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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 ＢＶＤ 子数据库全球并购交易分析库 Ｚｅｐｈｙｒ１９９０—２０１６ 年数据，
收集中国境内 １ ２０５ 家海外并购企业数据， 研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与母国技术进步

问题， 结论如下： 母国技术进步源于国内 Ｒ＆Ｄ 资金投入、 人力资本存量以及海外

并购企业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其中，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含逆向研发资金溢出与逆向

人力资本溢出， 逆向技术溢出推动母国技术进步的程度强于前面二者； 母国 Ｒ＆Ｄ
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存量分别为企业海外并购设置了 “高门槛” 和 “低门槛”， 当

企业海外并购跨越 Ｒ＆Ｄ 资金投入 “门槛” 后， 母国海外并购企业能够有效地学

习、 模仿并同化吸收目标企业先进技术； 企业海外并购数量为母国技术进步的单调

递增函数， 相反， 当其未跨越 “门槛” 时， 由于技术具有显著差距， 母国异化排

斥目标企业先进技术地有效吸收， 随着企业海外并购数量的增加， 其对母国技术进

步的抑制效应不断增强， 同理， 企业海外并购跨越人力资本存量 “门槛” 前呈现

同化吸收效应， 跨越后呈现异化排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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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科技飞速发展， 这不仅依靠国内大量研发资金、 人力资本

的投入， 而且得益于大量外商直接投资 （ ＦＤＩ） 技术溢出效应和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双向直接投资成为了推动中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方式，
相比于外商直接投资为中国带来技术溢出， 同时亦对中国环境造成破坏， 对外直接

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更为健康地推动了中国的技术进步 （冷艳丽和冼国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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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１］； 刘飞宇和赵爱清， ２０１６［２］； 李子豪和刘辉煌， ２０１３［３］； 许和连和邓玉萍，
２０１２［４］； 郭红燕和韩立岩， ２００８［５］ ）， 近年来， 随着经济总量的积累和 “一带一

路” 倡议的推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快速发展， 企业海外并购这一对外直

接投资方式， 通过获得逆向研发资金和人力资本溢出高效地推动了母国技术进步。
然而， 由于母国 Ｒ＆Ｄ 资金投入 （研发资金存量）、 人力资本存量与目标企业存在

差异， 决定了母国企业学习、 模仿并吸收的效果， 经研究发现母国研发资金存量与

人力资本存量分别为母国技术进步设立了 “高门槛” 和 “低门槛”， 从研发资金存

量角度分析， 企业海外并购与母国技术进步呈现 Ｕ 型增长关系， 即当企业海外并

购数量跨越 “门槛” 之前， 随着企业海外并购的增加， 母国技术进步逐步减弱，
本文称该种状态为异化排斥效应， 反之， 当企业海外并购数量跨越 “门槛” 之后，
随着企业海外并购的增加， 母国技术进步逐步增强， 本文将其称之为同化吸收效

应， 同理， 亦然。
中国是企业海外并购的 “后来者” 和 “后发型经济体”。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

断增强， 企业海外并购逐年增加， 然而， 实证研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对母国技术进

步影响的文献尚属不足， 本文匹配 Ｚｅｐｈｙｒ 数据与上市公司数据， 得到 １ ２０５ 家企业

海外并购数据， 从企业层面研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与母国技术进步， 一定程度上弥

合了新新贸易理论下的企业海外并购与母国技术进步问题研究， 为企业 “走出去”
奠定一个初步的基础。

一、 文献述评

ＭａｃＤｏｕｇａｌｌ［６］于 １９６０ 年首次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随后大量学者对

此展开了实证研究， Ｃａｖｅｓ （１９７４） ［７］ 对澳大利亚的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研究， 发现

目标企业并购后显著提高了相关联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表明存在 ＦＤＩ 溢出效应。
随后 Ｇｌｏｂｅｒｍａｎ （ １９７９ ） ［８］、 Ｂｌｏｍｓｔｒｏｍ （ １９８９ ） ［９］、 Ｋｏｋｋｏ （ １９９６ ） ［１０］、 Ｓｊｏｈｏｌｍ
（１９９６） ［１１］等就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进行了大量研究， 发现均存在 ＦＤＩ 溢出效应。
由于中国是一个吸收和利用 ＦＤＩ 规模非常庞大的国家， 现有文献基本都关注于中国

吸收和利用 ＦＤＩ 对中国经济发展、 出口及就业等方面的影响， 较少关注中国企业

“走出去” 海外并购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技术进步的影响。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厂

商在母国以外的国家建厂生产产品来完成企业自身战略的方式实现企业生产的难度

要高于企业选择国内生产 （Ｂｌｏｎｉｇｅｎ， ２００５［１２］； Ａｇｈｉｏｎ， ２００９［１３］ ）， 而采用企业海

外并购 “走出去” 的方式组织生产的难度却低于国内生产。 关于企业海外并购的

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向。
第一， 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研究。 翟育明 （２０１２） ［１４］ 研究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中国

６３ 个高新技术企业的模式和绩效， 发现并购后的绩效受到并购前技术、 资产收益

率、 无形资产等因素的影响， 并购后企业绩效显著提高。 顾露露等 （２０１７） ［１５］得出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显著为正的结论， 即企业海外并购显著促进了中国经济增

长， 此外， 沈坤荣 （ ２００１） ［１６］、 蒋殿春 （ ２０１８） ［１７］、 李磊等 （ ２０１８） ［１８］、 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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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１９］等学者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第二， 企业海外并购与技术进步研究。 企业海外并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

方式， 越来越受到重视 （Ｋｏｐｅｃｋｙ ａｎｄ Ｋｏｉｚｕｍｉ， １９７７［２０］； Ｎｏｃｋｅ， ２００８［２１］ ）， 企业

海外并购与技术进步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企业海外并购对东道国技术进步

研究， Ｃｏｈｅｎ［２２］于 １９８９ 年创立了吸收理论， 认为企业海外并购促进了东道国技术

进步， 与此类似的研究有 Ｂｅｌｄｅｒｂｏｓ （ ２００１ ） ［２３］、 Ｈａｒｚｉｎｇ （ ２００２ ） ［２４］、 Ｈｉｔｔ 等

（１９９６） ［２５］、 Ｂｌｏｎｉｇｅｎ （２００５）、 Ｇａｒｙ Ｇｅｒｅｆｆｉ （１９９８［２６］、 ２００５［２７］ ）， 该类研究认为企

业海外并购促进东道国企业学习、 吸收与模仿获得技术溢出， 将有利于东道国技术

进步； 二是企业海外并购对母国技术进步研究， Ｂｕｃｋｌｅｙ （１９７６） ［２８］ 研究企业海外

并购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认为企业海外并购有效地促进了母国技术进步， 部分学者

得出了与此一致的结论， 如 Ｇｅｎｅ 等 （２００４） ［２９］、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６） ［３０］， 中国学者

林泽峰 （２０１３） ［３１］利用 ２６ 个东道国的资本存量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逆向研发

资金溢出效应， 发现其对母国技术进步具有促进作用， 朱彤和崔昊 （２０１２） ［３２］对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逆向研发资金溢出进行研究， 发现这种溢出效应对中国技术进

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谷莹 （２００５） ［３３］ 利用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 年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

投资数据对中国技术进步进行统计分析， 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都推动

了中国技术进步， 并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此外， 谭胜男 （２０１２） ［３４］、 谢洪明和应郭

丽 （２０１２） ［３５］、 庞磊 （２０１７） ［３６］等学者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第三， 企业海外并购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乔晓 （２０１３） ［３７］ 对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对母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存量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

企业海外并购有效地提高了母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孟凡臣 （２０１０） ［３８］ 利用

１９９１—１９９９ 年的企业海外并购数据， 以并购后企业全要素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为

指标， 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海外并购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 得出企业海外并

购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促进作用。 蒙大斌和蒋冠宏 （２０１６） ［３９］研究了中国上市

公司海外并购， 发现无形资产在海外并购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适当利用无形资产

的转让， 充分发挥无形资产优势可以使企业并购产生协同效应， 提高并购企业全要

素增长效率与质量。 此外， 胡冬红 （２０１３） ［４０］、 孙文莉等 （２０１６） ［４１］得到了相似的

结论。
本文基于现有文献， 从企业 “走出去” 角度研究企业海外并购对母国技术进步

的影响， 旨在探寻企业海外并购影响母国技术进步的内在机理与影响机制， 并对其进

行实证分析， 从微观企业层面找出企业海外并购影响中国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

二、 企业海外并购和母国技术进步的理论传导机制

本文 参 照 Ｃｏｅ （ １９９５ ） ［４２］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 ２００８ ） ［４３］、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 和 Ｐｏｒｔｅｒｉｅ
（２００１） ［４４］ （简称 ＬＰ） 研究中的 “研发资金溢出” 替代技术溢出， 结合 Ｃｏｈｅｎ 和

Ｌｅｖｉｎｔｈａｌ （１９８９） 的吸收理论以及国内学者朱彤和崔昊 （２０１１） ［４５］ 及庞磊 （２０１７）
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理论， 从研发资金与人力资本两个角度研究逆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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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传导机制， 并对目标企业研发资金溢出与人力资本溢出进行理论分析与数学推

导。 本文从逆向研发资金溢出与逆向人力资本溢出角度研究企业海外并购如何促进

母国技术进步， 对这两类传导机制进行梳理与推导。
（一） 逆向研发资金溢出与母国技术进步

１ 目标企业研发资金溢出同化吸收效应和异化排斥效应理论传导机制

假设母国生产函数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规模收益是恒定的， 即技术为

希克斯中性， 中国技术水平由 Ｔｅｃｈ 来表示， 研发资金溢出为 ＲＣＳ。 中国技术进步

与目标企业研发资金溢出之间关系表示为：
Ｔｅｃｈ ＝ ＲＣＳαϕβ， ϕ ＞ ０， ０ ＜ α ＜ １， ０ ＜ β ＜ １ （１）

同时， 考虑中国技术进步受到国内研发资金存量 ＤＲＣ、 国内人力资本存量 ＨＣ
以及制度环境因素的制约， 制度环境因素参照世界银行标准， 以考夫曼指数衡量。
当中国技术进步受到目标企业 ＲＣＳ 的影响， 并且具有同化吸收效应时， 则有：

Ｔｅｃｈ ＝ ＲＣＳα１ＤＲＣα２ＨＣα３Ｋａｕｆｍａｎｎα４ψα５， ψ ＞ ０， ０ ＜ α１…α５ ＜ １ （２）
然而， 系数 α２， α３ 不一定为正数， 即国内制约要素可能产生阻碍作用。 此时，

母国企业技术进步受到目标企业研发资金溢出的抑制， 则有：
Ｔｅｃｈ ＝ ＲＣＳαϕβ， ϕ ＞ ０， α ＜ ０， β ＜ ０ （３）

而其他指标保持不变：
Ｔｅｃｈ ＝ ＲＣＳα１ＤＲＣα２ＨＣα３Ｋａｕｆｍａｎｎα４ψα５， ψ ＞ ０， α１…α５ ＜ ０ （４）

本文定义该种情况为异化排斥效应。
２ 有参数的最优化求解

为了简化， 本文将人力资本 ＨＣ 与制度环境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指数作为外生变量， 来

讨论最优解问题：
ｍａｘ

（ＲＣＳ，ＤＲＣ）
Ｔｅｃｈ ＝ ＲＣＳαＤＲＣβψγ，ψ ＞ ０，０ ＜ α ＜ １，０ ＜ β ＜ １，０ ＜ γ ＜ １ （５）

ｓ ｔ Ｃ ＝ Ｃ ｆＲＣＳ ＋ ＣｄＤＲＣ （６）
其中拉格朗日函数构造为：

Ｌ ＝ ＲＣＳαＤＲＣβψγ － λ（Ｃ ｆＲＣＳ ＋ ＣｄＤＲＣ）， ψ ＞ ０， ０ ＜ α ＜ １，
０ ＜ β ＜ １， ０ ＜ γ ＜ １　 　 　 　 　 　 （７）

一阶条件为： αＲＣＳα－１ＤＲＣβψγ ＝ λＣ ｆ （８）
βＲＣＳαＤＲＣβ－１ψγ ＝ λＣｄ （９）

在这里， 对于拉格朗日乘数的解决方案是：

ＲＣＳ ＝
Ｃｄ

Ｃ ｆ

× α
β
ＤＲＣ （１０）

式 （１０） 表明， 企业海外并购获得的逆向研发资金溢出与母国研发资金存量

按上述比例动态分配， 同化吸收作用最强。 反之， 二者偏离度越高， 则异化排斥作

用越强。
（二） 逆向人力资本溢出与母国技术进步

１ 目标企业人力资本溢出同化吸收效应和异化排斥效应理论传导机制

目标企业人力资本溢出简称 ＨＨＣ， 中国技术进步与目标企业人力资本溢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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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表示为：
Ｔｅｃｈ ＝ ＨＨＣαϕβ， ϕ ＞ ０， ０ ＜ α ＜ １， ０ ＜ β ＜ １ （１１）

其中， ０ ＜ α ＜ １， 表明目标企业人力资本外溢将对中国技术进步产生同化吸收

作用。 在此基础上， 本文增加控制变量：
Ｔｅｃｈ ＝ ＨＨＣα１ＤＲＣα２ＨＣα３Ｋａｕｆｍａｎｎα４ψα５， ψ ＞ ０， ０ ＜ α１……α５ ＜ １ （１２）

然而， 系数 α２， α３ 系数不一定为正数， 即国内制约要素产生阻碍作用， 如母

国技术进步受到企业激励机制和工资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此时若有：
Ｔｅｃｈ ＝ ＨＨＣαϕβ， ϕ ＞ ０， α ＜ ０， β ＜ ０ （１３）

而其他指标保持不变：
Ｔｅｃｈ ＝ ＨＨＣα１ＤＲＣα２ＨＣα３Ｋａｕｆｍａｎｎα４ψα５， ψ ＞ ０， α１……α５ ＜ ０ （１４）

说明企业海外并购获得的逆向人力资本溢出与母国技术水平、 人力资本、 研发

资金存量不匹配， 此时， 存在异化排斥效应。
２ 有参数的最优化求解

本文考虑带参数的最优解问题， 加入目标企业研发资金溢出和人力资本溢出两

个因素， 同时， 将中国研发资金存量与人力资本存量作为外生变量， 为使技术进步

目标最大化， 建立拉格朗日函数讨论最优解问题：
ｍａｘ

（ＲＣＳ， ＨＨＣ）
Ｔｅｃｈ ＝ ＲＣＳα１ＨＨＣα２ＤＲＣα３ＨＣα４ψα５， ψ ＞ ０， ０ ＜ α１， …， α５ ＜ １ （１５）

ｓ ｔ Ｃ ＝ Ｃ ｆＲＣＳ ＋ Ｃ′ｆＨＨＣ ＋ ＣｄＤＲＣ ＋ Ｃ′ｄＨＣ （１６）
其中， Ｃｆ 与 Ｃ′ｆ 分别代表并购目标企业获得研发资金溢出与人力资本溢出的成本。

同时， Ｃｄ 与 Ｃ′ｄ 代表中国累积研发资金与人力资本的成本。 拉格朗日函数构造为：
Ｌ ＝ ＲＣＳα１ＨＨＣα２ＤＲＣα３ＨＣα４ψα５ － λ（Ｃ ｆＲＣＳ ＋ Ｃ′ｆＨＨＣ ＋ ＣｄＤＲＣ ＋ Ｃ′ｄＨＣ），

ψ ＞ ０， ０ ＜ α１， …， α５ ＜ １ （１７）
一阶条件求解得：

Ｌ
ＲＣＳ

＝ α１ＲＣＳα１－１ＨＨＣα２ＤＲＣα３ＨＣα４ψα５ － λＣ ｆ （１８）

Ｌ
ＨＨＣ

＝ α２ＲＣＳα１ＨＨＣα２－１ＤＲＣα３ＨＣα４ψα５ － λＣ′ｆ （１９）

Ｌ
λ

＝ Ｃ ｆＲＣＳ ＋ Ｃ′ｆＨＨＣ ＋ ＣｄＤＲＣ ＋ Ｃ′ｄＨＣ　 　 （２０）

解得： ＲＣＳ
ＤＲＣ

＝
Ｃｄ

Ｃ ｆ

×
α１

α３
（２１）

ＨＨＣ
ＨＣ

＝
Ｃ′ｄ
Ｃ′ｆ

×
α２

α４
（２２）

通过上述分析， 要使得母国技术进步最大化， 要素应按式 （２１）、 （２２） 所得

均衡解的比例分配， 使得系统处于鞍点状态， （Ｃｄ ／ Ｃ ｆ） × （α１ ／ α３） ， 分解为两部分，
Ｃｄ ／ Ｃ ｆ 代表母国研发资金存量累积成本与获得目标企业研发资金溢出成本的比例，
α１ ／ α３ 代表母国企业海外并购获得研发资金溢出与母国研发资金存量对中国技术进

步贡献的相对比例。 同理， 母国固有人力资本存量累积成本与目标企业人力资本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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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成本应按 （Ｃ′ｄ ／ Ｃ′ｆ） × （α２ ／ α４） 的比例分配， 上述两式增大将显著提高母国的技

术进步水平。
（三） 待检验结论

依据上述推导结论， 本文认为企业海外并购主要通过逆向研发资金溢出与逆向

人力资本溢出两种方式推动母国技术进步， 因此， 笔者从这两个角度对中国企业海

外并购与母国技术进步问题进行实证检验， 并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同化吸收与异化排

斥效应程度进行实证测度。
其中的相互作用包括同化吸收与异化排斥两种效应。 为了提高母国技术进步水

平， 增强企业海外并购同化吸收效应， 减弱异化排斥效应， 则有必要测度目标企业

研发资金和人力资本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贡献的比率，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式进行

测度。

三、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母国技术进步实证分析

目标企业通过研发资金溢出和人力资本溢出推动母国技术进步， 本文将其定义

为同化吸收效应， 反之为异化排斥效应。 参照 Ｂｅｎｓｏｎ Ｄｕｒｈａｍ （２００２） ［４６］、 Ｗｏｏｌ⁃
ｄｒｉｄｇｅ （２００３） ［４７］、 赖明勇等 （２００６） ［４７］利用交互项研究 “门槛效应” 的方法， 来

研究企业海外并购与母国技术进步的 “门槛效应” 问题， 为检验两种效应， 设立

下述计量模型， 同时， 考虑 “门槛效应”， 引入交互项进行分析。
（一） 模型的设定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 建立如下模型：
ＬｎＴＦＰ ｉｔ ＝ α１ ＋ β１１ＬｎＲＣＳｉｔ ＋ εｉｔ （１）
ＬｎＴＦＰ ｉｔ ＝ α２ ＋ β２１ＬｎＲＣＳｉｔ ＋ β２２ＬｎＨＨＣ ｉｔ ＋ β２３ＬｎＤＲＣ ｉｔ ＋ εｉｔ （２）
ＬｎＴＦＰ ｉｔ ＝ α３ ＋ β３１ＬｎＲＣＳｉｔ ＋ β３２ＬｎＨＨＣ ｉｔ ＋ β３３ＬｎＤＲＣ ｉｔ ＋ β３４ＬｎＨＣ ｉｔ ＋ εｉｔ （３）
ＬｎＴＦＰ ｉｔ ＝ α４ ＋ β４１ＬｎＲＣＳｉｔ ＋ β４２ＬｎＨＨＣ ｉｔ ＋ β４３ＬｎＤＲＣ ｉｔ ＋ β４４ＬｎＨＣ ｉｔ ＋

β４５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ｉｔ ＋ εｉｔ （４）
对模型引入交互项：

　 　 ＬｎＴＦＰｉｔ ＝ α５ ＋ β５１ＬｎＲＣＳｉｔ ＋ β５２ＬｎＨＨＣｉｔ ＋ β５３ＬｎＤＲＣｉｔ ＋ β５４ＬｎＨＣｉｔ ＋
　 　 　 　 　 β５５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ｉｔ ＋ β５６ＬｎＲＣＳｉｔＬｎＤＲＣ ｉｔ ＋ εｉｔ （５）
ＬｎＴＦＰ ｉｔ ＝ α６ ＋ β６１ＬｎＲＣＳｉｔ ＋ β６２ＬｎＨＨＣ ｉｔ ＋ β６３ＬｎＤＲＣ ｉｔ ＋ β６４ＬｎＨＣ ｉｔ ＋ 　 　 　 　 　
　 　 　 　 　 β６５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ｉｔ ＋ β６６ＬｎＲＣＳｉｔＬｎＨＣ ｉｔ ＋ εｉｔ （６）
其中， ＲＣＳ 代表研发资金溢出， ＨＨＣ 代表人力资本溢出， ＤＲＣ 与 ＨＣ 分别代表

母国研发资金与人力资本存量，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代表各国制度环境指数。
（二） 变量描述与数据说明

１． 变量描述

为分析目标企业研发资金溢出与人力资本溢出的同化吸收和异化排斥效应对中

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本文给出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包括各变量的平均值、 标准

差、 最小值和最大值 （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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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变量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ＴＦＰ （ＯＬＳ） 全要素生产率 （ＯＬＳ） １ ２０５ 　 　 ４ ６１２４８６ 　 １ １２４１２３ 　 　 －３ ４２３５４６ 　 　 ８ ３４６４３４

ＴＦＰ （ＯＰ） 全要素生产率 （ＯＰ） １ ２０５ ５ ７１２４３３ １ ３４６４３６ －５ ６４５７３５ １５ ４５２４７

ＴＦＰ （ＬＰ） 全要素生产率 （ＬＰ） １ ２０５ ６ ５６７９７４ １ ２３５８６５ －３ ７３５９３６ １４ ４３４６２

ＲＣＳ 逆向研发资金溢出 １ ２０５ ２２７ ５２６２ １５ ９５５２８ ８ ６６９０ ８７

ＨＨＣ 逆向人力资本溢出 １ ２０５ ０ ６９０５８９ １ ３７４１９３ ０ ４２４５１８ ２ ４９９５２３

ＤＲＣ 母国研发资金存量 １ ２０５ ７９８４５ ３ ６２ ０４５４ ９ ５７８ ０７ １９２８７５ １

ＨＣ 母国人力资本存量 １ ２０５ ２ ２８８０８４ ０ ２０４８１１ １ ９６８４０ ２ ５７９１６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考夫曼指数 １ ２０５ ０ ５３８５２８ ０ １６６６１０ ０ ２３１５ ０ ８４３２

ＬｎＴＦＰ （ＯＰ） 全要素生产率对数值 １ ２０５ １ ７４２６４５ ０ ２９７４６１ ０ ２ ７３７７６

ＬｎＲＣＳ 逆向研发资金溢出对数值 １ ２０５ ７ ６７３７０２ ２ ５２８６８８ ２ ０７９４４ ８ ８０８０１

ＬｎＨＨＣ 逆向人力资本存量对数值 １ ２０５ －０ ３７０２１ ０ ３１７８６７ －０ ８５６８ ０ ９１６１０

ＬｎＤＲＣ 母国研发资金存量对数值 １ ２０５ １０ ８６０７８ １ ０４３９８９ ９ １６７２３ １２ １６８９

ＬｎＨＣ 母国人力资本存量对数值 １ ２０５ ０ ８２７７１４７ －１ ５８５６６７ ２ ２１５６３ ０ ９４７４６

基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使用以 ＯＰ 法计算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技术进

步的代理变量。 研发资金溢出和人力资本溢出指标作为母国技术进步的重要解释变

量， 并以母国研发资金与人力资本存量、 制度环境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在实证分

析中控制个体和年份效应， 研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对母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２．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选自 １９９０—２０１６ 年 Ｚｅｐｈｙｒ 数据库， 包括交易时间、 目标和交易金额

等企业层面数据， 并通过 Ｓｔａｔａ 软件将企业海外并购数据与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匹配，
得到 １ ２０５ 家海外并购企业， 本文实证分析部分采用企业层面数据， 选取中国 ３１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并购数据， 东部地区： 北京、 天津、 上海、 山东、 江苏、
浙江、 福建、 河北、 广东、 海南； 西部地区： 广西、 内蒙古、 重庆、 四川、 云南、
贵州、 陕西、 西藏、 甘肃、 宁夏、 青海、 新疆； 中部地区： 河南、 安徽、 湖南、 湖

北、 江西、 山西； 东北地区：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基于上述企业海外并购数据，
本文研究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与母国技术进步问题。

（１）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获得目标企业研发资金溢出 ＲＣＳ： 本文依据 ＬＰ （２００１）
的做法， 对研发资金溢出 ＲＣＳ 进行如下计算： ＲＣＳＣｈｉｎａ ＝ （ＥＭＡ ／ ＣＫ）Ｒ＆Ｄ ， 其中 ＥＭＡ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Ｍｅｒ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 是指中国企业对东道国进行海外并购

交易资金数额， ＣＫ 代表各个东道国的资本存量， Ｒ＆Ｄ （Ｒ＆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代表东道国

各年研发资金存量。
（２） 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根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６ 年 《中国统计年鉴》 《工业普查年

鉴》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本文采用半参数估计测定方法， 即 ＯＰ 与 ＬＰ 方法， 目

的是使得参数估计更为准确， 使用 ＯＰ 半参数测定方法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数值介

于 ＬＰ 法与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之间， 根据中心极限定理， 大样本条件下， 样本中

心值趋近于真实值， 本文选择 ＯＰ 法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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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各国人力资本存量 ＨＣ： 人力资本指数采用受教育年限以及教育回报率表

示， 数据来源于 ＧＧＤＣ （Ｇｒｏｎｉｎｇ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
（４） 制度环境指数： 采用世界银行对各国家防治腐败指数的测算， 即考夫曼

指数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衡量各国的制度环境， 本文采用的考夫曼指数为中国与东道国

的相对比例， 本文依据中国企业 “走出去” 海外并购的国别分布 （同一国家或地

区采用统一数值）， 将 ６ 个代理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回归， 除表达与问责不显著外，
其余均显著， 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因此， 本文采用其名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作为代理变量名

称。 同时， 文中数据报告的是规制水平的相对比例， 以中国作为基数， 东道国与中

国之比的对数值作为相对比例进行回归。
在对上述指标和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 通过实证分析， 得出结论： 目标企业

研发资金溢出与人力资本溢出有条件地促进了母国技术进步， 存在 “门槛效应”，
验证了企业海外并购的理论机制。

（三） 实证分析结果

基于上述理论陈述， 本文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逆向研发资金溢出与母国技术进

步进行实证检验， 同时引入变量交互项， 用以判定模型中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

“门槛效应”， 并通过交互项系数确定 “门槛” 为 “高门槛” 抑或是 “低门槛”，
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目标企业研发资金溢出效应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ｒｃｓ 　 ０ ７４９∗∗∗ 　 ０ １６７∗∗∗ 　 ０ １１０∗∗∗ 　 －０ ３６３∗∗∗ 　 ０ １０１∗∗∗

（０ ００９２９） （０ ００７３２） （０ ００７１１） （０ ０４５６） （０ ０５１１）

ｌｎｄｒｃ ０ １４０∗∗ ０ １２５∗∗ ０ １２６∗∗ ０ １４３∗∗

（０ ０４９８） （０ ０４５８） （０ ０４７０） （０ ０６２５）

Ｌｎｈｃ １ ９４４∗∗∗ １ ７６６∗∗∗ １ ７９８∗∗∗ １ ９３８∗∗∗

（０ ２７６） （０ ２６３） （０ ３３２） （０ ４９１）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３∗ ０ １０８∗

（０ ０５０９） （０ ０５６４） （０ ０５５９）

ｌｎｒｃｓｌｎｄｒｃ ０ ２０７∗∗∗

（０ ００４３０）

ｌｎｒｃｓｌｎｈｃ
－０ ０９５３∗∗∗

（０ ０２２８）

常数项
－０ ７２５∗∗∗ －２ ９５４∗∗∗ －２ ８０７∗∗∗ －２ ８７３∗∗∗ －２ ９９８∗∗∗

（０ ０７４９） （０ １６４） （０ １６３） （０ ４３２） （０ ４８５）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 ２０５ １ ２０５ １ ２０５ １ ２０５ １ ２０５
Ｒ２ ０ ７３８ ０ ９７４ ０ ９７９ ０ ９７９ ０ ９８０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本文回归分析了目标企业研发资金溢出效应对母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得出以下

结论： 一是企业海外并购中获得目标企业的研发资金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产生了重

大影响， 母国企业对目标企业的研发资金溢出具有良好的学习、 模仿和吸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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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促进母国技术进步； 二是中国的国内研发资金存量对母国企业同化吸收目标企

业的先进技术具有促进作用， 而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对研发资金溢出却具有异化排斥

效应， 其对中国技术进步的阻碍作用约为 ９ ５３％， 这表明国内海外并购企业的人

力资本与目标企业人力资本匹配度较低； 三是企业海外并购研发资金溢出促进母国

技术进步具有 “门槛效应”， 根据模型 （４） 系数分析 β４１ ＝ － ０ ３６３， β４６ ＝ ０ ２０７，
表明中国的研发资金存量需要满足 ＬｎＤＲＣ ｔ ＞ － β４１ ／ β４６ ＝ １ ７５３６， 目标企业研发资

金溢出才可以被同化吸收， 母国固有研发资金存量为企业海外并购与母国技术进步

设定了 “高门槛”， 其门槛值为 ＤＲＣ ｔ ＝ ｅ１ ７５３６ ， 存在 “门槛效应”； 根据模型 （５）
得到的系数 β５１ ＝ ０ １０１， β５６ ＝ － ０ ０９５３， 表明中国人力资本存量需要满足 ＬｎＨＣ ｔ

＜ － β５１ ／ β５５ ＝ １ ０５９８， 中国的人力资本存量为其设定了 “低门槛”， 其门槛值为

ＨＣ ｔ ＝ ｅ１ ０５９８ ， 存在 “门槛效应”。
因此， 为了使目标企业研发资金溢出能够更好地促进中国技术进步， 中国应加

大研发资金投入， 同时， 减少人力资本投入， 使得母国的研发资金存量大于其

“门槛”， 相应的人力资本存量小于其 “门槛”。 通过实证分析， 本文认为， 较多的

研发资金投入于高精尖的人力资本才能更为有效地促进中国技术进步。
同时， 本文利用目标企业人力资本溢出这一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对中国技术进步

进行实证分析， 技术进步以全要素生产率替代， 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目标企业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ｈｈｃ ０ １１５∗∗∗ ０ ０４５３∗∗∗ ０ ０７８６∗∗∗ －０ ９００∗∗∗ １ ０６０∗∗∗

（０ １１４） （０ ０７２５） （０ ０６１７） （０ ６７２） （０ ６５８）

Ｌｎｄｒｃ ０ ２３４∗∗∗ ０ １０８∗∗ ０ ０８１４∗∗ ０ １７２∗∗ ０ １６２∗∗

（０ ０３４６） （０ ０６２１） （０ ０５２８） （０ ０８０４） （０ ０６８３）

Ｌｎｈｃ １ ６６１∗∗∗ １ ５１８∗∗∗ １ ８２６∗∗∗ １ ７６０∗∗∗

（０ ２８２） （０ ２４１） （０ ３１６） （０ ２６９）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０ １５５∗∗∗ ０ １０２∗∗ ０ １００∗

（０ ０４９４） （０ ０６０１） （０ ０５６５）

Ｌｎｈｈｃｌｎｄｒｃ ０ ３２９∗∗∗

（０ ０６３５）

ｌｎｈｈｃｌｎｈｃ
－０ １０９∗∗∗

（０ ２９２）

常数项
－２ ７３４∗∗∗ －２ ７９６∗∗∗ －２ ８５１∗∗∗ －２ ５２９∗∗∗ －２ ４８３∗∗∗

（０ ４１５） （０ ２６２） （０ ２２０） （０ ３０７） （０ ２９８）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 ２０５ １ ２０５ １ ２０５ １ ２０５ １ ２０５

Ｒ２ ０ ９１６ ０ ９６８ ０ ９７９ ０ ９８１ ０ ９８２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本文回归分析目标企业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母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得出以下结

论： 一是目标企业人力资本溢出对母国技术进步产生了较大影响， 即企业海外并购

获得的人力资本对中国技术进步具有促进作用； 二是中国的国内研发资金存量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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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目标企业人力资本溢出的同化吸收效应， 其对母国技术进步的同化力度约为

３２ ９％， 而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对目标企业人力资本溢出具有异化排斥效应， 其对中

国技术进步的阻碍作用约为 １０ ９％； 三是企业海外并购人力资本溢出促进母国技

术进步具有门槛效应， 根据模型 ４ 系数分析， γ４１ ＝ － ０ ９００， γ４６ ＝ ０ ３２９， 表明中国

研发资金存量需要满足 ＬｎＤＲＣ ｔ ＞ － γ４１ ／ γ４５ ＝ ２ ７３５６， 目标企业人力资本溢出才可

能被同化吸收， 母国固有研发资金存量为企业海外并购与母国技术进步设定了

“高门槛”， 其门槛值为 ＤＲＣ ｔ ＝ ｅ２ ７３５６ ， 存在 “门槛效应”； 根据模型 ５ 得到的系数

γ５１ ＝ １ ０６０， γ５６ ＝ － ０ １０９， 表明中国人力资本存量需要满足 ＬｎＨＣ ｔ ＜ － γ５１ ／ γ５６ ＝
９ ７２４８， 中国的人力资本存量为其设定了 “低门槛”， 其门槛值为 ＨＣ ｔ ＝ ｅ９ ７２４８ ， 存

在 “门槛效应”。 因此， 为了使人力资本溢出促进母国技术进步， 中国的研发资金

存量应大于其 “门槛”， 相应的人力资本存量应小于其 “门槛”。
同时， 在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与母国技术进步的单边研究中， 本文发现海外并

购获得的研发资金溢出效应和人力资本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母国的技术进步， 而这种

促进作用需要跨越母国研发资金和人力资本存量设定的 “门槛” 才能实现， 跨越

“门槛” 后， 随着企业海外并购数量和金额的增加， 海外并购带来的母国技术进步

程度增大， 反之， 亦然。 为了对比研发资金溢出效应和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母国技

术进步的影响程度， 本文在实证分析模型中引入目标企业研发资金溢出和人力资本

溢出两个重要解释变量， 仍然使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 同

时， 把中国的研发资金存量、 人力资本存量和制度环境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 实证

分析比较这两个解释变量对母国技术进步的贡献程度。

表 ４　 目标企业研发资金和人力资本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ｒｃｓ 　 ０ ０７４９∗∗∗ 　 ０ ０４２８∗∗∗ 　 ０ ００２０９ 　 ０ ０２４５∗∗∗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０９２９）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１３８） （０ ００７６５） （０ ００７０８）

Ｌｎｈｈｃ ０ ３４５∗∗∗ ０ １２５∗∗ ０ １４９∗∗ ０ １５１∗∗

（０ ０８４６） （０ １３４） （０ ０６８５） （０ ０６０４）

Ｌｎｄｒｃ ０ ２４１∗∗∗ ０ ０８５５∗∗ ０ ０７０６∗∗

（０ ０５９９） （０ ０５２２） （０ ０４６３）

Ｌｎｈｃ １ ９６９∗∗∗ １ ７８９∗∗∗

（０ ２５４） （０ ２３４）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０ １１８∗∗

（０ ０４５４）

常数项
－０ ７２５∗∗∗ －０ ３５１∗∗∗ －２ ８０１∗∗∗ －３ ５９３∗∗∗ －３ ４５２∗∗∗

（０ ０７４９） （０ １０８） （０ ６１４） （０ ３３１） （０ ２９６）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 ２０５ １ ２０５ １ ２０５ １ ２０５ １ ２０５
Ｒ２ ０ ７３８ ０ ８５１ ０ ９１６ ０ ９７９ ０ ９８５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表示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

通过上述回归分析， 本文将目标企业研发资金和人力资本溢出同时引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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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二者对母国技术进步的贡献率， 发现目标企业研发资金溢出与人力资本溢出都

促进了母国技术进步， 而研发资金溢出对母国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略大于人力资本溢

出， 在引入中国研发资金存量、 人力资本存量与制度环境作为控制变量后， 实证研

究并没有改变目标企业研发资金溢出和人力资本溢出的重要性。 因此， 企业海外并

购可以通过研发资金溢出和人力资本溢出推动母国技术进步， 获得研发资金溢出较

多的企业将比获得人力资本溢出较多的企业更能促进母国技术进步。
本文对企业海外并购与母国技术进步关系问题进行对比分析， 对中国 “一带

一路” 倡议实施前后目标企业研发资金和人力资本溢出对母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进

行实证分析， 回归结果见表 ５。

表 ５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前后目标企业研发资金和人力资本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变量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之前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之后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ｒｃｓ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５４ ０ ０３６３ 　 ０ ０７５∗∗∗ 　 ０ ０４３∗∗∗ 　 ０ ００１５４ 　 ０ ０３２４∗∗∗ 　 ０ ０２０１∗∗

（０ ９３５） （０ １８４） （０ １８７） （０ ８６５） （０ ５６７）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１２１）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０４８６） （０ ００６９１）

ｌｎｈｈｃ
０ ４３２ ０ ２４７ ０ ３４２ ０ ３１２ ０ ３６２∗∗∗ ０ １３２∗∗ ０ １５２∗∗ ０ １４８∗∗

（０ ９５７） （０ ８８７） （０ ７５４） （０ ６３８） （０ ０８３７） （０ １０９） （０ ０６８３） （０ ０６１２）

ｌｎｄｒｃ
０ １８６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９ ０ ２３８∗∗∗ ０ ０８６７∗∗ ０ ０７０３∗∗

（０ ８７５） （０ ５２７） （０ ９８３） （０ ０５８９） （０ ０５１２） （０ ０４３５）

Ｌｎｈｃ
０ ９８３ ０ ９７９ １ ８７３∗∗∗ １ ４８７∗∗∗

（１ ２１３） （１ ９４８） （０ １９６） （０ ３２１）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０ １３７ ０ １８７∗∗

（０ ６５２） （０ ０３７５）

常数项
－０ ３５５ －０ ４１２ －０ ２３７ －３ ６４６ －０ ５３２ －０ ９３１∗∗∗ －０ ４１２∗∗∗ －２ ７８４∗∗∗ －３ ８５６∗∗∗ －３ ７５７∗∗∗

（０ ７６７） （０ ９０１） （０ ７５３） （４ ５４３） （０ ２６４） （０ ０３６８） （０ ０３５１） （０ ５４７） （０ ５６５） （０ ３５７）

年份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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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 控制

Ｎ ３８７ ３８７ ３８７ ３８７ ３８７ ８１８ ８１８ ８１８ ８１８ ８１８

Ｒ２ ０ ４３８ ０ ４９３ ０ ５６８ ０ ６４６ ０ ７８３ ０ ７４１ ０ ８３２ ０ ９２５ ０ ９５７ ０ ９８９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表示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

通过对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前后对比分析， 本文发现企业海外并购与母国

技术进步在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后影响较为显著， 而在实施前， 企业海外并购

并未显著影响母国技术进步， 究其原因， 本文认为该倡议实施前后， 企业 “走出

去” 目的具有显著差异， 在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前， “走出去” 的中国企业多以

国有企业为主， 并且主要以获得目标国市场资源和战略资源为目的， 而 “一带一

路” 倡议实施后， “走出去” 的中国企业多以上市公司及民营企业为主， 其目的主

要为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获得目标国先进技术， 因此，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后， 企业海外并购逆向研发资金溢出与逆向人力资本溢出对

母国技术进步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为解释具体原因， 本文做出以下三点说明： 一是本文围绕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与

母国技术进步问题的研究， 验证数据为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前与实施后，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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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 至世界各国海外并购数据， 并未针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二是 “一
带一路” 倡议实施后， “走出去” 企业类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行政审批与政策鼓

励上市公司及民营企业 “走出去”， 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大量国有企业 “走
出去” 的现状，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母国技术进步； 三是企业 “走出去” 至 “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的方式多为绿地投资而并非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进行数据统计后

发现， 发生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企业海外并购占比较少， 即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后， 对外直接投资到沿线国家大多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依照东道国的

法律设置的独立子公司， 即绿地投资而非并购方式。
因此， 本文对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前后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通过构建逆向

技术溢出理论模型 （目标企业研发资金溢出与人力资本溢出）， 实证研究企业海外

并购与母国技术进步问题， 企业海外并购在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后， 企业海外

并购显著促进了母国技术进步。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实证模型得到回归结果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本文采用改变统计口径、
剔除异常值、 安慰剂检验以及分区域回归等方式， 对目标企业研发资金溢出和人力

资本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见表 ６）。

表 ６　 目标企业研发资金和人力资本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影响的稳健性分析

控制变量 主实验
改变统计

口径
剔除异常
值检验

安慰剂
检验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ＰＳＭ

加
入
前

Ｌｎｒｃｓ

Ｌｎｈｈｃ

Ｒ２

Ｎ

　 　 ０ ４１３２∗∗∗ 　 ０ ３２３０∗∗∗ 　 ０ ５４５６∗∗∗ 　 ０ １１２９ 　 ０ ６５６８∗∗∗ 　 ０ ３２５４∗∗∗ 　 ０ ２９３６ 　 ０ ６５４２∗∗∗

（０ ０９６１） （０ １０１３） （０ １３０２） （０ １７２５） （０ １３０２） （０ １２５３） （０ ２３１２） （０ ０５６８）
０ ３２５６∗∗∗ ０ ４３６７∗∗∗ ０ ３８５４∗∗∗ ０ ３７６５ ０ ４１３２∗∗∗ ０ ５４５６∗∗∗ ０ ３２６４ ０ ４６２４∗∗∗

（０ ００８２） （０ ０６８３） （０ ０３７５） （０ ０３６５） （０ ０６８４） （０ ０１３４） （０ ７８２） （０ ０３５１）
０ ４８ ０ ３２ ０ ５３ ０ １８ ０ ５０ ０ ６８ ０ ３２ ０ ８１

１ ２０５ ６０５ ９６８ １ ２０５ ６１５ ４２４ １６６ ８９８

加
入
后

Ｌｎｒｃｓ

Ｌｎｈｈｃ

Ｒ２

Ｎ

　 　 ０ ５２１６∗∗∗ 　 ０ ２９３３∗∗∗ 　 ０ ４５５２∗∗∗ 　 ０ ０８９７ 　 ０ ４５３７∗∗∗ 　 ０ ５３２１∗∗∗ 　 　 ０ ５７４８∗ 　 ０ ７０１２∗∗∗

（０ ０９６１） （０ １０１３） （０ １２３６） （０ １７２８） （０ １５８２） （０ １６１３） （０ ３０６９）（０ ０９１１）

０ ２３５４∗∗∗ ０ ４５８６∗∗∗ ０ ５０１２∗∗∗ ０ ４１３２ ０ ４５７∗∗∗ ０ ４６１２∗∗∗ ０ ４１３２ ０ ３２７９∗∗∗

（０ ０１６５） （０ ０６４７） （０ ０６５３） （０ ９３５３） （０ ０８６９） （０ ０５４３） （０ ７８０７）（０ ０７６５）

０ ５７１３ ０ ３５ ０ ５７ ０ １８ ０ ６４ ０ ７１ ０ ４０ ０ ８５
１ ２０５ ６０５ ９６８ １ ２０５ ６１５ ４２４ １６６ ８９８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表示 １０％、 １％的显著性水平。

本文采用改变统计口径、 剔除异常值即略去残差大于 ５ 的样本、 安慰剂检验以

及分区域方式对模型进行稳健性分析， 其中， 本文采用印度国家企业海外并购数据

进行安慰剂检验， 发现企业海外并购与母国技术进步之间并无显著影响关系， 随

后， 将样本分为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进行检验， 发现东部与中部地区企

业 “走出去” 对母国技术进步具有显著影响， 西部地区企业海外并购没有带动母

国技术进步， 同时， 为排除模型可能存在的 “混杂偏倚” 和 “选择性偏倚”， 对模

型进行了倾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 稳健性分析， 均发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对母国技

术进步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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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和实证模型构建， 本文利用中国 １ ２０５ 家企业的海外并购数

据， 详细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与母国技术进步。 结论如下： 一是企业海外并购

对母国技术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同时， 目标企业的研发资金溢出效应大于人力

资本溢出效应； 二是存在 “门槛效应”， 为使研发资金溢出与人力资本溢出能够被

同化吸收， 促进母国技术进步， 中国的研发资金存量应大于其 “门槛”， 而人力资

本存量应小于其 “门槛”， 即中国研发资金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对企业海外并购促

进母国技术进步分别设置了 “高门槛” 和 “低门槛”； 三是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技

术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稳定的制度环境能够促进企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的学

习、 模仿与吸收， 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技术进步。
因此， 中国应积极参与企业海外并购， 通过研发资金溢出和人力资本溢出两种

传导机制， 引导国内企业技术革新， 促进中国企业价值链提升， 走出价值链低端锁

定陷阱， 使得不同行业、 不同所有制企业技术协同进步， 推动中国产业链进一步升

级与完善， 改善中国产业 “两头在外， 中间在内” 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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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６，３９（４）：１０８４－１１１９
［２６］ ＧＡＲＹ ＧＥＲＥＦＦ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ａｒｅｌ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Ｃｈａｉ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８， （４８）：３７－ ４０
［２７］ ＧＡＲＹ ＧＥＲＥＦＦＩ，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５，１２（１）：７８－１０４
［２８］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Ｍ］．Ｈｏｌｍ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ｌｅｒｓ， １９７６：６９－７８
［２９］ ＧＥＮＥ Ｍ，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ＥＬＨＡＮＡＮ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４（２）：２３７－２６２
［３０］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Ｏ， ＺＵＮＩＮＧＡ Ｐ Ｒ＆Ｄ ａｎｄ Ｍ＆Ａ： Ａｒｅ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Ｍ＆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６（２）：４０１－４２３
［３１］ 林泽峰  我国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Ｄ］ 浙江大学，２０１３
［３２］ 朱彤，崔昊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中国技术进步［Ｊ］ 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２（１０）：６０－６７
［３３］ 谷莹  引进外资、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技术进步［Ｄ］ 安徽大学，２００５
［３４］ 谭胜男  我国企业并购重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实证研究［Ｄ］ 北京交通大学，２０１２
［３５］ 谢洪明，应郭丽，陈盈，等  知识流出———连接外部环境与企业管理创新的桥梁［Ｊ］  科学学研究，２０１２，３０

（１１）：１６９８－１７０６
［３６］ 庞磊  企业海外并购与母国技术进步“门槛”效应测度———机理分析与 ＯＥＣＤ 国家的实证［ Ｊ］  科学学研

究，２０１７，（４）：５４４－５５６
［３７］ 乔晓  中国跨国并购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进步影响的研究［Ｄ］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２０１３
［３８］ 孟凡臣，苗慧  跨国并购与我国企业技术进步的相关性分析［Ｊ］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

１２（２）：１０－１５
［３９］ 蒙大斌，蒋冠宏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与产业竞争力———来自行业层面的证据［ Ｊ］  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６，

（４）：３１－４１
［４０］ 胡冬红  创造性资产获取型跨国并购的绩效评价研究［Ｄ］ 武汉大学，２０１３
［４１］ 孙文莉，谢丹，李莉文  宏观风险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功率的影响研究［ Ｊ］  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６，（１１）：

７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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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ＣＯＥ Ｄ Ｔ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Ｄ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Ｊ］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９（５）：８５９－８８７
［４３］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ＭＥＬＩＴＺ Ｍ Ｊ，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 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Ｆｌｏｗ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Ｊ］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８（１２３）：４４１－４８７
［４４］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 Ｆ Ｄｏ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Ｂｏｒｄｅｒｓ？ ［ Ｊ］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１， ８３（３）：４９０－４９７
［４５］ 朱彤，崔昊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研发溢出与母国技术进步———数理模型与实证研究［Ｊ］ 世界经济研究，

２０１１（１２）：７１－７７＋８６
［４６］ ＢＥＮＳＯＮ ＤＵＲＨＡＭ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ｔ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ｒｔｆｏ⁃

ｌｉ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Ｊ］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４（４８）：１２－２５
［４７］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４８］阳小晓，赖明勇  ＦＤＩ 与技术外溢：基于金融发展的理论视角及实证研究［Ｊ］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０６

（６）：７２－８１

（责任编辑　 王　 瀛）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Ｍ＆Ａ 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ＮＧ Ｌｅｉ　 ＺＨＵ Ｔ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Ｍ＆Ａ ｄａｔａ ｏｆ １２０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ＶＤ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Ｚｅｐｈｙｒ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６，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Ｍ＆Ａ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ｈ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ｈ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ｓｔｅｍｓ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Ｍ＆Ａ ｗｈｉｃｈ ｔａｋｅｓ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Ｒ＆Ｄ ｏｖｅｒ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ｖｅｒｆｌｏｗ．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ｈ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ｔｏｃｋ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ｅｔ ａ ｈｉｇｈ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ａｎｄ ａ
ｌｏｗ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ｆｏ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Ｍ＆Ａ．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Ｍ＆Ａ ｅｘｃｅｅｄｓ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ｏｆ 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Ｍ＆Ａ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ｅａｒｎ ａｎｄ ｉｍｉｔ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ｔｈｉｓ ｏｃｃａ⁃
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Ｍ＆Ａ ｉｓ ａ ｍｏｎｏｔｏｎ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ｈ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ｗｈｅｎ 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ｔｈｅｉｒ ｈ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ｉｌｌ ａｌｉｅｎａｔｅ ｏｒ ｅｘ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ａｐ． Ｏｎ ｔｈｉｓ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Ｍ＆Ａ，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ｔ ｃａｓ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Ｉｎ 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ｗａｙ， ｉｔ
ｓｈｏｗｓ ａｎ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Ｍ＆Ａ ｅｘｃｅｅｄｓ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ｔｏｃｋ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ｗｈｉｌｅ ｉｔ ｓｈｏｗｓ ａｎ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Ｍ＆Ａ； Ｈ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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