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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教育对中国外资流入的影响

温　 珺， 巩　 雪

（南京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４）

摘要： 基于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 １９２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 运用赫克曼两阶段模型实

证研究了留学生教育对中国引入外资的作用。 结果显示， 来华留学生规模增加显著

地促进了中国吸引外资流入， 但是对外资流入的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递减

趋势。 此外， 不同教育类别的留学生规模对中国吸引外资的作用不同， 学历留学生

教育发挥的边际影响明显高于非学历留学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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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传统研究主要基于邓宁的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近

年来网络关系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联系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 侧重点主要集中在研究

移民网络的作用， 缺乏针对跨国人才交流这一影响因素作用的研究。 自 ２０１２ 年以

来， 来华留学生教育在对外开放战略的指导下步入了提质增效的阶段。 据 《来华

留学生简明统计》 报告显示， ２００４ 年来华留学生数量约 １１ 万人， 至 ２０１６ 年人数

突破 ４４ 万， 这表明中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 （见图 １）。 其中， 越南、 泰

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哈萨克斯坦、 巴基斯坦留的学生数量急剧增加， 规模已经

超过了原来排名前 １０ 位的英国、 法国、 德国和加拿大 ４ 个大国。 与此情况相似的

是中国利用外资的情况。 中国吸引外资在全球一直保持领先地位， 虽然在金融危机

的影响下外资流入增速有些微调， 但总体依旧处于历史高水平， 并且吸引外资的结

构和质量在不断地优化。 其中， 欧美国家的外商投资比重有所下降， 而来自亚洲国

家， 尤其是东盟以及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逐渐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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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源结构与外商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ＤＩ） 来源结构的相

似变化不禁引人深思， 中国的来华留学生教育与生源国家的 ＦＤＩ 是否有关联？
基于网络关系理论， 跨国公司在市场中身处一个纷杂的关系网， 例如与供应

商、 买家以及同行业的竞争对手等的关系。 前期的关系网络， 如移民网络， 可以

降低企业投资的调整成本， 影响企业的投资区位选择 （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２０１４）， 尤其

是当投资目的地是制度不够健全的新兴市场时， 网络关系显得十分重要 （Ｃｈｅｎ
＆ Ｃｈｅｎ， １９９８）。 来华留学生学成后即使回国， 但与中国同窗建立的友谊、 信任

以及与母校的联系都会持续下去。 此外， 留学生在华期间对中国制度、 文化以及

社会习俗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教育网络”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作为社会

网络的一种， 有效地向母国企业传递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等信息， 加大了生源国投

资中国的机会。

　 资料来源： 教育部历年 《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

图 １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６ 年各大洲来华留学生规模

因此， 笔者将进一步拓展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传统视角， 重点探讨

来华留学生教育是否能促进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其影响是否会随着时间的变化

而变化？ 不同类型的教育是否对 ＦＤＩ 流入产生不同的影响？ 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有助

于挖掘更多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 同时也有助于政府有关部门对政策实施效果

加深认识， 进而针对性地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 文献综述

关于 ＦＤＩ 流入原因的文献成果相当丰硕， 经典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 Ｄｕｎｎｉｎｇ
（１９８１） 的 ＯＬＩ 理论， 即所有权优势、 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决定了跨国公司的区

位选择以及投资方式。 但是该框架忽略了社会网络关系的作用。 企业在进行 ＦＤＩ
时， 比从事贸易更容易遭遇更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投资者需要与不同经济利益者

打交道， 包括当地供应商、 员工、 消费者以及政府部门。 此外， 还需熟知目的国的

消费市场、 劳动力市场以及要素市场， 以及当地的法律法规等。 社会网络可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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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帮助企业进行海外投资。 故此， 有学者在研究中开始加入社会网络因素， 尤其是分

析移民网络对 ＦＤＩ 的影响。 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了移民网络促进了内向型 ＦＤＩ （Ｂｕｃｈ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Ｆｏａｄ， ２０１２） 和外向型 ＦＤＩ （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Ｇｈｅａｓ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例如， Ｍｕｒａｔ 和 Ｐｉｓｔｏｒｅｓｉ （２００９ａ） 证实了移居意大利的海外居民与意大利内

向型 ＦＤＩ 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 比外向型 ＦＤＩ 的正相关性更强， 同时这种关系

受到两国之间地理距离的影响。 Ｔｏｍｏｈａｒａ （２０１７） 搜集 １９９６～２０１１ 年期间迁入日本的

短期移民数据， 总结出当期移民流入与日本 ＦＤＩ 流入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当考虑短期

移民存量数据时， 网络效应才发挥出来， 与 ＦＤＩ 流入存在长期互补关系。 这一结论

说明了移民网络对 ＦＤＩ 的影响是分为当期影响和远期影响的。 并且， Ｓｃｈｉｆｆ （２００６）
指出， 移民与 ＦＤＩ 的关系会因考察的对象国家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国内学者也研究了社会网络对中国 ＦＤＩ 流入以及 “走出去” 的影响， 陆续出

现了不少优秀的成果。 杨希燕和唐朱昌 （２０１１） 研究了中国不同教育层次的移民

对中国 ＦＤＩ 流入的影响， 结果显示， 熟练劳动力海外移民对 ＦＤＩ 流入提供了重要的

推动力。 阎大颖等 （２０１３） 利用引力模型和知识—资本模型， 分阶段分析了海外

华人网络促进招商引资的动态趋势， 结果表明海外华人网络对引资的影响总体上呈

逐渐减弱的趋势。 范兆斌和杨俊 （２０１５） 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 得出海外华人

网络提高了国际交易合同的执行效率， 降低了直接投资活动中的交易成本， 从而促

进了中国的外向型直接投资。
近期， 随着留学生教育发展规模的不断壮大， 留学生教育也开始受到国际经济

学界的关注， 有关研究最初出现在贸易文献领域中 （Ｍｕｒａｔ ＆ Ｐｉｓｔｏｒｅｓｉ， ２００９ａ，
２００９ｂ）， 其理论基础是社会网络能够促进一国贸易 （Ｒａｕｃｈ， ２００１）。 留学生被视

为一种人才的国际流动， 也可视为临时性移民。 留学生在求学期间与同窗建立的友

谊以及毕业后加入校友会形成了教育网络， 这是社会网络的一种形式。 留学生之间

的信息分享机制降低了雇主企业经营活动的固定成本， 降低了阻碍市场正常运转

中隐形的非正式壁垒， 例如文化、 制度、 社会标准、 风俗习惯等。 企业掌握了目

的国的市场结构、 消费者偏好、 商业伦理以及商业规则等信息， 减少了交易成

本， 从而促进了双边贸易。 Ｍｕｒａｔ （２０１４） 基于 １６７ 个国家赴英的留学生数据得

出结论， 留学生帮助母国与英国形成了紧密的纽带， 这种教育网络促进了双边贸

易的发展。 魏浩和袁然 （２０１７） 也发现来华留学生有效传递了国内外市场的消

费信息， 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尤其对中西部地区的进口贸

易影响十分显著。
借鉴社会网络理论， 学者继续探索留学生对企业 ＦＤＩ 决策的影响， 得出了较为

肯定的结论。 基于英国和美国留学生的数据， Ｍｕｒａｔ （２０１６） 指出留学英美的海外学

生推动了学生来源国投资英美。 谷媛媛和邱斌 （２０１７） 则利用中国 “一带一路” 沿

线上东道国双边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 认为来华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企业走出去， 并

且较小的留学生流入规模会导致网络效应难以形成， 使留学生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的影响失灵。 这些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均是外向型直接投资。
就现有文献而言， 达成的共识是社会网络对直接投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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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留学生教育问题的研究尚存不足， 主要体现在： 第一， 留学生教育作为社会网络

的一种， 对 ＦＤＩ 的作用还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目前的文献也主要将视角放在留学生

教育对外向型 ＦＤＩ 的影响上， 而对 ＦＤＩ 流入的影响并未进行过多深入的探索， 其原

因可能是研究者的对象多为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招收海外留学生的规模普遍不

大， 不易探寻两者之间的关系。 第二， 留学生教育对 ＦＤＩ 流入的影响是否存在长、
短期影响的差别还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究。 第三， 相关文献表明， 不同教育层次的移

民网络对 ＦＤＩ 的影响是不同的 （Ｆｅｄｅｒｉｃｉ ＆ Ｇｉａｎｎｅｔｔｉ， ２０１０）， 而不同层次的留学生

是否对 ＦＤＩ 的流入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一结论尚不确定。
因此，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将做出如下贡献： （１） 在大样本的基础上，

搜集来华留学生数据检验来华留学生网络对中国吸引 ＦＤＩ 的影响， 以补充影响 ＦＤＩ
流入原因的研究， 为政府加大引资力度提供新的政策视角； （２） 采用 ＦＤＩ 年度流

量以及存量数据， 探讨留学生教育网络对短期和长期 ＦＤＩ 水平的影响是否有所不

同， 揭示留学生教育对吸引 ＦＤＩ 作用的动态规律； （３） 研究不同教育层次的来华

留学生对 ＦＤＩ 流入的影响， 加深教育网络对 ＦＤＩ 作用的认识程度， 也使政府相关部

门对教育开放战略的效果有深刻的了解， 从而制定有效的政策。

二、 理论模型

社会网络可以降低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时由于边境因素而产生的障碍

（Ｒａｕｃｈ， ２００１； Ｍｕｒａｔ， ２０１４）。 笔者基于 ＦＤＩ 文献中常用的区位选择理论以及社会

网络理论， 构建留学生教育对 ＦＤＩ 的影响模型。 假设外国直接投资是一个从时间 ｔ０
开始的连续行为。 在每个 ｔ＞ｔ０时期， 来源国 ｊ 的企业要考虑是否投资海外。 每个企

业的决策都是独立的选择， 企业 Ｋ 在 ｔ 时期里在目标国 ｉ 有 Ｃ ｉｋｔ个投资项数， 所有

企业累计有 Ｃ ｉｔ个投资项目。 为了反映真实的投资行为， 假设 Ｃ ｉｔ≥１， ｊ 国的企业投

资 ｉ 国某个项目 ｓ 的利润函数为：

πｓ ｉｊｔ ＝αＸ ｉｔ＋βτｉ ｊ ｔ＋εｓ ｉｔ （１）

式 （１） 中， Ｘ ｉｔ是影响 ｊ 国企业投资目标国的当地可观测因素， τｉｊｔ反映了投资

过程中产生的投资交易成本， εｓｉｔ是影响投资的不可观测因素。 投资交易成本包括

了 ｊ 国企业在 ｉ 国投资办厂等固定成本， 该成本因投资企业自身而异， 所以不同国

家的投资企业对同一项目 ｓ 获取的利润是不同的。 当利润超过某一门槛值 πｉｊｔ时企

业选择投资， 该门槛值等于企业投资的固定成本。 因此 ｊ 国企业在 ｉ 国投资项目 ｓ
的可能性是：

Ｐｒｓｉｊｔ ＝Ｐｒｏｂ （αＸ ｉｔ＋βτｉｊｔ＋εｓｉｔ＞πｉｊｔ） ＝ １－Ｐｒｏｂ （εｓｉｔ≤πｉｊｔ－αＸ ｉｔ－βτｉｊｔ） ≡Ｐｒｉｊｔ （２）

将每个投资项目的概率考虑进去， 加总 ｊ 国企业在 ｔ 时期所有投资在 ｉ 国的项

目 ｓ， 那么来自 ｊ 国的企业在 ｉ 国的投资量为：

ｓｉｊｔ ＝ ∑
Ｃｉｔ

ｋ ＝ １
（Ｃ ｉｋｔＰｒｉｋｔ） ＝ Ｃ ｉｔ Ｐｒｉｊ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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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３） 说明了某一时期东道国引入外资的总量与投资利润超过企业投资门槛

值的概率以及投资项目数有关。 加总所有时期的投资项目 ｓｉｊｔ， 可以得出整个时期 ｊ
国企业在东道国 ｉ 的所有投资量：

Ｎｉｊｔ ＝ Ｎｉｊｔ０
＋ ∑

Ｔ

ｔ ＝ ｔ０

ｓｉｊｔ ＝ Ｎｉｊｔ０
＋ ∑

Ｔ

ｔ ＝ ｔ０

Ｃ ｉｔ Ｐｒｉｊｔ （４）

式 （４） 中， Ｎｉｊｔ０ 是 ｊ 国企业在 ｉ 国的初始投资量， 反映了资本存量。 假设投资

门槛值 πｉｊｔ和 ｉ 国的投资项目数是投资交易成本和其他影响投资的国别因素的线性

函数， 那么 ｊ 国企业在 ｉ 国整个时期 ｔ∈ ［ ｔ０， Ｔ］ 的投资量是初始投资量、 投资交

易成本以及其他影响投资的国别因素的函数：

Ｎｉｊｔ ＝ ｆ（Ｎｉｊｔ０， Ｘ ｉｔ， τｉｊｔ） （５）

在传统研究 ＦＤＩ 的文献中， 影响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东道国因素主要为东道国的市

场大小和汇率因素等； 而投资交易成本则包括：

τｉｊｔ ＝ ｅｘｐ（ϕｄｉｊ）ｅｘｐ ϕ２２ Ｉｎｆｏｒｉｊ( ) ｅｘｐ （ϕ４３ Ｌｉｎｋｉｊ） （６）

式 （６） 中， ｄｉｊ反映了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物理距离。 文献证明， 企业投资的区

位选择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 因为投资国与东道国距离较远， 则母公司对海外

子公司的管理与监督成本较高， 国际长途话费以及差旅交通等沟通成本也高。
Ｉｎｆｏｒｉｊ反映了企业对目标市场获取信息的能力以及对海外市场的信息获取渠道畅通

可以降低海外经营的成本， 这些信息可以来自官方的披露， 也可以来自非官方渠

道， 比如留学生网络。 留学生通过在目标市场留学， 熟悉了当地的文化、 市场偏

好、 社会制度等， 可以将目标国的相关信息透露给本国雇主， 甚至充当投资者与当

地合作伙伴或者当地机构的中介人， 为双方提供咨询。 Ｌｉｎｋｉｊ反映了投资企业与目

标市场的商业社会联系。 企业在投资目标市场之前若与目标市场保持着紧密的商业

联系， 比如贸易往来 （Ｔｒａｄｅｉｊ）， 这能够让企业深谙目标市场的商业惯例、 消费者

偏好等， 降低因信息缺乏所导致的市场不确定性。 此外， 留学生与目标国校友之间

的联系也可以帮助雇主建立社会商业联系， 对于法律制度不够健全的目标市场， 这

种社会网络可以促进合同良好地履行 （Ｒａｕｃｈ， ２００１）。 所以信息获取可以通过留

学生网络效应 （Ｅｄｕｉｊ） 实现， 社会商业联系则体现在贸易往来和留学生网络效应

两个方面。
因此， 结合式 （５） 和式 （６）， 可知 ｊ 国企业在 ｉ 国所有时期的投资量与初始

投资量、 东道国因素、 地理距离、 留学生教育规模相关：

Ｎｉｊｔ ＝ ｆ（Ｎｉｊｔ０， Ｘ ｉｔ， ｄｉｊ， Ｔｒａｄｅｉｊ， Ｅｄｕｉｊ） （７）

三、 经验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的分析可知， 留学生教育通过降低企业的固定成本从而降低

了企业从事 ＦＤＩ 的门槛。 在此， 笔者借助投资引力模型来实证检测来华留学生教育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国际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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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 ＦＤＩ 流入的影响。

（一） 经验模型的设定

根据历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数据是非连续性的， 即在某

些年度投资流量数据为 ０； 同时来华留学生数据也是非连续性， 在某些年份数据也

出现了零值。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间搜集的在华投资外商所在国共有 １９２ 个， 其中不连续

投资的国家占总数约 ６０％。 若剔除这些样本数据会产生样本选择偏差， 造成有偏

估计。 因此笔者构造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选择模型， 将外商在华投资决策分为两个阶

段。 第一阶段是 Ｐｒｏｂｉｔ 投资选择模型， 因变量为二分变量， 即外国企业是否在中国

投资； 第二阶段是影响外商在华投资规模的因素分析模型。 在此选取已有文献中对

ＦＤＩ 流入构成显著影响的常用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并添加来华留学生变量， 具体计

量模型如下：

Ｐｒ （ ｆｄｉｕｍｉｔ ＝ １） ＝ Ф （α０＋α１ＥＤＵｉｔ＋α×Ｚ１＋ｖｉ＋ｖｔ＋εｉｔ） （８）

式 （８） 中， 下标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外商投资国与投资年份； Ф （·） 表示标准

正态累计分布函数， 因变量 ｆｄｉｕｍ 表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虚拟变量 ｛０， １｝， 当

国家 ｉ 在第 ｔ 期在华投资额大于 ０ 时取值为 １， 否则取值为 ０； ＥＤＵ 表示来华留学生

人数； ｖｉ和 ｖｔ分别表示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 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控制变量 Ｚ１ 的集

合为：

Ｚ１ ＝β１ＧＤＰＰ ｉｔ＋β２ＴＲＡＤＥ ｉｔ＋β３ＥＸＣ ｉｔ＋β４ＤＩＳｉｔ （９）

式 （９） 中， ＧＤＰＰ 为投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ＴＲＡＤＥ 为投资国与中国之间

的双边进出口贸易。 ＥＸＣ 为汇率， 用以控制汇率波动对投资的影响。 另外， 为了

保障一致估计， 还需在模型第一阶段加入只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而不影响投资表现的

外生变量， 因此， 在投资选择模型中加入了地理距离变量 ＤＩＳ。

ｆｄｉｉｔ ＝ ｒ０＋ｒ１ＥＤＵｉｔ＋η×Ｚ２＋θ·Ｉｍｒｉｔ＋ ｖｉ＋ｖｔ＋εｉｔ （１０）

式 （１０） 为 Ｈｅｃｋｍａｎ 第二阶段投资表现模型， ｆｄｉ 反映了外商投资规模。 Ｉｍｒ
为反米尔斯比率， 由第一阶段 Ｐｒｏｂｉｔ 选择模型估计得到， 加入该比例可以克服样本

选择性偏差。 如果 Ｉｍｒｉｔ显著不为 ０， 则表示存在样本自选择偏差， 运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

阶段模型是合理的。 控制变量 Ｚ２ 的集合为：

Ｚ２ ＝β１ＧＤＰＰ ｉｔ＋β２ＴＲＡＤＥ ｉｔ＋β３ＥＸＣ ｉｔ （１１）

（二）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期间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 样本集包含了在中国投资的 １９２ 个国家①。 被

解释变量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 （ ｆｄｉ）， 是一个二维指标， 包含 ＦＤＩ 流量和存量指

标。 首先参照大多数文献的做法， 取流量数据作为代理变量， 检测留学生规模对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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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 ＦＤＩ 流入的影响， 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其次， 为了探索留学生

规模对中国吸引外资的长期影响， 选择 ＦＤＩ 存量指标相对较为合理。 因为在不确定

因素的冲击下， ＦＤＩ 年度流量值通常具有较大的波动性， 无法准确地体现一国长期

对华投资水平的总量趋势。 并且， 前文理论分析中指出， 一国投资规模是受到初始

投资规模的影响。 鉴于各国的年度 ＦＤＩ 存量数据无法直接获取， 笔者借鉴已有文献

（Ｄｏｃｑｕｉｅｒ ＆ Ｌｏｄｉｇｉａｎｉ， ２０１０； 阎大颖等， ２０１３）， 构建了资本存量的近似指标。 具

体思路为参考标准的资本积累方程：

Ｋ ｉ，ｔ ＝Ｋ ｉ，ｔ －１ （１－δ） ＋Ｉｉ，ｔ －１ （１２）

式 （１２） 中， Ｋ 为资本存量； δ 代表折旧率， 折旧率的选择各学者意见不一，
为了便于研究和比较， 按照 Ｃｈｏｗ （１９９３） 的做法， 定义每年为 ５％； Ｉｉ，ｔ为第 ｔ－１
年 ｉ 国的投资额， 得到一国第 ｔ 年的投资存量方程：

ＦＤＩＳｉ，ｔ ＝ＦＤＩＳｉ，ｔ－１ （１－δ） ＋ＦＤＩｉ，ｔ－１ （１３）

式 （１３） 中， ＦＤＩＳ 表示一国各年度的 ＦＤＩ 存量； ＦＤＩｉ，ｔ－１表示为第 ｔ－１ 年 ｉ 国在

华的投资流量。 设定样本考察基期 ｉ 国的 ＦＤＩ 存量， 即 ＦＤＩＳｉ，２００７ ＝ ＦＤＩｉ，１９９７～２００７ ／ δ，
ＦＤＩｉ，１９９７～２００７是指 １９９７～２００７ 年间经过价格指数修正后 ｉ 国的平均 ＦＤＩ 流量。 再依据式

（１３） 连续计算， 依次得到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各年度分国别的 ＦＤＩ 累积存量数据。
１ 核心解释变量

留学生规模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为研究留学生规模对中国吸引外资的影

响， 选择各国来华留学生总人数作为其代理变量。 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

流司发布的历年 《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
２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选取以下 ４ 个常用的控制变量： （１） 人均 ＧＤＰ， 反映了投资国

的经济发展水平。 通常而言， 投资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可能

性越大， 故该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呈正相关； （２） 贸易变量 （ＴＲＡＤＥ）， 用投资国与

中国进出口贸易额来测量， 反映了投资国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程度。 根据已有的

研究， 贸易与投资之间是相互促进、 相互影响的关系。 为了扩大出口贸易， 克服关

税导致的贸易障碍， 海外企业会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绕过贸易壁垒， 替代商品之间

的国际流动。 故预计该变量与 ＦＤＩ 流入呈正相关。 该贸易数据来自历年 《中国统

计年鉴》； （３） 汇率也会对海外投资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果投资国的汇率上升， 东

道国的投资成本相对于企业而言下降， 对外投资的盈利空间增大， 反之亦然， 故预

计汇率变量系数为正。 考虑到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多用美元结算， 汇率采用间接标价

法， 即投资国货币兑美元来衡量。 人均 ＧＤＰ 数据与汇率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４） 地理距离变量 （ＤＩＳ）， 指的是投资国与中国之间的地理距离， 用于

衡量投资国与中国之间运输、 文化交流方面的距离， 反映了企业的投资成本。 该变

量数据来源于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 按照通行的测量方法， 选择两国首都之间的地理距

离。 根据引力模型， 地理距离与直接投资成反比关系， 预计变量系数为负。 文中所

有价格变量均剔除通货膨胀影响， 调整为以 ２００５ 年为基期的不变美元计价。 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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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描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ＦＤＩ 流量 百万美元 １ ９２０ 　 １５８ ３２３ 　 ６７３ ８５５ 　 －０ ５６０ 　 ７ ３５１ ５６０
ＦＤＩ 存量 百万美元 １ ９２０ ３１８ ２８７ ９４ ６４１ ６０９ ０ ０００ ７２ ７００ ０００

留学生规模 人 １ ９１４ １ ６２６ ５７１ ５ ５６８ ４４３ ０ ０００ ７０ ５４０ ０００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美元 ／ 人 １ ８９１ １４ ５６７ ５１８ ２２ ０８４ ３１９ ８９ ８７４ １９１ ５８６ ６４１

地理距离 公里 １ ９２０ ９ ０３５ ３０８ ３ ７７４ １６５ ８０９ ５３８ １９ ２９７ ５００
汇率 美元 ／ 本币 １ ８９８ ０ ４２３ ０ ５８４ ０ ０００ ３ ７２０

贸易量 百万美元 １ ９２０ １４ ４７１ ８１６ ４５ ８０２ ６７７ ０ ０００ ５５７ １６４ ０００

四、 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 总样本分析

总样本分析是对本研究设定模型的基准检验。 笔者采用赫克曼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

型的两步估计方法， 表 ２ 报告了对方程 （８） 和方程 （１０） 估计的回归结果， 因变

量分别为企业是否投资的虚拟变量， 以及外商在华投资的流量值和存量值。 从表 ２
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 企业投资表现方程的反米尔斯比率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 表示样本存在选择性偏差， 说明运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进行估计是必要的。
从表 ２ 可以看出，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模型中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来华留学生

教育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来华留学生教育有效地促进了留学

生来源国企业的投资参与。 直接投资是进入国际市场风险较高的一种方式。 一方

面， 发展中国家法治环境相对较差， 通过正规渠道获取信息难度较高。 虽然中国在

不断健全和完善市场机制， 但是由于强调 “关系” 的文化根深蒂固， 外商在中国

投资需要面临难以理解的 “关系” 文化 （Ｓ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６； Ｗａｎｇ， ２００１）， 这些现象

都构成了外商在华投资的硬约束； 另一方面， 即使市场制度健全， 由语言、 风俗习

惯、 文化差异导致的消费者偏好差异也是外国投资者在投资初期难以把握的信息。
海外教育经历提高了国际留学生的专业领域能力、 文化理解能力以及国际合作能

力， 使得他们就业前景良好， 更有机会在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工作。 并

且， 海外留学生在母国多数来自于富裕阶层以及精英家庭， 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涉及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经济决策 （Ｍｕｒａｔ， ２０１６）。 来华留学生学成归国后， 会充

当中介人的角色， 为雇主传播中国语言文化、 风俗习惯以及社会价值观等， 同时传

递中国市场、 经济状况、 政治状况等信息， 帮助雇主了解中国消费者偏好、 市场贸

易机会以及商业惯例， 提高雇主来华投资的兴趣。 高效率的商业信息传播促进了留

学生来源国与中国之间的双边投资。 此外， 留学生多数家庭背景深厚， 他们与中国

居民具有相近的心理距离， 对中国文化社会认同感强， 在母国拥有丰富的社会资

源， 亦可能直接以投资人的身份在中国投资。
对于其他影响企业投资选择的影响因素， 估计结果显示， 人均 ＧＤＰ 显著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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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 ＦＤＩ 的理论相吻合。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一国经济实力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
一国经济实力越强， 资本积累水平越高， 则对外投资的可能性越大。 贸易量的估计

系数也显著为正， 说明留学生来源国与中国的贸易和 ＦＤＩ 是互补关系。 贸易量的增

加意味着中国市场需求量更大， 从而吸引外商在中国建厂生产， 实现资本价值增

值。 地理距离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与引力模型的结论相符， 即投资国与东道

国之间地理距离越远， 说明两地之间的运输成本就越高， 文化制度距离也越远， 从

而提高了企业进入目标市场的门槛， 阻碍了企业在目的地国家的投资。
表 ２ 中针对 ＦＤＩ 流量和存量指标的回归结果， 反映了留学生教育对 ＦＤＩ 水平的

短期和长期影响。 估计结果显示， 来华留学生教育均显著为正， 说明不论是短期还

是长期影响， 来华留学生的规模越大， 其母国对中国的投资规模就越大， 这符合了

本文的预期。 在投资后期， 来华留学生可以通过校友会建立商业联系， 以规避投资

风险。 欠发达国家的法制环境与规范制度约束相对较差， 投资者在执行契约时难以

依仗正式的合同法来维护自身权利 （Ｌａｎｄａ， １９９９）。 政策的不稳定性为投资者在

一定程度上设置了障碍。 在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 理性的投资者则需要非正

式制度安排来降低经营活动中的风险。 在校期间的同窗情谊以及毕业后加入校友

会使得留学生即使离开中国也能与中国保持紧密联系， 校友联络平台除了能够提

供咨询服务， 同时也能帮助企业更容易寻找合作伙伴， 建立商业联系。 文化距离

较大的外国企业并不擅长构造复杂的关系网， 而留学生的雇佣企业则可以通过其

校友会来协调各种关系， 克服投资过程中遇到的制度障碍， 保障投资交易顺利

进行。

表 ２　 总样本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投资选择 ＦＤＩ 流量 ＦＤＩ 存量

（１） （２） （３）

留学生规模

汇率

人均 ＧＤＰ

贸易量

地理距离

反米尔斯比率

常数项

观测值

　 ０ １２３∗∗∗ ０ ６５９∗∗∗ ０ ４９８∗∗∗

（０ ０２７） （０ １５５） （０ ０９３）
０ ０３８∗∗∗ ０ １６１∗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４ ２） （０ ０８７ ４） （０ ０５５）
０ ２６７∗∗∗ １ ７１１∗∗∗ ０ ７６８∗∗∗

（０ ０３０） （０ ２１４） （０ １１０）
０ ２１４∗∗∗ ０ ８６０∗∗∗ ０ ５７８∗∗∗

（０ ０２１） （０ ２０６）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０
（０ ０７８ ２）

７ ４０２∗∗∗ ５ ２８５∗∗∗

（１ ４６４） （１ １１８）
－２ ７３４∗∗∗ －２２ １４∗∗∗ －５ ２２６∗∗∗

（０ ８１６） （３ ５５９）（１ ０７４）

１ ８０７ １ ８０７ １ ８０７

注： 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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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留学生规模对 ＦＤＩ 流量与 ＦＤＩ 存量的估计系数 （分别为 ０ ６５９ 和 ０ ４９８），
发现留学生规模对短期 ＦＤＩ 水平的影响明显高于对长期 ＦＤＩ 水平的影响， 说明留学

生教育对中国吸引外资的短期影响更为突出， 留学生教育网络对吸引 ＦＤＩ 的影响与

日俱减。 该结果与阎大颖等 （２０１３） 的研究结论一致， 即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招

商引资的作用呈逐渐减弱的趋势。 其背后的原因在于， 类似于海外华人网络， 留学

生网络主要通过信息披露和校友会关系建立商业联系。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

的法律体系在不断地完善， 投资环境更加透明， 外国投资者获取中国市场信息的

渠道更加通畅， 对非正式投资壁垒的应对能力也在实践中逐渐增强， 因而留学生

传递信息的作用逐渐被削弱， 外国投资者对留学生关系网络的依赖也相应地

减少。

（二） 分样本讨论

全样本的估计结果表明， 来华留学生教育能够显著地促进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

资。 为了进一步了解不同教育类别的留学生规模是否会导致这种促进作用有所区

别， 故将留学生按照学习目的进行分组， 分为学历留学生组和非学历留学生组。 据

教育部规定， 学历留学生包括专科生、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非学历

留学生是指不以攻读中国高等学历学位为目的的各类长短期留学生。
从表 ３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出于不同学习目的的留学生流入规模对外商在华

表 ３　 分样本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１） （２）

投资选择 投资表现 投资选择 投资表现

学历留学生

非学历留学生

汇率

人均 ＧＤＰ

贸易量

地理距离

反米尔斯比率

常数项

观测值

　 ０ ０７９∗∗∗ ０ ５６６∗∗∗

（０ ０２５） （０ １３９）
０ １１９∗∗∗ ０ ５１５∗∗∗

（０ ０２７） （０ １６６）
０ ０３４∗∗ ０ １５２∗ ０ ０３７∗∗ ０ １３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８５ ２） （０ ０１４） （０ ０９６）
０ ２５２∗∗∗ １ ７８９∗∗∗ ０ ２４８∗∗∗ １ ６５０∗∗∗

（０ ０３２） （０ ２２０） （０ ０３０） （０ ２２６）
０ ２４７∗∗∗ ０ ９５８∗∗∗ ０ ２１０∗∗∗ １ ０２４∗∗∗

（０ ０２０） （０ ２１３） （０ ０２３） （０ ２３２）
－０ １４６∗ －０ １３８∗

（０ ０７８） （０ ０７８）
７ ２３４∗∗∗ ８ ０７５∗∗∗

（１ ４８４） （１ ６０１）
－２ ２３０∗∗∗ －２２ ３８∗∗∗ －２ １７８∗∗∗ －２２ ０９∗∗∗

（０ ８１７） （３ ５８１） （０ ７８７） （３ ７６３）

１ ７７８ １ ７７８ １ ７７１ １ ７７１

注： 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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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的参与决策均有促进作用， 即学历留学生和非留学生均能产生网络效应，
降低其母国企业在投资之前面临的信息壁垒， 消除因投资中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投

资风险。 但是， 两组留学生规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表现所产生的影响不能一概

而论。 学历留学生对企业投资表现的促进作用略高于非学历留学生。 其原因在于，
学历留学生是以获取中国高等学历为目的的， 在学习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势必多于

非学历留学生， 并且非学历留学生中短期留学的较多， 因此汉语的掌握程度、 对中

国文化、 风俗习惯的理解程度必然不如学历留学生。 此外， 由于期限短， 他们与同

学之间建立的友谊程度未必深厚， 毕业后同窗之间的联系也未必紧密， 所以非学历

留学生帮助其母国企业搜集市场与非正式信息的力度有限。 企业投资之后与相关

利益方加深合作层次， 与政府相关部门之间长期打交道， 这都需要与相关代理方

建立紧密的商业和社会联系。 综上所述， 由于非学历生的校友网络联系较弱， 所

以他们能够帮助企业处理复杂的人际社会关系以及克服非市场性障碍的作用

有限。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结果的稳健性， 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分析。 表 ４ 报告了

具体结果。
１ 基于工具变量的检验

考虑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可能会影响留学生前往中国接受教育， 由此产生双向

因果关系， 进而导致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为了克服这一问题， 选用中国政府发放的

奖学金作为留学生变量的工具变量。 主要考虑如下： （１） 奖学金数额与来华留学生规

模密切相关。 为了促进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 中国政府会针对学历与非学历留学生发

放奖学金政策， 且政府发放的奖学金数额逐年递增。 （２） 奖学金数额的外生性。 中

国政府奖学金是依据留学生自身的学习综合素质进行发放的， 不会受到 ＦＤＩ 规模的影

响。 笔者分别进行了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检验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 ｒｋ Ｆ 检验，
如表 ４ 所示， 统计结果分别有效地拒绝了原假设， 说明不存在 “工具变量识别不足”
和 “工具变量是弱识别” 的问题， 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

从表 ４ 还可以看出， 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在投资选

择方程中， 留学生人数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同时投资表现方程中的估计系数也显

著为正， 其余控制变量的系数也与基准回归结果相吻合， 证明了估计结果的可

靠性。
２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检验

由于资本存量的调整是有惯性的， 即当期的 ＦＤＩ 流入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 ＦＤＩ
流入。 为了避免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偏差， 笔者在模型中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

一期作为解释变量， 对检验结果的稳健性进行判断①。 从表 ４ 可以看出， ＦＤＩ 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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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考虑到被解释变量 ＦＤＩ 的零值较多， 为避免样本选择误差， 所以笔者继续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进行

估计。 同时， 也采用了差分 ＧＭＭ 方法估计动态面板模型， 统计结果与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的结果相似， 各解

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以及显著性保持一致， 故此处不再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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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１） 工具变量检验 （２） 动态面板检验

投资选择 投资表现 投资选择 投资表现

留学生人数

汇率

人均 ＧＤＰ

贸易量

地理距离

ＦＤＩ 滞后项

反米尔斯比率

常数项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观测值

　 ０ １３５∗∗∗ 　 ０ ４０５∗∗∗ 　 ０ １７７∗∗∗ 　 ０ １３３∗∗∗

（０ ０２６） （０ ０７３） （０ ０３１）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８∗∗∗ ０ １７６∗∗∗ ０ ０４１ 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０）
０ ２７１∗∗∗ １ ５５７∗∗∗ ０ ３３２∗∗∗ ０ ３２５∗∗∗

（０ ０３０） （０ ０６５） （０ ０３４） （０ ０６０）
０ ２１２∗∗∗ １ １７６∗∗∗ ０ ２１１∗∗∗ ０ １２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８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４７）
－０ ８７１∗∗∗ －０ １０９
（０ １４５） （０ ０８５）

０ ８５１∗∗∗

（０ ０１９）
５ ５５２∗∗∗ １ １２５∗∗∗

（０ ３９９） （０ ３０５）
－３ ８０３∗∗∗ －１４ ３２０∗∗∗ －３ ７２１∗∗∗ －４ ２６７∗∗∗

（０ ２８６） （１ ７４６） （０ ８９８） （０ ８９６）
３９６ ７２７
［０ ０００］

１ ２３０ ２２９
［０ ０００］

１ ８０５ １ ６９５ １ ５５６ １ ５５６

注： （ ） 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 内数值为相应统计量的 Ｐ 值； “∗∗∗”“∗∗”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项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一定时期内 ＦＤＩ 流入确实具有延续性。 在控制住这个因素

后， 虽然控制变量中的贸易量系数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 但系数符号并未发生变

化， 关键核心变量仍然与 ＦＤＩ 流入规模呈显著的正相关。 可以看出， 结果与前面的

结论并无较大差异。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结论

近年来， 由于国际经济形势不景气， 同时外商看重中国的低成本和优惠政策的

优势也在逐渐消失， 中国吸引外资的压力愈来愈大。 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来华投资，
加深认识外商在华投资的影响因素十分重要。 有别于已有研究文献， 笔者从留学生教育

的视角出发， 利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 １９２ 个国家在华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 通过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模型分析了留学生教育对中国吸引外资的影响， 得出了以下的主要结论：

（１） 来华留学生教育对中国吸引外资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留学生规模越

大， 通过网络效应推动其母国企业投资的规模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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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来华留学生对外商投资规模的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呈逐渐减弱的趋

势。 随着外商在华经营时间越长， 来华留学生分享信息的角色地位及网络联系纽带

的地位会逐渐被削弱。
（３） 不同教育类别的海外留学生对促进外商来华直接投资的作用有所差别，

学历留学生教育对中国吸引外资的推动力要高于非学历留学生教育。

（二） 政策建议

（１） 政府应当加大推进教育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力度。 鉴于来华留学生教育对

中国吸引外资的推动力， 政府应高度重视国际间的人才流动， 制定有效地吸引人才

跨国流动的政策。 中国为了吸引外资， 一直在改善基础设施等建设， 提高投资硬环

境的质量， 但同时不应忽略软环境质量的改进， 尽力消除外商直接投资的文化壁垒

以及缩短与外商之间的心理距离。 留学生大多来自母国的社会精英家庭和高端阶

层， 经过培养， 毕业回国后出于对中国的亲近感以及文化认同感， 会使中国在国际

上赢得更多的政治经济话语权， 扩大中国的综合国际影响力。
（２） 改革现有来华留学生的管理政策。 研究结论指出， 留学生对招商引资的

作用仅仅停留在信息披露或者是商业联系层面的话， 留学生教育对吸引外资的影响

力会日渐衰退。 留学生教育的作用不仅是增加财政收入， 同时也能促进一国的科技

创新能力， 如 Ｃｈｅｌｌａｒａｊ 等 （２００８） 评价了研究生以上学历的留学生对美国的创新

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而美国本土研究生对此却无明显收效。 目前， 中国对留学

生管理政策之一是来华留学生不允许在校就读期间工作、 经商或从事其他经营性的活

动， 同时毕业后不得在华就业。 如此做法会导致留学生无法加深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企

业的了解， 仅发挥留学生信息分享与商业联系的作用会使得招商引资的后劲不足。
（３） 改革高校的国际教育培养体系。 鉴于学历留学生教育对 ＦＤＩ 的作用更大，

高校应当加快世界型 “双一流” 建设， 提升国际人才培养质量。 当前各高校在设

置国际教育方面的培养体系时多半学习西方经验， 尤其是课程体系的设置通常是结

合学校的师资力量来模仿欧美学校。 这种课程体系的设置缺乏中国特色， 不利于弘

扬中国文化。 高校应当在与国际接轨的前提下， 设置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体系， 针

对学历留学生要加强汉语语言文化类课程的学习。 在专业教育质量方面应当加强国

际认证， 保证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使国家经济实力与来华留学吸引力的匹

配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参考文献］

［１］范兆斌，杨俊． 海外移民网络、交易成本与外向型直接投资［Ｊ］ ．财贸经济，２０１５（４）：９６－１０７．

［２］谷媛媛，邱斌． 来华留学教育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 Ｊ］ ．国际

贸易问题，２０１７（４）：８３－９４．

［３］魏浩，袁然． 国际人才流人与中国进口贸易发展［Ｊ］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１７（１）：１１２－１３３．

［４］阎大颖，孙黎，谢盈莹，等． 海外华人网络如何影响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一个经验研究［ Ｊ］ ．南开经济研

究，２０１３（２）：２０－４３．

［５］杨希燕，唐朱昌． 移民网络促进 ＦＤＩ 流入———基于中国经验的分析［Ｊ］ ．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１（１）：６４－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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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ＢＵＣＨ Ｃ Ｍ， ＫＬＥＩＮＥＲＴ Ｊ， ＴＯＵＢＡＬ Ｆ． Ｗｈｅｒ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ｅａ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ｏｌｌｏｗ？ Ｌｉｎｋ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ＤＩ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Ｊ］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６， ５０（８）：２０１７－２０３６．

［７］ＣＨＥＮ Ｈ， ＣＨＥＮ Ｔ Ｊ．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９８， ２９：４４５－４６７．

［８］ＣＨＥＬＬＡＲＡＪ Ｇ， ＭＡＳＫＵＳ Ｋ Ｅ， ＭＡＴＴＯＯ Ａ．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ｋｉｌｌｅ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Ｕ．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８， ８８（１）：８２－１８６．

［９］ＣＨＯＷ Ｇ Ｃ．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３， １０８
（３）：８０９－８４２．

［１０］ＤＯＣＱＵＩＥＲ Ｆ， ＬＯＤＩＧＩＡＮ Ｅ． Ｓｋｉｌｌｅ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Ｊ］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０， ２１：
５６５－５８８．

［１１］ ＤＵＮＮＩＮＧ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 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Ｋ：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Ｕｎｗｉｎ Ｌｔｄ， １９８１．

［１２］ＦＥＤＥＲＩＣＩ Ｄ， ＧＩＡＮＮＥＴＴＩ Ｍ．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Ｊ］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０， ２１：２９３－３０８．

［１３］ＦＯＡＤ Ｈ． ＦＤＩ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２， ４９（１）：２３７－２５９．
［１４］ＧＡＯ Ｔ．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ｗａｒｄ ＦＤＩ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３， １４：６１１－６２９．
［１５］ＧＨＥＡＳＩ Ｍ， ＮＩＪＫＡＭＰ Ｐ， ＲＩＥＴＶＥＬＤ Ｐ．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ｔｅｒｓ［Ｊ］ ．Ｔｈｅ Ａｎ⁃

ｎａｌ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 ５１（１）：７３－８７．
［１６］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 ＭＥＬＩＴＺ Ｍ Ｊ， ＹＥＡＰＬＥ Ｓ Ｒ．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ＦＤＩ ｗｉｔｈ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ｆｉｒｍｓ［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４， ９４（１）：３００－３１６．
［１７］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ａ ｈｏｍｅ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ｈｏｍ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ｏｎ ｆｉｒｍ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４， ５９：７３－１０８．
［１８］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Ｂ Ｓ， ＯＥＺＤＥＮ Ｃ， ＳＰＡＴＡＲＥＡＮＵ Ｍ， ｅｔ 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 ９４：２３１－２４１．
［１９］ＬＡＮＤＡ Ｊ Ｔ．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ｂ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ｐｌ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９， １（１）：２６９－２８４．
［２０］ＭＵＲＡＴ Ｍ， ＰＩＳＴＯＲＥＳＩ Ｂ．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９ａ， ２３（３）：３７１－３９０．
［２１］ＭＵＲＡＴ Ｍ， ＰＩＳＴＯＲＥＳＩ Ｂ． Ｅｍｉｇｒａ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ＦＤＩ［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０９ｂ， １６：

１２６１－１２６４．
［２２］ＭＵＲＡＴ Ｍ． Ｏｕｔ ｏｆ ｓｉｇｈｔ， ｎｏｔ ｏｕｔ ｏｆ ｍｉ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Ｊ］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５８：５３－６６．
［２３］ＭＵＲＡＴ 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ａｂｒｏａｄ［Ｊ］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６， １７（１）：１－３３．
［２４］ＲＡＵＣＨ Ｊ．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１， ３９（４）：

１１７７－１２０３．
［２５］ＳＣＨＩＦＦ Ｍ．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Ｒ］．ＣＥＩ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０６，ＮＯ：８９．
［２６］ＳＩＮＧＥＲ 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ＤＩ ｉｎｆｌｏｗｓ［Ｒ］．Ｈｏｎｏｒ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Ｐａｐｅｒ ２．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ｍｍｏｎｓ．ｍａｃａｌｅｓｔｅｒ．ｅｄｕ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ｈｏｎｏｒ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２， ２００６．
［２７］ＴＯＭＯＨＡＲＡ Ａ． Ｄｏｅ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ｒｏｗｄ ｏｕ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ｆｌｏｗｓ？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ｅｏｕｓ

ＦＤＩ－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２０１７， ６４：４０－４７．
［２８］ＷＡＮＧ Ｈ Ｙ． Ｗｅａｋ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责任编辑　 范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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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ＷＥＮ Ｊｕｎ， ＧＯＮＧ Ｘｕ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１００９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ｙ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１９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 ｔｏ ２０１６， ｗｅ ｓｅｔ ｕｐ ａ Ｈｅｃｋｍａｎ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ｔｅ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ＤＩ ｉｎｆｌｏｗ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ｂｕｔ ｅｖｅｒ－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ＤＩ
ｉｎｆｌｏｗｓ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ａ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ＦＤＩ ｉｎ⁃
ｆｌｏｗ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ｇｒｅ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ｄｅｇｒｅ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ｄｉ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ｅｃｋｍａｎ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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