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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立足于国内存在市场分割这一事实， 基于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

我国商品市场分割和要素市场分割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并引入离散时间生

存模型考察要素市场分割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续期的影响。 研究发现， 我国商品

市场分割程度上升降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 而要素市场分割程度上升则提升

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 要素市场分割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激励作

用。 进一步分样本研究结果表明， 在区分东道国制度环境优劣之后， 商品市场分割

对于高生产率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均具有阻碍作用， 国有企业则不受

商品市场分割的影响； 要素市场分割促进非国有企业和高生产率的企业前往制度环

境较好的东道国进行投资。 此外， 要素市场分割加大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退出风

险， 不利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续期的延长， 要素市场分割驱动下的对外投资企业

未必具备较强的国外 “生存” 能力。 本文的研究对于从投资母国的特性角度理解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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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Ｏｕｔ Ｗｏ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ＤＩ） 实现了较快的发展。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 我国 ＯＦＤＩ 流量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２８ ５
亿美元迅速攀升至 ２０１７年的 １５８２ ９亿美元， 实现了年均 ３３ ２％的增长率， 中国企

业遍布 １８９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企业 “走出去” 逐步成为扩大我国世界影响力和

提升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途径， 并掀起了国内外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热

潮。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认为， 母国制度环境对企业 ＯＦＤＩ 具有重要影响， 当

母国制度环境较差， 交易成本较高时， 企业倾向于选择以 ＯＦＤＩ 为 “跳板”， 从母

国制度环境中 “逃逸” （Ｌｕｏ ａｎｄ Ｔｕｎｇ， ２００７［１］； Ｗｉｔｔ ａｎｄ Ｌｅｗｉｎ， ２００７［２］）。 当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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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 地区间 “以邻为壑” 的市场分割现象仍普遍存在 （张杰

等， ２０１０［３］； 吕越等， ２０１８［４］）。 地方政府为维护当地利益通过行政手段限制本地

资源流往外地或外地资源进入本地， 我国地区间的市场分割影响了企业在更大地理

范围内的市场整合和经济效率的提升， 并增加了企业跨地区经营的成本 （曹春方

等， ２０１５） ［５］。 那么， 在我国仍存在市场分割这一背景下， 企业是否会以 ＯＦＤＩ 为
“跳板”， 从本土市场中 “逃逸” 去寻求更为广阔的市场？ 市场分割究竟会对企业

ＯＦＤＩ产生何种影响？ 企业 ＯＦＤＩ 的存续期与市场分割之间存在何种联系？ 对上述

问题进行回答有助于我们从母国市场环境视角更好地了解中国企业 “走出去” 的

动因， 这对于加速我国市场化进程、 引导企业理性投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目前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国内市场分割： 一是国内是否存在市场分

割。 Ｐｏｎｃｅｔ （２００５） ［６］研究 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中国各省市市场分割程度， 发现国内市场

分割受省际边界的影响不断上升。 总体来看， 国内市场分割程度呈下降趋势， 但不

可否认的是国内市场分割现象仍广泛存在 （ Ｆａｎ ａｎｄ Ｗｅｉ， ２００６［７］； 王健康，
２０１９［８］）。 二是国内市场分割的缘起与动因。 陆铭和陈钊 （２００９） ［９］认为在地方政

府看来， 适度的市场分割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 因此地方政府有动力人为采取一些

分割市场的举措。 付强 （２０１７） ［１０］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探讨了市场分割的福利效

应， 市场分割通过产业同构方式有效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地方政府主动实施市场分

割的动机明显增强。 三是市场分割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目前学者关于市场分割对

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主要侧重于分析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赵玉奇和柯善咨，
２０１６［１１］）。 吕越等 （２０１８） ［４］研究发现， 市场分割降低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
限制企业规模收益， 损害其创造贸易附加值的能力。 四是市场分割对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和市场竞争地位的影响 （毛其淋和盛斌， ２０１２［１２］； 曹春方等， ２０１８［１３］）。
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 一方面基于东道国视角进行研究。 比

如， 部分学者认为东道国制度水平是影响中国 ＯＦＤＩ 的重要因素， 其中既包括东道

国总体制度水平， 也包括从政治稳定性、 执政效率、 腐败控制等多个维度细分考

察， 但观点不一 （Ｋｏｌｓｔａｄ ａｎｄ Ｗｉｉｇ， ２０１２［１４］； 张瑞良， ２０１８［１５］； 钱进和王庭东，
２０１９［１６］）。 近年来中国开始以资本输出带动产能输出， 东道国市场潜力和资源丰裕

度逐渐成为中国 ＯＦＤＩ 的主要驱动因素 （Ｂｕｃｋｌｅｙ， ２０１０［１７］； 王晓颖， ２０１８［１８］ ）。
另一方面基于母国视角考察中国 ＯＦＤＩ的动因。 部分学者从领导人访问、 友好城市

交流、 双边投资协定等政治因素考察其对中国 ＯＦＤＩ 的影响 （宗芳宇等， ２０１２［１９］；
雪闫凌和林建浩， ２０１９［２０］）。 另有少数学者从要素市场扭曲等母国市场环境角度考

察中国 ＯＦＤＩ的动因 （王文珍和李平， ２０１８） ［２１］。 裴长洪和郑文 （２０１１） ［２２］提出了

国家特定优势理论， 他们强调了母国特性在中国 ＯＦＤＩ 中所起的作用， 中国企业大

规模低成本生产、 市场定位及市场销售能力等竞争优势主要源于中国本土特性， 而

在海外复制这些优势需要政府的推动。
通过对有关市场分割和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 较少学者从母

国市场环境角度探究企业 ＯＦＤＩ 的动因， 尤其是市场分割对企业 ＯＦＤＩ 影响的研究

更为缺乏。 即便有少数学者对两者关系进行了研究， 但并未考察市场分割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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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ＤＩ存续期的影响， 而企业 ＯＦＤＩ存续期的长短是评估市场分割对于企业 ＯＦＤＩ 长
远影响的重要依据。 本文边际贡献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研究视角上， 基

于国内存在市场分割这一事实， 考察了商品市场分割与要素市场分割对中国 ＯＦＤＩ
的影响， 有助于我们从母国市场环境角度理解企业 ＯＦＤＩ 的驱动因素。 第二， 已有

研究在测度国内市场分割时大多仅考虑相邻省级单位配对， 存在一定误差， 为修正

这一误差， 本文将测算范围扩展至任意两个省级单位配对。 第三， 本文引入离散时

间生存模型重点考察了要素市场分割对于企业 ＯＦＤＩ 存续期的影响， 系统分析了中

国 ＯＦＤＩ驱动因素的变化及其长远影响。

一、 理论假说

中国的市场分割源于中央政府权力 （财政权、 税权等） 下放和对非国有企业

的政策歧视 （赵奇伟和熊性美， ２００９） ［２３］。 地方政府和官员为了维持当地经济增长

和保护本地企业， 会限制本省以外的商品进入； 此外， 地方政府为增加当地税收也

会限制本地商品向外销售。 这一做法使得商品的流入与流出均受到限制。 另外， 地

方政府通过对劳动力、 资本及资源能源等要素市场干预与控制， 将优质的资源留给

当地企业。 在劳动市场方面， 教育体制、 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等中国独特的

“二元体制” 模式造成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分割。 劳动力的跨省流动也受到诸

多限制， 许多企业并未解决劳动人员的户口问题， 甚至有部分企业倾向于只招聘本

地人员。 在资本市场方面， 政府对部分金融资源及资本分配权的干预与控制， 如为

某些企业提供特殊的贷款担保与财政补贴，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本市场分割。 由

于商品市场分割与要素市场分割对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理不尽相同， 因此， 有必

要分别考察商品市场分割与要素市场分割对企业 ＯＦＤＩ的影响。
（一） 商品市场分割与企业 ＯＦＤＩ
商品市场分割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致使企业发展的市场空间被压

缩， 不利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张杰等， ２０１０） ［３］。 此外， 商品市场分割也会

阻碍国内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 企业的市场空间被挤压， 导致市场竞争程度和生产

集中度不高。 同时， 商品市场分割限制了商品的自由流动， 割裂了供需的双向互

动， 致使供需关系脱节， 导致企业资源错配。 鉴于此， 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化解

过剩产能， 寻求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便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有研究表明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是密切关联的 （陆铭和陈钊， ２００９） ［９］。 出于

地区竞争的需要， 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资源留在本地以获得短期经济增长， 这对于企

业经营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 地方官员的晋升竞争促使地方政府改善投资环

境， 建设基础设施， 促进产业集聚， 倾向于限制本地以外的商品进入以保护当地企

业免受竞争排挤。 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也会给予本地企业更多的软硬政策支持。 得

益于地方政府的保护， 当地企业往往满足现状， 加之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 不愿意

创新。 因此， 从这一角度来看， 商品市场分割不利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为此， 本

文提出第一个假说。
假说 １： 商品市场分割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影响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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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要素市场分割与企业 ＯＦＤＩ
要素市场化改革相较于商品市场化改革来说进程缓慢， 要素市场分割较商品市

场分割更为严重 （张杰等， ２０１１） ［２４］。 要素市场分割导致要素自由流动受阻， 要素

价格偏离边际产出或机会成本， 造成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扭曲。 在分割的要素

市场下， 要素价格负向扭曲使得企业将要素的成本优势转化为出口优势， 实现了出

口扩张 （姜学勤， ２００９） ［２５］。 虽然短期内要素市场分割能够促进企业出口， 但从长

期来看， 非市场化因素推动出口贸易繁荣并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 具体而言， 企业

的大量出口使得我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 成为其他国家对我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

重要依据， 容易引致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 企业为减少贸易摩擦的不利影响， 会

选择以投资代替出口， 从这一角度来看， 要素市场分割增强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

动机。 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出口数量快速攀升， 但盈利能力相对于发

达国家来说仍然较弱， 我国企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装配环节， 出口贸易

“大而不强” （张少军和刘志彪， ２０１３） ［２６］， 在国际贸易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局面依

然没有彻底改变。 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比如， 通过在海外设立研发、 营销

机构， 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和现代企业管理方法， 对母国企业产生了逆向技术溢出

（董有德和孟醒， ２０１４） ［２７］。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要素市场分割增加了企业出口成

本， 增强了企业 ＯＦＤＩ动机。
此外， 在资源禀赋、 产业结构、 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 各地区仍存在较大的差

异， 而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可以起到优势互补、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的作

用。 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对要素资源的流动实行严格管制， 对外来企业设置进入壁垒

的做法普遍存在 （刘竹青和佟家栋， ２０１７） ［２８］。 如果不加快构建竞争有序统一开放

的要素市场体系， 要素市场的分割引致要素资源配置低效率的局面便会长期存在，
自然会倒逼部分企业通过 ＯＦＤＩ 在全球整合资源， 寻找高效公平的市场环境。 为

此， 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说。
假说 ２： 要素市场分割显著增强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三） 市场分割与不同所有制企业 ＯＦＤＩ
当前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平等使用资源的公平竞争环境还没

有形成。 一些重要领域的市场准入机会不均等， 民营企业市场准入门槛相对较高，
进入一些垄断行业仍面临 “玻璃门” “旋转门” 问题。 政府对于本地企业尤其是国

有企业的保护是形成市场分割的一个重要原因 （曹春方等， ２０１８） ［１３］。 相较于民营

企业来说， 国有企业容易进入一些管制性、 垄断性行业， 获得政府支持的力度也相

对较大 （余明桂等， ２０１０） ［２９］。 在获取要素资源方面，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

差别明显。 就融资成本而言， 国有企业通过地方政府担保较为容易地获取优质金融

资源 （Ｍｉｄｒｉｇａｎ ａｎｄ Ｘｕ， ２０１４） ［３０］。 而非国有企业受到的歧视较多， 常面临较为严

重的信用约束。 在自然资源及能源方面， 政府拥有诸如能源、 矿藏等重要生产要素

的支配权， 政府常把此类资源无偿或低偿授予国有垄断企业， 仅收取较少的资源税

及资源使用费， 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偏爱使其能够获取相对廉价的要素资源， 而非

国有企业获取此类要素资源的成本则较高。 在劳动力报酬方面， 国有企业凭借其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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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势力获取的超额利润往往部分转化为员工福利， 无疑拉大了与非国有企业员工的

收入差距 （靳来群， ２０１５） ［３１］。
当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动机存在明显的差异。 国

有企业具有明显的 “非市场性动机”， 且投资行为具有 “自然资源偏好” 特征 （宋
利芳和武皖， ２０１８） ［３２］。 而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 由于不必背负过多 “政治负担”
其对外投资活动具有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３３］。 非国有企业

通过 ＯＦＤ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政策歧视和所有制属性带来的额外负担。 因而，
相较于国有企业来说， 商品市场分割和要素市场分割增强了非国有企业 ＯＦＤＩ 的动

机。 为此， 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说。
假说 ３： 市场分割对于非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活动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二、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 模型设定

参考现有文献的做法， 以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为被解释变量， 设定如下计量

模型：

Ｐｒ ｏｆｄｉｉｊｋｔ ＝ １( ) ＝ α０ ＋ α１ ｐｓｅｇ ｊｔ ＋ α２ ｆｓｅｇ ｊｔ ＋∑ ｂｎ Ｇｎ
ｉｔ ＋ ｕ ｊ ＋ ｕｔ ＋ ｕｋ ＋ εｉｊｋｔ （１）

为考察在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分割的情形下企业生产率高低对其 ＯＦＤＩ 行为影

响的异质性， 因此引入市场分割与企业生产率水平的交互项， 并设定如下计量

模型：
Ｐｒ（ｏｆｄｉｉｊｋｔ ＝ １） ＝ α０ ＋ α１ ｐｓｅｇ ｊｔ ＋ α２ ｐｓｅｇ ｊｔ × ａｖｉｔ ＋ α３ ｆｓｅｇ ｊｔ ＋ α４ ｆｓｅｇ ｊｔ × ａｖｉｔ ＋

α５ ａｖｉｔ ＋∑ ｂｎ Ｑｎ
ｉｔ ＋ ｕ ｊ ＋ ｕｔ ＋ ｕｋ ＋ εｉｊｋｔ （２）

其中， ｔ、 ｊ、 ｉ、 ｋ 分别表示年份、 地区、 企业、 行业， ｏｆｄｉｉｊｋｔ 表示企业是否进行

对外直接投资， ｐｓｅｇ ｊｔ 为商品市场分割指数， ｆｓｅｇ ｊｔ 为要素市场分割指数， ａｖｉｔ 表示企业

生产率， ｐｓｅｇ ｊｔ × ａｖｉｔ 、 α４ ｆｓｅｇ ｊｔ × ａｖｉｔ 分别表示商品市场分割和企业生产率的交互项、
要素市场分割和企业生产率的交互项。 方程 （１） 中的 Ｇｎ

ｉｔ 表示一系列代表企业特

征的控制变量， 包括企业生产率、 企业资本密集度、 企业规模、 企业流动性因素、
企业经营年限。 方程 （２） 中的 Ｑｎ

ｉｔ 表示除企业生产率之外的其余控制变量， 包括

企业资本密集度、 企业规模、 企业流动性因素、 企业经营年限。 ｕ ｊ 、 ｕｔ、 ｕｋ 分别为

地区、 年份及行业相关的未观察因素， εｉｊｋｔ 为随机扰动项。 其中行业按照国民行业

分类标准的二位数行业进行分类。
（二） 变量选取与测度

本文被解释变量 ＯＦＤＩ表示企业是否进行对外投资活动， 有则为 １， 无则为 ０，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取如下。

１ 市场分割指数

关于市场分割的测度， 现有文献主要采用以下四种方法： 生产法、 贸易法、 价

格法和经济周期法。 近年来， 国内外多数学者常采用价格指数法进行测度， 参考现

有文献的做法， 本文采用相对价格指数法测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中国 ３０个各省份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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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市场及要素市场分割程度。 与已有研究大多仅考虑相邻省份配对的相对价格

变动有所不同， 本文对 ３０个省级单位任意两两配对进行考察， 并对数据进行了如

下筛选： 以 ２００８年为数据起始年份； 由于西藏自治区缺少若干年数据而将其剔除；
对于商品市场相对价格方差的测算， 参考赵奇伟和熊性美 （２００９） ［２３］的做法， 采用

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进行计算； 对于要素市场相对价格方差的测算， 参考金培振

等 （２０１５） ［３４］的做法， 采用在岗职工平均实际工资指数衡量劳动要素价格变动状

况，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衡量资本要素价格变动状况，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衡量资源能源要素价格变动状况。①

具体计算步骤为： 首先， 计算两两省份 ｒ和 ｓ的相对价格绝对值 ΔＱｋ
ｒｓｔ ，

ΔＱｋ
ｒｓｔ ＝ ｌｎ （Ｐｋ

ｒｔ ／ Ｐｋ
ｓｔ） － ｌｎ （Ｐｋ

ｒｔ －１ ／ Ｐｋ
ｓｔ －１） ＝ ｌｎ （Ｐｋ

ｒｔ ／ Ｐｋ
ｒｔ －１） － ｌｎ （Ｐｋ

ｓｔ ／ Ｐｋ
ｓｔ －１）

（３）
其中， ｋ 为商品市场、 要素市场不同价格指数。 其次， 为消除因商品自身特性

所引起的价格变动， 本文采取去均值法消除上述固定效应， ｑｋ
ｒｓｔ ＝ ΔＱｋ

ｒｓｔ － ΔＱｋ
ｔ

——————
，

该公式表明相对价格变动仅受地区市场分割及随机因素影响。 最后， 求各商品的价

格方差 ｖａｒ （ ｑｋ
ｒｓｔ ）， 即计算 ｒ， ｓ 两个地区在年份 ｔ内各类价格指数间的价格变动平

均值的方差 ｖａｒ （ ｑｒｓｔ ）， 得到我国商品市场、 要素市场在 ５ 年内两两省份的相对价

格方差， 并将其按照两两省份匹配合并， 得到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中国 ３０个省份商品市

场和要素市场分割指数。 为便于观察， 本文将商品市场分割指数及要素市场分割指

数分别放大 １００倍。
２ 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文献的做法， 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量： （１） 企业生产率。 由于 ２００７
年之后工业企业数据库缺少企业中间投入及增加值数据， 无法采用 ＯＰ 或 ＬＰ 法测

算全要素生产率， 故本文采用劳动生产率， 用人均产出表示。 （２） 企业资本密集

度。 采用固定资产净额 ／员工数表示。 （３） 企业规模。 用企业员工数表示， 一般来

说， 企业规模越大， 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内生动力越强。 不同规模的企业对当地政府

ＧＤＰ 及财政税收等方面的贡献差异明显， 当地政府倾向于支持规模更大的企业

（张杰， ２０１０） ［３］。 （４） 企业流动性因素。 采用企业利息支出表示， 当前中国金融

体系仍有待完善， 普惠金融尚待发展， 中小民营企业仍然面临融资难的困扰， 当开

拓国外市场时， 无法及时获取更多的融资支持。 （５） 企业经营年限。 用企业当年

年份－成立年份表示。 经营年限长的企业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所有权优势和投资经

验， 跨国投资的概率更大。 为减少异方差， 对上述控制变量均取对数， 变量描述性

统计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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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消费品包括食品、 烟酒及用品、 衣着、 家用设备及其用品、 医疗保健用品、 交通和通讯工具、 娱乐

教育文化用品、 与居住相关的产品与服务等八大类； 固定资产投资品包括建筑安装工程、 设备工程和器具、
其他资本品三类； 在岗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包括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 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 其他单

位职工平均工资三类； 工业生产者购进包括燃料动力类、 黑色金属材料类、 有色金属材料类、 化工原料类、
木材及纸浆类、 建材及非金属矿类、 农副产品类和纺织原料类等八类资源能源要素。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对外直接投资 １３ ８４５ ０ ９０９ ０ ２８７ ０ １

商品市场分割 １３ ８４５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７８ ０ １９２２

要素市场分割 １３ ８４５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８６ ０ ２３４５

企业生产率 １３ ８３７ ６ ５５３ １ ３０２ ０ ２２５３ １６ ３８０

企业规模 １３ ８３６ １２ ８８９ １ ９５８ ６ ４３７７ １９ ３３６

企业资本密集度 １３ ８４５ ４ ５１１ ２ ６４３ ２ ４３２１ １６ ３００

企业流动性因素 １３ ８４５ ７ ３２３ ３ ８３７ ３ ５５５３ １５ ６５６

企业经营年限 １３ ８３９ ２ ９０６ ０ ５８８ １ ３８５６ ５ ２２０３

（三）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使用的企业层面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与商

务部 《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名录》 合并而成， 衡量市场分割的价格指数数据来

源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 《中国统计年鉴》。 本文参考王自锋和白玥明 （２０１７） ［３５］的研

究， 对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处理： 一是剔除关键指标缺失的观测值， 如企业员工

数、 企业工业总产值、 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和企业总资产； 二是剔除总资产小于或等

于零、 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或流动资产、 企业名称出现重复的企业， 并按照企业名

称、 法人代码进行匹配。 并将匹配好的工业企业数据库按照法人单位、 年份与

《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名录》 再次进行匹配， 最终得到 ２７６９ 家对外直接投资

企业。

三、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检验市场分割对企业 ＯＦＤＩ的影响。 Ｍｅｌｔｉｚ （２００３） ［３６］相关

研究表明， 国内资源配置情况可能会因企业 ＯＦＤＩ 行为而得到改善， 即企业的对外

直接投资活动也会影响母国国内市场分割状况。 为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我们参

考王文珍和李平 （２０１８） ［２１］的做法， 只对企业首次进行 ＯＦＤＩ 的样本进行回归以避

免内生性问题对回归结果产生的偏差。
（一）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１ 基准模型

表 ２报告了全样本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 在第 （１）、 （２） 列， 商品市场分割

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这表明商品市场分割程度越高， 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的概率越小，
即商品市场分割降低了企业 ＯＦＤＩ 倾向， 说明商品市场分割削弱了企业 “走出去”
的动力及能力。 控制内生性的检验结果表明 ［如表 ２第 （５）、 （６） 两列］， 商品市

场分割对于企业 ＯＦＤＩ 的影响未发生显著变化。 要素市场分割估计系数均显著为

正， 表明要素市场分割程度上升提升了企业 ＯＦＤＩ 倾向， 即要素市场分割激励了企

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控制内生性的检验结果表明， 要素市场分割程度越高， 企

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大 ［如表 ２第 （７）、 （８） 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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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结果显示， 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的概率越大， 生产率较高

的企业更可能具有完善的管理经验、 先进的技术、 较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 企业

规模的估计系数表明， 规模较大的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的概率也更大。 资本密集度的

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资本密集度越高， 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的概率就越大， 原因

在于资本相对雄厚的企业其应对国外风险的能力更强。 企业经营年限估计系数显

著为正， 表明随着企业经营年限的增加， 企业选择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整合全球

资源的动机显著增强。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全样本检验 控制内生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商品市场
分割

－１８ １１∗∗∗ －１１ ９７∗∗∗ －９ ７３７∗∗∗ 　－１０ １６∗∗∗

（１ ２７） （１ ６２） （１ ９８） （２ １２）

要素市场分割
４ ８９７∗∗ 　 ７ ２５４∗∗ 　 ３３ ６９１∗∗∗ ３０ ７９２∗∗

（２ ２３） （３ ２２） （１１ ６６） （１２ ５３）

企业生产率
０ ２０９∗∗∗ ０ ２６６∗∗∗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４∗∗∗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２） （０ ０２）

企业规模
０ ２０２∗∗∗ ０ ２９７∗∗∗ ０ ０５２∗∗∗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１） （０ ０２）

企业资本
密集度

０ ３０２∗∗∗ ０ ３６３∗∗∗ ０ ０７４∗∗∗ ０ ０５９∗∗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２）

企业流动性
因素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０８）

企业经营
年限

０ ９３０∗∗∗ １ ０８６∗∗∗ ０ ２０５∗∗∗ ０ １６４∗∗∗

（０ １２） （０ １３） （０ ０４） （０ ０５）

＿ ｃｏｎｓ
４ ２５０∗∗∗ ０ ５６２ ２ ８８６∗∗∗ －０ ９２５ １ ８４５∗∗∗ １ ６６４∗∗∗ ０ ９０５∗∗∗ １ ００１∗∗∗

（０ １１） （０ ５７） （０ ０９） （０ ５７） （０ ０７） （０ ２３） （０ ２０） （０ １９）
地区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行业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年份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Ｎ １３ ８４５ １３ ８２５ １３ ８４５ １３ ８２５ １０ ０７６ １０ ０５９ １０ ０７６ １０ ０５９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０ ０１、 ０ ０５和 ０ １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２ 稳健性检验

（１） 采用市场发育指数替换市场分割指数

本文参考徐保昌和谢建国 （２０１６） ［３７］的做法， 运用我国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间产品

市场发育程度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数分别替换商品市场分割指数和要素市场分割

指数进行回归检验①。 其中， 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数值越大， 代

表市场整合程度越好， 对其均取倒数， 表示数值越大市场分割程度越高， 结果列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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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数均来源于 《中国市场化指数， 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２０１６年） 》。



表 ３第 （１） — （４） 列。 结果表明各变量系数值显著性及正负号均未发生较大改

变， 因而本文结论较为稳健。

表 ３　 稳健性检验

解释
变量

采用市场发育指数替换市场分割指数 市场分割指数滞后一期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商品市场
分割

－０ ２３２∗∗∗ －０ ２７３∗∗∗ －１０ ９３∗∗∗ －１１ ４１∗∗∗

（０ ０６） （０ ０９） （１ ４２） （１ ６５）

要素市场
分割

１ ０３７∗∗∗ 　 １ ２１２∗∗∗ ５ ２５３∗∗ ５ ９１１∗∗∗

（０ ０５） （０ ０９） （２ ５８） （２ ３９）

企业生产率
０ ２５８∗∗∗ ０ ３６３∗∗∗ ０ １１３∗ ０ ０９７

（０ ０５） （０ ０６） （０ ０６） （０ ０６）

企业规模
０ ３１２∗∗∗ ０ １９６∗∗∗ ０ ３０６∗∗∗ ０ ３２１∗∗∗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

企业资本
密集度

０ ３５２∗∗∗ ０ ４４９∗∗∗ ０ １１０∗ ０ ０４２∗∗

（０ ０２） （０ ０３） （０ ０６） （０ ０２）

企业流动性
因素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１∗∗∗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１）

企业经营
年限

１ ０９９∗∗∗ ０ ８３７∗∗∗ ０ ７６６∗∗∗ ０ ８１５∗∗∗

（０ １３） （０ １５） （０ １２） （０ １３）

＿ｃｏｎｓ
４ ９２１∗∗∗ １ １８５ ０ ３４５ －１ １１４ ３ ８４３∗∗∗ ０ １９１∗∗∗ ３ ０２０∗∗∗ －１ ４９２∗∗∗

（０ ５６） （０ ９８） （０ ２４） （０ ７０） （０ １３） （０ ５０） （０ １１） （０ ５３）

地区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行业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年份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Ｎ １３ ８４５ １３ ８２５ １３ ８４５ １３ ８２５ １２ ０７６ １２ ０５９ １２ ０７６ １２ ０５９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０ ０１、 ０ ０５和 ０ １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２） 市场分割指数滞后一期

考虑到企业 ＯＦＤＩ可能受到市场分割指数滞后期的影响， 因此， 本文将商品市

场分割指数和要素市场分割滞后一期再次进行回归， 结果列于表 ３ 第 （５） — （８）
列。 由回归结果可知， 主要解释变量及各控制变量显著性和系数值均未发生较大改

变， 说明本文结论较为稳健。
（二） 异质性检验

１ 市场分割与企业 ＯＦＤＩ： 生产率水平异质性

为考察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分割对不同生产率水平企业的影响是否具有较大差

异， 因此引入市场分割与企业生产率水平的交互项。 非线性模型 （ ｌｏｇ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ｔｏｂｉｔ等） 自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并不能完全表示其边际效应， 且非线性模型交互项

的边际效应并不能通过简单回归得出， 现有部分文献忽略了此类问题， 造成估计偏

误 （赵玉奇和柯善咨， ２０１６） ［１１］。 在非线性模型中， 因变量对交互项所含的两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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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进行两次求导才能得出交互项的正确估计值， 由交叉双重偏导得到的结果对交

互项显著性进行检验。 我们参考 Ｇｒｅｅｎｅ （２０１０） ［３８］的方法， 对各自变量的偏效应和

显著性进行估计。① 表 ４ 第 （１） 和 （２） 列报告了商品市场分割的 ｐｒｏｂｉｔ 估计结

果， 第 （５） 和 （６） 列报告了其偏效应的估计结果； 表 ４ 第 （３） 和 （４） 列报告

了要素市场分割的 ｐｒｏｂｉｔ估计结果， 第 （７） 和 （８） 列报告了其偏效应的估计结

果。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市场分割对企业 ＯＦＤＩ 的影响， 限于篇幅， 控制变量估计结

果不再列示。

表 ４　 生产率水平异质性检验

解释变量
参数估计 偏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商品市场分割
－５ ３２０∗∗∗ －４ ０２２∗∗∗ －０ ８４７∗∗∗ －０ ６０２∗∗∗

（０ ５６） （０ ６０） （０ ０８） （０ ０９）

商品市场分割 ×
企业生产率

１ ０４８∗∗ １ ２３８∗∗∗ ０ １６７∗∗ ０ １８５∗∗∗

（０ ４２） （０ ４６） （０ ０６） （０ ０６）

要素市场分割
４ ５９５∗∗∗ ５ ４７２∗∗∗ ０ ７４７∗∗∗ ０ ８２６∗∗∗

（１ ２３） （１ ３６） （０ ２０） （０ ２０）

要素市场分割 ×
企业生产率

０ ３７３ ０ ４４５∗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７∗

（０ ３１） （０ ２４） （０ ０３） （０ ０３）

企业生产率
０ ０２６∗ ０ ０７７∗∗∗ ０ ０２５∗ ０ ０８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其他控制变量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地区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行业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年份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Ｎ １３ ８３７ １３ ８２５ １３ ８３７ １３ ８２５ １３ ８３７ １３ ８２５ １３ ８３７ １３ ８２５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０ ０１、 ０ ０５和 ０ １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商品市场分割与企业生产率交互项偏效应显著为正， 结合商品市场分割负偏效

应和企业生产率的正偏效应， 结果表明， 企业生产率越高， 商品市场分割对于企业

ＯＦＤＩ的负面影响越大； 同时商品市场分割越严重， 效率越低的企业因投资的生产

率门槛而难以选择到国外市场进行 ＯＦＤＩ。 在新新贸易理论的框架下， 对于生产率

较低的企业来说， 其自身生产率水平与东道国生产率门槛决定了企业是否会选择对

外直接投资。 要素市场分割与企业生产率交互项偏效应均显著为正， 结合要素市场

分割和企业生产率的正偏效应， 结果表明， 企业生产率越高， 要素市场分割对于企

业 ＯＦＤＩ的促进作用越大； 要素市场分割越严重， 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选择

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获取自身经营所需的资源。 对于高生产率企业来说， 由于受要

素市场分割影响较大， 其 ＯＦＤＩ动机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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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市场分割与企业 ＯＦＤＩ： 所有制异质性

按企业所有制属性进行分组的估计结果列于表 ５ 第 （１） — （４） 列。 对于

国有企业来说， 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分割对于国有企业 ＯＦＤＩ 影响均不显著。 可

能的原因是： 政府倾向于利用行政手段， 限制资源的自由流动并加强对资源的管

制 （陈刚和李树， ２０１３） ［３９］ ， 当存在市场分割时国有企业由于天然的优越性较

容易获取更多的资源， 因而减弱了其通过 ＯＦＤＩ 获取资源的动机。 对于非国有企

业来说， 商品市场分割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商品市场分割程度上升降低了非

国有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 而要素市场的分割对非国有企业 ＯＦＤＩ 产生

正向激励效应。

表 ５　 所有制和东道国制度环境异质性检验

变量名

所有制异质性 东道国制度环境异质性

（１）
国有企业

（２）
国有企业

（３）
非国有
企业

（４）
非国有
企业

（５）
制度环境

较好

（６）
制度环境

较好

（７）
制度环境

较差

（８）
制度环境

较差

商品市场分割
　 －２ ４６８ 　 －９ ５５４∗∗∗ －２ ５８６∗∗ －２ １２３∗

（２ ２４） （２ ２７） （１ ３９） （１ １６）

要素市场分割
　 ６ ０４２ 　 １２ ０６４∗∗ ４ ９５３∗∗∗ ３ ８５６

（３ ６９） （５ ８８） （１ ７６） （３ ０６）

企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７ ７１０ ７ ７１０ ６ １１５ ６ １１５ ８ ２９５ ８ ２９５ ５ ５３０ ５ ５３０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０ ０１、 ０ ０５和 ０ １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３ 市场分割与企业 ＯＦＤＩ： 东道国制度环境异质性

在经济发展水平、 政治制度、 宗教文化等方面， 各国存在较大差异。 对于企业

来说， 投资国的选择是决定企业投资风险高低与投资成败的关键因素 （宗芳宇等，
２０１２） ［１９］， 因此， 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于企业选择投资目的地具有重要影响。 参考

Ｋｏｌｓｔａｄ ａｎｄ Ｗｉｉｇ （２０１０） ［１４］的做法， 我们将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标 （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ＧＩ） 中的 ４个指标合并取平均值来测度东道国制度环

境， 数值越大表示该国制度环境越好。① 将大于制度环境指标平均值的投资国划分

为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 小于制度环境指标平均值的投资国划分为制度环境较差的

国家， 以此检验不同制度环境下市场分割对企业 ＯＦＤＩ 的异质性影响。 估计结果列

于表 ５第 （５） — （８）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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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５第 （５）、 （７） 列结果可知， 无论是投资于制度环境较好还是投资于制

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 商品市场分割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说明商品市场分割程

度上升降低了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的概率， 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表 ５第 （６）、 （８） 列结果表明， 对于制度环境较好的东道国， 要素市场分割显著

提升了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的概率， 而对于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 要素市场分割对于

企业 ＯＦＤＩ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究其原因可能是， 母国要素市场的非市场干预， 使

企业倾向于选择在制度环境较好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加之东道国的要素市

场及金融市场相较于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来说更为完善， 企业通过正常的市场竞

争机制就能够获取满足其生产需要的要素资源， 因而降低了企业的非生产性成本。
（三） 进一步分析

传统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理论指出， 只有当企业具备诸如技术、 资金、 组织管理

等特定优势时才会进入国际市场， 而本文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显然与传统跨国公司

理论不符。 由于要素市场分割的存在， 使得企业缺乏有效的资源组织生产， 企业在

尚未形成特定优势之前迫于要素市场分割压力而进行的 ＯＦＤＩ， 会使企业在国际竞

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为探究要素市场分割是否会影响企业 ＯＦＤＩ 的持续性， 本文采

用离散时间生存模型进行检验。 本文将 ＯＦＤＩ 存续时间定义为从进入东道国开始到

退出东道国为止期间所经历的时间。 定义某一企业退出东道国市场的事件为 “失
败” 事件， 对于特定年份而言， 如果某一企业从东道国市场退出， 则定义该企业

的失败变量为 １， 否则为 ０。 我们的样本观测期间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 对于 ２００９ 年

企业 ＯＦＤＩ的情况， 我们无法获知确切的投资开始时间， 通过删除初始年份为 ２００９
年的持续时间段用来处理左删失问题， 由此可得到企业最长的投资持续时间为 ４
年， 通过使用离散时间 ｃｌｏｇｌｏｇ 生存分析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右删失问题

（蒋灵多和陈勇兵， ２０１５） ［４０］。 对于多投资片段问题， 企业在样本期可能存在 １ 个

以上的投资片段， 现有研究表明多个投资片段不会对样本观测值持续时间长度的分

布产生实质性影响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ｕｓａ， ２００６） ［４１］。 本文设定的回归模型如下：
ｃｌｏｇｌｏｇ（１ － ｈｉｔ） ＝ ｌｏｇ［ － ｌｏｇ（１ － ｈｉｔ）］ ＝ β０ ＋ β１ ｆｍｉｔ ＋∑ ｂｎ Ｇｎｉｔ ＋

ｕ ｊ ＋ ｕｔ ＋ ｕｋ ＋ εｉｊｋｔ 　 　 　 　 　 　 　 　 　 　 （４）
其中， 离散时间风险变量 ｈｉｔ ＝ Ｐｒ Ｔｉ ≤ ｔ ＋ １ ｜ Ｔｉ ⩾ １， ｘｉｔ( ) ＝ １ － ｅｘｐ ［ｅｘｐ

（α′ ｘｉｔ ＋ πｉ）］ 。 离散时间模型为二项选择模型， 参考蒋灵多和陈勇兵 （２０１５） 的

做法， 将被解释变量 ｆａｉｌ表示企业在 ｔ时期是否退出了东道国市场， 如果企业投资

片段完整， 即企业在研究期间就退出东道国市场， 则企业 ＯＦＤＩ 片段的最后一年

ｆａｉｌ记为 １， 其余年份 ｆａｉｌ记为 ０。 如果一个企业在 ２０１３ 年仍未退出市场， 则该企

业 ＯＦＤＩ片段的每一年都为 １。 ｘｉｔ 表示协变量， 包括要素市场分割及企业特征的控

制变量， πｉ 表示基准风险率。 ｆｍｉｔ 表示要素市场分割， Ｇｎｉｔ 表示控制变量， 包括企业

生产率、 企业资本密集度、 企业规模、 企业流动性因素、 企业经营年限， ｕ ｊ 、 ｕｔ 、 ｕｋ

分别为行业、 年份及地区相关的未观察因素， εｉｊｋｔ 为随机扰动项。
表 ６第 （１） 和 （２） 列报告了要素市场分割影响企业 ＯＦＤＩ持续时间的检验结

果， 考虑到不仅当期要素市场分割对企业存续期产生影响， 而且前期要素市场分割

２７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年第 １１期



也可能对企业存续期产生影响， 因此将要素市场分割分别滞后 １、 ２ 期作为稳健性

检验， 结果列于表 ６第 （３） — （６） 列。 由表 ６ 第 （１） 和 （２） 列结果可知要素

市场分割系数显著为正， 要素市场分割加大了企业退出东道国市场的风险， 即缩短

了企业 ＯＦＤＩ的持续时间。 表 ６第 （３） — （６） 列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要素市场分

割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要素市场分割显著缩短了企业 ＯＦＤＩ 的存续期。 要素市场

的发展落后于商品市场， 要素市场分割降低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进而影响市场机

制在资源配置中应该起到的作用。 因此， 由要素市场分割推动的企业 ＯＦＤＩ 行为会

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 要素市场分割提高了企业 ＯＦＤＩ 退出风险， 不利于企业

ＯＦＤＩ存续期的延长。 此外， 部分企业迫于国内要素市场分割的压力提前进行

ＯＦＤＩ， 而在进行 ＯＦＤＩ之前并未充分考察国外市场情况且投资风险意识不足， 因此

不利于企业 ＯＦＤＩ的持续发展。 短期内要素市场分割虽然推动了企业对外直接投

资， 但并不具备持续存在的条件。

表 ６　 要素市场分割影响企业 ＯＦＤＩ持续时间的检验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要素市场分割
　 ３ ３２１∗∗ 　 ３ ４４３∗∗

（１ ６２） （１ ６４）

要素市场分割
滞后一期

　 ２ ４６３∗∗ 　 ２ ３４６∗∗

（１ １３） （１ １４）

要素市场分割
滞后两期

　 １ ６５２∗ 　 　 １ ３２４∗

（０ ９１） （０ ７０）

＿ｃｏｎｓ
０ ６３７∗∗∗ －０ ７５５∗∗∗ －０ ７１３∗∗∗ －０ １８９ －０ １９４∗∗∗ ０ ０８９

（０ ０３） （０ ２０） （０ ０３） （０ ２７） （０ ０３） （０ ２８）

企业控制变量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地区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行业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年份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Ｎ ４ ４７０ ４ ３９１ ３ ２１７ ３ ２０８ ２ ２２５ ２ ２１９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０ ０１、 ０ ０５和 ０ １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四、 结论

目前多数学者从双边政治因素及东道国环境等角度探究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的影响

因素， 鲜有学者从母国市场环境角度考察中国 ＯＦＤＩ 的动因。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 《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名录》 匹配数据， 实证检验了

国内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分割对企业 ＯＦＤＩ的影响。 结果表明： （１） 总体而言， 商

品市场分割程度越高， 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的倾向越低， 而要素市场分割程度上升则推

动了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２） 对于商品市场分割来说， 企业生产率越高， 市场分割对

于企业 ＯＦＤＩ的负面影响越大， 同时市场分割越严重， 效率越低的企业因投资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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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门槛而难以选择到国外市场进行 ＯＦＤＩ； 对于要素市场分割来说， 企业生产率

越高， 要素市场分割对于其 ＯＦＤＩ的促进作用越强。 （３） 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分割

对于国有企业 ＯＦＤＩ的影响不明显； 而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 商品市场分割降低其

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 而要素市场的分割则会激励非国有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４） 无

论是投资于制度环境较好还是投资于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 商品市场分割程度上

升均降低了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的概率； 要素市场分割对于企业前往制度环境较好的国

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 （５） 进一步检

验表明， 要素市场分割增加了企业 ＯＦＤＩ的退出风险， 缩短了企业 ＯＦＤＩ 的存续期，
即要素市场分割不利于企业 ＯＦＤＩ的可持续发展。

尽管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可能符合地方政府的利益， 然而， 市场分割降低国内

各地区按照地区比较优势发展自身产业的可能性， 导致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 进而

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产生重要影响。 当前， 由于地方政府缺乏有效引导企业

按照区域比较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设计， 为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而盲目投

资导致产能过剩问题愈演愈烈， 如钢铁、 水泥等一些制造业均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

（徐保昌和谢建国， ２０１６） ［３７］。 市场分割阻碍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 致使省际资源

配置效率低下， 国内部分企业不得不通过 ＯＦＤＩ 以应对不利的母国制度环境， 势必

造成大量企业的非理性对外投资。 要素市场分割短期内虽能促进企业 ＯＦＤＩ， 但从

长远来看， 企业迫于母国要素市场分割压力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并不具有可持

续性。 近年来政府呼吁企业理性投资， 采取了切实可行的举措， 使得我国非理性对

外投资得到有效遏制。 因此本文结论有其政策含义： 打破因地方政府行为导致的市

场分割， 尤其是打破要素市场分割， 减少对要素市场的干预，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发挥更大作用， 逐步形成统一规范的国内市场； 优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结构， 引导

企业理性对外直接投资； 同时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提升国有企业在全球配置资

源的能力； 鼓励发展各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激发各所有制类型对外投资企业

的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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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６

［３４］ 金培振，张亚斌，邓孟平  区域要素市场分割与要素配置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关系［Ｊ］ 地理研究，２０１５（５）：

９５３－９６６

［３５］ 王自锋，白玥明  产能过剩引致对外直接投资吗———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年中国的经验研究［ Ｊ］  管理世界，２０１７

（８）：２７－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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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ＭＥＬＩＴＺ Ｍ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Ｊ］ ． Ｅｃｏｎｏ⁃

ｍｅｔｒｉｃａ，２００３，７１（６）：６９５－１７２５

［３７］ 徐保昌，谢建国  市场分割与企业生产率：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Ｊ］ 世界经济，２０１６（１）：９５－１２２

［３８］ ＧＲＥＥＮＥ Ｗ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ｒｍｓ ｉｎ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０， １０７：

２９１－２９６

［３９］ 陈刚，李树  司法独立与市场分割———以法官异地交流为实验的研究［Ｊ］ 经济研究，２０１３（９）：３０－４２

［４０］ 蒋灵多，陈勇兵  出口企业的产品异质性与出口持续时间［Ｊ］ 世界经济，２０１５（７）：３－２６

［４１］ ＢＥＳＥＤＥＳ Ｔ，Ｔ Ｊ ＰＲＵＳ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 Ｉｍｐｏｒｔ Ｔｒａｄｅ［ Ｊ］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６，３３：２６６－２９５

（责任编辑　 张　 洁）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ＦＤＩ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Ｍｉｃｒｏ Ｄａｔａ

ＺＨＯＵ Ｊ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Ｋ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ｔｅ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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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ｉｔ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ｆｉｒｍ ＯＦＤＩ， ｗｈｉｌｅ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ｆｉｒｍ ＯＦＤＩ．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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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ｈｉｎｄｅｒｓ ｆｉｒｍ ＯＦＤＩ ｏｆ ｂｏｔｈ ｈｉｇ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ｗｈｉｌｅ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ｏｗｎ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ｉｒｍｓ ｔｏ ｇｏ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ＯＦＤＩ．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ｆｉｒｍ ＯＦＤＩ，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ＦＤＩ．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ｓｔｒｏｎｇ “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ｈａ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ＦＤＩ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Ｔｉｍ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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