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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距离、 相邻效应与中国对
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

文淑惠， 胡　 琼

（昆明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 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００）

摘要： 基于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 将相邻效应

引入国际直接投资研究， 采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考察制度距离、 相邻效应及两者的

交互对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 同时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检验四类制度

距离对投资的正负效应的稳定性。 结果表明， 制度距离作用各异， 文化制度距离、
微观经济制度距离阻碍了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 法律制度距离、 宏观经

济制度距离则产生了正效应， 但总体上制度差异对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

产生阻碍作用。 考虑相邻效应后， 各国投资相邻效应表现为 “互利共赢”。 其中代

表金融、 贸易、 财政自由化的宏观经济制度明显强化 “互利共赢” 作用， 而文化、
微观经济与法律制度距离弱化这种 “互利共赢”， 随着相邻效应的增强， 制度距离

对投资的阻碍作用在削弱。 据此提出在推进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 落实

“一带一路” 倡议过程中， 中国需要充分发挥相邻效应， 动态考虑制定相关配套政

策来平衡中南半岛国家两两邻国之间的投资利益关系， 最大化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效

应， 实现中国与各国经贸合作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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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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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正式对外发布， 作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区域以及沟通太平

洋和印度洋的陆上桥梁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往

来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同时， 中南半岛主要国家 （柬埔寨、 老挝、 缅甸、
泰国、 越南） 在澜湄合作机制框架下的经济走廊建设， 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

的重要节点。 作为中国向西南开放重要高地， 中南半岛国家一直是中国企业开展对

外直接投资活动的重要目的国。 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１８ 年， 中国企业面向

“一带一路” 沿线 ５６ 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 １５６ ４ 亿美元， 占同期总额的

１３％， 较上年提升了 ８ ９ 个百分点， 大部分主要投向新加坡、 马来西亚、 老挝、 柬

埔寨、 越南、 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以及巴基斯坦、 俄罗斯、 阿联酋等国家。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在对沿线国家投资流向中， 越南、 马来西亚、 泰国依

然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国①。 与此同时， 中南半岛国家不仅在地理空间上

相邻近， 在经济、 文化等方面也具有相似性。 那么， 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

资是否由于中南半岛国家在空间上的邻近而存在经济文化上的相似性的影响？ 在互

为邻国的中南半岛国家中， 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否会受各国经济、 法律、
文化制度的影响？ 中国对其中某一特定国家的直接投资又是否因受到中国与该国的

邻国的 ＦＤＩ 的影响而可能存在相邻效应②这种 “第三方效应”？ 对于中国对中南半

岛国家的直接投资而言， 这种效应是为 “互利共赢” 亦或 “竞争抑制”？ 笔者将选

择缅甸、 柬埔寨、 老挝、 马来西亚、 泰国和越南作为中南半岛的空间范围并围绕上

述问题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一、 文献回顾

回顾国内外有关制度与对外直接投资 （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ｖ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ＤＩ） 的研究， 学术界主要关注制度如何影响 ＯＦＤＩ 区位以及进入模式选择。
Ｍｅｙｅｒ 等 （２００５） 从制度影响 Ｏ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认为吸引母国外

商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ｖ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ＤＩ） 的开放政策包括税率减免、 市场准入

门槛降低、 本地资源允许自由转让等， 以此为外资企业解除限制、 提供便利以及降

低成本， 营造有利于企业经营的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 同时东道国制度环境的稳定

有助于为企业提供稳定、 安全的投资环境， 使对外投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免受东道

国社会动荡等国际风险的影响 （Ｈｅｎｉｓ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 Ｄｅｌｉｏ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Ｇａｒｃｉａ－
Ｃａｎａ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 潘镇 （２００６） 以中国作为东道国， 将

制度距离细分为文化、 法律、 宏观经济以及微观经济 ４ 种制度距离， 分析 ４ 种制度

差异与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结果表明 ４ 种制度差异越大， 投资母国在中

国的投资就会越少。 蒋冠宏和蒋殿春 （２０１２） 基于投资引力模型， 将东道国制度

纳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东道国制度显著影响中国资源寻求型 ＯＦＤＩ，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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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网站 “走出去” 公共服务平台。
具体而言， 本文中将中国对中南半岛某一特定国家的直接投资受中国对该国的邻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程

度定义为相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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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向 ＦＤＩ 并未表现出明显的 “制度风险规避” 以及 “制度接近” 倾向。 闫大

颖 （２０１３） 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分析了中国 ＯＦＤＩ 的区位选择及其决定因素， 发现

在制度层面的因素中， 东道国经济制度质量显著影响着中国跨国企业 ＯＦＤＩ 的区位

选择。 谢孟军 （２０１５） 的研究表明， 制度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重大， 资本输出除

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外， 还倾向于流向制度环境优越的国家

和地区。 王永钦等 （２０１４） 利用中国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期间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 ８４２
笔 ＯＦＤＩ 数据考察投资目的国不同维度的制度对中国 Ｏ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影响， 发现

东道国不同维度的制度对中国 ＯＦＤＩ 区位选择影响不尽相同， 中国大多数 ＯＦＤＩ 倾
向于避开法律体系严格并且选择微观经济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 王恕立和向姣姣

（２０１５） 利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选择模型以及拓展投资引力模型进行分析， 发现中国

ＯＦＤＩ 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制度偏好， 其中， 第一阶段的投资选择

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和地区， 第二阶段的投资规模则偏好于制度质量高

的地区。 刘敏等 （２０１６） 发现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的绝对值对中国外向

ＦＤＩ 规模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 且中国 ＯＦＤＩ “制度远离” 倾向明显。 綦建红和杨

丽 （２０１４） 分析了文化距离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 指出文化距

离越大， 跨国公司进行跨国投资时更愿意选择跨国并购。 周经和刘厚俊 （２０１５） 重

点考察了制度差异、 人力资源差异对跨国公司对外资进入模式影响， 发现制度距离主

要影响中国无经验的投资者， 而人力资源距离则主要对有经验的投资者产生影响。
引入 “第三方效应”， 考察制度距离影响 ＦＤＩ 的文献不多见， 且多是以国家或

地区间地理相邻空间权重矩阵乘以解释变量滞后项或是被解释变量滞后项来度量

“第三方效应” 对中国 Ｏ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影响。 杨海生等 （２０１０） 选取中国 ２９ 个省

份的相关数据， 以空间权重矩阵乘各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空间滞后变量来考察

“第三方效应”， 发现中国 ＦＤＩ 区位分布有着明显的 “第三方效应”， 这种效应表现

为相邻省份吸引的 ＦＤＩ 增多会促进本地区的 ＦＤＩ 流入。 关注中国 ＯＦＤＩ 是否存在

“第三方效应” 的研究更不多见， 邓明 （２０１２） 采用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９ 年中国在全球 ７３
个国家和地区的 ＯＦＤＩ 数据， 基于制度距离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并对其做标准化处

理， 用以考察中国 ＯＦＤＩ 是否存在第三方的 “示范效应”， 结果发现一个地区所吸

收的 ＦＤＩ 对与其制度上 “相邻” 区域吸引 ＦＤＩ 有着明显的 “示范效应”。 这种 “示
范效应” 与上文中定义的 “相邻效应” 表现为 “互利共赢” 的一面是相同的。 关

于中南半岛国家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发展目标 （赵可

金， ２０１６）、 建设任务、 建设思路以及推进策略研究 （争喁等， ２０１７）， 而关注中

国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的文献研究甚少， 引入制度距离以及 “相邻效应” 的文献

则几乎没有。
鉴于以上现实经济背景和现有文献研究的特点， 笔者将缅甸、 柬埔寨、 老挝、

马来西亚、 泰国和越南作为中南半岛的空间范围， 在分析各项制度距离 （文化制度

距离、 法律制度距离、 宏观经济距离、 微观经济距离） 如何影响中国对中南半岛国

家直接投资的基础上， 引入 “相邻效应”， 捕捉现实中国家间投资的第三方效应， 考

察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表现为 “互利共赢” 还是 “竞争抑制”， 明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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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对相邻效应起到强化还是弱化作用。 通过研究可以明晰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各

项制度距离对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及 “相邻效应” 如何作为， 从而

提出促进中国和中南半岛国家的经贸合作， 实现国家间良性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二、 模型构建、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一） 模型构建

在传统的制度与 ＯＦＤＩ 关系模型中引入空间模型思想①， 构建包含制度距离、 相

邻效应的中国 ＯＦＤＩ 关系模型。 首先， 考察传统的制度与 ＯＦＤＩ 关系模型如下：
ＯＦＤＩｉｔ ＝ β０ ＋ β１Ｚ ｉｔ ＋ β２Ｘ ｉｔ ＋ εｉｔ （１）

　 　 式 （１） 中， Ｚ 代表一系列的制度距离变量， 具体而言， Ｚ 代表文化制度距离

（ｗｈ）、 法律制度距离 （ｆｌ）、 宏观经济制度距离 （ｈｊ） 与微观经济制度距离 （ｗｊ）。
Ｘ 表示东道国一系列控制变量， 参照以往的研究， Ｘ 具体包括东道国 ＧＤＰ
（ｈｇｄｐ）、 东道国人均 ＧＤＰ （ｈｐｇｄｐ）、 东道国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 （ ｈｇｇｄｐ）、 东道国

ＦＤＩ 开放度 （ＦＤＩ Ｉｎｗａｒｄ）、 东道国贸易开放度 （Ｔｒａｄｅ Ｏｐｅｎ）、 人民币与东道国货

币之间的汇率 （Ｒｅ）， 依次代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市场机会、 市场潜能、 外资开

放程度、 贸易开放程度以及人民币与中南半岛国家货币之间的实际汇率 （宗芳宇

等， ２０１２）。 其中 Ｒｅ 是间接标价法下的值， 数值增大意味着人民币增值， 反之则

意味着贬值。 ｉ 代表国家， ｔ 代表年份， εｉｔ代表随机干扰项。
参考许家云和胡鞍钢等 （２０１７） 的做法， 把空间模型思想加入制度同 ＯＦＤＩ 关

系的分析框架中， 引入相邻效应以后， 构建制度距离以及相邻效应影响中国 ＯＦＤＩ
的实证模型如下：

ＯＦＤＩｉｔ ＝ β０ ＋ β１Ｚ ｉｔ ＋ β２Ｘ ｉｔ ＋ β３Ｏｎｅｒｉｔ ＋ εｉｔ （２）
　 　 此外， 已有研究发现， 中国在东道国的已有直接投资是未来进一步投资的驱动因

素， 上一年的投资能拉动当年的投资， 也即 ＯＦＤＩ 具有累积效应 （项本武， ２００９），
考虑到中国 ＯＦＤＩ 的延续性和动态效应， 最终建立因变量滞后 １ 期作为解释变量的制

度距离和相邻效应对中国面向中南半岛国家 ＯＦＤＩ 的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ＯＦＤＩｉｔ ＝ β０ ＋ αＯＦＤＩｉｔ －１ ＋ β１Ｚ ｉｔ ＋ β２Ｘ ｉｔ ＋ β３Ｏｎｅｒｉｔ ＋ εｉｔ （３）

　 　 式 （３） 中，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中南半岛国家截面单元以及样本时间， ｌ 代表滞后

期数， ＯＦＤＩ 表示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 ｉ 的直接投资流量， ＯＦＤＩｉｔ －１ 为滞后 １ 期的因

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Ｏｎｅｒ 代表中国对某个国家的邻国的直接投资变化对中国对该

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具体公式定义如下：

Ｏｎｅｒｉｔ ＝ ∑
ｍ

ｉ ＝ １
Ｗｓ

ｉｊＯＦＤＩ ｊ， ｔ （４）

　 　 式 （４） 中， Ｗｓ
ｉｊ ＝

Ｗｉｊ

∑
ｊ
Ｗｉｉｊ

为标准化空间权重矩阵 Ｗ 的元素。 Ｗ 是 ｍ×ｍ 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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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 每个元素 Ｗｉｊ 表示国家 ｉ 和国家 ｊ 相邻与否： 若国家 ｉ 和国家 ｊ 在地域或者海域

上相邻， 则 Ｗｉｊ ＝ １， 反之 Ｗｉｊ ＝ ０。

（二） 变量及数据说明

１ 制度距离变量 Ｚ
笔者借鉴黄新飞等 （２０１３）、 许家云和胡鞍钢等 （２０１７） 的方法， 把制度距离

变量 Ｚ 分为文化制度距离、 法律制度距离、 宏观经济制度距离和微观经济制度距

离 ４ 个维度。 ４ 个维度制度距离具体测度如下：
（１） 文化制度距离。 关于国家之间文化差异的衡量， 最常用的是基于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的文化五维度理论， 利用 Ｋｏｇｕｔ 和 Ｓｉｎｇｈ （１９８８） 设计的 ＫＳＩ 指数进行测算， 中国

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测算公式如下：

ＣＤ ｊ ＝
１
５ ∑

５

ｉ ＝ １

（ Ｉｉｊ － ＩｉＣＨ） ２

Ｖｉ
（５）

　 　 式 （５） 中， ｉ ＝ １， ２， ３， ４， ５， 分别代表 Ｈｏｆｓｔｅｄ 文化五维度中的个人主义

与集体主义、 权利距离、 不确定性规避、 男性度与女性度、 长期取向与短期取

向。 ＣＤ ｊ 即为 ｊ 国和中国的文化距离， Ｉ ｉｊ 和 Ｉ ｉＣＨ 分别表示 ｊ 国和中国 ｉ 维度的文化

距离值， Ｖ ｉ 指相应维度文化距离的方差。 数据来源于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及其团队最新研究

成果。
（２） 法律制度距离、 宏观经济制度距离以及微观经济制度距离。 这 ３ 个指标

的测算亦借鉴 Ｋｏｇｕｔ 和 Ｓｉｎｇｈ （１９８８） 的 ＫＳＩ 指数测算公式， 在其基础上， 设计一

套包括法律完善度、 私有产权保护程度和金融自由化程度等 ８ 个子指标在内的指标

体系。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Ｚｋｔ ＝
１
Ｎ∑

Ｎ

ｇ ＝ １

（ Ｉｇｋｔ － Ｉｇｃｔ） ２

Ｖｇ
（６）

　 　 式 （６） 中， Ｉｇｋｔ 为 ｔ 期国家 ｋ 的第 ｇ 项指标， Ｉｇｃｔ 为 ｔ 期中国的第 ｇ 项指标， Ｖｇ 为

第 ｇ 项指标的方差， Ｎ 为指标个数。 根据式 （５）， 代入数据， 可得到中国与中南

半岛各国之间的 ３ 项制度距离指标数值。 其中， 来源于全球遗产基金会 （Ｔｈｅ Ｈｅｒ⁃
ｉｔ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的各项经济自由度指标的取值范围为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数值越

大意味着相应的制度质量就越高。 来源于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的取值范围为 ［ －２ ５０， ２ ５０］， 也是数值越大意味着制度

质量越高。 为统一各指标取值范围以避免计算误差， 借鉴王恕立等 （２０１５） 的做

法， 将来自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的法律完善度指标 （ＲＬ） 的取值范围换算为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具体转换公式定义如下：
ＲＬ ＝ １００ － ２０ × ｗｇＲＬ － ２ ５ （７）

　 　 式 （７） 中， ｗｇＲＬ 是来自全球治理指标法律完善度指标 （ＲＬ） 每一年的具

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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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测算指标体系

制度分类 测算指标 含义 数据来源
法律制度 （ｆｌ）

宏观经济制度 （ｈｊ）

微观经济制度 （ｗｊ）

法律完善度 （ＲＬ） 法律的完善和遵守程度
产权保护程度 （ＰＲ） 对私人财产的保护程度
投资自由化程度 （ＩＦ） 资本跨境流动的难易程度
金融自由化程度 （ＦＮＦ） 一国金融机构的独立程度
财政自由化程度 （ＦＣＦ） 政府对企业征收的税负情况
贸易自由化程度 （ＴＦ） 自由贸易程度

商业自由度 （ＢＦ） 企业开办、 运营的自由程度
政府清廉度 （ＦＣ） 政府公务员的清廉程度

全球治理指标

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 其他变量

（１） 分国别直接投资额 （ＯＦＤＩ）， 采用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年度 ＯＦＤＩ 流量

数据， 根据当年汇率转换成人民币计价， 并使用以 ２００３ 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

价格指数对原始直接投资数据做物价因素剔除处理。 其中， ＯＦＤＩ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源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 （２） 双边实际汇率 （Ｒｅ）。 通过对各国货币和

美元的双边汇率、 人民币和美元的双边汇率进行换算得出人民币与各个国家的双边

汇率， 接着用换算而得的双边汇率去乘中国年度 ＣＰＩ 和中南半岛各国 ＣＰＩ 之比， 得

到间接标价法下的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货币的双边实际汇率。 汇率和 ＣＰＩ 数据来自

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全部以 ２００３ 年作为基期进行调整。 （３） 中南半岛国家

ＧＤＰ、 人均 ＧＤＰ 以及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其中，
ＧＤＰ 数据根据当年汇率转换为人民币计价， 并以 ２００３ 年为基期的各年 ＣＰＩ 进行价

格平减。 （４） 中南半岛国家 ＦＤＩ 开放度， 其衡量方法为各国每年的 ＦＤＩ 存量与

ＧＤＰ 的比值。 ＦＤＩ 存量数据来自于 ＩＭＦ 的 ＷＥＯ 数据库。 （５） 中南半岛国家的贸易

开放度， 其衡量方法为各国每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与 ＧＤＰ 的比值。 数据来源于世

界银行数据库。 （６） 对外直接投资相邻效应 （Ｏｎｅｒ）， 此处使用全球地图， 依据中

南半岛国家之间的地理位置， 找到相应的邻国， 按照式 （４）， 分别计算出各国的

对外投资相邻效应。 表 ２ 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２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 观察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宏观经
济因素

制度距离

空间因素

ＯＦＤＩ 流量 （ｏｆｄｉ） （千万元） ９０ 　 １ ３８１ 　 １ ２６５ －０ ２１　 　 ４ ７５７
东道国 ＧＤＰ （ｈｇｄｐ） （千万元） ９０ ５ ４２２ １ ５７２ ２ ８１９ ７ ５６

东道国人均 ＧＤＰ （ｈｐｇｄｐ） （千元 ／ 人） ９０ ２１ ２９ ２５ ２５ ２ ０４ ８６ ６７
东道国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 （ｈｇｇｄｐ） ９０ ０ １１６ ０ １０３ －０ １３７ ０ ５６９

ＦＤＩ 开放度 （ＦＤＩ Ｉｎｗａｒｄ） ９０ ０ ４７８ ０ １６９ ０ ２１２ ０ ８６５
贸易开放度 （Ｔｒａｄｅ Ｏｐｅｎ） ９０ １ １２ ０ ５４４ ０ ００２ ６ ２ １０５

人民币与外币实际汇率 （间接标价法） ９０ ５５１ ２ ６４７ ８ ０ ３４ １ ８８０
文化制度距离 （ｗｈ） ９０ ２ ４４９ ０ ７２７ １ ０６１ ４ ７１２
法律制度距离 （ｆｌ） ９０ ３ ４５６ １ ８７４ ０ ３２１ ８ ５９７

宏观经济制度距离 （ｈｊ） ９０ １ ９７ １ ３１５ ０ ０６９ ５ ３２９
微观经济制度距离 （ｗｊ） ９０ １ ４５ ０ ９１４ ０ ０５８ ３ ９６６

相邻效应 （ｏｎｅｒ） ９０ １ ４５１ １ １５５ ０ ０８３ ２ ３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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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制度距离对 ＯＦＤＩ 的影响

笔者主要关注制度距离对 ＯＦＤＩ 的影响， 因此在控制模型中控制变量的基础上

主要考虑各制度距离因素的影响。
表 ３ 是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 针对 ４ 种不同制度距离的回归结果。 参考许家云

和胡鞍钢等 （２０１７） 的研究， 考量到测算制度距离指标时测量误差的存在而导致

模型中产生内生性问题， 进而对估计结果的准确性造成影响， 在此采用工具变量法

回归。 具体来说， 在回归分析时分别选取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的滞后 ３ 期、 滞后 ４
期作为 ４ 种制度距离的工具变量， 并采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回归。 表 ３ 列

出的是基于面板数据且对式 （３） 不考虑变量 Ｏｎｅｒ 采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得到的

回归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 制度距离对中国面向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的影响

在当期以及滞后 １ 期都不显著， 在滞后 ２ 期均显著， 说明了制度距离对中国面向中

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 ２ 期滞后效应， 其影响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越发

明显。 鉴于此， 为了保持整体一致性， 在实证回归时一致选择各制度距离变量的滞

后 ２ 期值进行两阶段工具变量法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表明， 滞后 ２ 期的文化制度距

离 （ｗｈ）、 微观经济制度距离 （ｗｊ）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而滞后 ２ 期的法律制度

距离 （ｆｌ）、 宏观经济制度距离 （ｈｊ） 的回归系数则显著为正。
具体来看， 文化制度距离 （ｗｈ） 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间

的文化距离越大， 中国的投资者到这些国家所面临的适应和调整成本就越高， 中国

面向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水平就会越低， 且这种负面效应还很大， 这与已有的研究

结论是一致的 （Ｆｌｏｒｅ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因此， 中国企业在投资中南半岛国家时要注

重转变理念， 实现跨国经营理念的 “本土化”， 主动了解东道国的社会习俗、 风土

人情， 加强与当地政府、 媒体及民众的沟通与交流， 切实履行东道国经营企业的社

会责任， 以期最大程度上缩小母国与东道国文化上的不同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负

面影响 （祁春凌和邹超， ２０１３）。 法律制度距离 （ ｆｌ） 系数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 这说明中国面向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与中国法律差异较大的国

家， 这与已有的大多研究结论不吻合。 笔者在回归中使用的法律制度距离是绝对值

的形式， 再与测算法律制度距离子指标进行比较， 中国的法律制度指标值大于中南

半岛国家的指标值。 如果单从相对值的比较来看， 法律制度距离的影响反而显著为

负①， 也就是说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倾向于追求较高的法律制度环境以

保护资产的收益以及个人的收益， 从而鼓励企业跨出国门， 走向海外进行投资经

营。 宏观经济制度距离 （ｈｊ） 的系数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说明中国与中南

半岛国家的宏观经济制度差异越大， 吸引的中国 ＯＦＤＩ 就会越多， 这与刘敏等

（２０１６） 的研究结论一致。 滞后 １ 期的 ＯＦＤＩ （Ｌ ｏｆｄｉ） 无论在哪个模型中的回归结

果都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当期 ＯＦＤＩ 产生积极影响， 这也说明中国 ＯＦＤＩ 的确具

有累积效应， 即上一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当年的投资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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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 笔者还对工具变量的多种统计量包括不可识别检验、 弱

工具变量和过度识别检验等进行检验来判别所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否合理， 检验结果

均支持文中使用的工具变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也就是说处理了可能存在的制度距

离的内生性问题后， 本文的基本结论仍然稳健。 除制度解释变量之外， 一系列的控

制变量中， 东道国市场规模 （ｈｇｄｐ） 对中国 ＯＦＤＩ 的影响显著为正。 东道国市场机

会 （东道国人均 ＧＤＰｈｐｇｄｐ） 和东道国市场潜力 （东道国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 ｈｇｇｄｐ）
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不稳健， 表明中南半岛国家市场机会和市场潜能对中国 ＯＦＤＩ
产生的影响可能并不十分明显。 外资开放度 （ＦＤＩ Ｉｎｗａｒｄ） 对 ＯＦＤＩ 的影响显著为

正， 这是因为东道国对外资开放程度越高， 表明该国外资相关政策越友善， 对外资

的吸引力亦会愈强， 投资母国也会有很大的可能性选择在该国进行投资。 贸易开放

度 （Ｔｒａｄｅ Ｏｐｅｎ） 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出口贸易对中国对

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替代作用， 这与张为付和李逢春 （２０１１） 的研究结论相

吻合。 间接标价法下人民币与中南半岛国家货币之间的实际汇率 （Ｒｅ） 的系数显

著为正， 说明相较于东道国货币， 人民币升值也即人民币购买力的提高会促进中国

对该国的直接投资。

表 ３　 ＯＦＤＩ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文化制度 （ｗｈ） 法律制度 （ ｆｌ） 微观经济制度 （ｗｊ） 宏观经济制度 （ｈｊ）

Ｚ

Ｚ－１

Ｚ－２

Ｌ ｏｆｄｉ

控制变量

Ｎ

Ｒ２

Ｋ－Ｐ ＬＭ

Ｋ－Ｐ Ｗａｌｄ

Ｈａｎｓｅｎ Ｊ

－０ ５２１ ０ ３２９ －０ １３５ ０ ２２４
（－０ ９０） （１ ２９） （－０ ３９） （１ ２６）
－０ ４５３ ０ ２９３ －０ １８６ ０ ２２５
（０ ９６） （１ ２５） （－０ ５８） （１ ４４）
－０ ５４２∗∗ ０ ４０８∗ －０ ３０１∗ ０ ２９１∗∗

（－１ ４５） （２ １４） （－１ ５０） （２ ０３）
０ ５８２∗∗∗ ０ ５１２∗∗∗ ０ ５４２∗∗∗ ０ ４６８∗∗

（４ １０） （３ ４３） （３ ４４） （３ ０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０ ４３１ ０ ３８７ ０ ４２２ ０ ３９７

１７ ８５６ １５ ５２１ １８ ７８２ ２０ ７６１
［０ ００１ ４］ ［０ ００３ ７］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００ ４］

１２ ２１５ １６ ７９４ １５ ８４８ １９ ３９８

［０ １１０］ ［０ ２７５］ ［０ ９４１］ ［０ ５５８］

注： “∗∗∗” “∗∗”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Ｋ－Ｐ 为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 内表示 ｔ
值； ［］ 内表示 ｐ 值。 下表同。

四、 相邻效应： 制度距离对 ＯＦＤＩ 的影响

考虑相邻效应 （Ｏｎｅｒ）， 同样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对模型 （３） 分别回归，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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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结果如表 ４ 所示。
从表 ４ 中可以看出， 文化制度距离 （ｗｈ）、 微观经济制度距离 （ｗｊ） 分别在

１０％、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阻碍了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 法律制度距离

（ｆｌ）、 宏观经济制度距离 （ｈｊ） 的系数为正， 且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但是， 前两

种制度距离的抑制作用要远远大于后两种制度距离的促进作用。 整体而言， 中南半

岛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制度差异越明显， 其吸引的中国 ＯＦＤＩ 就会越少。
引入相邻效应回归之后， 滞后 ２ 期的相邻效应相当显著地影响了中国对中南半

岛国家的直接投资。 详细来看， 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受 “第三方效应”
的影响显著为正， 这里所谓 “第三方效应” 即指滞后 ２ 期的相邻效应。 也就是说，
长期中， 中国对某个国家的直接投资会受中国对该国的邻国的直接投资的带动， 即

国家之间直接投资相邻效应表现出 “互利共赢” 性。 在交互项中， 文化制度距离、
微观经济制度距离两者在其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的情况下， 与相邻效应交互项的回归

系数全部显著为正， 说明这两种制度距离对相邻效应的带动作用起到弱化影响。 具

体来看， 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在宗教信仰、 社会规范、 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即文化

距离的存在， 导致中资企业在该地区投资开展跨国经营时出现影响投资绩效的一些

不利因素， 投资具有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 增加了企业信息搜集成本、 适应成本和

调整成本； 同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员工对待工作和生活的态度也存在差异性，
如中资企业加班是常态， 而中南半岛部分国家工人不愿加班， 有时候甚至出现不积

极应对升职等情况， 需要中资企业用较长的时间不断积累经验去适应。 微观经济制

度作为具体的营商环境， 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创办和运营， 当两国之间微观经济距离

越大， 企业创办和运营面临的差异性越大， 越不利于企业投资。 上述因素均会导致

“相邻效应” 的弱化。 法律制度距离系数显著为正， 而其与相邻效应交互项的回归

系数则显著为负， 意味着法律制度距离亦弱化相邻效应的 “互利共赢” 性。 这是

因为中南半岛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 而已有的研究大多表明， 法律制度距离对中国

面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呈显著的负向影响， 第三方的成功经验很难在发展中国

家尤其是中南半岛国家得以成功复制。 宏观经济制度距离系数为正， 交互项系数同

样为正， 表明中国对某个宏观经济制度距离较大国家的直接投资受中国对该国邻国

的直接投资的影响更加明显， 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制度距离会强化国家之间直接投资

相邻效应表现出来的 “互利共赢” 性。 宏观经济制度距离为两国之间经济自由度

差异， 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资源配置效率， 东道国经济自由度相对于中国

越高， 其资源配置效率相较于中国就越高， 中国企业就越倾向于在当地投资， 表明

中国跨国公司更愿意进入那些经济自由度较高的国家。 观察绝对系数大小， 会发现

前 ３ 种制度距离对相邻效应的弱化作用要明显强于宏观经济制度距离产生的强化作

用。 事实上， 由于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之间在文化、 微观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方面

存在的差异更加明显， 因此， 这 ３ 种制度距离对相邻效应的弱化作用要强于宏观经

济距离的强化作用， 也就是说制度距离总体上弱化了相邻效应所表现出来的 “互
利共赢” 性。 同时， 加入相邻效应后， 由于关注点是交互项的效应， 且控制变量

估计结果的变化不大， 在此对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不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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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ＯＦＤＩ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 考虑相邻效应

变量 文化制度 （ｗｈ） 法律制度 （ ｆｌ） 微观经济制度 （ｗｊ） 宏观经济制度 （ｈｊ）

Ｚ－２

ｏｎｅｒ－２

Ｚ－２×ｏｎｅｒ－２

Ｌ． ｏｆｄｉ

控制变量

Ｎ

Ｒ２

Ｋ－Ｐ ＬＭ

Ｋ－Ｐ Ｗａｌｄ

Ｈａｎｓｅｎ Ｊ

－０ ８８２∗ ０ ７８１∗∗ －０ ８６３∗∗∗ ０ ４９２∗∗

（－２ ０２） （２ ８７） （－３ ３７） （２ ９３）
０ ６２１∗∗∗ ０ ５８７∗∗∗ ０ ３１２∗ ０ ４８１∗∗

（３ ７４） （３ ４８） （２ ３８） （３ ０９）
０ ２１１∗ －０ ４４６∗ ０ ２６２∗∗∗ ０ ０８９∗

（１ ７４） （－２ １４） （４ ２４） （１ ３６）
０ ３２３∗ ０ ３０９∗ ０ ３１０∗ ０ ２４６∗∗∗

（２ ０８） （２ ０４） （２ １１） （２ ５７）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０ ５５６ ０ ４７７ ０ ６０５ ０ ４９７

１８ ５５６ １８ ０５９ １９ ０１９ ２１ ８４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７］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００ ２］

１３ １２７ １４ ３６０ １１ ８６５ １６ ２５４

［０ １６７］ ［０ ０６８］ ［０ ２９１］ ［０ ２５５］

注： 考虑到滞后 ２期的解释变量估计效果明显， 此处使用变量的滞后 ２ 期值进行回归。

前述两阶段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 制度距离对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投资影

响有正有负。 为更加详细区别不同制度距离之间对投资产生的正负效应， 此处采用

固定效应估计， 对比逐步回归下各制度距离对投资的影响。 之所以采用固定效应模

型， 是因为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将扰动项中那些个体异质和时间异质、 同时可能导致

内生性问题的误差估计出来， 提高估计结果的一致性。 表 ５ 为采用固定效应估计将

４ 个制度距离变量同时纳入模型中， 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 表 ５ 第

（１） 列为不加任何控制变量， 只考察制度距离变量对投资影响的估计结果。 从中

可以看出， 文化制度距离、 微观经济制度距离阻碍了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

资， 即表现出负效应， 而法律制度距离、 宏观经济制度距离则表现出正效应， 但显

著性水平不高， 有的甚至不显著。 表 ５ 第 （２） 列 ～第 （７） 列分别为依次加入控

制变量进行回归所得估计结果。 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 各制度距离变量的显著情况

逐渐改善， 系数符号基本与第 （１） 列估计结果一致。 具体而言， 当逐步加入控制

变量之后， 文化制度距离、 微观经济制度距离对中国的投资表现出明显的阻碍作

用， 负效应十分明显， 而法律制度距离、 宏观经济制度距离系数始终为正， 且都是

显著的， 对中国面向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表现出明显的正向效应。 但总体来

看， 前两者的负向效应要明显强于后两者的正向效应， 制度差异的存在始终会阻碍

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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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ＯＦＤＩ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制度距离正负效应的检验

变量
（１）
ＯＦＤＩ

（２）
ＯＦＤＩ

（３）
ＯＦＤＩ

（４）
ＯＦＤＩ

（５）
ＯＦＤＩ

（６）
ＯＦＤＩ

（７）
ＯＦＤＩ

文化制度（ｗｈ）

法律制度（ｆｌ）

微观经济
制度 （ｗｊ）
宏观经济
制度 （ｈｊ）

ｈｇｄｐ

ｈｐｇｄｐ

ｈｇｇｄｐ

ＦＤＩ Ｉｎｗａｒ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ｐｅｎ

Ｒ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Ｎ

－０ ７０２∗ －０ ４５２∗ －０ ３９９∗∗ 　 －０ ３１３∗∗ 　 －０ ２９０∗∗∗ 　 －０ ３２７∗∗ 　 －０ ４１４∗∗∗

（－２ ５７） （－１ ８７） （－２ １５） （ －２ ０７ ） （－２ ８０） （－２ ４６） （－３ １２）
０ ４９４ ０ ５３９∗ ０ ５７９∗∗ ０ ５１３∗∗ ０ ５１７∗∗∗ ０ ５０９∗∗ ０ ６９９∗∗∗

（１ ７６） （２ ０１） （２ ５３） （２ ３２） （２ ９２） （３ １７） （３ １９）
－０ ３３２ －１ ０７１∗∗ －１ ３７６∗∗∗ －１ ３７７∗∗ －１ ３８６∗∗∗ －１ ２７９∗∗ －０ ８９５∗∗

（－１ ３９） （－２ ９４） （－３ ５７） （－３ ６４ ） （－３ ６２） （－２ ７１） （－２ ８３）
０ ２２３ ０ ５４３∗ ０ ６２７∗∗ ０ ５３６∗ ０ ５３５∗ ０ ５２２∗ ０ ５３７∗∗

（０ ９４） （２ ３７） （２ ６８） （２ ３２） （２ ３１） （２ ２１） （２ ７１）

Ｎ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Ｎ Ｎ Ｙ Ｙ Ｙ Ｙ Ｙ

Ｎ Ｎ Ｎ Ｙ Ｙ Ｙ Ｙ

Ｎ Ｎ Ｎ Ｎ Ｙ Ｙ Ｙ

Ｎ Ｎ Ｎ Ｎ Ｎ Ｙ Ｙ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Ｙ

０ １２５ ６ ０ ４１８ ４ ０ ４４５ ０ ０ ４７３ ２ ０ ４７１ ６ ０ ４７２ ７ ０ ５１０ ９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注： Ｙ 表示控制了控制变量， Ｎ 表示未控制控制变量。

五、 结论及建议

（一） 结论

文章基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中南半岛国家 （缅甸、 柬埔寨、 老挝、 马来西亚、 泰

国、 越南） 的面板数据， 利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 在控制传统投资引力模型中的

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 检验制度距离、 相邻效应和两者的交互对中国对中南半岛

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 实证研究发现： （１） 制度距离对中国面向中南半岛国家直

接投资的影响在当期和滞后 １ 期都不显著， 滞后 ２ 期均显著， 说明制度距离对中国

面向中南半岛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 ２ 期滞后效应， 随着时间的延长， 其影响更

加明显。 （２） ４ 种制度距离对中国面向中南半岛国家的 ＯＦＤＩ 影响有促进， 有阻

碍， 但总体上阻碍作用强于促进作用。 具体来看， 滞后 ２ 期的文化制度距离、 微观

经济制度距离显著地阻碍了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 而滞后 ２ 期的法律制

度距离、 宏观经济制度距离系数则显著地为正。 但是， 前两种制度距离的抑制作用

要远远大于后两种制度距离的促进作用。 整体而言， 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之间的制

国际贸易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 ４３　　　 －

度差异越大， 越不利于中国企业对中南半岛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采用固定效应估计

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 （３） 引入相邻效应之后， 滞后 ２ 期的相邻效应相当显著

地影响了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 具体而言， 滞后 ２ 期的相邻效应显著正

向影响了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 说明各国投资相邻效应表现为 “互利

共赢”。 文化制度距离、 微观经济制度距离在本身系数为负的情况下和相邻效应交

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法律制度距离在本身系数为正的情况下和相邻效应交互项

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这 ３ 种制度距离弱化了相邻效应所表现出来的 “互利共赢”
性。 宏观经济制度距离在系数为正的情况下与相邻效应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

明其强化相邻效应表现出来的 “互利共赢”。 但前 ３ 种制度的弱化作用明显强于宏

观经济制度的强化作用， 总体而言， 中国对某一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的直接投资，
受中国对该国邻国的直接投资的带动作用会因为制度距离的存在而被大大弱化。 也

即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制度距离弱化了相邻效应表现出来的 “互利共赢”。 （４）
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的确具有累积效应， 上一年度的 ＯＦＤＩ 对当年的投

资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中南半岛国家市场规模 （实际 ＧＤＰ） 越大， 吸引中国的

ＯＦＤＩ 越多， 符合东道国市场规模决定论对 ＦＤＩ 的解释。 但这些国家的市场机会

（东道国人均 ＧＤＰ）、 市场潜力 （东道国 ＧＤＰ 增长率） 对吸引中国 ＯＦＤＩ 的影响显

著性并不高， 结果也不稳健。 再者， 中国对这些国家的 ＯＦＤＩ 与中国对这些国家的

出口贸易的确有一定的替代关系。 从汇率的角度而言， 相较于中南半岛国家的货

币， 人民币升值会促进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

（二） 建议

（１） 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之间的制度距离不仅会阻碍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

投资， 也会弱化国家间投资的带动作用。 因此， 中国政府应该通过与中南半岛国家

的各种政府关系和合作机制， 加强双边政策沟通， 推动建立双边深度投资合作机

制， 促进这些国家进一步提高经济自由度， 助推双边投资的发展， 推进中南半岛经

济走廊建设。 （２） 民心相通既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社会根基， 也是中国与周边

其他国家开展双边和多边交流合作的坚实民意基础。 因此， 中国政府要注重加强与

中南半岛国家之间的文化、 人才交流合作等， 为深化双边投资合作奠定基础。 （３）
从企业的角度而言， 中国企业在走向中南半岛国家进行投资的过程中， 要重视这些

国家的制度环境对投资经营的影响。 一方面， 投资企业要主动遵守东道国相关政治

法律制度的要求， 合法合规经营； 另一方面， 投资企业也要灵活经营， 妥善利用当

地良好的制度环境保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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