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对 ＦＤＩ 的“二元边际”
扩展的影响： 理论机制与实证

聂　 飞

摘要：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间我国 １８６ 个地级市样本数据， 构建 ＤＩＤ 模型

检验了 “智慧城市” 试点影响 ＦＤＩ 的 “二元边际” 扩展的异质性。 结果显示： 第

一， “智慧城市” 试点总体促进了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但对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扩展的作用不明显； 第二， 东部城市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受到 “智慧城市”
试点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第三， “智慧城市” 试点引起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拓展

具有滞后效应且至少在 ２ 年之后才会出现； 第四， “智慧城市” 试点主要通过降低

投入成本， 增强基础设施和提升人口素质等途径实现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
但伴随着 “智慧城市” 试点出现的严厉环境规制会对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形

成抑制作用。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 揭示了 “智慧城市” 试点与 ＦＤＩ 的 “二元

边际” 扩展的逻辑联系， 并给予经验层面的支撑和政策层面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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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 随着户籍制度松动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 城镇化成为我国转移

农村过剩劳动力和实现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不过， 城镇化提速也带来了不少

负面效应。 如部分大中型城市开始出现人口数量过度膨胀、 交通拥堵、 环境降级与

公共服务效率下降等问题。 面对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大城市病”， 欧盟、 韩

国与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率先实施了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手段， 旨在强化城市主体

功能模块的 “智慧城市” 战略， 引爆了城市发展方式的变革。 “智慧城市” 不仅适

应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趋势， 而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有助于实现城市的经

济、 社会、 环境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我国借鉴现有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 结合自

身城镇化发展实际， 于 ２０１２ 年正式启动 “智慧城市” 试点， 经过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三

批试点之后， 中国 “智慧城市” （区、 县、 镇） 数量已经达到 ３００ 多个。 在创新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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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发展背景下， “智慧城市” 试点通过将信息技术嵌入到城市日常运营管理中， 各

项智慧创新项目的具体运用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尤其对于助推城市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进而提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简称 ＦＤＩ） 绩效都可

能存在相应的作用。 东道国 ＦＤＩ 规模变化主要表现为规模存量变化和边际增量变化

两种方式， Ｅｉｃｈｅｒ 等 （２０１２） ［１］便将其分别界定为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和 “广延边

际”。 值得探究的问题是： 我国 “智慧城市” 建设能否实现城市 ＦＤＩ 规模的稳步增

长呢？ 若效应存在， 究竟会如何影响我国外资进入方式呢？ 回答该问题对于评估开

放经济条件下 “智慧城市” 建设实践对城市利用外资方式的影响， 以及为我国更

有针对性地提供政策指导方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自从 Ｄｕｎｎｉｎｇ （１９７７） ［２］提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关于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问

题便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 早期学者比较关注经济规模、 要素禀赋、 基础设施等

区位因素对 ＦＤＩ 的影响 （余珮和陈继勇， ２０１２［３］； 王向楠等， ２０１２［４］； 熊广勤和

殷宇飞， ２０１４［５］）。 Ｆｒｏｏｔ 和 Ｓｔｅｉｎ （１９９１） ［６］等学者认为企业在进行跨国投资过程中

很可能会受到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 尤其当东道国政策导向存在不确定性时， 极

有可能影响外资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成本。 此后， 制度因素开始成为研究跨

国投资问题时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并在诸多文献中得以证实。 如 Ｂａｉｌｅｙ
（２０１７） ［７］的研究发现， 政策稳定性和法律制度的规范性决定了东道国对外资的吸

引力。 Ｃｈｏｉ 等 （２０１６） ［８］运用 １９８１—２００８ 年美国跨国公司数据检验发现， 东道国

的制度环境对美国跨国公司资本流向有着正向影响。 部分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东道

国制度距离与 ＦＤＩ 之间的关系。 潘镇等 （２００８） ［９］ 基于对制度的分类， 选取 ２０００
余家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为样本检验发现， 中国与东道国制度距离越大， 外资企业生

存状况越差。 周经和张利敏 （２０１４） ［１０］则基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中国 ８８ 个跨国企业数

据检验发现， 正式制度距离与中国跨国企业选择新建投资模式的概率正相关， 而非

正式制度距离对其选择何种建立方式没有显著影响。
试点政策会引起制度环境改变进而影响 ＦＤＩ 规模增长 （刘瑞明和赵仁杰，

２０１５） ［１１］， 而 “智慧城市” 试点作为我国制度创新的一种体现， 会依托信息技术

运用来改善城市运行效率， 继而对城市管理模式创新和服务优化有促进作用， 这将

有助于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和扩大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 然而， 目前鲜有文献对

“智慧城市” 试点的此类经济效应提供较具说服力的证据； 在分析外资区位选择问

题之时， 大多数文献也未对城市外资进入方式进行明确定义。 由于 ＦＤＩ 的 “集约

边际” 扩展和 “广延边际” 扩展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 故可能会受到 “智慧

城市” 试点不同程度的影响 （Ｒａｚｉｎ， ２００４） ［１２］， 理应进行区分。 从方法层面看，
受到非观测因素的影响， 基于试点城市样本的单差分模型很可能是有偏的； 而双重

差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简称 ＤＩＤ） 模型作为一种政策评估方法既能扩大

样本， 也在缓解模型内生性问题方面更具优势。 因此， 本文将 ２０１２ 年首批 “智慧

城市” 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 筛选得到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 １８６ 个地级市样本， 构建

ＤＩＤ 模型检验 “智慧城市” 试点对 ＦＤＩ 的 “二元边际” 扩展影响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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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 模型构建

由于 “智慧城市” 试点基本满足随机性假设， 可将其视为准自然实验①。 在评

估该自然实验对城市 ＦＤＩ 的 “二元边际” 扩展影响时， 采用 ＤＩＤ 模型和倾向得分

匹配方法通常能够较好地克服样本选择性偏差和异质性偏差等问题， 故在此思路下

构建 “反事实” 分析框架。 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 我们将试点城市定义为处理组，
而将非试点城市定义为控制组。 然后， 构建两个二元虚拟变量 ｔｒｅａｔｉ 和 ｐｅｒｉｏｄｔ。 其

中， ｔｒｅａｔｉ 表示城市 ｉ 是否进行 “智慧城市” 试点， 试点城市取 ｔｒｅａｔｉ ＝ １， 非试点

城市取 ｔｒｅａｔｉ ＝ ０； 同时， ｐｅｒｉｏｄｔ为时间二元虚拟变量， “智慧城市” 试点前的时期

取 ｐｅｒｉｏｄｔ ＝ ０， “智慧城市” 试点后的时期取 ｐｅｒｉｏｄｔ ＝ １。 下标 ｉ、 ｔ 分别表示城市

（ ｉ＝ １， ２， ３，…， Ｎ） 和时期 （ ｔ＝ １， ２， ３， …， Ｔ）。 接下来， 定义时期 ｔ 城市 ｉ 对
应的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和 “广延边际” 分别为 ｆｄｉ＿ ｉｎｉｔ和 ｆｄｉ＿ ｅｘｉｔ， 则 “智慧城

市” 试点前后的城市 ｉ 对应的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扩展和 “广延边际” 扩展可表

示为△ｆｄｉ＿ ｉｎｉ 和△ｆｄｉ＿ ｅｘｉ。 其中， 对于城市 ｉ 而言， 若其实施了 “智慧城市” 试

点， 将其两个时期 ＦＤＩ 的 “二元边际” 扩展记为△ｆｄｉ＿ ｉｎｉ
１和△ｆｄｉ＿ ｅｘｉ

１； 反之， 则

将其两个时期 ＦＤＩ 的 “二元边际” 扩展记为△ｆｄｉ＿ ｉｎｉ
０和△ｆｄｉ＿ ｅｘｉ

０。 “智慧城市”
试点事件对 ＦＤＩ 的 “二元边际” 扩展的实际影响可使用以下 ＤＩＤ 式子表示：

ξ ＝ Ｅ ξｉ ｔｒｅａｔｉ ＝ １( ) ＝ Ｅ Δｆｄｉ＿ ｉｎ１
ｉ ｔｒｅａｔｉ ＝ １( ) － Ｅ Δｆｄｉ＿ ｉｎ０

ｉ ｔｒｅａｔｉ ＝ １( ) （１）
ξ′ ＝ Ｅ ξ′ｉ ｔｒｅａｔｉ ＝ １( ) ＝ Ｅ Δｆｄｉ＿ ｅｘ１

ｉ ｔｒｅａｔｉ ＝ １( ) － Ｅ Δｆｄｉ＿ ｅｘ０
ｉ ｔｒｅａｔｉ ＝ １( ) （２）

这里， ξ 和 ξ′分别表示试点对城市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扩展和 “广延边际”
扩展的冲击。 显而易见， Ｅ （△ｆｄｉ＿ ｉｎｉ

０ ｜ ｔｒｅａｔｉ ＝ １） 和 Ｅ （△ｆｄｉ＿ ｅｘｉ
０ ｜ ｔｒｅａｔｉ ＝ １） 的

涵义是， 对于试点城市 ｉ 而言， 如果该城市没有试点情形下的 ＦＤＩ 的 “二元边际”
扩展是无法直接观测到的， 这构成了一般意义上的 “反事实”； 对此， 我们通常使

用非试点城市两个时期 ＦＤＩ 的 “二元边际” 扩展式子 Ｅ （△ｆｄｉ＿ ｉｎｉ
０ ｜ ｔｒｅａｔｉ ＝ ０） 和

Ｅ （△ｆｄｉ＿ ｅｘｉ
０ ｜ ｔｒｅａｔｉ ＝ ０） 进行近似替代。 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试点城市和非试点

城市自身利用外资条件存在差异， 往往会存在样本自选择性情况。 尤其是非试点城

市 ＦＤＩ 的 “二元边际” 可能存在先天不足， 这将会高估 “智慧城市” 试点对 ＦＤＩ
的 “二元边际” 扩展的政策效应。 这就需要找到试点城市最相近的控制组对象，
再据此计算试点城市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扩展和 “广延边际” 扩展的平均处理组

效应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简称 ＡＴＴ） 如下：
ＡＴＴ ＝ Ｅ Δｆｄｉ＿ ｉｎ１

ｉ ｔｒｅａｔｉ ＝ １( ) － Ｅ＾ Δｆｄｉ＿ ｉｎ０
ｉ ｔｒｅａｔｉ ＝ ０( ) （３）

ＡＴＴ′ ＝ Ｅ Δｆｄｉ＿ ｅｘ１
ｉ ｔｒｅａｔｉ ＝ １( ) － Ｅ＾ Δｆｄｉ＿ ｅｘ０

ｉ ｔｒｅａｔｉ ＝ ０(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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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智慧城市” 名单由我国住建部根据城市规划、 市政、 公共服务、 园林绿化、 信息技术等标准从申报

城市中确定， 不仅包括省会城市、 副省级城市、 计划单列市， 还包括一般地级市， 基本满足随机性假设。



由此， 我们可使用 ＡＴＴ、 ＡＴＴ′近似拟合 ξ 和 ξ′。 基于处理组城市和匹配后符合

条件的控制组城市样本， 通过 ＤＩＤ 模型可对式 （３）、 式 （４） 的结果进行估计。 一

旦在控制了城市特异性因素之后， 便能够通过比较处理组城市和控制组城市试点前

后 ＦＤＩ 的 “二元边际” 扩展的变化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估。 据此， 构建实证检验模

型如下：
ｆｄｉ＿ ｉｎｉｔ ＝ α０ ＋ α１ ｔｒｅａｔｉ ＋ α２ｐｅｒｉｏｄｔ ＋ ξｔｒｅａｔｉ × ｐｅｒｉｏｄｔ ＋ Ｘγ ＋ εｉｔ （５）
ｆｄｉ＿ ｅｘｉｔ ＝ β０ ＋ β１ ｔｒｅａｔｉ ＋ β２ｐｅｒｉｏｄｔ ＋ ξ′ｔｒｅａｔｉ × ｐｅｒｉｏｄｔ ＋ Ｘλ ＋ εｉｔ （６）

其中， α、 β、 ξ 和 ξ′为模型待估参数， γ 和 λ 为特征控制变量系数。 ｆｄｉ＿ ｉｎ 和

ｆｄｉ＿ ｅｘ 为本文结果变量， 分别为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和 “广延边际”。 ｔｒｅａｔ 和

ｐｅｒｉｏｄ 为前文定义的二元虚拟变量， 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ｉ×ｐｅｒｉｏｄｔ的估计系数 ξ 和 ξ′是本文关

注的重点， 分别表示 “智慧城市” 试点对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扩展和 “广延边

际” 扩展的净影响。 εｉｔ为模型随机扰动项， 满足 Ｅ （εｉｔ） ＝ ０。 考虑到 ＦＤＩ 的 “二
元边际” 依然属于外资区位选择范畴， 必然与城市特异性因素有关。 根据 ＩＤＰ
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在模型中加入城市成本因素、 市场潜力、 贸易壁垒和投资环

境四类特征控制变量， 并加入时间虚拟变量和城市虚拟变量以控制其他不可观测

因素。
（二） 数据说明

１ ＦＤＩ 的 “二元边际” 的测度。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扩展和 “广延边际” 扩

展最大的区别在于， 前者侧重于城市 ＦＤＩ 规模存量增加， 而后者则侧重于城市 ＦＤＩ
边际增量上升。 本文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将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扩展表示为城

市单位合同实际利用外资额增加， 即城市实际利用外资额 ／外资合同项目数比值上

升， 而将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表示为城市新签署的外资合同项目数增加①。 我

们将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的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 ＦＤＩ 的 “二元边际” 均值进行一阶差

分走势进行数据分析， 如图 １ 所示。 值得关注的是， ２０１２ 年我国进行 “智慧城市”
试点之后，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均值一阶差分 （Ｄ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ｄｉ＿ ｅｘ） 开始出现单调上

升趋势； 然而，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均值一阶差分 （Ｄ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ｄｉ＿ ｉｎ） 则存在波动

性。 这表明， “智慧城市” 试点很可能对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存在正向作用，
而对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扩展的影响却存在不确定性。

２ 城市特征控制变量的测度。 为了尽可能减少模型设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遗

漏变量问题， 本文对城市特征控制变量进行细分如下： （１） 成本因素体现于城市

劳动力 （ ｌａｂｏｒ）、 资本 （ｃａｐｉｔａｌ） 和土地 （ｄｅｎｓｉｔｙ） 等要素禀赋， 分别使用城市单

位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基于永续盘存法核算的资本存量和人口密度代理 （金相郁

和朴英姬， ２００６） ［１３］。 （２） 市场潜力体现于经济发展水平 （ｐｇｄｐ）、 中间产品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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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宏观角度看， 城市单位合同实际利用外资额和新签署的合同项目数通常是外资企业投资决策的结果，
更合适的提法应该是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扩展和 “广延边际” 扩展， 这里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图 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两组城市 ＦＤＩ的 “二元边际” 一阶差分走势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政策扶持 （ｇｏｖｅｒｎ） 和金融深化程度 （ ｆｉｎａｎｃｅ）①， 分别使用 ２００３ 年不

变价衡量的城市实际人均 ＧＤＰ、 工业总产值、 公共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和年末金

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占 ＧＤＰ 比重代理 （茹玉骢等， ２０１０） ［１４］。 （３） 贸易壁

垒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体现于城市贸易依存度， 使用城市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

售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代理 （杨丹萍和张冀， ２０１１） ［１５］。 （４） 投资环境体现于城市对

外联系的可达性 （ ｒａｉｌｗａｙ）、 人口素质 （ｈｕｍａｎ）、 基础设施状况 （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和环

境规制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分别使用城市所在省份运营铁路里程占省份管辖面积比重、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人均道路铺装面积和废物利用率代理 （沈亚芳， ２００７［１６］；
洪俊杰等， ２０１４［１７］）。

本文选用的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 １８６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 《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 和 《中国统计年鉴》， 样本总数为 ２４１８ 个。 其中， 处理组城市样本数

为 ４２９ 个， 控制组城市样本数为 １９８９ 个。 考虑到政策时滞性且首批试点城市连续

参与 “智慧城市” 试点时间不低于 ２ 年， 有助于试点效果的充分展现， 故本文以

２０１２ 年国家住建部公布的首批 “智慧城市” 试点名单作为参考。 具体筛选过程如

下： （１） 剔除北京市、 天津市、 上海市和重庆市四大直辖市， 因为直辖市具有国

家较强的政策倾向性支持， 属于异常样本点； （２） 剔除 ２０１２ 年非完全试点的地级

市和单列区， 县级市与市辖区部分实施试点的地级市均属此类； （３） 剔除 ２０１３ 年

和 ２０１４ 年新增试点城市， 鉴于试点实施时间节点差异可能产生的干扰， 故将其剔

除； （４） 剔除撤县设市之后成立的新地级市和样本缺失严重城市。 我们最终获得

３３ 个试点城市和 １５３ 个非试点城市数据②。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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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间产品规模越大说明中间产品可获得性越强、 价格越低， 企业通过扩大再生产所带来的需求规模越

大； 政策扶持主要反映在政府支出力度上； 金融深化较高， 企业贷款成本越低， 企业投资支出越多， 两者都

是市场需求的组成部分。
限于篇幅， 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名单没有单独列出， 如需， 可向作者索取。



表 １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全部城市 处理组城市 控制组城市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ｆｄｉ＿ｉｎ ２ ２５９ １ ３０８ ９２９０ ２ ３７８ ５２２０ ４１３ １ ７６７ ９６１０ ３ １５７ １３２０ １ ８４６ １ ２０６ ２３１０ ２ １５４ １２１０
ｆｄｉ＿ｅｘ ２ ２６９ ５８ ８６１２ １５６ ９４５７ ４１５ １０３ ４６５１ １６１ ３６３７ １８５４ ４８ ８７７０ １５４ ２２６３
ｌａｂｏｒ ２ ４１７ ３２ ０２０３ ２６ ３３７３ ４２９ ４５ ８５３２ ３８ ３５７１ １９８８ ２９ ０３５２ ２１ ８２３７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２ ４１８ ６８９ １７５ ８ ６２２ ０８７ ４２９ １３３００ ０００ １４ ７００ ０００ １ ９８９ ５ ５０８ ９０３ ５ ７２５ ５８８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２４１７ 　 ４０２ ９９６３ 　 ３１１ ７８４２ ４２９ 　 ５６０ ３３５７ 　 ２８０ ９４８４ 　 １ ９８８ 　 ３６９ ０４３３ 　 ３０７ ７２８８
ｐｇｄｐ ２ ４１８ １１ ４２２ ６１ ９ ０５０ ３３２０ ４２９ １９ １４０ ７６ １ ４４６２ ７５ １ ９８９ ９ ７５７ ９０８０ ６ ２３８ ８８０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４１５ １２３ ０９９４ ７０ ２２４４ ４２９ １５６ ６６７１ ６０ ２０９５ １ ９８６ １１５ ８４８４ ７０ １３９１
ｇｏｖｅｒｎ ２ ４１４ １６ ３８９９ １０ ６７１４ ４２９ １２ ３５４１ ６ ６２４８ １ ９８５ １７ ２６２１ １１ １６９２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 ４１５ ７４ ６２６６ ４４ ９１７４ ４２９ ８７ ６４２１ ４５ ２３７４ １９８６ ７１ ８１５１ ４４ ３６０５
ｒａｉｌｗａｙ ２ ４１８ ０ ０１７９ ０ ００９９ ４２９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０６９ １ ９８９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１０３
ｈｕｍａｎ ２ ４１４ ８ ２８９６ ０ ９２１４ ４２９ ８ ８８１１ １ ０８４０ １ ９８５ ８ １６１７ ０ ８２８９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２ ４１５ ２６ ９６０２ ２４ ６１９６ ４２９ ３４ ３２７９ ３０ ５１６０ １ ９８６ ２５ ３６８７ ２２ ８４８８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２ ４０６ ９ ２６６４ ５ ６５４５ ４２８ １３ １５７０ ７ １８１４ １ ９７８ ８ ４２４５ ４ ８７５５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 ４１８ ６８ ２１６８ ２３ ６６１７ ４２９ ７６ ６３９０ １８ ７０７６ １ ９８９ ６６ ４００２ ２４ ２２２６

注： 为了减轻模型潜在的异方差问题， 我们在后文回归过程中对连续变量取对数处理。

二、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 样本匹配实验结果

如何科学确定匹配控制组城市是实现对式 （５） 和式 （６） 进行估计的前提。
根据倾向性得分匹配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简称 ＰＳＭ） 的分析思路， 可根据

事先确定的协变量来估计控制组城市的倾向得分和频数权重， 进而获得能够满足平

衡性条件的匹配控制组。 为了达到较好的匹配效果， 在确定协变量时， 要尽可能地

将影响 ＦＤＩ 的 “二元边际” 扩展的特征控制变量包括进来； 同时， 本文还在协变

量中加入了结果变量的 ３ 期滞后项以避免遗漏变量偏差。 根据 ＰＳＭ 的分析思路，
我们分别给出了最小临近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和马氏距离

匹配 ５ 类匹配实验结果， 如表 ２ 所示。 较之于匹配前的情形， 匹配后处理组城市与

控制组城市 ＦＤＩ 的 “二元边际” 高度接近； 从 ｔ 值检验来看， 在 １％显著性水平下，
接受处理组城市和控制组城市均值相等的原假设， 说明通过以上匹配方法克服了样

本固有的选择性偏差问题。 据此， 我们最终确定了与处理组城市最相近的匹配控制

组城市。 当结果变量为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时， 处理组城市和匹配控制组城市样

本数为 ３０９ 个和 １２７７ 个， 样本总量为 １５８６ 个； 当结果变量为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时， 处理组城市和匹配控制组城市样本数为 ３１０ 个和 １２９１ 个， 样本总量为 １６０１
个。 要判断 ＰＳＭ 匹配结果是否准确， 还需要运用标准化偏差进行平衡性检验①。 不

失一般性， 基于马氏距离匹配实验进行平衡性检验如图 ２ 所示。 结果表明，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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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标准化偏差的计算公式为： ｂｉａｓ ＝
ｘ－ ｔｒｅａｔ － ｘ－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２
。 其中， ｂｉａｓ 即标准化偏差， ｘｔｒｅａｔ 、 ｘ－ ｃｏｎｔｒｏｌ 分别表示处

理组城市和控制组城市协变量的均值； ｓ２ｘ， ｔｒｅａｔ 和 ｓ２ｘ， ｃｏｎｔｒｏｌ 分别表示处理组城市和控制组城市协变量的样本方差。
ｂｉａｓ 越接近于 ０， 则匹配效果越好。



ＦＤＩ 的 “二元边际”， 匹配之后样本协变量标准化偏差基本围绕 ０ 小幅波动， 均明

显小于匹配之前样本， 且在 １％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处理组城市和控制组城市均值相

等的原假设， 通过平衡性检验。

表 ２　 ＦＤＩ的 “二元边际” 样本匹配实验结果

匹配方法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匹配前 匹配后 样本数

处理组 控制组 ｔ 值 处理组 控制组 ｔ 值 处理组 匹配控制组 总和

最小近邻匹配 ７ ０３２１ ６ ６２１５ ５ ２２∗∗∗ ７ ０３２１ ６ ９５７３ ０ ４７ ３０９ １ ２７７ １ ５８６
半径匹配 ７ ０３２１ ６ ６２１５ ５ ２２∗∗∗ ７ ０１２４ ７ ００４７ ０ ０７ ３０９ １ ２７７ １ ５８６
核匹配 ７ ０３２１ ６ ６２１５ ５ ２２∗∗∗ ７ ０２５９ ７ ０２８６ －０ ０２ ３０９ １ ２７７ １ ５８６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７ ０３２１ ６ ６２１５ ５ ２２∗∗∗ ７ ０３２１ ７ ０５７２ －０ １６ ３０９ １ ２７７ １ ５８６
马氏距离匹配 ７ ０３２１ ６ ６２１５ ５ ２２∗∗∗ ７ ０３２１ ６ ８７１８ １ ２５ ３０９ １ ２７７ １ ５８６

匹配方法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匹配前 匹配后 样本数

处理组 控制组 ｔ 值 处理组 控制组 ｔ 值 处理组 匹配控制组 总和

最小近邻匹配 ３ ４８８１ ２ ８１４９ ７ ６３∗∗∗ ３ ４８８１ ３ ３０７９ ０ ７５ ３１０ １ ２９１ １ ６０１
半径匹配 ３ ４８８１ ２ ８１４９ ７ ６３∗∗∗ ３ ３３６５ ３ ２２１１ ０ ９０ ３１０ １ ２９１ １ ６０１
核匹配 ３ ４８８１ ２ ８１４９ ７ ６３∗∗∗ ３ ４７６７ ３ １６０７ １ ０３ ３１０ １ ２９１ １ ６０１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３ ４８８１ ２ ８１４９ ７ ６３∗∗∗ ３ ４８８１ ３ １９１５ １ ２３ ３１０ １ ２９１ １ ６０１
马氏距离匹配 ３ ４８８１ ２ ８１４９ ７ ６３∗∗∗ ３ ４８８１ ３ ４７３１ ０ ０９ ３１０ １ ２９１ １ ６０１

注： ①马氏距离匹配比例为 １ ∶ ３， 由于我们已经剔除了部分重复配对的城市样本， 故匹配结果中并未按 １ ∶ ３
比例呈现。 另外， 我们也按照 １ ∶ １ 和 １ ∶ ２ 的比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匹配结果均较为稳健。 其他匹配实验
方法均采取默认匹配比例和函数形式。 ②为了能够保证估计结果在异方差条件下仍然保持一致性， 我们在进
行马氏距离匹配时采取的是偏差校正匹配估计量。 ③估计倾向性得分的默认方法为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④表中 ｔ 检
验原假设为 “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样本均值相等”， 通过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自助法） 计算得到。 ⑤∗∗∗、∗∗和∗分别表
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下表同。

图 ２　 基于马氏距离匹配实验的协变量平衡性检验结果

注： ①左图为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的协变量平衡性检验结果， 右图为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的协变量平衡性检

验结果。 ② “×”、 “•” 分别表示样本匹配前后的协变量对应标准化偏差。 ③ｌｎｆｄｉ＿ ｉｎ１、 ｌｎｆｄｉ＿ ｉｎ２ 和 ｌｎｆｄｉ＿
ｉｎ３ 分别为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滞后 １ 期、 ２ 期和 ３ 期变量； ｌｎｆｄｉ＿ ｅｘ１、 ｌｎｆｄｉ＿ ｅｘ２ 和 ｌｎｆｄｉ＿ ｅｘ３ 分别为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滞后 １ 期、 ２ 期和 ３ 期变量。

（二） 初始检验结果

本文运用 ＤＩＤ 模型对城市 ＦＤＩ 的 “二元边际” 样本数据分别进行了初始检验，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其中， 方程 （１） 和方程 （４） 分别为不含任何城市特征控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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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匹配前基准检验， 方程 （２） 和方程 （５） 则进一步加入城市特征控制变量予

以检验； 方程 （３） 和方程 （６） 为含城市特征控制变量的匹配后基准检验。 为了

最大限度地克服模型潜在的异方差问题， 我们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估计。 ｔｒｅａｔ
是度量城市属于处理组还是控制组的二元虚拟变量， 匹配之前它的估计系数在

１０％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为正且较为稳健， 结论显示处理组城市无论在吸引外资增

加现有项目投资规模还是新增投资项目方面均高于控制组城市； 然而， 匹配之后

ｔｒｅａｔ 的估计系数变得不再显著， 当我们使用马氏距离匹配方法为处理组城市找到相

近的匹配控制组之后， 两组城市 ＦＤＩ 的 “二元边际” 差异变得不再明显， 这意味

着我们成功解决了 “智慧城市” 试点的 “自选择效应”。 ｐｅｒｉｏｄ 是度量城市进行

“智慧城市” 试点前后的时间二元虚拟变量。 在 １％显著性水平下， 当结果变量为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时， 它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当结果变量为 ＦＤＩ 的 “广延边

际” 时， 它的估计系数则显著为负。 如果不考虑城市是否进行 “智慧城市” 试点，
无论对于处理组城市还是控制组城市其新增投资项目数量在时间维度均会下降， 而

两组城市现有项目投资规模在时间维度则均会上升。 方程 （３） 和方程 （６） 的估

计结果表明， 在 ５％显著性水平下， 当结果变量为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时， 交

互项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然而， 当结果变量为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时， 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且较为稳健。 说明 “智慧城市”
试点对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扩展影响不太明显， 但确实会带来 ＦＤＩ 的 “广延

边际” 扩展。

表 ３　 初始检验结果

变量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ｅａｔ 　 　 ０ ５５０９∗∗∗ 　 　 ０ ２４１２∗ 　 ０ ２６８７ 　 　 ０ ７２３８∗∗ 　 　 ０ ４００６∗∗ －０ ３７１７
（４ ４０） （１ ７８） （１ ６３） （２ ６１） （２ ０３） （－１ ５８）

ｐｅｒｉｏｄ ２ ３７４５∗∗∗ ２ ４４８３∗∗∗ ２ １１８０∗∗∗ －０ ７６７８∗∗∗ －２ ９９３４∗∗∗ －２ １６８６∗∗∗

（２０ ７８） （７ ８９） （９ ２６） （－７ ８８） （－７ ９３） （－８ ５１）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０ １９８０ －０ ２１４７ －０ １４７５ ０ １３０８∗∗ ０ １８７５∗∗ ０ ２００２∗∗

（－１ １４） （１ ２３） （－０ ８９） （１ ９５） （２ ３２） （２ ４３）
特征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虚拟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虚拟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 ４３４３ ０ ４８６４ ０ ３６０４ ０ ０７７３ ０ ４８９２ ０ ４４０８
Ｎ ２ ２４５ ２ ２０３ １ ５８６ ２ ２５９ ２ ２１７ １ ６０１
Ｆ ５４ ５０ ３４ ５９ ３０ ５４ １２ ３６ ２７ ９４ ２２ ７３

注： ①括号内为 ｔ 统计值。 ②方程 （３） 和方程 （６） 中匹配样本的确定过程是： 根据马氏距离匹配实验得到
匹配控制组城市， 再根据频数权重选择处于共同取值范围内 （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的处理组城市和匹配控制组城市。
③常数项此处省略。 下表同。

（三） 分区位样本检验结果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二元特征明显， 东、 中、 西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较大， 基

于总体匹配样本估计结果无法客观反映各区域城市样本数据固有的异质性， 可能会

造成估计结果偏差。 因此， 我们根据城市所属区域将总体样本划分为东、 中、 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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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域子样本， 分别进行马氏距离匹配实验并对 ＤＩＤ 模型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
在 ５％显著性水平下， 匹配后的 ｔ 值检验接受处理组城市和控制组城市均值相等的

原假设， 说明各区域处理组城市找到了理想的匹配控制组。 当结果变量为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时， 东、 中、 西部城市处理组城市样本数分别为 １５０、 １２９ 和 ３０， 对

应的匹配控制组城市样本数分别为 ４９５、 ４７５ 和 ３０７； 当结果变量为 ＦＤＩ 的 “广延

边际” 时， 东、 中、 西部城市处理组城市样本数分别为 １５０、 １２９ 和 ３１， 对应的匹

配控制组城市样本数分别为 ４９５、 ４８２ 和 ３１４。 结合匹配后的各区域城市样本数据，
检验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在 １％显著性水平下， 如果不考虑时间维度， 东部和中部试

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的外资企业新增投资项目数量和单位合同投资规模差异不明

显； 西部试点城市的外资企业新增投资项目数量则明显低于非试点城市。 三大区域

内城市现有利用外资项目规模保持上升， 而新增外资项目数量则持续下降。 只有东

部城市子样本下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决定方程中的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的估计系数

在 １０％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 “智慧城市” 试点实施对东部城市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表 ４　 分区位样本检验结果

变量

东部城市 中部城市 西部城市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０ ３８４９ ０ ３８１６∗ －０ １６５６ １ ９５１６ ０ ９７７１ －０ １４９２

（－１ ６７） （１ ７４） （－０ ９４） （１ ０６） （１ ３９） （－０ ３７）
特征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虚拟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虚拟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 ４６７５ ０ ５１２９ ０ ５５５６ ０ ４８５９ ０ ３４４４ ０ ４１１７
Ｎ ６４５ ６４５ ６０４ ６１１ ３３７ ３４５
Ｆ １５ ８４ ２７ ３５ ３６ ５２ １４ ３３ ８ ４８ １７ ３１

注： 限于篇幅， 表中未汇报二元虚拟变量 ｔｒｅａｔ 和 ｐｅｒｉｏｄ 的估计系数， 如有需要， 可向作者索取。 下表同。

（四） 滞后效应检验结果

“智慧城市” 试点实施后对 ＦＤＩ 的 “二元边际” 拓展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

应。 “智慧城市” 建设是一项繁杂的工程体系， 项目前期论证、 具体施工和验收

保障等各个环节都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在实体工程完成之后， 要使项目真正发挥

作用， 还需要加强宣传和结合社会现实需求对项目功能进行完善， 注定了 “智
慧城市” 建设对 ＦＤＩ 的 “二元边际” 拓展作用的显现并不是 “立竿见影” 的，
而是需要时间让外资企业适应 “智慧城市” 试点带来的投资便利化。 同时， 从

外资企业角度看， 企业会综合评价 “智慧城市” 试点对其自身利润的影响， 为

了降低风险， 前期外资企业对试点城市投资项目数量以及投资规模均会有限， 只

有在经历一个阶段之后， 外资企业才会根据自身成本收益做出下一步的投资决

策。 综上分析， 我们认为 “智慧城市” 试点对 ＦＤＩ 的 “二元边际” 的影响可能

存在滞后效应。 那么， “智慧城市” 试点究竟在几期之后会对 ＦＤＩ 的 “二元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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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 拓展产生影响？ 以及这类影响能否持续？ 要了解实际情况， 在实证检验时

必须要考虑滞后效应。 由于在样本期限内 “智慧城市” 试点实施已有 ３ 年时间，
故本文将匹配后样本中所有变量均分别滞后 １—３ 期进行回归， 检验结果如表 ５
所示。 结果显示，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决定方程中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的估计系

数均不显著， 说明 “智慧城市” 试点实施整个阶段对外资企业单位合同投资规

模的影响均不明显。 滞后 ２ 年和滞后 ３ 年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决定方程中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的估计系数在 ５％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为正且后者估计系数大于前者。
说明 “智慧城市” 试点实施 ２ 年之后对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的促进作用开

始出现且呈现递增趋势， 这与本文预期一致。

表 ５　 滞后效应检验

变量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滞后 １ 年 滞后 ２ 年 滞后 ３ 年 滞后 １ 年 滞后 ２ 年 滞后 ３ 年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０ １７３４ －０ ２２６９ －０ ２０５３ 　 ０ １８２３ 　 ０ ２３２７∗∗ 　 　 ０ ２３８８∗∗

（－１ ０６） （－１ ４５） （－１ ２０） （１ ２６） （２ ６２） （２ ４２）
特征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虚拟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虚拟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 ３７４８ ０ ３７５４ ０ ３５１３ ０ ４３６９ ０ ４３７１ ０ ４４９０
Ｎ １ ３９４ １ ２１３ １ ０４１ １ ４０９ １ ２２８ １ ０５３
Ｆ ３１ １２ ３２ ６０ ２９ ４５ １９ ８４ １８ ３４ ２１ ６８

（五） 稳健性检验

１ 安慰剂检验。 为了证明本文实证分析中 “智慧城市” 试点与 ＦＤＩ 的 “二
元边际” 扩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真实存在的， 就必须保证冲击事件来源的单一

性； 然而， 在存在错综复杂的外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现实世界里， 该假设过于

理想化。 如果样本数据无法满足该假设， 又会造成我们无法甄别 ＦＤＩ 的 “二元

边际” 扩展到底是源于 “智慧城市” 试点事件的冲击亦或是其他类似事件冲击

的问题。 对此， 我们参照 Ａｂａｄｉｅ 等 （２０１０） ［１８］ 等学者的研究思路， 进行 “安慰

剂” 检验 （ｐａｌｃｅｂｏ ｔｅｓｔ）。 基本步骤如下： 首先， 在保持处理组城市 ｔｒｅａｔ 不变的

前提下， 假设试点实施首期之后的 ３ 年内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处理组城市还会面临

其他类似 “智慧城市” 试点事件的冲击， 分别定义二元时间虚拟变量 ｐｅｒｉｏｄ１３、
ｐｅｒｉｏｄ１４ 和 ｐｅｒｉｏｄ１５； 结合匹配后样本， 运用 ＤＩＤ 模型分别进行检验， 再根据外

资 “二元边际” 决定方程中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１３、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１４ 和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１５
的估计系数显著性来判断其他类似冲击事件是否会对本文研究结论产生干扰。
表 ６中的检验结果显示， 式 （１） —式 （６） 中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符号并不显

著， 说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间基本不存在类似 “智慧城市” 试点冲击事件对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的影响， 从而说明了 “智慧城市” 试点对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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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安慰剂检验结果

变量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１３
－０ １１８５ ０ １８６２

（－０ ７４） （１ ４３）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１４
－０ ０８８５ 　 ０ １８０３

（－０ ５３） （１ ３１）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１５
－０ １４１４ 　 ０ ２９０４

（－０ ８１） （１ １７）
特征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虚拟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虚拟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 ３６０２ ０ ３６００ ０ ３６０１ ０ ４４０６ ０ ４４０４ ０ ４４０６
Ｎ １ ５８６ １ ５８６ １ ５８６ １ ６０１ １ ６０１ １ ６０１
Ｆ ３０ ５８ ３０ ６８ ３０ ７０ ２２ ７３ ２２ ７４ ２２ ９５

注： ｐｅｒｉｏｄ１３～１５ 分别为二元时间虚拟变量。 其他类似冲击事件发生之前， 取 ｐｅｒｉｏｄ１３～１５ ＝ ０； 否则， 取 ｐｅｒｉ⁃
ｏｄ１３～１５ ＝ １。

２ 模糊断点回归检验。 基于我国发展型政府的现实背景， “智慧城市” 试点在

规划和实施上可能具有较强的内生性， 这将偏离 ＤＩＤ 模型式 （５） 和式 （６） 固有

的共同趋势假设。 由于试点时间的长短是决定 “智慧城市” 试点引起 ＦＤＩ 的 “二
元边际” 拓展程度的重要因素， 故有必要采用模糊断点 （ＦＲＤ） 模型予以检验。
ＦＲＤ 模型的优势在于， 能够在试点政策存在内生性情况下更加精准地识别其政策

效应， 这显然是 ＤＩＤ 模型无法做到的。 根据 ＦＲＤ 模型设计的原理， 首先构建 “智
慧城市” 与城市利用外资 “二元边际” 因果关系的表达式：

ｆｄｉｉ ＝τ０＋τ１ ｔｒｅａｔｉ＋ｇ（ｘｂ）＋Ｘγ＋ｕｉ （７）
其中， ｘｂ 为驱动变量， 表示第 ｘ 期到政策开始时点的距离 （ ｘｉ － ｘ０）， 定义

２０１２ 年国家住建部公布的首批 “智慧城市” 试点名单作为政策开始时点； ｇ （ｘｂ）
是时间距的多项式函数； Ｘ 为前文定义的城市特征控制变量。 然后， 根据 ｘｂ 定义

标识变量 Ｉｉ， 作为 ｔｒｅａｔｉ 的工具变量。 当 ｘｂ＞０ 时， 则 Ｉｉ ＝ １； 否则， 则 Ｉｉ ＝ ０。 为了

准确估计出城市利用外资 “二元边际” 方程中的参数， 本文定义第一阶段方程，
考察时间条件和实施 “智慧城市” 试点之间的关系：

ｔｒｅａｔｉ ＝ δ０＋δ１Ｉｉ＋ｆ（ｘｂ）＋Ｘθ＋ωｉ （８）
其中， ｆ（ｘｂ） 是时间距的多项式函数。 参数 τ１解释了时间断点附近 “智慧城

市” 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 （ＬＡＴＥ）。 式 （７） 和式 （８） 便构成了 ＦＲＤ 模型， 通常

需要使用 ２ＳＬＳ 方法予以检验， 结果如表 ７ 所示。 时间断点 Ｉｉ 作为工具变量进入第

一阶段方程中， 且其估计系数在 ５％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为正， 以 ２０１２ 年为时间节

点， 在此之后实施 “智慧城市” 试点的概率较之前要高出 ０ １％—０ ４％； 在第二

阶段方程中， 本文将 ２０１２ 年时间断点作为 “智慧城市” 试点的工具变量， 继续考

察 “智慧城市” 试点与 ＦＤＩ 的 “二元边际” 扩展的因果关系。 当结果变量是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时， 驱动变量 ｘｂ 在 ５％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时间带宽越

小，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越相似； 虚拟变量 ｔｒｅａｔ 的估计系数在 １％显著性水平

４９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



下显著为正， 说明 ２０１２ 年 “智慧城市” 试点实施之后，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

了 ３８ ４９％。 当结果变量是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时， 驱动变量 ｘｂ 和虚拟变量 ｔｒｅａｔ
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 综上， “智慧城市” 试点对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的促进

作用依然成立， 不受内生性问题的过度干扰， 从方法层面证实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

健性。

表 ７　 模糊断点回归结果

变量
ＦＤＩ 的 “集约边际”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７） 第一阶段 （８） 第二阶段 （９） 第一阶段 （１０） 第二阶段

ｔｒｅａｔ
－０ ９８８７ ０ ３８４９∗∗∗

（－１ ５５） （６ ８８）

ｘｂ
－０ ００９３∗∗∗ ０ １９６１ －０ ００７０∗∗∗ ０ ７７０６∗∗

（－８ ５７） （１ １７） （－１０ ３４） （２ ３９）

Ｉ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１０∗∗

（２ ２８） （２ ４５）
特征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虚拟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虚拟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７
Ｎ ２ ２０３ ２ ２１７
Ｆ ４３ ４７ ２８ ２６

注： ①表中展示的是 ２ＳＬＳ 估计结果， 第一阶段回归的被解释变量是 ｔｒｅａｔ， 第二阶段回归的被解释变量分别是
ｆｄｉ＿ ｉｎ 和 ｆｄｉ＿ ｅｘ。 ②简便起见， 本文将时间距的多项式函数形式简化为： ｇ（ｘｂ）＝ ｆ（ｘｂ）＝ ｘｂ。

三、 进一步检验： “智慧城市” 试点影响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的机制

（一） 机制分析

在前文中， 我们基于马氏距离匹配实验检验获悉， “智慧城市” 试点对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有着显著正向影响， 那么， 这种影响究竟是通过何种传导机制实

现的呢？ 回答该问题需要继续理清 “智慧城市” 试点影响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

展的基本路径。 事实上， “智慧城市” 试点最终必然落实到城市建设管理、 基本公

共服务、 产业规划与升级以及服务于城市功能提升的专项应用等上①， 而这些专项

应用的实施将通过降低投入成本、 扩大市场潜力、 减少贸易壁垒和改变投资环境等

路径对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产生影响。 说明如下。
第一， “智慧城市” 试点有助于降低外资企业要素投入成本， 对 ＦＤＩ 的 “广延

边际” 扩展具有正向作用。 “智慧城市” 政策作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框架内的重点

改革措施， 将推动试点城市城镇化水平向纵深发展。 受到 “智慧城市” 试点所产

生的政策利好的吸引， 大量劳动力、 资本等生产要素会选择向试点城市集聚， 由此

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将会降低外资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搜寻成本和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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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智慧城市” 政策还特别强调城市土地的集约化使用， 试点城市在城区建设

规划上更为科学， 尤其是通过相关特色高技术产业园区及配套设施建设吸引外资企

业入驻， 从而对降低外资企业租金具有正外部性。
第二， “智慧城市” 试点有助于挖掘新兴产业的市场潜力， 对 ＦＤＩ 的 “广延边

际” 扩展具有正向作用。 “智慧城市” 试点将带来以信息产业为首的新兴产业的崛

起， 推动产业升级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产业附加值的提升势必会刺激城

市新的市场需求和实现中间产品供给能力的增强， 这既能够扩大外资企业已有产品

的市场份额， 也便于外资企业获取更高质量的中间产品以提升其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 从而为外资企业新增投资项目进入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潜力。 “智慧城市” 试点

具体项目落实离不开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和信贷约束的放宽， 这意味着相关产业外

资企业可以借助于政策扶持和金融深化以获得必要的资本， 以拓宽新增投资项目的

市场份额。
第三， “智慧城市” 试点通过减少贸易壁垒对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的扩展具有

正向作用。 “智慧城市” 试点绝非仅仅是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简单的技术革

命， 还会带来城市经济开放程度的变化， 进而对外资企业投资意愿产生影响。 特别

是 “智慧城市” 试点重视开放服务平台建设， 包括信息共享平台、 智能技术共享

平台等。 这些开放服务平台建设必然要求地方政府破除保护主义和人为壁垒， 使得

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在更加透明的市场环境内进行合作与竞争， 这将便于外资企业

新增投资项目更快地融入当地产业链中， 提高本地化水平。
第四， “智慧城市” 试点通过改变投资环境对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的影响

则存在不确定性。 一方面， “智慧城市” 试点特别强调试点城市的辐射作用， 政策

实施重点不仅在于强化试点城市内部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 还要求扩大以试点

城市为核心的铁路密度， 进而增强其对外联系的可达性， 这对于降低外资企业经营

过程中的 “冰山成本” 无疑是有利的。 同时， “智慧城市” 试点还特别重视通过强

化城市教育文化建设提高人口素质， 这能够为外资企业进入投资提供更坚实的智力

支持。 另一方面， “智慧城市” 试点将生态环境治理作为重要目标， 会提升试点城

市的环境规制水平， 这无疑构成了外资企业进入投资的 “绿色门槛”， 在一定程度

上会对试点城市利用外资规模形成抑制。
（二） 实证检验

为了检验 “智慧城市” 试点影响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的机制是否成立，
我们在模型 （６） 中分别加入两个虚拟变量与成本因素、 市场潜力、 贸易壁垒和投

资环境等因素下细分特征控制变量交互项， 并对其估计系数符号与显著性进行分析

验证， 结果如表 ８ 所示。 两个虚拟变量与劳动力禀赋、 资本禀赋和土地禀赋交互项

的估计系数至少在 １０％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为正， 说明 “智慧城市” 试点能够增

强城市要素禀赋优势以降低外资新增投资项目的投入成本， 进而实现 ＦＤＩ 的 “广
延边际” 扩展。 两个虚拟变量与对外联系可达性、 人口素质和基础设施交互项的

估计系数至少在 １０％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为正， 而与环境规制交互项的估计系数

在 １０％显著性水平下则显著为负， 说明 “智慧城市” 试点既会通过增强城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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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和人口素质等途径促进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 也会通过增强城市环境规

制来抑制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 其他城市特征控制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基本

稳健， 此处不再详述。

表 ８　 “智慧城市” 试点影响 ＦＤＩ的 “广延边际” 扩展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降低投入成本 扩大市场潜力 减少贸易壁垒 改变投资环境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５ ５６９２∗∗ ４ ２９３２∗ ０ ２１０７ ７ ８９０８∗∗

（２ ４６） （１ ７４） （０ ６１） （２ ３２）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ｌｎｌａｂｏｒ ０ ５２３３∗∗

（２ ３８）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 ３０５１∗

（１ ９２）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ｌｎ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 ４３３９∗∗∗

（３ ０２）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ｌｎｐｇｄｐ
０ １４８３

（０ ８５）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ｌ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 ２２１５

（０ ７８）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ｌｎｇｏｖｅｒｎ
０ ３７６９

（１ ４１）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 １９５５

（０ ９１）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ｌｎ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０ ０１１６

（－０ １２）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ｌｎｒａｉｌｗａｙ ０ ２３３４∗∗

（１ ９８）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ｌｎｈｕｍａｎ １ １０１２∗

（１ ７８）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ｌ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０ ２８５４∗∗

（２ ０１）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ｌ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 １５２４∗

（－１ ７８）
特征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虚拟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虚拟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 ８２６０ ０ ８２５１ ０ ８２５０ ０ ８２５７
Ｎ １ ６０１ １ ６０１ １ ６０１ １ ６０１
Ｆ ３９ １７ ３８ ７４ ３９ ２８ ３８ ９１

四、 全文总结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我国 １８６ 个城市面板数据， 利用马氏距离匹配实验等

方法为试点城市找到了可供比较的控制组城市， 并构建 ＤＩＤ 模型检验了 “智慧城

市” 试点对城市 ＦＤＩ 的 “二元边际” 扩展影响的异质性。 结果发现： 第一， “智慧

城市” 试点总体上促进了城市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 但对城市 ＦＤＩ 的 “集约

边际” 扩展的作用不明显； 第二， “智慧城市” 试点增强了东部城市 ＦＤＩ 的 “广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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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 扩展的优势， 但对中、 西部城市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的作用不明显；
第三， “智慧城市” 试点对城市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的促进作用效果在 ２ 年之

后显现。 我们通过检验 “智慧城市” 影响城市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的机制发

现， “智慧城市” 试点主要通过降低投入成本、 增强基础设施和人口素质等途径实

现城市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 但随之而来的严厉环境规制则会对城市 ＦＤＩ 的
“广延边际” 扩展形成抑制作用。

本文针对新形势下我国 “智慧城市” 试点的典型事实， 集中考察试点赋予城

市利用外资的政策意涵。 虽然 “智慧城市” 试点的大范围进行对城市吸引外资数

量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但对已有外资项目规模的扩张却尚未达到预期效果。 这与

当前我国过分注重 “智慧城市” 的外在应用建设有关， 尤其是当这些应用项目与

外资企业规模化经营的现实需求相分化时， 即使试点城市能够吸引新的外资项目进

入， 随后其影响也将日渐式微。 因此， 需要试点城市在外资应用建设的过程中更加

重视将信息技术创新服务于外资企业运营， 注重缓解外资企业经营规模扩张与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矛盾， 依靠严格的环境规制助推外资企业集约化经营， 促进城

市开放型经济发展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前景， 以及保证外资企业充分共享

“智慧城市” 建设成果。 另外， 中西部城市在 “智慧城市” 试点过程中对外资项目

的吸引力明显较弱， 需要注意在试点过程中汇集资金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人口

素质和实现要素集聚， 形成利用外资 “广延边际” 扩展的后发优势， 东部城市则

应将试点政策致力于提高现有外资企业市场利润以助推其利用外资 “集约边际”
扩展。 还应看到， “智慧城市” 试点对利用外资的政策效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

要我国合理规划和不断完善以更好地满足外资经济规模化发展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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