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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型升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两步系统 ＧＭＭ 估计的动态面板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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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我国对 １８２ 个国家 （地区） 直接投资的跨境面板数据， 从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及其所引致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结构分布视角切入， 采用两步系统估计

方法实证研究了国内产业结构变迁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 研究结果显

示： 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均能显著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 在

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结构分布上，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对我国对外

直接投资扩张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而第一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对我国对外直接投

资扩张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因此， 在政策制定时应充分考虑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与对

外直接投资的良性互动关系， 以更好地实现我国进一步 “走出去” 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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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 １９９７ 年中央提出 “走出去” 发展战略以来， 国家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

各种所有制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ＤＩ）， 我

国企业得以在全球生产网络内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生产能力及效率， 使我国走上了

从引资大国逐渐转变为投资大国的道路。 根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截

止到 ２０１７ 年， 我国 ＯＦＤＩ 存量高达 １８ ０９０ ４ 亿美元， 占同年世界 ＯＦＤＩ 存量总额

（３０ ８４ 万亿美元） 的 ５ ９％， 排名跃升至全球第 ２ 位； ２０１７ 年我国创造了 １ ５８２ ９
亿美元的 ＯＦＤＩ 流量， 占同年世界 ＯＦＤＩ 流量总额 （１ ４３ 万亿美元） 的 １１ １％，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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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全球第 ３ 位。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与推进， 我国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

投资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增强， 未来我国 ＯＦＤＩ 将迎来更多的机遇。
然而，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资源紧缺与环境约束矛盾突出、

投资回报的边际效应递减等客观事实。 为解决可持续发展中质量与效率提升的问

题， 政府开启了从 “要素驱动” 转变为 “创新驱动” 的产业结构调整方案。 通过

优化升级国内产业结构， 将部分依赖于 “人口红利” 的高强度劳动密集型、 产能

显著过剩、 生产成本过高或受国内稀缺资源约束的产业， 采用边际产业转移或开拓

新市场等方式向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家 （地区） 转移， 由此引发大量学者关于国

内产业转型升级对我国 ＯＦＤＩ 影响机制、 影响规模及影响效果的讨论。
对于我国 ＯＦＤＩ 影响因素的研究， 已有研究或从市场寻求型、 资源寻求型、 技

术寻求型、 效率寻求型等投资动机以及投资东道国经济、 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进行

分析 （蒋冠宏和蒋殿春， ２０１２； 宗芳宇等， ２０１２； 王永钦等， ２０１４）， 或者从国内

政策变动、 制度变迁等视角来解释投资的扩张 （龚静， ２０１４； 郑蕾等， ２０１６）， 但

较少涉及我国 ＯＦＤＩ 的内在驱动力。 顺应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的产业结构变迁具有其

自我能动性， 因此通过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有机结合， 能够较好地从内在动

力视角解释我国 ＯＦＤＩ 的扩张。 在现有文献中， 对于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直接投资

的关系， 早期较多研究我国 ＯＦＤＩ 对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李逢春， ２０１２； 杨

建清和周志林， ２０１３； 潘素昆和袁然， ２０１４）， 随后出现了对产业转型升级与 ＯＦＤＩ
协调发展关系的探讨 （于世海和陈光春， ２０１５； 杨英和刘彩霞， ２０１５）。 近期已有

学者开始就国内产业结构变迁对我国 ＯＦＤＩ 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进行研究 （李洪

亚， ２０１６）。 一国产业结构所处阶段的不同及特征差异， 会对该国 ＯＦＤＩ 的发展规

模、 增长速度、 投资追加和结构布局产生影响 （江东， ２０１０）。 在我国对外开放政

策以及 “走出去” 战略的推进过程中如何有效解释我国 ＯＦＤＩ 的进一步扩张？ 国内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否是影响我国 ＯＦＤＩ 的内在驱动因素？ 产业结构变迁的具体作

用效果如何？ 对这些问题的系统解读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影响

ＯＦＤＩ 扩张的内在机理， 而且对于巩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经济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 笔者将从产业结构内在驱动的视角切入， 研究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我国

ＯＦＤＩ 的内在影响。

一、 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与 ＯＦＤＩ 现状

（一） 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现状

一国产业结构的变迁， 内涵了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基于结构主义的分类， 在衡

量时为避免单一指标造成信息不全的问题， 笔者将采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

高度化两个指标来全面反映一国产业结构的变迁。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反映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耦合程度， 衡量了各产业之

间的协调力度， 测度了产业结构的聚合质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高， 可使各

产业的发展与自身的要素禀赋更好地结合， 令产业的专业化生产效率以及同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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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游关联产业的依存程度提高， 从而实现国际专业化分工中的产业有机融合， 并

且在吸收先进产业的同时转移落后产业， 促进对外投资的规模扩张与结构优化。 根

据干春晖等 （２０１１） 及戴魁早 （２０１４） 的构建方法， 选取泰尔指数 （Ｔｈｅｉｌ Ｉｎｄｅｘ，
ＴＩ） 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 其测度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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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１） 中， Ｙ 和 Ｌ 分别表示总产出值和总就业人数， Ｙｉ和 Ｌｉ分别表示 ｉ 产业

的产出值和就业人数， ｎ 表示产业个数， Ｙｉ ／ Ｙ 表示产业 ｉ 的相对权重。 当一国产业

处于均衡状态时， ＴＩ 指数等于 ０； ＴＩ 指数越大， 则表明该地区产业越偏离均衡状

态， 即 ＴＩ 指数值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负相关。
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标反映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 衡量了高附加值产品、 高

技术含量产业的占比水平， 该指标提升的过程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

型产业过渡， 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演进， 从低加工度产业向高加工度产

业变迁的过程。 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提高， 将资源优化配置于高技术含量、 高附

加值的部门， 从而提高产出的国内增加值， 促进产业前后关联辐射效应的扩张， 并

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进而扩大并优化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在当

前经济服务化的背景下， 以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具有产业联

动性强、 产品附加值高的特征， 代表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方向。 根据李洪亚

（２０１６）、 李东坤和邓敏 （２０１６） 的方法， 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标测度公式如下：
ＵＩ ＝ σ（Ｙ３ ／ Ｙ２） ＋ （１ － σ）（Ｙｐ ／ Ｙｃ） 　 　 　 　 　 　 　 　 　 　 （２）

式 （２） 中， ＵＩ 表示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Ｙ３和 Ｙ２分别表示第三产业产值和

第二产业产值， Ｙｐ和 Ｙｃ分别表示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和生活性服务业产值， 权重系

数 σ 是 Ｙ３ ／ Ｙ２的变异系数占 Ｙ３ ／ Ｙ２与 Ｙｐ ／ Ｙｃ变异系数之和的比重①。 ＵＩ 指数能够较好

地反映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倾向， 反映产业间的梯级转移及结构升级。 该指数越大，
表明一国经济服务化水平越高， 产业结构越高级， 即 ＵＩ 指数值与产业结构高度化

水平正相关。
根据式 （１）、 式 （２） 及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的相关数据， 计算出我国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７ 年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并将单位归一化为百分比。
从图 １ 可知， 衡量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两类指标在研究期间的波动非常明

显。 首先， ＴＩ 指数呈现出持续降低的变化趋势， 从研究初期 ２００３ 年的 ３２ ２２９％
一路下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２ ２１８％， 降幅高达 ６２ ０９０％， 年均复合降低率为

６ ６９４％。 该变化趋势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正朝着合理化方向不断迈进， 各行业的

资源配置和要素累积得到与其自身发展相适宜的优化与推进， 促进了各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协同发展。 其次， ＵＩ 指数表现出螺旋式上升趋势， 且在研究期内明

显受到 了 全 球 金 融 危 机 的 影 响。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８ 年 间， ＵＩ 指 数 从 ２００３ 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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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变异系数＝标准差 ／ 均值， 这里采用变异系数法来确定权重是为了避免人为主观臆断所造成的偏误。 该

方法对于离散程度越大的加权指标， 赋予越高的加权比重， 从而使其对最终的加权结果产生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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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 １２４％降低至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７０ ２２６％， 之后又在 ２００８ 年上升至 １８８ １２０％的高

点；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５ 年间， 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ＵＩ 指数连续两年下降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７５ ９５６％， 随后一路回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０４ ８５１％；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 ＵＩ 指数开始

了新一轮的下降。 就本文的研究区间而言， ＵＩ 指数的上升幅度为 ７ ９４６％， 年

均复合增长率为 ０ ５４８％。 该变化趋势说明我国产业结构的服务化特征不断增

强， 产品附加值和产业价值链均得到提高与拓宽， 从而带动了产业结构的全面

升级。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数据计算绘制。

图 １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７ 年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ＴＩ 指数和 ＵＩ 指数

（二）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及行业分布现状

随着我国 “走出去” 战略及 “一带一路” 倡议的进一步实施与不断推进， 我

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了迅猛的扩张期。 从最初改革开放的起步期 （１９８２ ～ １９９１
年），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发展期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０ 年）， 再到当前的扩张期 （２００１ 年

迄今），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从无到有， 逐渐跻身发展中国家第一的位置。 尤其是

２００３ 年以来， 我国 ＯＦＤＩ 持续增长， 存量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３３２ ２２２ 亿美元大幅增加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８ ０９０ ３６５ 亿美元， １４ 年间扩大了近 ５３ ５ 倍， 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

３３ ０４６％； 流量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２８５ ４６５ 亿美元上升到 ２０１７ 年的１ ５８２ ８８３亿美元， 期

间扩大了近 ４ ５ 倍， 年均复合增长率也达到了 １３ ０１５％。
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稀缺资源被配置到附加值及技术含量更高的行

业中并促进该行业自身的要素累积， 与此同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也发生

了变化。 就 ＯＦＤＩ 的产业分布而言， 在最初的起步阶段， 基于获取国内稀缺的自然

资源等生产性要素的目的， 我国 ＯＦＤＩ 主要集中于资源开发与初级加工业； 在随后

的发展阶段， 基于获取能源、 初级技术等要素的目标， 我国 ＯＦＤＩ 集中于采矿业与

制造业； 在当前的扩张阶段， 在我国产业结构变迁、 服务化进程加快、 工业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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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以及生产率水平提高的背景下， 基于获取高附加值、 高技术含量生产要素的目

的， 我国 ＯＦＤＩ 逐渐偏向于以商务和金融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 具体地， 图 ２ 显示

了研究期间我国 ＯＦＤＩ 的行业占比情况。 由图 ２ 可知， 我国 ＯＦＤＩ 行业占比最高的

是生产性服务业， 其年均占比高达 ７０ ５９９％， 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年均占比达

３１ ５６８％； 紧随其后的是第二产业， 年均占比达到了 ２４ ４６７％， 其中以采矿业为

主； 排行第三的是生活性服务业， 年均占比为 ３ ９２６％， 其中房地产业占比最大①；
占比最小的是第一产业， 年均占比仅为 １ ００８％。 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随着我国

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ＯＦＤＩ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技术复杂领域的投入不

断增加， 虽然在总量占比中的比例较低， 但增速明显。

　 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整理绘制。

图 ２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占比趋势

另外， 在四类产业 ＯＦＤＩ 占比的变化趋势上，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和生活性服

务业在研究初期的占比较高， 随后不断波动， 且前两者的占比呈螺旋形下降趋势，
而第三者处于螺旋形上升趋势， 三者的占比均于 ２００８ 年达到最低点； 与此同时，
生产性服务业的占比则在研究初期时较低， ２００８ 年时达到最高， 随后受金融危机

冲击及其时滞影响， 呈现出先缓慢下降后平稳发展的动态演变特征。
通过对比图 １ 中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标与图 ２ 中四类产业 ＯＦＤＩ 占比的变化趋势

可以发现， 我国 ＯＦＤＩ 的行业偏好性与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标息息相关， 具有类

似的变化形态。 这里以金融危机为例， 在危机前， 国内产业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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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学界对于房地产业应归属于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一直存在争议。 在发达国家， 房地产业的

服务对象主要是机构， 从而使之具有生产性服务业的特征； 在我国， 房地产业开发的项目主要针对住宅类而

非商用类， 其消费群体仍以个体消费者为主， 故本文将房地产业归入生活性服务业范畴。 并且， 在我国官方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５ 年明确界定的 １０ 类生产性服务业分类标准中， 也不包括房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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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倾向， ＵＩ 指数呈上升趋势。 与此类似， 我国 ＯＦＤＩ 行业构成中服务业尤其是生产

性服务业的占比不断增加； 在危机之后， ＵＩ 指数下降； 同样， 服务业特别是生产

性服务业的 ＯＦＤＩ 占比表现出相同的变化特征。 随着国内产业结构重心从第一产业

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逐次转移， 我国 ＯＦＤＩ 的行业分布也表现出相同的演变特

征， 从而内生性地促进 ＯＦＤＩ 的扩张。 由此可见， 伴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

级， 我国 ＯＦＤＩ 的行业倾向也会发生协同性变化， 即国内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

化可能通过影响 ＯＦＤＩ 的行业分布， 拓展我国产业价值链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深度

及广度， 从而达到扩张我国 ＯＦＤＩ 的目标。 那么， 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

是否确实对 ＯＦＤＩ 的扩张存在影响？ 由投资偏好所造成的行业分布又会对 ＯＦＤＩ 产
生怎样的影响？ 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对 ＯＦＤＩ 的作用效果究竟如何。 针对以上问题，
笔者在对客观现象进行分析推断的基础上， 采用严谨的计量方法作了进一步的实证

研究。

二、 模型设计及变量选取

（一） 计量模型设定

笔者通过计量实证方法来进一步考察产业转型升级对我国 ＯＦＤＩ 的影响效果。
鉴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延续性和动态性 （项本武， ２００９）， 同时为避免遗漏变量可

能引起的误差， 在计量模型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以反映我国 ＯＦＤＩ 的动

态连续特征。 因此， 在前期学者 ＯＦＤＩ 研究变量选取的基础上， 结合本文重点考察

的产业转型升级变量， 动态面板模型构建如下：
ｏｆｄｉｉｔ ＝ α０ ＋ α１ｏｆｄｉｉｔ －１ ＋ α２ ｉｎｄｉｔ ＋ α３ｇｄｐｉｔ ＋ α４ｐｇｄｐｉｔ ＋ α５ｇｒｏｗｔｈｉｔ ＋ α６ｅｎｅｒｇｙｉｔ ＋

α７ｐａｔｅｎｔｉｔ ＋ α８ｒｉｓｋｉｔ ＋ α９ ｉｎｆｒａｉｔ ＋ α１０ ａｄｍｉｎｉｉｔ ＋ μｉ ＋ λ ｔ ＋ εｉｔ （３）
　 　 式 （３） 中， 角标 ｉ 表示国家或地区， ｔ 表示研究年份。 ｏｆｄｉ 作为本文的被解释

变量， 代表我国对 ｉ 国 （地） 在 ｔ 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额。 ｉｎｄ 为重点关注的

产业转型升级指标。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 国内生产总值 （ ｇｄｐ）、 人均国民收入

（ｐｇｄｐ） 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 （ｇｒｏｗｔｈ）， 三者分别衡量了东道国 （地区） 的市

场经济规模、 市场消费水平以及市场发展潜力， 用以捕捉市场寻求型 ＯＦＤＩ； 能源

使用量 （ｅｎｅｒｇｙ） 和专利数 （ｐａｔｅｎｔ） 分别代表了东道国 （地区） 的自然资源容量

和高科技水平， 用以捕捉资源寻求型及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 变量 ｒｉｓｋ、 ｉｎｆｒａ 和

ａｄｍｉｎｉ 分别用于衡量东道国 （地区） 的社会风险程度、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行政效

率水平， 用以捕捉其余影响因素， 如效率寻求型 ＯＦＤＩ。 μｉ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

固定效应； λ ｔ 为不随个体变化的时间固定效应； εｉｔ 是与时间和个体都无关的随机误

差项。
根据前文对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以及 ＯＦＤＩ 产业结构占比的分析， 这里将计量模

型中产业转型升级变量 ｉｎｄ 具体划分为两大类： 一类为国内产业优化的内在驱动

力， 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 （ ｔｉ） 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ｕｉ）； 另一类为对外

投资产业优化的内在驱动力， 包括第一产业占比 （ａｇｒｉ）、 第二产业占比 （ｍａｎ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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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占比 （ｐｒｏｓｅｒ） 和生活性服务业占比 （ ｃｏｎｓｅｒ）①。 因而本文的计量模

型可具体化为如下形式：
ｏｆｄｉｉｔ ＝ α０ ＋ α１ｏｆｄｉｉｔ －１ ＋ α２１ ｔｉｉｔ ＋ α２２ｕｉｉｔ ＋ α３ｇｄｐｉｔ ＋ α４ｐｇｄｐｉｔ ＋ α５ｇｒｏｗｔｈｉｔ ＋

α６ｅｎｅｒｇｙｉｔ ＋ α７ｐａｔｅｎｔｉｔ ＋ α８ｒｉｓｋｉｔ ＋ α９ｉｎｆｒａｉｔ ＋ α１０ａｄｍｉｎｉｉｔ ＋ μｉ ＋ λｔ ＋ εｉｔ（４）
ｏｆｄｉｉｔ ＝ α０ ＋ α１ｏｆｄｉｉｔ －１ ＋ α２３ａｇｒｉｉｔ ＋ α２４ｍａｎｕｉｔ ＋ α２５ｐｒｏｓｅｒｉｔ ＋ α２６ｃｏｎｓｅｒｉｔ ＋ α３ｇｄｐｉｔ

α４ｐｇｄｐｉｔ ＋ α５ｇｒｏｗｔｈｉｔ ＋ α６ｅｎｅｒｇｙｉｔ ＋ α７ｐａｔｅｎｔｉｔ ＋ α８ｒｉｓｋｉｔ ＋ α９ ｉｎｆｒａｉｔ ＋
α１０ａｄ ｍｉｎｉｉｔ ＋ μｉ ＋ λ ｔ ＋ εｉｔ （５）

（二） 数据说明及内生性问题

本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及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库②。 其中， 被解释变量 ｏｆｄｉ 为我国对外直

接投资的 １８２ 个国家 （地区） 的跨境面板数据③， 来源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 《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在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中， 产业结构优化变量 ｔｉ 和 ｕｉ 在测算

时涉及的产值及就业人数数据， 来源于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年 《中国统计年鉴》； ＯＦＤＩ 产
业占比变量在计算时涉及的各产业投资额， 来源于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统计公报》。 其余控制变量的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及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库。 其中， 名义变量如 ｏｆｄｉ 存量、 各国 ｇｄｐ 及 ｐｇｄｐ 等数据均经消费

者价格指数 ＣＰＩ 平减后化为实际值。 另外， 部分变量存在一定年份数据的缺失， 为

在回归中使用更多的观测值， 这里采用平均变化率或均值进行平滑处理以填补缺失

值。 本文各变量的描述统计情况及具体说明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的描述统计情况及说明

变量 观测值 单位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说明
ｏｆｄｉ ２ ３６６ 万美元 ５４ ４９３ ６３ ２１９ ４００ ４ １ ４ ０８０ １９５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ＯＦＤＩ ｓｔｏｃｋ）

ｔｉ ２ ３６６ 百分比 ２１ ２６５ ６ １１５ １１ ８５５ ３２ ２２９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 （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根 据 公 式
（１） 测算而得， 该指数值越大， 表
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低

ｕｉ ２ ３６６ 百分比 １８２ ０７１ ９ ４９３ １７０ ２２６ ２０５ ４０４

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根据公式 （ ２）
测算而得， 该指数值越大， 表明产
业结构高度化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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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建模上， 式 （４） 中将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 （ ｔｉ） 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 ｕｉ） 同时纳入回归方程

中， 是为了更全面地反映一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变迁对 ＯＦＤＩ 的影响。 前者衡量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耦合程

度， 即各个产业之间的协调力度， 后者衡量高附加值、 高技术含量产业的占比水平， 即各个产业之间的优化

程度， 是从不同角度反映产业的转型升级， 且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绝对值不足 ０ ５， 因而将其同时纳入回归

中是可行的。 与此类似， 式 （５） 中同时加入了 ４ 个从不同角度反映我国 ＯＦＤＩ 行业结构分布的变量， 其相互

间的相关系数并不强， 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根据所有变量的可得性及完整性， 这里将计量回归的研究窗口期选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包括 １９２ 个投资东道国或地区， 除去开曼群岛、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及中

国台湾等避税天堂的极值影响， 以及无法与世界银行或联合国贸发委数据库匹配的国家或地区， 最终搜集到

１８２ 个样本国 （地）， 这些国家 （地区） 已涵盖了我国主要的 ＯＦＤＩ 经济体， 因此所得结论具有较强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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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变量 观测值 单位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说明

ａｇｒｉ ２ ３６６ 百分比 １ ０７４ ０ ３５１ ０ ７９８ １ ８６３
第一产业占比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ｅ）： 农、 林、 牧、 渔业 ＯＦＤＩ 存量
占总 ＯＦＤＩ 存量的比例

ｍａｎｕ ２ ３６６ 百分比 ２５ ００７ ２ ４４９ ２０ １４３ ３０ ２８４

第二产业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ｒｅ）： 采矿业、 制造业、 建筑业以及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 ＯＦＤＩ 存量占总 ＯＦＤＩ 存量的比例

ｐｒｏｓｅｒ ２ ３６６ 百分比 ７０ ２７５ ２ ７５０ ６５ １９０ ７６ ２９９

生产性服务业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
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 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ＯＦＤＩ 存量占总 ＯＦＤＩ 存量的比例

ｃｏｎｓｅｒ ２ ３６６ 百分比 ３ ６４４ ０ ８７７ ２ ７３１ ５ １２８

生活 性 服 务 业 占 比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房地产业、 住宿
和餐饮业、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ＯＦＤＩ 存量占总
ＯＦＤＩ 存量的比例

ｇｄｐ ２ ３５３ 万美元 ３０ ５４６ ０６８ ８ １２５ ００７ ５００ ９ ０２３ １８６１ ８０３ ６６４ ８００ 国内生产总值 （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
ｕｃｔ）

ｐｇｄｐ ２ ３５３ 美元 １２ ９９９ ７１ ２０ ７３７ ２２ １０６ ０１７ １８５ ０８２ ６ 人均国民收入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ｃｏｍｅ）

ｇｒｏｗｔｈ ２ ３５３ 百分比 ２ ３１３ ５ ５８５ －６２ ２１４ ５０ １１６

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 （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以 ２０１０ 年
不变价美元计的人均国民收入年增
长率

ｅｎｅｒｇｙ ２ ３６６ 标准油
当量

２ １７６ ４４２ ２ ７５４ ７１４ ９ ７１５ ２２ ７６２ ０８
能源使用量 （ ｅｎｅｒｇｙ）： 初级能源在
转化为其他最终用途的燃料之前的
使用量

ｐａｔｅｎｔ ２ ３６６ 个 １０ ７０８ ２ ５０ ３３５ ９５ １ ５８９ ４１０

专利数 （ｐａｔｅｎｔｓ）： 居民及非居民在
世界范围通过 《专利合作条约》 程
序或向国家专利部门提交申请并拥
有专有权的专利数之和

ｒｉｓｋ ２ ３６６ 百分比 ７ ７８３ ３ １０ ７５１ ０ ９３ ２

社会 风 险 （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ｓ ）： 用 一 国
（地区） 故意谋杀犯罪率衡量， 即由
家庭纠纷、 人际暴力等暴力事件以
及武装团伙的掠夺性暴力和杀戮而
有意造成的非法谋杀犯罪

ｉｎｆｒａ ２ ３６６ 公里 ８ ８２５ ０６３ ２０ ８２７ ３４ ２５１ ２２８ ５１３
基础设施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可用于提
供铁路服务的铁路总长度， 并行的
铁路线也计算在内

ａｄｍｉｎｉ ２ ３６６ 百分比 ８ ２３８ ６ ３０４ ０ １ ４６ ５

行政效率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公共组织和政府工作人员从事行政
管理工作 （如税收、 海关、 颁发执
照和登记） 所投入的各种资源与所
取得的成果和效益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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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产业结构变迁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文献中， 内生性问题往往成为重点

关注的对象。 在本文中， ＯＦＤＩ 与产业结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 加之模型

中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 ｏｆｄｉｔ－１， 这都会造成内生性问题， 形成估计结果的偏

误。 为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 选取产业结构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其自身的工具变量，
以便确认在估计时两者影响的方式是产业结构优化导致的 ＯＦＤＩ 扩张而非 ＯＦＤＩ 所
引致的产业升级， 从而最大限度地缓解内生性问题所造成的偏倚。 其次， 在估计方

法的选用上， 将采用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 （Ｇｅｎｇｒ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ｏｍｅｎｔｓ， ＧＭＭ）
方法， 该方法不易受到模型中异方差的干扰， 且能够得出一致并有效的 ＧＭＭ 估计

值， 但在使用时需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以及对残差项的无自相关

性进行残差差分后的 ＡＲ （１） 和 ＡＲ （２） 检验。 最后， 在模型正式回归前， 为降

低模型的异方差问题， 对变量取自然对数， 且在回归中采用稳健标准差进行回归系

数的显著性检验。

三、 实证分析

（一） 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对我国 ＯＦＤＩ 的影响分析

对计量模型公式 （４） 使用两步系统 ＧＭＭ 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对于模型的联合显著性检验而言， 所有模型的 Ｗａｌｄ 检验值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

均拒绝 “所有解释变量系数为 ０” 的原假设， 说明模型在回归时整体显著。 对于工

具变量的过度识别检验而言， 由结果 （１） 至结果 （６） 中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值的 Ｐ 值可

知， 无法拒绝 “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 的原假设， 表明所选用的工具变量与残差

项不相关； 对于回归估计的一致性检验而言， 由结果 （１） 至结果 （６） 中 ＡＲ （１）
与 ＡＲ （２） 的 Ｐ 值可知， 扰动项的差分只存在一阶序列相关而不存在二阶序列相

关， 故满足残差项无自相关的条件。 因此， 模型符合两步系统 ＧＭＭ 的使用条件，
故该回归结果是有效且可靠的。

由表 ２ 估计结果可知， （１） 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变量 ｔｉ，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

量， 其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由于该指数值大小与合理化程度高低成反比， 说明产

业结构合理化对于我国 ＯＦＤＩ 的扩张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２） 对于产业结构高度

化变量 ｕｉ， 在加入与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其估计结果均一致显著为正， 表明

我国 ＯＦＤＩ 会随着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的加深而增加。 （３） 将 ｔｉ 与 ｕｉ 变量同

时放入方程进行回归时， 无论是否加入了控制变量， ｔｉ 系数仍显著为负而 ｕｉ 系数

仍显著为正。 以上结果说明， 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提高对于我

国 ＯＦＤＩ 的扩大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针对估计结果 （６）， 在保持其他影响因素

不变时， 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每降低 １％， 平均意义上将使得我国对外直接投

资存量额增加约 ０ １３４％； 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每增加 １％， 将使得平均意义

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额提升 ０ １６１％。
对于其他变量， （１） 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 ｏｆｄｉｔ－１系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

上均为正， 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存在动态连续性， 证明了在模型中引入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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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产业升级对我国 ＯＦＤＩ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产业结构合理
化 （未加 ＣＶ）

产业结构合理
化 （加入 ＣＶ）

产业结构高度
化 （未加 ＣＶ）

产业结构高度
化 （加入 ＣＶ）

国内产业优化
（未加 ＣＶ）

国内产业优化
（加入 ＣＶ）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ｏｆｄｉｔ－１

ｔｉ

ｕｉ

ｇｄｐ

ｐ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ａｔ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ｉｎｆｒａ

ａｄｍｉｎｉ

ｃｏｎｓ

Ｗａｌｄ 值

ＡＲ （１）

ＡＲ （２）

Ｈａｎｓｅｎ 值

观测值

０ ８８１∗∗∗ ０ ８５８∗∗∗ 　 ０ ９１８∗∗∗ ０ ８６３∗∗∗ 　 ０ ８７２∗∗∗ ０ ８４８∗∗∗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００３ ６） （０ ００１ １） （０ ００２ 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 ００３ ３）
－０ ３１２∗∗∗ －０ １７４∗∗∗ －０ ３０２∗∗∗ －０ １３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 ０１２ ６） （０ ００５ ７） （０ ０１４ ０）
０ １２６∗∗∗ ０ １９６∗∗∗ ０ ０２７∗∗ ０ １６１∗∗∗

（０ ０１２ 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 ０１１ 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 ０７１∗∗∗ ０ １００∗∗∗ ０ ０７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 ００２ ８） （０ ００３ ６）
０ ００１ ５∗ ０ ００３ 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０１ ３）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００ ５２

（０ ０００ ３７）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０ ３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１ ４）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０１ 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２ １）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００１ 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１ 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０１ ２）
０ ０３１∗∗∗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２ １） （０ ００１ ８） （０ ００２ 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１ ６）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０１ ９）
２ ２５０∗∗∗ ０ ５４１∗∗∗ ０ ４２７∗∗∗ －１ ４３７∗∗∗ ２ １６５∗∗∗ －０ ２８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 ０９０ ６） （０ ０５８ ０） （０ ０５４ ２） （０ ０５９ ６） （０ １１１ ３）

２９２ ８２５ ９ １ ４１ｅ６ ６１９ ９０４ １ １ ６３ｅ６ ４２５ ８８４ ７９ １ ２３ｅ６

－６ ５０８ ９ －６ ５１０ ３ －６ ６１７ ２ －６ ５８７ １ －６ ５１４ ２ －６ ５８０ 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４１６ ６ －０ ７７３ ０ －０ ５５２ ９ －０ ７６８ ８ －０ ４１２ ４ －０ ７６１ ０
［０ ６７７ ０］ ［０ ４３９ ５］ ［０ ５８０ ３］ ［０ ４４２ ０］ ［０ ６８０ １］ ［０ ４４６ ７］
１５７ ２８１ ２ １５７ ５６０ １ １５２ ５８４ ６ １５１ ２３１ ７ １５５ ９９２ １ １５４ ０７５ ３
［０ ３８９ ５］ ［０ ３８３ ６］ ［０ ４９４ ３］ ［０ ５２５ ２］ ［０ ６９９ ８］ ［０ ７３７ ０］

２ １８４ ２ １８４ ２ １８４ ２ １８４ ２ １８４ ２ １８４

注： “∗∗∗” “∗∗” “∗” 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 ） 内为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误； ［ 　 ］
内为检验统计量的伴随概率 Ｐ 值； ｅｎ 表示 １０ 的 ｎ 次方； 所有模型中均加入了年度和国家 （地区） 虚拟变量，
以控制时间和个体异质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具体结果限于篇幅原因在此省略。 表中 ＣＶ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为控制度量的缩写。 下表同。

项的合理性。 可见， 在东道国 （地区） 的前期投资将驱动后期投资的追加， 这一

回归结果与李磊和郑昭阳 （２０１２）、 龚静 （２０１４） 得出的结论一致。 （２） 对于市场

寻求型 ＯＦＤＩ 影响因素而言， 变量 ｇｄｐ 与 ｐｇｄｐ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东道国

（地区） 的市场经济规模及市场消费水平对我国 ＯＦＤＩ 具有明显的吸引力， 而变量

ｇｒｏｗｔｈ 的回归系数正向显著性不强或仅在 １０％的水平上表现出负相关， 表明一国

（地区） 的市场发展潜力对我国 ＯＦＤＩ 的影响效果尚不明显。 （３） 对于资源寻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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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技术寻求型的 ＯＦＤＩ 变量而言， ｅｎｅｒｇｙ 及 ｐａｔｅｎｔ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且前

者的系数值更大， 表明初级能源型原材料对于我国 ＯＦＤＩ 具有较强的吸引， 同时我

国投资者也关注于东道国 （地区） 的研发、 创新能力。 （４） 由变量 ｒｉｓｋ、 ｉｎｆｒａ 和

ａｄｍｉｎｉ 的回归系数可知， 我国 ＯＦＤＩ 具有明显的社会风险规避属性， 同时对于东道

国 （地区） 的基础设施建设及行政效率水平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偏好性。

（二） ＯＦＤＩ 行业结构分布对我国 ＯＦＤＩ 的影响分析

考察完国内产业结构变迁对 ＯＦＤＩ 的影响后， 笔者将进一步针对国内产业结构变

迁所引致的 ＯＦＤＩ 行业结构分布， 研究其对我国 ＯＦＤＩ 的影响效果。 因此， 同样采

用两步系统 ＧＭＭ 对计量模型公式 （５） 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 ３ 所示。 由结果

（１） 至结果 （５） 中 Ｗａｌｄ 检验值以及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值、 ＡＲ （１） 及 ＡＲ （２） 的 Ｐ

表 ３　 ＯＦＤＩ行业结构分布对我国 ＯＦＤＩ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第一产业占比 第二产业占比 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生活性服务业占比 对外投资产业优化

（１） （２） （３） （４） （５）

ｏｆｄｉｔ－１

ａｇｒｉ

ｍａｎｕ

ｐｒｏｓ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

ｇｄｐ

ｐ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ａｔ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ｉｎｆｒａ

ａｄｍｉｎｉ

ｃｏｎｓ

Ｗａｌｄ 值

ＡＲ （１）

ＡＲ （２）

Ｈａｎｓｅｎ 值

观测值

０ ８９４∗∗∗ ０ ８７８∗∗∗ ０ ８９６∗∗∗ ０ ８７０∗∗∗ ０ ８９２∗∗∗ 　
（０ ００２ ６） （０ ００２ ５） （０ ００２ ８） （０ ００３ ２） （０ ００１ ６）
－０ ２６５∗∗∗ －０ ２７３∗∗∗

（０ ００９ ４） （０ ００４ ４）
－０ ０６７∗∗ ０ ３６４∗∗∗

（０ ０２６ ４） （０ ００７ ７）
０ ２７０∗∗∗ ０ １３８∗∗∗

（０ ０１０ １） （０ ００４ ５）
０ ０７１∗∗∗ ０ １９９∗∗∗

（０ ０１２ １） （０ ００８ ２）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９５∗∗∗ ０ ００９∗∗ ０ １１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１） （０ ００４ ７） （０ ００４ ６） （０ ００３ １） （０ ００２ 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０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１ ３∗∗∗ －０ ０００ ８２∗∗∗ ０ ０００ ５８∗∗∗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１ １） （０ ００１ 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０１ ６）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 ８） （０ ００１ ９） （０ ００２ １） （０ ００１ ８）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１ ４）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００１ 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４０∗∗∗

（０ ００２ ２） （０ ００２ ２） （０ ００２ ２） （０ ００２ 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００１ ８）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８４４∗∗∗ －０ ２３０∗∗ －０ ４８８∗∗∗ －０ ８５５∗∗∗ －１ ３３３∗∗∗

（０ ０５２ ６） （０ １４８ １） （０ ０４１ ７） （０ ０５３ ８） （０ ０４６ ６）

６９６ ９８４ ３５ １ ０４ｅ６ ６５３ ７２０ １６ ３３４ ０３９ ７７ １ ７２ｅ７

－６ ５２６ ２ －６ ４８７ ５ －６ ５９０ ９ －６ ４５８ ６ －６ ４９４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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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可断定， 原模型整体显著性良好， 所选用的工具变量均有效， 且误差项不存在序

列相关性， 因而系统 ＧＭＭ 估计结果是一致且有效的。
由表 ３ 可知， 估计结果 （１） 和结果 （５） 均显示以农、 林、 牧、 渔业为代表

的第一产业 ＯＦＤＩ 占比对我国 ＯＦＤＩ 的扩张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估计结果 （３）、
结果 （４） 和结果 （５） 表明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 ＯＦＤＩ 占比还是生活性服务业

ＯＦＤＩ 占比的提高， 均能显著促进我国 ＯＦＤＩ 的扩张； 对于以采矿业、 制造业、 建

筑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 ＯＦＤＩ 占比而言， 在未加入其余产业结构占比时回归系数显

著为负， 而在引入其余产业变量影响后其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在产业整体结构

协调变迁的过程中， 第二产业 ＯＦＤＩ 占比的提高也能提升我国 ＯＦＤＩ 的规模。 以上

说明， 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对外投资的行业结构分布情况对我国 ＯＦＤＩ
的扩张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重心在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

业转移的过程中不断推动着 ＯＦＤＩ 的扩张。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我国经济全面深化改革、 “走出去” 发展战略和 “一带一路” 倡议稳步推

进、 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初具成果的背景下， 探索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对 ＯＦＤＩ 扩
张的影响效果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发

展情况以及 ＯＦＤＩ 行业分布现状进行了统计性描述与分析。 随后， 基于我国对 １８２
个东道国 （地区） 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 从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高度化以

及 ＯＦＤＩ 行业结构分布视角出发， 采用两步系统 ＧＭＭ 估计方法考察了产业结构变

迁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

（一） 结论

基于现状描述可知， 在研究期间我国产业结构处于不断优化的过程中， 产业结

构合理化及高度化均有所提高， 产业发展与要素禀赋相结合， 逐步服务化的产业特征

明显， 关联产业所形成的辐射效应增强。 同样， 伴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我

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持续扩张的发展趋势。 具体到 ＯＦＤＩ 的行业分布， 其中生产性

服务业 ＯＦＤＩ 的占比最高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尤其是租赁业和商务服务业； ＯＦＤＩ
占比排名次之的是第二产业， 并以采矿业为主； 占比排名第三的是生活性服务业， 其

中以房地产业的投资最多； 而以农、 林、 牧、 渔业为主的第一产业投资占比最小。
基于回归分析可知， 在内在驱动视阈下， 国内产业结构变迁及其所引致的

ＯＦＤＩ 行业分布变化均会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 具体地， 在国内产业结构

变迁方面， 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及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的提高均能显著促进我国

ＯＦＤＩ 的扩张； 在 ＯＦＤＩ 行业分布方面， 第一产业 ＯＦＤＩ 占比的增加对我国 ＯＦＤＩ 扩
张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ＯＦＤＩ 占比的增加均会对我国

ＯＦＤＩ 的扩张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二） 政策建议

（１） 在制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时， 应充分考虑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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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驱动因素， 突出产业优化内在能动性对我国 ＯＦＤＩ 扩张的机制建设。 从产业结

构合理化及高度化的影响渠道来说， 基于变 “要素驱动” 为 “创新驱动” 的宗旨，
应继续稳步推进边际产业的国际转移以实现 “顺梯度” 的对外投资， 准确把握服

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变动方向以实现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张， 并确立与对外直

接投资相配合的重点产业， 如知识技术密集度高、 物质资源消耗少、 成长潜力空间

大、 综合效益高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２） 在我国 ＯＦＤＩ 行业分布上， 应有意

识地差别化进行产业布局， 在进一步提高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行业占比的同时， 逐

步降低对农、 林、 牧、 渔业的投资力度。 （３） 在 ＯＦＤＩ 市场寻求、 资源寻求、 技术

寻求、 效率寻求等多元化投资动机的基础上， 需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两种

资源， 将 “引进来” 和 “走出去” 有机结合， 通过国际市场弥补国内资源短缺的问

题， 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提高我国科技研发水平及生产效率， 通过海内外产业结构优化

配置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以进一步推进 “走出去” 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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