地区） 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 经济发展引致的新增金融需求

将会刺激金融发展， 即金融发展相对于经济发展居于 “需求遵从” 地位 （Ｌｕｃａｓ，
１９８８）。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驱动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而对金融发展提出更

高的要求 （张成思和刘贯春， ２０１６）。
一方面， 经济发展提高人均收入水平。 随着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 为追逐财

富而开展的一系列个人投资行为， 尤其是个人金融产品投资和中国居民高储蓄倾向

行为， 会提高人们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需求， 这将对中国金融行业增长起到促

进作用 （年猛和王垚， ２０１５）； 另一方面， 经济发展伴随着传统产业结构升级和新

兴产业发展， 从而造成金融相关需求的聚集和金融支持模式的转变， 最终带动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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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发展 （王立国和赵婉妤， ２０１５）。 即经济发展要求拓宽金融供给渠道、 创新

投融资模式、 优化服务方式以及提高风险管理能力等， 促进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和

升级， 激励金融机构提高服务效率。 因此， 经济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基础和载体， 决

定着金融发展的规模、 结构和效率。
假设 ３： ＯＦＤＩ 促进母国技术创新并推动经济发展， 从而引致母国金融发展。

二、 模型建立与指标选取

（一） 计量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 构建模型如式 （１） 并对各解释变量采用对数形式以减少

或限制一些自相关、 异方差以及外生性问题：
ｌｎＤｅｐ ｖａｒｉｔ ＝ γ０ ＋ γ１ ｌｎＯＦＤＩｉｔ ＋ γ２ ｌｎＯＦＤＩＰＡｉｔ ＋

γ３ ｌｎＯＦＤＩＰＡｉ（ ｔ －１） × ＧＤＰ ｉｔ ＋ θｉＣｏｎｔｉｔ ＋ ξｉｔ （１）
　 　 式 （ １） 中， 下标 ｉ 表示中国各样本省、 直辖市、 自治区， ｔ 表示年份，
Ｄｅｐ ｖａｒｉｔ表示金融发展， ＯＦＤＩｉｔ表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ＯＦＤＩＰＡｉｔ表示 ＯＦＤＩ 逆
向技术溢出的直接影响， ＯＦＤＩＰＡｉ（ ｔ－１） ×ＧＤＰ ｉｔ表示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的间接影响，
Ｃｏｎｔｉｔ为控制变量， ξ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开放程度、 人力资本、 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外商直接

投资等因素也会对金融发展产生影响， 故选取经济发展水平 （ＧＤＰ ｉｔ）、 经济开放程

度 （ＯＰＥＮｉｔ）、 人力资本 （ＥＤＵｉｔ）、 人均可支配收入 （ＰＣＤＩｉｔ） 和外商直接投资规

模 （ＦＤＩｉｔ） 作为控制变量； 同时， 由于金融发展具有长期性， 因此在模型中加入

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 则模型扩展为：
ｌｎＤｅｐ ｖａｒｉｔ ＝ γ０ ＋ γ１ ｌｎＤｅｐ ｖａｒｉ（ ｔ －１） ＋ γ２ ｌｎＯＦＤＩｉｔ ＋ γ３ ｌｎＯＦＤＩＰＡｉｔ ＋

γ４ ｌｎＯＦＤＩＰＡｉ（ ｔ －１） × ＧＤＰ ｉｔ ＋ θ１ ｌｎＧＤＰ ｉｔ ＋ θ２ ｌｎＯＰＥＮｉｔ ＋
θ３ ｌｎＥＤＵｉｔ ＋ θ４ ｌｎＰＣＤＩｉｔ ＋ θ５ ｌｎＦＤＩｉｔ ＋ ξｉｔ （２）

（二） 变量选取

由于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投资所能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差异， 因此在

综合考虑中国 ＯＦＤＩ 规模和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 笔者选取了 ２３ 个发达国家样本

和 １７ 个发展中国家样本①。 选择上述国家的原因在于： 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 中国对以

上 ４０ 个国家 ＯＦＤＩ 存量占中国 ＯＦＤＩ 总存量的份额为 ７５ １７％， 其中对 ２３ 个发达国

家的 ＯＦＤＩ 存量占总存量的 ６０ ９７％， １７ 个发展中国家 ＯＦＤＩ 存量占总存量的份额

为 １４ ２０％， 即上述 ４０ 个国家是中国主要的 ＯＦＤＩ 目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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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综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极高的国家 （ＨＤＩ ＶＨ）、 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体 （ＷＢ ＨＩＥ）、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达经济体 （ＩＭＦ ＡＥ）、 中央情报局 《世界概况》 发达经济体 （ＣＩＡ ＡＥ） 这 ４ 类指标， 将

４０ 个国家按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类。 其中发达国家 ２３ 个， 包括：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

西兰、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以色列、 英国、 爱尔兰、 法国、 荷兰、 比利时、 卢森堡、 德国、 奥地利、 挪威、
丹麦、 瑞典、 芬兰、 意大利、 西班牙和葡萄牙； 发展中国家 １７ 个， 包括： 泰国、 蒙古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土

耳其、 印度、 巴基斯坦、 波兰、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匈牙利、 南非、 埃及、 巴西、 墨西哥、 哥伦比亚和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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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被解释变量

分别选取金融规模、 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作为衡量中国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

金融发展水平的三个指标。
金融规模 （ＦＩＲ）。 采用中国各样本省、 直辖市、 自治区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

款余额与债券交易额占该省 （直辖市、 自治区） ＧＤＰ 的比重来衡量。
金融结构 （ＦＳ）。 以股票市值与银行信贷规模的比值来衡量， 其中， 银行信贷

规模采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表示。 ＦＳ 越高表示金融结构越合理。
金融效率 （ＦＥ）。 采用中国各样本省、 直辖市、 自治区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与各项存款余额的比值来衡量， 存贷比反映了金融部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
比率越大代表资本流通效率越高。

２ 解释变量

（１） 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使用中国各样本省、 直辖市、 自治区非金融类

ＯＦＤＩ 流量数据表示， 根据各年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调整为本币， 并以 ２００３ 年为

基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２）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直接影响 （ＯＦＤＩＰＡ）。 以 ＯＦＤＩ 获取的国外研发资本

存量与国内技术创新的交互项作为衡量 ＯＦＤＩ 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影响母国技术

创新的指标。 具体计算公式为：
ＯＦＤＩＰＡｉｔ ＝ ＳＯＦＤＩ

ｉｔ × ＰＡＴＥＮＴｉｔ （３）
　 　 式 （３） 中， ＰＡＴＥＮＴｉｔ表示 ｉ 省 （直辖市、 自治区） ｔ 年的发明专利申请数；①

ＳＯＦＤＩ
ｉｔ 表示 ｉ 省 （直辖市、 自治区） ｔ 年通过 ＯＦＤＩ 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 参考

线性规划 （Ｌｉｎｅａ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ｉｎｇ， ＬＰ） 模型， 用如下方法计算 ＳＯＦＤＩ
ｉｔ ：

首先， 测算 ｔ 年全国整体层面通过 ＯＦＤＩ 取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 ＳＯＦＤＩ
ｔ ＝

∑
４０

ｊ ＝ １

ＯＦＤＩ ｊｔ
ＧＤＰ ｊｔ

ＳＤ
ｊｔ ， 其中 ｊ ＝ １， ２， …， ４０ 为所选取的 ４０ 个样本国家， ＯＦＤＩ ｊｔ 为 ｔ 年中

国对 ｊ 国的 ＯＦＤＩ 存量， ＧＤＰ ｊｔ 为 ｔ 年 ｊ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ＳＤ
ｊｔ 表示 ｔ 年 ｊ 国国内研发

资本存量， 借鉴陈昊和吴雯 （２０１６） 的方法， 以 ２００３ 年为基期， 将 ２００３ 年的研发

经费支出和折旧率与基期后 １３ 年的平均增长率之和的比值看作 ２００３ 年的研发资本

存量， 即 ＳＤ
ｊ２００３ ＝

Ｒ＆Ｄ ｊ２００３

δ ＋ ｇ ｊ
， 其中 Ｒ＆Ｄｊ２００３为 ｊ 国 ２００３ 年的研发经费支出， δ 为折旧

率， 按照一般做法， 这里假定为 ５％， ｇｊ为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６ 年 ｊ 国研发经费支出取对数

后的平均增长率。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的研发资本存量依永续盘存法测算： ＳＤ
ｊｔ ＝ Ｒ＆Ｄ ｊｔ ＋

（１ － δ）ＳＤ
ｊ（ ｔ －１） ， 其中 Ｒ＆Ｄｊｔ为 ｊ 国 ｔ 年的研发经费支出。

其次， 根据中国各样本省、 直辖市、 自治区 ＯＦＤＩ 在全国 ＯＦＤＩ 总额中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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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技术创新体现了资源的投入和使用效率， 而专利申请数能更好地体现创新能力 （周煊等， ２０１２）；
专利授权需要检测和缴纳年费， 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且容易受到官僚因素的影响 （ Ｔ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而

专利技术或许在申请途中就开始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 因此相比专利授权量， 专利申请量更能精确衡量创

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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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其通过 ＯＦＤＩ 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 测算方法是： ＳＯＦＤＩ
ｉｔ ＝

ＯＦＤＩｉｔ

∑
３０

ｉ ＝ １
ＯＦＤＩｉｔ

×

ＳＯＦＤＩ
ｔ ， 其中 ＯＦＤＩｉｔ 为 ｉ 省 （直辖市、 自治区） ｔ 年非金融类 ＯＦＤＩ 存量。

（３）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间接影响 （ ＯＦＤＩＰＡ（ ｔ －１） × ＧＤＰ ）。 考虑到技术创新转

化为生产力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应， 因此以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与

技术创新乘积的一阶滞后项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来衡量。
３ 控制变量

（１） 经济发展水平 （ＧＤＰ）。 选取中国各样本省、 直辖市、 自治区实际国内生

产总值的增长率进行衡量。 如前所述， 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 才会产生对

货币发行、 支付系统等金融服务的需求， 由此金融业得以形成和成长， 并随着经济

发展所需不断进行金融创新， 优化金融结构和提高金融效率。
（２） 经济开放程度 （ＯＰＥＮ）。 开放经济条件下， 随着中国与外部经济的联系

日益紧密， 中国参与国际生产、 贸易和资金循环的广度、 深度不断扩大， 参与经济

金融全球化的程度加深， 国内外经济金融的关系日渐紧密， 从而有利于国内资本优

化配置， 促进国内金融发展。 笔者采用最常用的指标———进出口贸易总额与 ＧＤＰ
的比率来衡量经济开放程度， 比率越大， 表明经济开放程度越高。

（３） 人力资本水平 （ＥＤＵ）。 人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 因此人力资本水平

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金融发展。 笔者选取中国各样本省、 直辖市、 自治区

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占 ６ 岁及 ６ 岁以上总人口的比重来度量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４） 人均可支配收入 （ＰＣＤＩ）。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居民的收益性偏好

和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 进而影响其金融资产配置， 使居民追逐多元化的投资方式

与金融投资工具， 这都将对国内金融发展产生影响， 但其对金融发展不同维度的影

响具有不确定性。
（５）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外商直接投资将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联

系起来， 一方面有助于克服国内金融市场扭曲， 促进国内金融发展； 另一方面也可

能将国外金融市场风险带入国内， 进而破坏国内金融市场体系， 制约国内金融发

展。 因此， 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金融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三） 数据说明

上述指标中各数据均按 ２００３ 年为基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 其中，
各国 Ｒ＆Ｄ 经费支出数据来源于 《世界发展指数》 数据库， 少数缺失数据采用前后

年均值替代和研发经费支出占 ＧＤＰ 份额估算得到； 中国各样本省、 直辖市、 自治

区 ＯＦＤＩ 数据来源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少数缺失数据采用插值补值

法估算得到； 消费者价格指数、 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中国各样本省、 直辖市、 自治区

ＧＤＰ 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各样本省、 直辖市、 自治区金融发展数据来源

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中国金融年鉴》、 Ｗｉｎｄ 数据库， 少数缺失数

据采用插值补值法估算得到； 人力资本数据来源于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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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直辖市、 自治区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其统计年鉴①。
表 １ 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可以看出各变量总体波动较小， 表明各

变量数据不存在极端异常值。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ＦＩＲ ４２０ ０ ６３４ ５ ０ ５７４ ０ －１ ５０３ ３ ３ ３３８ ８
ｌｎＦＳ ４２０ －１ ３１５ ６ ０ ７３１ ８ －２ ８６３ ７ ２ ４３８ ４
ｌｎＦＥ ４２０ －０ ３２０ １ ０ １５５ ４ －０ ７８６ ５ ０ ０８５ ９

ｌｎＯＦＤＩ ４２０ １１ ２２８ ９ ２ ４００ ５ ３ ８１９ ０ １６ １８０ ２
ｌｎＳ ４２０ １５ ７１７ ８ ２ ３０３ ５ ７ ７００ ３ ２０ ７５７ ０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４２０ ８ ９００ １ １ ６３７ ９ ４ ２４８ ５ １２ ５０６ ０
ｌｎＯＦＤＩＰＡ ４２０ １４３ ０３７ ４ ４３ ７８４ ４ ４０ ５９３ ６ ２５８ ７３０ ５
ｌｎＧＤＰ ４２０ ２ ５４４ ５ ０ ７４８ ７ －３ ２３９ ６ ４ ０２２ ８
ｌｎＯＰＥＮ ４２０ －１ ６７８ ０ １ ０００ ０ －４ ８４３ ８ ０ ５５５ ３
ｌｎＥＤＵ ４２０ ３ １５７ １ ０ ３５０ ８ １ ９０４ ０ ４ １６８ ６
ｌｎＰＣＤＩ ４２０ ０ ６５４ ９ ０ ４１８ １ －０ ４８３ １ １ ８３３ ５
ｌｎＦＤＩ ４２０ １４ ０９５ １ １ ５７７ ８ ９ ９１６ ９ １６ ６５７ ０

　 　 资料来源： 根据 ｓｔａｔａ１２ ０ 软件结果整理而得。

三、 回归结果分析

由于中国省际 ＯＦＤＩ 数据统计开始于 ２００３ 年， 因此笔者选取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６ 年中

国可获数据的 ３０ 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 ＯＦＤＩ 对金融发

展的影响。 为了有效避免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在实证检验中首先采用系

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全样本动态面板回归估计和稳健性检验， 之后将

ＯＦＤＩ 目的国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

（一） 全样本动态面板估计结果及分析

表 ２ 模型Ⅰ报告了以 ＯＦＤＩ 流量衡量的全样本动态面板估计结果。
１ 金融发展滞后效应

因为对于全样本数据集而言， 当模型中仅使用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值作为解

释变量时， 回归结果强烈拒绝 “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 的原假设， 即某些新增工

具变量与扰动项相关， 所以笔者在解释变量中引入被解释变量的二阶滞后变量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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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世界发展指数》 数据库，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ｔｏｐｉｃ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 ； 《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ｄｉ ｇｏｖ ｃｎ ／ １８０００００１２１＿３３＿１１６５２＿０＿７ ｈｔｍｌ； 《中国统计年鉴》，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ｎａｖｉ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Ｎａｖｉ ／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Ｄｅｔａｉｌ？ ｐｃｏｄｅ＝ＣＹＦＤ＆ａｍｐ； ｐｙｋｍ＝ＹＩＮＦＮ＆ａｍｐ； ｂｈ ＝； 《中国金融

年鉴》，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ｎａｖｉ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Ｎａｖｉ ／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Ｄｅｔａｉｌ？ ｐｃｏｄｅ ＝ ＣＹＦＤ＆ａｍｐ； ｐｙｋｍ ＝ ＹＸＣＶＢ＆ａｍｐ； ｂｈ ＝；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ｎａｖｉ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ｎａｖｉ ／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Ｄｅｔａｉｌ？ ｐｃｏｄｅ ＝ ＣＹＦＤ＆ａｍｐ； ｐｙｋｍ ＝ ＹＺＬＤＴ；
样本省、 直辖市、 自治区统计年鉴：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ｎｓ ／ ｂｒｉｅｆ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ｒｅｓｕｌｔ ａｓｐｘ； Ｗｉｎｄ 数据库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ｉｎｄ ｃｏｍ ｃｎ ／ ＮｅｗＳｉｔｅ ／ ｅｄｂ ｈｔｍｌ；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网址： ｈｔｔｐ： ／ ／ ｔｏｎｇｊｉ ｃｎｋｉ ｎ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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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模型中存在的扰动项自相关问题。 由回归结果可见： 金融发展的一阶滞后值

（ ｌｎＤｅｐ（ ｔ －１） ） 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但金融发展的二阶滞后

值 （ ｌｎＤｅｐ（ ｔ －２） ） 对金融规模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对金融结构存在不显著负向影

响， 对金融效率的影响则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确实存

在滞后效应， 且金融发展水平提升经历着一个由量的增长向质的飞跃的过程， 即先

促进金融规模扩大， 再实现金融结构优化和金融效率提升。

表 ２　 全样本动态面板估计结果

项目
模型Ⅰ 模型Ⅱ

ｌｎＦＩＲ ｌｎＦＳ ｌｎＦＥ ｌｎＦＩＲ ｌｎＦＳ ｌｎＦＥ

ｌｎＤｅｐ（ｔ－１）

ｌｎＤｅｐ（ｔ－２）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ＰＡ

ｌｎＯＦＤＩＰＡ（ｔ－１） ×
ＧＤＰ

ｌｎＧＤＰ

ｌｎＯＰＥＮ

ｌｎＥＤＵ

ｌｎＰＣＤＩ

ｌｎＦＤＩ

＿ｃｏｎｓ

Ｎ

ｃｈｉ２

ｓａｒｇａｎ

　 　 ０ ３４２ ４∗∗∗ 　 　 ０ ２４６ ９∗∗∗ 　 　 ０ ６３７ ４∗∗∗ 　 　 ０ ３３０ ６∗∗∗ 　 　 ０ ２２４ ５∗∗∗ 　 　 ０ ６４１ ５∗∗∗

（１８ ５２） （１０ ０６） （１６ ０７） （１５ ８９） （８ ０２） （２４ ００）
０ １３３ ４∗∗∗ －０ ０２４ ３ －０ １８７ ７∗∗∗ ０ １３８ ２∗∗∗ －０ ００２ ５ －０ １６３ ２∗∗∗

（１３ １９） （－１ １４） （－９ ８７） （１０ ３８） （－０ １２） （－９ ２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 ０７６ ５∗∗ ０ ０１０ ３∗∗∗ －０ ０４５ ２∗∗∗ ０ ２７５ １∗∗∗ ０ ０４２ ３∗∗∗

（２ ２４） （２ １５） （６ ７９） （－３ ７８） （３ ４８） （６ ９０）
０ ０１０ ２∗∗∗ ０ ０２５ ７∗∗∗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１２ ３∗∗∗ ０ ０２０ ７∗∗∗ －０ ００１ ９∗∗∗

（１０ ２８） （６ ０１） （－３ ２０） （１３ ０８） （３ ９０） （－５ ６９）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０９ ３∗∗∗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１０ ５∗∗∗ ０ ０００ ２∗∗∗

（５ ８７） （－１４ １４） （４ ９３） （６ １４） （－９ ２０） （３ ６９）
－０ １４９ ０∗∗∗ １ ３３８ ３∗∗∗ －０ ０７１ ３∗∗∗ －０ １５５ １∗∗∗ １ ５４６ １∗∗∗ －０ ０５１ ２∗∗∗

（－７ ５５） （１１ ３２） （－６ ６１） （－７ ７８） （８ １４） （－５ ４９）
０ １７６ ７∗∗∗ ０ ００６ ４ －０ ０１７ １∗∗∗ ０ １６４ ８∗∗∗ ０ ００７ ３ －０ ００８ ３∗∗

（８ １１） （０ １５） （－３ ００） （５ ９８） （０ ０７） （－２ ３６）
－０ ４１５ ５∗∗∗ －０ ９７６ ８∗∗∗ －０ ０１１ ８ －０ ３７０ ６∗∗∗ －１ ２０４ ２∗∗∗ －０ ０３９ ５∗∗

（－３ ５６） （－５ ４０） （－０ ８８） （－１１ ８５） （－３ ４７） （－２ ５７）
－０ ０７４ １∗∗∗ ０ １５４ ９∗∗∗ －０ ０１０ ９∗∗∗ －０ ０６５ ９∗∗∗ ０ １５５ ８∗∗∗ －０ ００８ ７∗∗

（－５ ９４） （４ ２１） （－３ ５４） （－４ ３８） （２ ６０） （－２ ５０）
－０ ０９７ ６∗∗∗ ０ ０６５ ２∗ －０ ００８ ９∗∗∗ －０ １１２ ５∗∗∗ ０ ０７９ ２ －０ ００４ ３

（－３ ８０） （１ ６９） （－２ ８４） （－５ ４８） （１ ５８） （－１ １５）
１ ８７０ ９∗∗∗ －３ ７３４ ５∗∗∗ ０ ０２５ ７ ２ ２９６ ８∗∗∗ －５ ２９５ ５∗∗∗ －０ ２１１ ５∗∗∗

（５ ３７） （－５ ７５） （０ ３７） （８ ２２） （－４ ５９） （－２ ７４）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８ ７３０ ３∗∗∗ １５ ７２６ ３∗∗∗ ４ ５３１ ０２∗∗∗ ５ ４１３ ８１∗∗∗ ６ ４１７ ０６∗∗∗ ２ ５２３ ８７∗∗∗

２６ ３６１ ３ ２８ ９２７ ７ ２８ ６４９ ４ ２５ ３９１ ２ ２８ ８１１ ３ ２７ ７５９ ３

注： 括号内为 ｚ 值； “∗” 表示 ｐ＜０ １， “∗∗” 表示 ｐ＜０ ０５， “∗∗∗” 表示 ｐ＜０ ０１； “项目” 一栏中， ｃｈｉ２ 为

Ｗａｌｄ 检验值， ｓａｒｇａｎ 为过度识别检验。

２ ＯＦＤＩ 影响金融发展效应

（１） 自身效应。 ＯＦＤＩ 对金融规模、 结构和效率均产生 ５％显著水平以上的正

向影响， 说明 ＯＦＤＩ 的确能引导金融资源向 ＯＦＤＩ 企业聚集地渗透和集聚， 并刺激

金融机构为满足 ＯＦＤＩ 的需求不断提高效率， 完善金融体系。
（２）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直接影响： 交互项 （ ｌｎＯＦＤＩＰＡ） 对金融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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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的影响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但对金融效率的影响则显著

为负。 这一结果与前文理论模型分析中得出的假设不一致， 表明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

出效应带来的技术创新对中国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仍未上升到效率层面； 间接影

响： 交互项 （ ｌｎＯＦＤＩＰＡ（ ｔ －１） × ＧＤＰ ） 对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产生显著正向作用，
反映了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影响下的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对中

国金融发展产生引致需求， 与理论预期相冲突。 但对金融结构的影响为负且在 １％
水平上显著， 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三： 一是现阶段中国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影响下的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数量维度方面， 质量维度

方面的发展水平则较低； 二是 ＯＦＤＩ 对中国自主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双

门槛效应 （殷朝华等， ２０１７）； 三是中国金融体系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还将维持

银行主导型。 因此， 现阶段中国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能够

促进中国金融的结构优化。
３ 考察控制变量的影响

笔者发现，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 １％水平上显著促进金融结构优化的同时显著

不利于金融规模的扩大和金融效率的提升， 这一结论与预期存在偏差。 这可能是因

为虽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 金融市场得到了较快发展， 但整体而言金融发展仍然相

对滞后， 资本配置效率仍然较低。 经济开放程度在 １％水平上显著促进了金融规模

提升， 对金融结构为正效应但不显著， 对金融效率则为显著负效应， 说明现阶段中

国经济开放程度对促进中国金融发展水平提升的作用有限。 人力资本水平则阻碍了

金融发展， 这也与预期不一致， 反映了中国金融业的专业性人才严重匮乏。 人均可

支配收入显著促进了金融结构优化， 却严重制约了金融规模扩大和金融效率提升，
这可能是由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影响居民风险偏好， 使居民开始追逐多元化的

投资方式以及金融投资工具， 进而有助于优化金融结构； 但中国居民的高储蓄倾向

行为， 严重阻碍了中国金融效率的提升。 外商直接投资对金融规模和效率均在 １％
水平上显著为负， 对金融结构为 １０％水平上的正向影响， 说明随着外商直接投资

规模的逐渐扩大， 其将国际金融市场风险的引入对国内金融市场体系的破坏作用远

超其对国内金融市场扭曲的克服作用， 从而阻碍了国内金融发展。

（二） 稳健性检验

表 ２ 中模型Ⅱ报告了以 ＯＦＤＩ 存量衡量的全样本动态面板估计结果。 通过模型

Ⅰ和模型Ⅱ的估计结果对比可以看出， 整体上各个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并未发

生实质性改变， 证明了本模型的设计是稳健的， 回归结果是可靠的， 同时也证明了

前文三个假设的适用性。

（三） 分样本动态面板估计结果及分析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 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具有较大差

异， ＯＦＤＩ 存在不同动机， 因而对中国金融发展可能存在异质效应。 因此， 笔者进

一步将 ＯＦＤＩ 目的国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动态面板回归估计。
表 ３ 报告了 ＯＦＤＩ 目的国分别为发达国家 （模型Ⅲ） 和发展中国家 （模型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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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样本动态面板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整体上

各个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全样本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这进一

步证明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以及前文假设的适用性。

表 ３　 分样本动态面板估计结果

项目
模型Ⅲ 模型Ⅳ

ｌｎＦＩＲ ｌｎＦＳ ｌｎＦＥ ｌｎＦＩＲ ｌｎＦＳ ｌｎＦＥ

ｌｎＤｅｐ（ｔ－１）

ｌｎＤｅｐ（ｔ－２）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ＰＡ

ｌｎＯＦＤＩＰＡ（ｔ－１） ×
ＧＤＰ

ｌｎＧＤＰ

ｌｎＯＰＥＮ

ｌｎＥＤＵ

ｌｎＰＣＤＩ

ｌｎＦＤＩ

＿ ｃｏｎｓ

Ｎ

ｃｈｉ２

ｓａｒｇａｎ

　 　 ０ ３４４ ５∗∗∗ 　 　 ０ ２５２ １∗∗∗ 　 　 ０ ６３５ ４∗∗∗ 　 　 ０ ３６６ ２∗∗∗ 　 　 ０ ２２７ ２∗∗∗ 　 　 ０ ６８０ １∗∗∗

（１６ ８３） （１０ ４５） （１６ ８９） （２０ １４） （７ ７８） （３０ ０４）
０ １３３ ３∗∗∗ －０ ０１９ ５ －０ １９０ １∗∗∗ ０ １４７ ７∗∗∗ －０ ０８０ ５∗∗∗ －０ ２０１ ７∗∗∗

（１４ ７７） （－０ ９２） （－１０ １７） （１６ ０４） （－３ １５） （－９ ４６）
０ ００８ ５ ０ ０７３ ７∗∗ ０ ０１０ ４∗∗∗ ０ ０２８ ２∗∗∗ ０ ０５９ ８∗∗∗ ０ ０１４ ３∗∗∗

（１ ５９） （１ ９８） （６ ０７） （５ ３５） （３ ３６） （８ ６５）
０ ００９ ９∗∗∗ ０ ０２７ ５∗∗∗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０６ ２∗∗∗ ０ ０１４ ７∗∗∗ －０ ００２ ７∗∗∗

（１１ ８４） （６ ０２） （－２ ５９） （６ ８９） （６ ３５） （－９ １７）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０９ ９∗∗∗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１ ２∗∗∗ －０ ００４ ２∗∗∗ ０ ０００ ８∗∗∗

（６ ７８） （－１４ ５４） （４ ５５） （７ ９９） （－４ ６４） （１２ ０１）
－０ １４９ １∗∗∗ １ ４２４ ５∗∗∗ －０ ０６７ ７∗∗∗ －０ ２０７ ９∗∗∗ ０ ４４９ ４∗∗∗ －０ １２２ ７∗∗∗

（－８ ３１） （１１ ５６） （－６ １９） （－９ ７０） （３ ７６） （－１１ ９１）
０ １７５ ２∗∗∗ ０ ００２ ８ －０ ０１７ ４∗∗∗ ０ １２２ ８∗∗∗ ０ ０６９ ２∗∗ －０ ００９ ７∗∗

（７ ０５） （０ ０６） （－３ ２１） （３ ８４） （２ ０４） （－２ ２７）
－０ ３８４ ０∗∗∗ －０ ９８６ ８∗∗∗ －０ ０１０ ０ －０ １２０ ０ －１ ０１５ ２∗∗∗ ０ ０１８ ６

（－１２ ６０） （－５ １３） （－０ ７３） （－１ ０６） （－５ ０７） （１ ３５）
－０ ０７２ ６∗∗∗ ０ １３６ ８∗∗∗ －０ ０１１ ７∗∗∗ －０ ０６３ ０∗∗∗ ０ ２９２ ８∗∗∗ －０ ０１３ ５∗∗∗

（－５ ３４） （３ ７１） （－４ ２７） （－４ １４） （７ ９２） （－３ ０８）
－０ ０９２ ３∗∗∗ ０ ０６０ ９ －０ ０１０ ６∗∗∗ －０ ０６２ ６∗∗∗ ０ ０３５ ４ －０ ００２ ９

（－４ ３０） （１ ５５） （－３ ３５） （－２ ７８） （０ ９７） （－０ ６９）
１ ７４０ ０∗∗∗ －３ ８６６ ６∗∗∗ ０ ０３１ ６ ０ ８８５ ３∗∗∗ －０ ８６５ １ ０ ０６７ ８

（６ ０８） （－５ ８３） （０ ４９） （３ １８） （－０ ９４） （０ ７９）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７ ６２０ ７０∗∗∗ １７ ３８７ ６４∗∗∗ ７ ０２４ ６８∗∗∗ ５ １４７ ０６∗∗∗ ６ ８７６ ２∗∗∗ ７ ５７８ ４８∗∗∗

２６ ３７３ ５ ２８ ９０３ ９ ２８ ４１８ ２ ２５ ４７１ ４ ２９ １９５ ８ ２７ ３０４ １

注： 括号内为 ｚ 值； “∗” 表示 ｐ＜０ １， “∗∗” 表示 ｐ＜０ ０５， “∗∗∗” 表示 ｐ＜０ ０１； “项目” 一栏 ｃｈｉ２ 为

Ｗａｌｄ 检验值， ｓａｒｇａｎ 为过度识别检验。

另外，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 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对中国金融

发展的正向作用显著大于发达国家， 而交互项 （ＯＦＤＩＰＡ（ ｔ－１） ×ＧＤＰ） 的各个系数值

也明显大于发达国家样本， 而交互项 （ ｌｎＯＦＤＩＰＡ） 的各个系数值则明显较小。 因

此， 相对而言， 对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通过自身效应路径对中国金融发展的促进作

用大于对发达国家的 ＯＦＤＩ； 而对发达国家的 ＯＦＤＩ 通过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路

径对中国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大于对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对发达国家的 ＯＦＤＩ 通

过逆向技术溢出间接效应路径影响中国金融发展的正向作用小于对发展中国家

ＯＦＤＩ 的效应。 这可能是因为： 一方面， 近年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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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逐步加大， 使得对发展中国家 ＯＦＤＩ 的 “信号传递” 和 “需求诱导” 效应能够

更加有效地促进中国的金融发展； 另一方面， 中国对发达国家 ＯＦＤＩ 主要通过研发

要素吸收机制和研发成果返回机制这两条途径获得逆向技术溢出， 对发展中国家

ＯＦＤＩ 则主要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和追求廉价资源这两条途径获得母国研发成本的分

摊效应进而获得部分技术回收 （陈昊和吴雯， ２０１６）。 因此， 对发达国家的 ＯＦＤＩ
对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增强的作用更加显著， 故而技术创新带来的资产增值以及其

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对中国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

四、 结论与启示

由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

（一） 结论

ＯＦＤＩ 通过自身效应以及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双重路径影响母国金融发展。 选取

中国可得数据的 ３０ 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６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

验， 结论如下：
（１） 金融发展具有长期性。 金融发展的滞后效应表明， 在为经济发展提供所

需金融服务的同时， 金融业本身得以成长： 金融工具不断创新、 金融机构多元化、
金融组织结构不断完善， 金融效率提升， 即内生于经济发展的金融发展， 保证和促

进经济发展。
（２） ＯＦＤＩ 具有 “信号传递” 和 “需求诱导” 效应， 通过其自身效应路径不仅

扩大了中国金融发展规模， 而且有助于金融结构的优化和金融效率的提升。
（３）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推动母国技术创新对金融发展产生直接效应， 在 １％

水平上显著促进了我国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 金融结构优化， 但不利于金融效率的

提升， 反映了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仍停留在规模和

结构方面；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推动母国技术创新进而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对金融发

展产生间接效应均在 １％水平上对金融规模、 效率显著为正， 对金融结构显著为

负， 反映了现阶段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与技术创新的协同作用不能促进中国经济内

在质量的提升， 即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的间接效应未能对金融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４） 对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通过自身效应路径对中国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大于

对发达国家的 ＯＦＤＩ， 而对发达国家的 ＯＦＤＩ 通过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路径对中国

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则大于对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同时对发达国家的 ＯＦＤＩ 通过逆

向技术溢出间接效应路径对中国金融发展的正向影响小于对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５） 中国经济发展促进了金融规模扩大和金融结构优化， 但并没有同时提高

金融效率。 反映了中国金融发展中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途径仍然存在一定问题。
（６） 影响中国金融发展的其他因素： 较高的经济开放程度能够产生积极影响，

人力资本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却产生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优化

金融结构的同时阻碍了金融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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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启示

（１） 利用 ＯＦＤＩ 促进中国金融发展。 ＯＦＤＩ 有利于扩大金融发展规模， 也有助

于促进金融结构优化和金融效率提升。 因此， 需要把重点放在调整 ＯＦＤＩ 方向的选

择上， 优化投资结构， 提高投资质量， 着力改变以政策和资源为导向的 ＯＦＤＩ 转向

技术寻求型的 ＯＦＤＩ， 推动中国金融发展。
（２） 提高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如今金融科技已经成为影响金融机构综合

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 依靠技术创新可以实现金融

资源的优化配置、 金融模式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 金融服务体系的健全化等。 因

此， 政府应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寻求型的 ＯＦＤＩ， 提高消化、 吸收和创新能力， 提高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加快金融发展。
（３） 重视经济内在质量的提升。 经济发展创造金融发展 “需求追随”。 进一步

优化经济结构， 积极引导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 促进中国产业层次的不断提

升， 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资源消耗、 投资拉动向创新、 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方向

转变， 推动消费结构的改善和升级。
（４） 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进出口贸易会向金融机构传递企业资质信号， 有效

降低企业融资约束， 并对融资结构和金融服务提出更高要求。 因此， 地方政府应为

企业进出口贸易提供服务和支持， 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５） 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拥有大量高素质人才是中国实现金融发展的重要条

件。 要继续实施 “人才强国” 战略， 进一步加大专业性教育投入， 提高金融领域

人力资本的质量。 同时， 要进行机制和体制创新， 积极引进区域外以及国外的高层

次金融领域人才， 为金融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６） 逐步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 居民高储蓄倾向行为是由中国经济转轨过程

中收入分配不合理、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因素导致的决策结果。 因此， 应继续促

进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 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进而提高金融效率。
（７） 全面提高外资质量。 积极引导外资进入高新技术产业， 提高外资使用效

率， 充分发挥其优化资金配置作用， 促进中国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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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谭晓燕）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ＦＤＩ ｏｎ Ｈ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Ｄｕａｌ－Ｐａｔ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ＨＩ Ｅｎｙｉ，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ｑｉｎｇ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Ｓｈａｎ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ａｉｙｕａｎ Ｓｈａｎｘｉ ０３０００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３０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３ ｔｏ ２０１６，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ｅｆｆｅｃｔ ｐａｔｈ ｐｌａｙ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ｄｉｒ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 ｐａｔｈ ｏｆ 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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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ｓ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 ｐａｔｈ ｔｏ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ａｍｐ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ＯＦＤＩ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ｔｈｓ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ｐｅｎ ｌｅｖｅｌ，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ｙ ＯＦＤＩ；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ＦＤＩ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ｖｅｒｆｌｏｗ；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ｔａｋｅ ｏｐｅ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ａｉｓ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ＦＤＩ； Ｄｕａｌ Ｐａｔｈ；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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