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壁垒与海外投资企业数量的增长边际

陆建明　 　 姚　 鹏　 　 卢　 萌

摘要： 本文将海外投资企业数量的增长分解为母公司数量、 家族规模和跨行业

投资三个边际， 在此基础上， 依据自由贸易协议中的负面清单， 对美国海外投资的

行业壁垒强度进行了测算， 结合美国经济分析局提供的细分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数

据， 检验了投资壁垒对海外投资企业增长边际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投资壁垒强

度越高， 从事海外投资的母公司数量越少， 平均规模越大； 较高的投资壁垒在提升

母公司平均规模的同时也减少了投资机会， 母公司平均规模的提升倾向于提高家族

规模， 而投资机会的减少则倾向于降低家族规模， 两方面因素的叠加引致投资壁垒

强度对家族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 低壁垒行业母公司向高壁垒行业的跨界投资是跨

行业投资的主要方式， 这种通过转变投资者身份规避投资壁垒的行为引致投资壁垒

并未对以子公司所在行业为统计口径的子公司数量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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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国际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是经济全球化的 “双轮”。 在理论层面， 贸

易成本和投资成本都是影响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 自新贸易理论提出以

来， 贸易成本在国际经济理论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与贸易成本类似， 投资成本在

理论层面也被日益关注。 早期的国际投资理论指出， 与 ＦＤＩ 相比， 贸易具有更低的

固定成本和更高的变动成本， 降低贸易成本是 ＦＤＩ 的主要动因之一 （Ｍａｒｋｕｓｅｎ，
１９８４［１］； Ｂｒａｉｎａｒｄ， １９９３［２］；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８４［３］；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ａｎｄ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５［４］ ）。
在基于异质性企业假定的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 企业在选择出口、 外包与 ＦＤＩ 几种

国际化模式时， 投资成本和贸易成本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高生产率企业才能克服

较高的固定成本从而选择 ＦＤＩ 方式进入海外市场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５］； Ｆａ⁃
ｊｇｅｌｂａｕ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６］）。 中间品和最终产品的贸易成本越高、 ＦＤＩ 固定成本越低，
企业越倾向于通过一体化在海外生产并组装中间品。 在考虑行业差异和企业生产率

差异的情况下， 高生产率企业和总部密集型行业都更倾向于采用 ＦＤＩ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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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７］。
已有文献虽然在理论上阐释了投资成本对国际经济活动的影响， 但经验层面的

研究还十分欠缺。 投资成本与贸易成本的构成有较大差异， 贸易成本主要包含运输

成本和贸易壁垒， 在实证研究中通常用地理距离、 关税水平等指标作为代理变量。
相对于商品流动， 资本流动受地理距离的影响较小， 受制度性壁垒的影响较大。 国

际经济合作组织 （ＯＥＣＤ） 利用各国通报的投资限制措施构建了 ＦＤＩ 限制指数

（ＦＤＩ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该指数对各国的投资壁垒强度进行了定量刻画， 并提

供了分行业的 ＦＤＩ 限制强度数据。 虽然投资壁垒强度并不能等价于 ＦＤＩ 的实际成

本， 但该指标为投资成本提供了一个在国别和行业层面具有可比性的代理变量。
ＯＥＣＤ 的 ＦＤＩ 限制指数有较广泛的国家 （地区） 覆盖面， 包括 ３５ 个 ＯＥＣＤ 国家

（地区） 和 ２７ 个非 ＯＥＣＤ 国家 （地区） 的数据， 但在行业维度上还十分粗糙， 仅

划分了 ３０ 个细分行业。 近年来， 区域性贸易协定 （ＲＴＡ） 数量激增， 很多高水平

ＲＴＡ 都包含了投资条款， 负面清单模式也被越来越多的 ＲＴＡ 所采用。 负面清单为

各项不符措施 （Ｎｏ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所针对的行业和具体投资限制方式提供

了非常详细的信息。 负面清单模式的一体化协议提升了投资政策的整体透明度， 同

时也为精确测算行业层面的投资限制强度提供了基础。 同时， 一个国家签署区域性

投资协议也意味着该国对不同国家采取了差别待遇。 也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一

国的投资限制程度可能存在国别差异， 而 ＯＥＣＤ 的 ＦＤＩ 限制指数并未考虑这一

问题。
除了在测算投资壁垒强度方面的缺陷外， 对投资活动的刻画不够细致也是约

束相关研究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 大量实证研究对国际贸易的增长边际进行了分

解和考察， 但 相 比 而 言， 对 ＦＤＩ 增 长 边 际 的 研 究 却 明 显 不 足。 Ｂｅｒｎａｒｄ 等

（２００３） ［８］从现有产品贸易额增长和产品种类扩张两个维度， 将贸易增长分解为

集约边际和拓展边际； Ｈｕｍｍｅｌｓ 和 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０５） ［９］则将集约边际进一步分解为

产品数量与产品价格， 从而将贸易增长分解为三个边际。 Ｂｅｒｎａｒｄ 等 （２００９） ［１０］ 、
Ｍｕｕｌｓ （２０１５） ［１１］进一步考虑了贸易伙伴因素， 将贸易增长分解为四个边际。 基

于上述方法， 大量实证研究对我国贸易增长边际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

分析 （钱学锋和熊平， ２０１０［１２］ ； 施炳展， ２０１０［１３］ ）。 关于 ＦＤＩ 的增长， 现有研

究尚未做到对其进行如此细致的分解， 这引致对国际投资现象的刻画相对粗糙，
也制约了相关经验研究的发展。 目前， 大多数研究尚集中于分析 ＦＤＩ 的区位结

构， 关于 ＦＤＩ 行业结构的研究相对较少 （Ａｌｆａｒｏ ａｎｄ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８） ［１４］ ， 更缺乏对

投资增长边际的分析。
在上述背景下， 本文提出了一种刻画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增长的新方式， 即在行

业层面上将其分解为母公司数量、 家族规模和跨行业投资三个边际， 进而依据自由

贸易协议中的负面清单， 对美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壁垒强度进行了定量测算。 在此基

础上， 结合美国经济分析局 （ＢＥＡ） 提供的细分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检验了

投资壁垒对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增长边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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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海外投资企业数量的增长边际

（一） 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增长边际的分解

海外投资行为的主体是母国跨国企业， 即母公司。 从行业层面看， 其海外子公

司数量的增长包括以下三种情形 （见图 １）。 在图 １ 中， 左侧圆圈代表一国行业 Ａ
与行业 Ｂ 的母公司， 右侧代表相应行业的子公司， 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隶属关

系由箭头连接。 假设行业 Ａ 在初始情况下 （用实线表示） 只有一个母公司 （Ａ１）
和一个子公司 （Ａ１１）， 则该行业一个子公司的数量增长必将以下述三种情形之一

发生。
情形 １： 原有母公司 Ａ１ 增加了一个子公司 Ａ１２；
情形 ２： 新增母公司 Ａ２ 增加了一个子公司 Ａ２１；
情形 ３： 来自其他行业 （行业 Ｂ） 的母公司在 Ａ 行业设立了一个子公司 ＢＡ１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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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子公司数量增长的三种情形

考虑上述三种情形， 可将特定行业海外子公司的数量分解如下：

ａｆｆａｉ ＝ ｐａｒｉ ×
ａｆｆｐｉ

ｐａｒｉ
＋ （ａｆｆａｉ － ａｆｆｐｉ） ＝ ｐａｒｉ × ｆａｍｉｌｙｉ ＋ ｃｒｏｓｓｉ （１）

其中， ａｆｆａｉ代表 ｉ 行业以子公司所在行业为统计口径的海外子公司数量， ｐａｒｉ
为 ｉ 行业母公司的数量， ａｆｆｐｉ代表 ｉ 行业以母公司所在行业为统计口径的海外子公

司数量。 令 ｆａｍｉｌｙｉ≡ａｆｆｐｉ ／ ｐａｒｉ， 即 ｉ 行业平均每个母公司拥有子公司的数量， 简称

家族规模； 令 ｃｒｏｓｓｉ≡ａｆｆａｉ－ａｆｆｐｉ， 即净流入 ｉ 行业的跨行业投资企业数量， 简称为

跨行业投资。 据此， ｉ 行业海外子公司数量的变化可以被分解为以下三个边际： 母

公司数量 （ｐａｒｉ） 的变化， 家族规模 （ ｆａｍｉｌｙｉ） 的变化和跨行业投资 （ ｃｒｏｓｓｉ） 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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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情形 ３ 中， 还有一种可能， 即在其他行业母公司向 Ａ 行业投资的同时， Ａ 行业母公司也向其他行业

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考虑净流入 Ａ 行业的子公司数量即可。



化。 上述三个边际的分解对应了企业海外投资决策过程的三个关键环节： 首先， 企

业要决定是否进行海外投资， 这影响了母公司的数量； 其次， 企业要决定投资几个

子公司， 这影响了母公司的家族规模； 最后， 企业要决定投向哪个行业， 这决定了

跨行业投资的情况。 投资壁垒对上述三个决策环节的影响不尽相同， 进行上述分解

有助于更深入地考察其影响机制。
（二） 跨行业投资的两种形式

跨国公司进行跨行业投资的动因较为复杂， 完善自身供应链体系是较为常见的

动因， 但绕过投资壁垒也是跨行业投资的一个重要动因。 东道国的投资限制措施针

对的是外国企业， 但在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合资并放弃控股权的情况下， 合资企业

的身份就实现了本土化。 当合资企业进一步投资于东道国的其他项目时， 将不再受

到投资壁垒的限制。 因此， 通过与本土企业合资转变投资者身份是绕过投资壁垒的

重要手段。 在某行业投资壁垒很高， 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企业可以直接进入的

情况下 （即便以非控股方式）， 唯一的进入手段是在转变投资者身份后， 以跨行业

投资的方式进入该行业。
假设某国 Ａ 行业是一个高投资壁垒行业， 没有任何外国企业可以直接进入。 在

这种情况下， 转变投资者身份并通过跨行业投资进入该行业的跨国公司存在以下两种

情形： 其一是 Ａ 行业的跨国公司先跨行业投资于壁垒较低的 Ｂ 行业， 并与本土企业

合资成立非控股的分支机构 ＡＢ， 再通过 ＡＢ以本土企业的身份投资于 Ａ 行业， 成立分

支机构 ＡＢＡ； 其二是 Ｂ 行业的跨国公司在本行业与本土企业合资成立非控股的分支机

构 ＢＢ， 再通过 ＢＢ以本土企业的身份投资于 Ａ 行业， 成立分支机构 ＢＢＡ。 前者是由高

壁垒行业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投回高壁垒行业， 可简称为迂回投资； 后者由低壁垒行

业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直接投向高壁垒行业， 可简称为跨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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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跨行业投资的两种情形

如图 ２ 所示， 在情形 １ 中， Ａ 行业以母公司所在行业为统计口径的子公司数量

为 ２ 个 （ ＡＢ 和 ＡＢＡ ）， 而以子公司所在行业为统计口径的子公司数量为 １ 个

（ＡＢＡ）， 变量 ｃｒｏｓｓ 的值为－１； 而在情形 ２ 中， Ａ 行业以母公司所在行业为统计口径

的子公司数量为 ０ 个， 而以子公司所在行业为统计口径的子公司数量为 １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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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ＢＡ）， 变量 ｃｒｏｓｓ 的值为 １。 对于 Ｂ 行业而言， 在情形 １ 中， 其变量 ｃｒｏｓｓ 的值为

１， 而在情形 ２ 中， 其变量 ｃｒｏｓｓ 的值为－１。 上述分析表明， 如果跨行业投资主要以

情形 １ 的方式发生， 则高壁垒行业 （Ａ 行业） 的 ｃｒｏｓｓ 值将更低； 反之， 如果跨行

业投资主要以情形 ２ 的方式发生， 则高壁垒行业的 ｃｒｏｓｓ 值将更高。

二、 计量模型与样本数据

美国是最早在一体化协议中采用负面清单模式的国家。 自签署 《北美自由贸

易协议》 （ＮＡＦＴＡ） 后， 美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大多采用了负面清单模式①。 上

述协议的负面清单非常详细地提供了美国 ＦＴＡ 伙伴对美投资限制的行业、 限制措施

的类型和具体的限制方式。 这为在细分行业层面测算美国海外投资壁垒的强度提供了

基础。 同时， 美国经济分析局 （ＢＥＡ） 的公开海外投资数据非常完备， 提供了在

ＢＥＡ 行业分类代码 ４ 分位层面上的详细海外投资数据。 其中包括母公司数量、 以母

公司所在行业为统计口径和以子公司所在行业为统计口径的子公司数量以及资产、 销

售收入等信息。 因此， 本文选择美国为样本， 来检验投资壁垒对海外投资增长边际的

影响。
对本文的经验研究而言， 最关键的问题是测算行业层面海外投资壁垒的强度。

因此， 在这一部分， 首先介绍本文测算行业海外投资壁垒强度的方法， 进而展示计

量模型和其他变量的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 行业海外投资壁垒强度的测算

本文在测算美国海外投资壁垒强度时基本沿用了陆建明等 （２０１７） ［１５］ 的方法。
选取在 ＦＴＡ 协议中提供过对美负面清单的国家， 依据这些国家的对美负面清单，
用核心度 （Ｃｏｒ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ＣＳＤ） 来反映各行业海外投资壁垒的强度。 具体计

算公式如下：

ＣＳＤｉ ＝
ＣＯＵｉ

Ｍａｘ（ＣＯＵｉ）
＋

ＡＮＣＭｉ

Ｍａｘ（ＡＮＣＭｉ）
＋

ＡＡＲ ｉ

Ｍａｘ（ＡＡＲ ｉ）
（２）

其中， ＣＯＵｉ ＝ ∑ ｎ

ｊ ＝ １
ＣＯＵｉｊ 代表针对 ｉ 行业存在不符措施的国家数， ＣＯＵｉｊ 代

表 ｊ 国 在 ｉ 行 业 上 是 否 存 在 不 符 措 施， 是 则 取 １， 否 则 取 ０； ＡＮＣＭｉ ＝

（∑ ｎ

ｊ ＝ １
ＣＯＵｉｊ） ／ ＣＯＵｉ ， 代表 ｉ 行业的平均累计不符措施数量， ＮＣＭｉｊ代表 ｊ 国针对 ｉ

行业不符措施的数量； ＡＡＲ ｉ ＝ （∑ ｎ

ｊ ＝ １∑
ｍ

ｋ ＝ ０
ＲＤｉｊｋ） ／ ＣＯＵｉ ， 代表 ｉ 行业的平均累积限

制强度， 其中 ＲＤｉｊｋ代表 ｊ 国针对 ｉ 行业的第 ｋ 项不符措施的限制强度。 以上 ３ 个指

标全部除以自身的最大值， 从而得到 ０ ～ １ 之间的标准化数据。 在此基础上， 进一

步对 ＣＳＤｉ做同样的标准化处理， 得到数值在 ０ ～ １ 之间的标准化核心度指标。 一个

行业的核心度越高， 代表该行业被各国更加普遍的、 以更多更强的限制措施加以限

制， 因此其投资壁垒的强度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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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 ＮＡＦＴＡ 之后， 美国共签署了 １３ 个 ＦＴＡ， 除与约旦的 ＦＴＡ 之外， 都采用了负面清单模式。



本文对不符措施限制强度的打分方式也沿用了陆建明等 （２０１７） 的做法， 但做

出了一定调整和改进。 为了避免打分的主观性对计量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本文采用

了两种打分方式对不符措施的限制强度进行定量评价： 其一是将每项准入性措施打分

为 １， 将非准入性措施打分为 ０ １； 其二是将每项非准入性措施打分为 ０ １， 进而依据

限制强度的不同从 ０ ２～１ 对各项准入性措施分别打分①。 在后续计量分析中， 首先

在基础回归方程采用了第一种打分方式； 进而， 为了考察打分方式不同对回归结果

的影响， 在稳健性检验中， 加入第二种打分方式， 并在第一种打分方式下将非准入

性措施的得分调整为 ０ ２、 ０ ３、 ０ ４ 和 ０ ５②， 并比较不同打分方式下的回归结果。
在计算负面清单行业核心度时， 本文共选取了 １９ 个国家 （地区） 的负面清

单。 这些国家 （地区） 包括 １８ 个美国负面清单模式 ＦＴＡ 的伙伴③和日本。 由于

ＮＡＦＴＡ 签约时间较早， 墨西哥、 加拿大两国在 ＮＡＦＴＡ 中的负面清单形式与其他

ＦＴＡ 协议不同。 为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对于加拿大、 墨西哥和日本三国， 本文选

用了他们在 ＴＰＰ 协议中的负面清单作为测算依据。 虽然依据负面清单文本测算海

外投资壁垒会更加精准， 但受到缔结协议情况的限制， 纳入样本的国家未必是美国

最重要的海外投资目标国。 依据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 美国对上述国家的海外投资存量仅

占其海外投资总存量的 ２２ ０９％。 西欧是美国重要的海外投资目标地， 但目前该地区

国家尚未与美国签署负面清单模式的 ＢＩＴ 或 ＦＴＡ。 本文进一步选取了 ７ 个 （包括法

国、 德国、 爱尔兰、 卢森堡、 荷兰、 瑞士和英国） 美国对其 ＯＦＤＩ 存量超过 ５００ 亿美

元的国家， 依据 ＯＥＣＤ 的国际直接投资限制指数 （ＦＤＩ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测算了

这些国家的行业投资壁垒的平均强度④。 在统一行业分类口径的基础上⑤， 以美国对

以上两类国家海外投资存量的比重为权重⑥， 对其海外投资壁垒强度进行加权平均，
得到修正行业核心度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Ｃｏｒ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Ｄｅｇｒｅｅ）。 在选用修正行业核心度指标的

情况下， 美国对纳入考察样本国家的投资存量已占其海外投资总存量的 ９３ ４６％。 由

于 ＯＥＣＤ 国际直接投资限制指数的行业分类非常粗糙， 也未提供各行业投资限制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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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对不符措施按限制强度进行分类的标准及打分分值参见陆建明等 （２０１７） 的研究。 略有不同的是， 在

陆建明等 （２０１７） 的研究中， 第二种打分方式下， 非准入性措施得分为 １， 准入性措施最高得分为 １０； 而在

本文中， 为了使对行业限制强度的评价在不同打分方式下具有更强的一致性， 非准入性措施得分为 ０ １， 准

入性措施最高得分为 １。 对于各类准入性措施的相对得分， 本文与陆建明等 （２０１７） 的完全一致。
对非准入性措施的打分分值不宜过高， 因为逻辑上讲， 多项非准入性措施累计的限制强度只会无限接

近准入性限制， 但不会超越准入性措施。
依据 ＦＴＡ 签约时间顺序， 这 １８ 个国家依次为： 加拿大、 墨西哥、 新加坡、 智利、 澳大利亚、 摩洛哥、

多米尼加共和国、 尼加拉瓜、 哥斯达黎加、 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巴林、 阿曼、 秘鲁、 哥伦比

亚、 巴拿马和韩国。
首先计算各行业上述各国 ２０１６ 年 ＦＤＩ 限制强度指数的均值， 进而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 得到数值在０～１

之间的标准化行业限制强度指标。
ＯＥＣＤ 国际直接投资限制指数的行业分类相对粗糙， 与美国 ＢＥＡ 行业分类标准也存在一定差异。 本文将

其与 ＢＥＡ ４ 分位行业分类代码进行了匹配， 进而将上述国家与提供对美负面清单国家投资壁垒强度的行业分类

口径统一。
美国对第一类国家 （已提供对美负面清单的 １９ 个国家） ２０１５ 年的海外投资存量为 １１ １３４ ７ 亿美元， 对

第二类国家 （依据 ＯＥＣＤ 的国际直接投资限制指数进行测算的 ７ 个西欧国家） ２０１５ 年的海外投资存量为

３５ ９７３ ６亿美元， 两类国家的权重分别为 ０ ３１ 和 ０ ６９。



体方式， 因此采用修正行业核心度指标的风险在于投资壁垒强度的行业差异可能会变

得模糊。 在后续的经验分析中， 本文首先用核心度指标作为主要解释变量， 进而将修

正行业核心度指标用于稳健性分析， 并比较两个指标的有效性。
（二） 计量模型与样本数据

本文的计量模型如下：
ｍａｒｇｉｎｓｉｔ ＝ β０ ＋ β１ × ｃｏｒｅｉ ＋ β２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β３ × ａｄｊｕｓｔｔ ＋ εｔ ＋ μｉｔ （３）

其中， ｉ 和 ｔ 分别代表行业和年份。 ｍａｒｇｉｎｓ 为被解释变量组， 表示海外投资企

业数量的增长边际。 ｍａｒｇｉｎｓ 变量组包括 ｐａｒ、 ｆａｍｉｌｙ 和 ｃｒｏｓｓ 三个变量， 其具体含义

如式 （１） 所示， 不再赘述①。 ｃｏｒｅ 为行业核心度， 用以表示 ｉ 行业的投资壁垒强

度， 是主要解释变量， 其计算公式如式 （２） 所示。 ｃｏｎｔｒｏｌ 为控制变量组， 包括行

业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行业平均工资 （ａｗａｇｅ）、 行业利润率 （ ｒｐｒｏｆｉｔ）、 行业工

资总额占产出的比重 （ ｒｗａｇｅ）、 行业贸易竞争力指数 （ ｔｃ）、 行业产业内贸易指数

（ｇｌ） 和行业人均产出 （ｐｃｐ）。 ａｄｊｕｓｔ 为反映 ＢＥＡ 统计口径调整的虚拟变量组， 口

径调整之前的年份取 ０， 调整之后取 １②。 β０为常数项， β１、 β２和 β３为各解释变量的

回归系数， ε 为时期固定效应， μ 为残差项。
本文面板数据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在 ＢＥＡ 行业分类代码 ４ 分位层面上

共有 ２００ 个行业， 其中不存在投资壁垒的行业 （简称单外行业） 共 ６４ 个， 存在投

资壁垒的行业 （简称单内行业） 共 １３６ 个。 原始数据主要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 美

国各 ＦＴＡ 伙伴的负面清单文本来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方网站 （ｗｗｗ ｕｓｔｒ ｇｏｖ）。
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

变量 含义
单内行业 单外行业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ｐａｒ 母公司数量 （个） １１ ０２ １６ ４１ ７ １５ ５７ １０ １７ ０５
ｆａｍｉｌｙ 家族规模 １０ ２０ １７ １４ ６ ９ ９５ ９ ２４ ７ １１
ｃｒｏｓｓ 跨行业投资程度 ０ ３６ １ １３ ０ ２２ －０ ０７ ０ ９１ －０ ２１
ｃｏｒｅ 核心度 （壁垒强度） ０ ４１ ０ ２１ ０ ３４ — — —
ｇｄｐ 国内产出总值 （对数值） ６ ６８ １ ０８ ６ ６４ ６ ０７ ０ ９７ ６ ０７

ａｗａｇｅ 平均工资 （对数值） ３ ９５ ０ ４４ ４ ００ ３ ９４ ０ ２９ ３ ９０
ｒｐｒｏｆｉｔ 利润率 （％） ４ ２１ ３ ８５ ４ １９ ３ ８８ ５ ２７ ３ ３６
ｒｗａｇｅ 工资总额占产出比重 （％） ５１ ７４ １９ ０７ ５１ ７０ ５８ ５８ １４ ０７ ６１ ２
ｔｃ 贸易竞争力指数 ０ ０５ ０ ３８ ０ －０ １５ ０ ３１ －０ １９
ｇｌ 产业内贸易指数 ０ ４７ ０ ３４ ０ ５０ ０ ７２ ０ ２０ ０ ７６
ｐｃｐ 人均产出 （对数值） ５ ５１ ０ ９１ ５ ４７ ５ ７１ ０ ５７ ５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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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①在式 （１） 中， 变量 ｃｒｏｓｓｉ ＝ａｆｆａｉ－ａｆｆｐｉ。 在计量分析中， 如果直接采用该式计算， 会引致 ｃｒｏｓｓｉ的值受行

业子公司绝对数量的影响而无法真实反映跨行业投资的程度。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在计量分析中， 本文令

ｃｒｏｓｓ＝ ｌｏｇ （ａｆｆａｉ ／ ａｆｆｐｉ）。
在本文样本期间， ＢＥＡ 进行了两次统计口径的调整， 一次为 ２００３ 年， 一次为 ２００９ 年， 故在模型中相

应设定了两个虚拟变量 ａｄｊｕｓｔ１ｔ 和 ａｄｊｕｓｔ２ｔ。



　 　 由表 １ 可见， 在被解释变量中， 母公司数量 （ｐａｒ） 和跨行业投资程度 （ ｃｒｏｓｓ）
两个变量的统计特征在单内行业和单外行业间有较大差异。 单外行业母公司数量的

均值和中位数都远高于单内行业， 而二者国内生产总值均值和方差的差异却很小，
这说明投资壁垒可能对孕育海外投资企业产生了抑制作用。 单内行业跨行业投资程

度的均值和中位数均为正值， 而单外行业则均为负值。 这初步说明跨行业投资主要

以单外行业流向单内行业 （即情形 ２） 的方式发生。 母公司家族规模变量

（ ｆａｍｉｌｙ） 的均值在单内行业和单外行业间的差异较小， 且单内行业略高于单外行

业。 在控制变量中， 除国内生产总值外， 平均工资和人均产出在单内行业和单外行

业间的差异也非常微小， 其余几个变量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在两类行业间的差异都较

大。 单外行业主要是制造业， 而单内行业主要是服务业和第一产业， 这种差异主要

源于产业性质的不同， 与制造业相比， 美国服务业的竞争优势更大， 因此单内行业

的贸易竞争力指数更高， 而制造业价值链分工程度更深， 故单外行业的产业内贸易

指数更高。 同时， 制造业劳动密集程度更高， 因此工资占产出的比重也更大。 值得

注意的是， 单内行业利润率的均值和中位数都比单外行业更高， 由于两类行业人均

产出的差异并不大， 利润率的差异很可能是由单内行业较高的进入壁垒所致。

三、 计量结果及其分析

由于核心解释变量 ｃｏｒｅ 不具有时期差异， 采用个体效应方程将引致这一核心解

释变量被忽略。 因此， 本文采用了随机效应方程， 并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 本

文将分别展示并分析投资壁垒对海外投资企业数量的三个增长边际的影响。
（一） 投资壁垒对母公司数量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 ２ 展示了投资壁垒对母公司数量及其平均规模影响的检验结果。 其中列

（１）、 列 （２）、 列 （３） 为对母公司数量的回归结果。 列 （１） 中的主要解释变量

为虚拟变量 ｎｃｍ （单内行业取 １， 单外行业取 ０）， 用以考察两类行业的整体差异；
列 （２） 和列 （３） 的主要解释变量为 ｃｏｒｅ， 用以考察投资壁垒强度的影响， 列

（２） 为整体样本， 列 （３） 为单内行业样本。 列 （４）、 列 （５）、 列 （６） 为对母公

司平均规模 （行业母公司总资产除以数量的对数值） 的回归结果。 其中列 （４） 的

主要解释变量为 ｎｃｍ， 列 （５）、 列 （６） 的主要解释变量为 ｃｏｒｅ， 列 （５） 为整体

样本， 列 （６） 为单内行业样本。
如表 ２ 所示， 在列 （１） 中变量 ｎｃｍ 显著为负， 这说明单内行业的母公司数量

显著低于单外行业。 在列 （２） 中变量 ｃｏｒｅ 也显著为负， 这说明在整体样本中， 投

资壁垒强度越高的行业， 母公司数量越少。 但列 （３） 中变量 ｃｏｒｅ 没有通过显著性

检验， 这说明如果不考虑单外行业， 仅在单内行业样本中， 投资壁垒强度差异对母

公司数量的影响不够显著。 而在列 （４）、 列 （５）、 列 （６） 中， 变量 ｎｃｍ 和 ｃｏｒｅ
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投资壁垒强度对行业母公司的平均规模具有显著影

响， 壁垒强度越高的行业， 母公司的平均规模越大。 上述回归结果说明， 较高的投

资壁垒提升了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规模门槛， 降低了母公司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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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投资壁垒对母公司数量及其平均规模影响的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ａｒ ｐａｒ ｐａｒ ｓｃａｌｅｐａ ｓｃａｌｅｐａ ｓｃａｌｅｐａ

ｎｃｍ
　 －８ ６２７∗∗∗ 　 ０ ４２４∗

（－４ ３５） （２ ２０）

ｃｏｒｅ
　 －１５ ７０∗∗∗ 　 －７ ３２６ 　 １ ３０７∗∗∗ 　 １ ６２８∗∗

（－４ ４６） （－１ ５３） （３ ６９） （２ ６９）

ｇｄｐ
５ ５１６∗∗∗ ５ ６７５∗∗∗ ４ ５１９∗∗∗ ０ ２６２∗∗∗ ０ ２４６∗∗∗ ０ ２９７∗∗∗

（８ ０８） （８ ２７） （５ ３２） （５ ４４） （５ １３） （３ ９３）

ａｗａｇｅ
１５ ５２∗∗∗ １６ ０５∗∗∗ １３ ４５∗∗∗ ０ ９４５∗∗∗ ０ ８５５∗∗∗ ０ ５０２∗

（６ ０２） （６ ２３） （４ ７７） （４ ９８） （４ ５１） （２ ２９）

ｒ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２０８∗ －０ １８３ －０ １３ ０ ００６４８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０３０７

（－２ １９） （－１ ９５） （－０ ９４） （１ ４２） （１ ４１） （－０ ０６）

ｒｗａｇｅ
－０ ０６０９ －０ ０３８１ －０ ０４６ ０ ０００５１５ ０ ０００４０１ －０ ０００６９８

（－１ ４５） （－０ ９３） （－０ ８６） （０ ２５） （０ ２０） （－０ ３３）

ｔｃ
０ ４７８ ０ ９４２ ０ ８２３ －０ １１９ －０ １４９ ０ ０１７８

（０ ３２） （０ ６３） （０ ４４） （－１ ３０） （－１ ６２） （０ １６）

ｇｌ
１ ８７６ ２ ９４３ １ ２２２ ０ ０３５７ ０ ０２２５ ０ ０３５７

（０ ９９） （１ ５８） （０ ５４） （０ ３２） （０ ２０） （０ ２７）

ｐｃｐ
－３ ９２９∗∗ －３ ２３１∗ －２ ４０９ ０ ０４０１ ０ ０４６９ ０ ００１２６

（－２ ７５） （－２ ３３） （－１ ５０） （０ ４５） （０ ５３） （０ ０１）

ａｄｊｕｓｔ１
－８ ４９６∗∗∗ －８ ９９０∗∗∗ －８ ２５３∗∗∗ ０ ０７２９ ０ １０４ ０ ２７８∗∗

（－６ ４８） （－６ ８４） （－４ ４８） （０ ９４） （１ ３４） （２ ９２）

ａｄｊｕｓｔ２
７ ８００∗∗∗ ７ ５８６∗∗∗ ９ ９７４∗∗∗ －０ ０６２５ －０ ０５ ０ ０１１１

（７ ２５） （７ ０４） （６ ５５） （－１ １８） （－０ ９４） （０ １８）

常数项
－４８ ０３∗∗∗ －５８ ０４∗∗∗ －４８ ４４∗∗∗ １ ７５６∗ ２ １０２∗∗ ３ １７８∗∗∗

（－４ ９１） （－６ ０９） （－４ ５５） （２ ３６） （２ ８９） （３ ７１）
时期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样本数 ２ ８８７ ２ ８８７ １ ８９３ ２ ０９６ ２ ０９６ １ ２４５

注：∗、∗∗和∗∗∗分别表示 ５％、 １％和 ０ １％的统计显著水平； 括号内的数值为 ｔ 值。

在控制变量中， 变量 ｇｄｐ 和 ａｗａｇｅ 在所有列中均具有较强的显著性， 这说明这

两个变量对于解释母公司的数量和规模也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两个变量的回归系

数均为正值， 这说明它们与母公司的数量和平均规模均正相关。 国内产出规模越大

的行业， 通常国内企业基数就越大， 因此在海外投资规模门槛相同的情况下， 会有

更多的企业从事海外投资。 对于国内工资水平更高的行业， 企业具有更强的动机降

低生产成本， 因此会促进其进行海外投资。
（二） 投资壁垒对母公司家族规模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 ３ 展示了投资壁垒对母公司家族规模影响的检验结果。 其中列 （１）、 列

（２）、 列 （３） 在计算家族规模时纳入了所有子公司， 而列 （４）、 列 （５）、 列 （６）
则仅纳入了控股子公司。 家族规模不仅会受到投资壁垒强度的影响， 也会受母公司

规模的影响。 为了考察上述两方面因素的作用， 本文采用了如下回归思路： 首先，
在列 （１） 和列 （４） 中仅将壁垒强度 （变量 ｃｏｒｅ） 作为解释变量； 其次， 在列

（２） 和列 （５） 中， 仅将母公司平均规模 （变量 ｓｃａｌｅｐａ） 作为解释变量； 最后，
在列 （３） 和列 （６） 中， 同时将上述两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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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投资壁垒对母公司家族规模影响的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ｃｏｒｅ
－５ ３１１ －１０ ２２∗∗ －６ ２８５ －１０ ６４∗∗∗

（－１ ４１） （－２ ９５） （－１ ８７） （－３ ５１）

ｓｃａｌｅｐａ
４ ７３８∗∗∗ ４ ８１２∗∗∗ ４ ３８４∗∗∗ ４ ４７２∗∗∗

（１８ ５６） （１８ ８０） （１８ ３３） （１８ ６６）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常数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口径调整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时期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样本数 ２ ７８９ ２ ０９５ ２ ０９５ ２ ７９３ ２ ０９６ ２ ０９６

注：∗∗、∗∗∗分别表示 １％、 ０ １％的统计显著水平。

如表 ３ 所示， 对基于所有子公司计算的家族规模和基于控股子公司计算的家族规

模进行回归的结果非常相似。 在列 （１） 和列 （４） 中， 核心解释变量 ｃｏｒｅ 均不显著；
在列 （２） 和列 （５） 中， 核心解释变量 ｓｃａｌｅｐａ 均显著为正； 在列 （３） 和列 （６）
中， 变量 ｃｏｒｅ 显著为负， 变量 ｓｃａｌｅｐａ 显著为正。 列 （３） 和列 （６） 的结果说明， 在

控制了母公司的平均规模后， 投资壁垒显著抑制了母公司的家族规模。 这意味着如果

母公司的平均规模相同， 壁垒越高的行业， 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数量就越少。 列

（２） 和列 （５） 的结果表明， 在不考虑壁垒强度的情况下， 行业母公司平均规模对

其家族规模也具有显著的影响； 但在列 （１） 和列 （４） 中， 在不控制母公司平均

规模的情况下， 壁垒强度对母公司家族规模的影响就不再显著。
上述结果说明， 虽然较高的投资壁垒减少了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机会， 但高壁

垒行业母公司的平均规模更高， 这使得他们拥有建立更多分支机构的能力， 因此， 整

体上看， 投资壁垒对母公司家族规模的影响并不明显。 在列 （１） 和列 （４） 中， 变

量 ｃｏｒｅ 的回归系数为负值， 且在列 （４） 中， 回归系数是可以通过 １０％统计显著水平

的检验 （在表 ３ 中， 仅对超过 ５％统计显著水平的回归系数加∗）， 这说明过高的投

资壁垒整体上还是倾向于降低家族规模， 只是显著性略差。 另外， 与列 （１）、 列

（２）、 列 （３） 相比， 列 （４）、 列 （５）、 列 （６） 中变量 ｃｏｒｅ 系数的绝对值更大， 显

著性也更强， 这说明投资壁垒对跨国公司建立控股子公司的影响更强、 更显著。
（三） 投资壁垒对跨行业投资影响的回归结果

Ａｌｆａｒｏ 和 Ｃｈａｒｌｔｏｎ （２００９） ［１６］基于美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指出， 出于价值链整

合目的， 制造业企业存在大量的跨行业投资。 尤其是在把考察的行业口径深入到 ４
分位时， 跨行业投资的规模会大大增加。 基于本文的分析， 出于规避投资壁垒的跨

行业投资有一个独特的特点： 即子公司主要为非控股公司。 因此， 在检验投资壁垒

对跨行业投资的影响时， 本文也考察了伴随跨行业投资的控股子公司占比情况。 表

４ 展示了投资壁垒对跨行业投资影响的检验结果。
在表 ４ 中， 列 （１）、 列 （２） 的被解释变量为跨行业投资程度 （变量 ｃｒｏｓｓ），

其中列 （１） 的主要解释变量为 ｎｃｍ， 主要考察单内行业和单外行业之间的跨行业

投资情况； 列 （２） 的主要解释变量为投资壁垒强度 （变量 ｃｏｒｅ）。 列 （３）、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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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的被解释变量为行业控股子公司所占的比重， 其中在列 （３） 中该变量以母公

司所在行业为统计口径 （变量 ｍｒａｆｐ）； 在列 （４） 中， 该变量以子公司所在行业为

统计口径 （变量 ｍｒａｆａ）。 列 （５）、 列 （６） 的被解释变量 ｄｍｒ 是变量 ｍｒａｆｐ 与

ｍｒａｆａ 的差， 其中列 （５） 以单内行业为样本， 列 （６） 以单外行业为样本。 由表 ４
可见， 在列 （１） 和列 （２） 中， 变量 ｎｃｍ 和 ｃｏｒｅ 显著为正， 这说明跨行业投资与

规避投资壁垒的动机紧密相关， 且跨行业投资主要以情形 ２ 的方式发生， 即跨界投

资。 在列 （３）、 列 （４） 中， 变量 ｃｏｒｅ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 这说明行业投资壁

垒越高， 不论以母公司所在行业为统计口径还是以子公司所在行业为统计口径， 控

股子公司所占的比例都更低。 而且， 与列 （３） 相比， 列 （４） 中变量 ｃｏｒｅ 的回归

系数更大， 显著性也更强。 这说明， 投资壁垒对以子公司所在行业为统计口径的子

公司控股率具有更大和更显著的影响。

表 ４　 投资壁垒对跨行业投资影响的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ｃｒｏｓｓ ｃｒｏｓｓ ｍｒａｆｐ ｍｒａｆａ ｄｍｒ ｄｍｒ

ｎｃｍ
０ ４４４∗∗

（３ ０７）

ｃｏｒｅ
０ ５２１∗ －０ ０６７９∗∗ －０ １５１∗∗∗ －０ ０２８６

（１ ９８） （－２ ７２） （－４ ６６） （－０ ５４）

ｃｒｏｓｓ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１１５∗∗

（３ １３） （－３ １３）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常数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口径调整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时期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样本数 ２ ７６１ ２ ７６１ ２ ７８９ ２ ８６５ １ ７８２ ９７９

注： 同表 ２。

为了进一步分析高壁垒行业的非控股海外分支机构是否与跨行业投资有关， 本

文分单内行业和单外行业两个样本， 考察了变量 ｄｍｒ 与变量 ｃｒｏｓｓ 之间的关系。 在跨

行业投资主要以跨界投资方式进行的情况下， 对于单外行业， 每一笔跨界投资都会产

生一个投资于本行业的非控股子公司。 随着该公司继续向高壁垒行业投资， 又会产生

一个投资于其他行业的非控股子公司， 这样就会引致以母公司所在行业为统计口径的

子公司控股率低于以子公司为统计口径的子公司控股率， 即变量 ｄｒｍ 变大。 同时， 也

会引致以母公司所在行业为统计口径的子公司数量高于以子公司为统计口径的子公司

数量， 即变量 ｃｒｏｓｓ 变小。 对于单内行业， 每一笔跨界投资都意味着本行业多了一个

母公司为其他行业的非控股子公司， 这会引致以母公司所在行业为统计口径的子公司

控股率高于以子公司为统计口径的子公司控股率， 即变量 ｄｒｍ 变小。 同时， 也会引致

以母公司所在行业为统计口径的子公司数量低于以子公司为统计口径的子公司数量，
即变量 ｃｒｏｓｓ 也变小。 基于上述分析， 如果跨行业投资主要以跨界投资方式进行， 那

么单内行业样本中变量 ｄｒｍ 与变量 ｃｒｏｓｓ 将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而单外行业样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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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变量将呈现出反向相关关系。 在以单内行业为样本的列 （５） 中， 变量 ｃｒｏｓｓ 的回

归系数显著为正； 而在以单位行业为样本的列 （６） 中， 变量 ｃｒｏｓｓ 的回归系数则显著

为负， 这进一步验证了跨行业投资主要是以跨界投资的方式进行的。
为什么跨行业投资的主要方式是跨界投资而非迂回投资呢？ 在这两种方式下，

投资的最终目标都是高壁垒行业的投资项目， 迂回投资的投资主体是本行业的母公

司， 而跨界投资的主体则是其他行业的母公司。 通常而言， 相比投资于本行业， 投

资于其他行业需要更高的成本。 在上述两种方式下， 母公司都需要进行一次跨行业

的投资， 因此跨行业投资成本的差异并不大。 不同的是， 在跨界投资方式下， 其他

行业的母公司通常会具有先行者优势， 也就是说， 首先发现高壁垒行业跨界投资机

会的， 往往是那些已经在东道国其他行业拥有子公司的企业。 因为他们拥有在东道

国经营的信息优势， 这种信息优势会进一步带来决策优势。 但即便两类母公司同时

决策， 跨界投资仍然具有较大的行动优势。 因为迂回投资需要母公司首先选择一个

低壁垒行业建立与东道国企业合资的非控股企业， 再投向本行业， 而对于跨界投资

而言， 母公司完全可以以现有分支机构为平台投向高壁垒行业。 因此， 先行者优势

可能是跨行业投资主要以跨界投资而非迂回投资方式进行的主要原因。
（四） 稳健性分析

测算美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壁垒强度是本文经验研究的关键。 因此， 稳健性分析

将集中考察行业壁垒强度测算方法的不同是否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上文

指出， 核心度指标的优势在于对投资壁垒的测算更加精准， 但其不足在于样本国家

占美国海外投资存量的比重较低。 而修正核心度指标的样本国家虽然包含了美国主

要的海外投资目标国， 但却牺牲了投资壁垒测算的精准度。 在稳健性分析中， 本文

首先对采用这两个指标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 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核心度指标与修正核心度指标回归结果的比较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ａｒ ａｆｆｐ ａｆｆａ ｐａｒ ａｆｆｐ ａｆｆａ

ｃｏｒｅ
－１５ ７０∗∗∗ －１４９ ２∗∗ －１１５ ３
（－４ ４６） （－２ ９９） （－１ ５４）

ａｃｏｒｅ
－１５ ２７∗∗ －１６６ ２∗ －１４９ ９
（－２ ７１） （－２ ０４） （－１ ２２）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常数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口径调整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时期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样本数 ２ ８８７ ２ ８８３ ２ ８９２ ２ ８８７ ２ ８８３ ２ ８９２

注： 同表 ２。

在表 ５ 中， 列 （１）、 列 （２）、 列 （３） 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核心度 （ ｃｏｒｅ）， 列

（４）、 列 （５）、 列 （６） 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修正核心度 （ａｃｏｒｅ）。 其中， 列 （１）、
列 （４） 的被解释变量为行业母公司数量 （ｐａｒ）， 列 （２）、 列 （５） 的被解释变量

为以母公司所在行业为统计口径的子公司数量 （ａｆｆｐ）， 列 （３）、 列 （６） 的被解

释变量为以子公司所在行业为统计口径的子公司数量 （ａｆｆａ）。 从回归结果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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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投资壁垒强度对母公司数量的影响最为显著； 其次， 由于高壁垒行业虽然母

公司数量较少， 但自身规模和家族规模都更大， 因此投资壁垒强度对变量 ａｆｆｐ 影响

的显著性有所下降； 最后， 在跨行业投资的影响下 （高壁垒行业存在大量来自于

低壁垒行业的跨行业投资）， 投资壁垒强度对变量 ａｆｆａ 的影响失去了显著性。 上述

结果进一步说明， 如果不深入分析海外投资企业的增长边际， 投资壁垒对海外投资

的真实影响可能难以被观测。 比较列 （１）、 列 （２）、 列 （３） 和列 （４）、 列 （５）、
列 （６）， 可以发现， 采用修正核心度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时， 回归系数的显著性

均发生了明显下降。 这意味着在测算投资壁垒对海外投资的影响时， 核心度指标比

修正核心度指标更加有效。
在测算核心度指标时， 本文对各类不符措施的限制强度进行了主观打分。 上述

回归结果中， 所有准入性限制措施的打分均为 １， 非准入性措施的打分均为 ０ １。
为了考察结论是否依赖于特定的打分方式， 本文进一步比较了在不同打分方式下，
变量 ｃｏｒｅ 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 （见表 ６）。

表 ６　 不符措施限制强度不同打分方式下回归结果的比较

被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ａｒ
－１５ ７０∗∗∗ －１６ ７１∗∗∗ －１６ ５３∗∗∗ －１６ ３５∗∗∗ －１６ １７∗∗∗ －１５ ９９∗∗∗

（－４ ４６） （－４ ６０） （－４ ５７） （－４ ５５） （－４ ５２） （－４ ５０）

ａｆｆｐ
－１４９ ２∗∗ －１５２ ８∗∗ －１５０ １∗∗ －１４７ ５∗∗ －１４４ ９∗∗ －１４２ ３∗∗

（－２ ９９） （－２ ９７） （－２ ９３） （－２ ９０） （－２ ８６） （－２ ８３）

ａｆｆａ
－１１５ ３ －１２１ －１１７ ８ －１１４ ６ －１１１ ６ －１０８ ６
（－１ ５４） （－１ ５７） （－１ ５４） （－１ ５１） （－１ ４８） （－１ ４５）

ｓｃａｌｅｐａ
１ ３０７∗∗∗ １ ３３２∗∗∗ １ ３３５∗∗∗ １ ３３７∗∗∗ １ ３３９∗∗∗ １ ３４０∗∗∗

（３ ６９） （３ ６６） （３ ７０） （３ ７３） （３ ７６） （３ ７９）

ｆａｍｉｌｙ
－１０ ２２∗∗ －１０ ２４∗∗ －１０ １６∗∗ －１０ ０８∗∗ －９ ９９６∗∗ －９ ９１１∗∗

（－２ ９５） （－２ ８８） （－２ ８７） （－２ ８６） （－２ ８６） （－２ ８５）

ｃｒｏｓｓ
０ ５２１∗ ０ ５６２∗ ０ ５６１∗ ０ ５６１∗ ０ ５６０∗ ０ ５５９∗

（１ ９８） （２ ０７） （２ ０８） （２ ０９） （２ １０） （２ １０）

注： 同表 ２。

在表 ６ 中， 列 （１） —列 （５） 为以第一种打分方式测算变量 ｃｏｒｅ 时， 非准入性

措施赋值分别为 ０ ２、 ０ ３、 ０ ４ 和 ０ ５ 时的回归结果， 列 （６） 为第二种打分方式下

的回归结果。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 ｐａｒ、 ａｆｆｐ 和 ａｆｆａ 时， 作为比较基准的列 （１） 与表 ５
中的回归方程相同； 被解释变量为 ｓｃａｌｅｐａ 时， 基准方程与表 ２ 中的列 （５） 相同； 被

解释变量为 ｆａｍｉｌｙ 时， 基准方程与表 ３ 中的列 （３） 相同； 被解释变量为 ｃｒｏｓｓ 时， 基

准方程与表 ４ 中的列 （２） 相同。 在改变打分方式的情况下， 上述各列变量 ｃｏｒｅ 的回

归系数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显著性也保持了很强的一致性。
美国海外投资行业壁垒的强度是关键解释变量， 在测算该变量时， 本文采用了

多种方法。 上述分析说明， 当改变测算方法时， 测算结果的变化并未对结论产生实

质性影响， 因此， 本文的计量结果具有稳健性。 同时， 海外投资行业壁垒强度的测

算以负面清单文本为依据， 负面清单中的各项不符措施又以各国相关立法为依据。
作为一个比较纯粹的外生变量， 该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并不存在理论上的相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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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关系。 因此， 本文的计量模型不需要特别考虑内生性问题。

四、 结论性评述

综合上述分析，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 母公司数量与海外投资壁垒强度

显著负相关， 母公司平均规模则与其显著正相关， 这说明壁垒强度越高， 母公司海

外投资的规模门槛越高， 其数量越少； 第二， 较高的投资壁垒一方面提高了母公司

的平均规模， 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其海外投资的机会， 前者倾向于提高家族规模， 后

者倾向于降低家族规模， 两方面因素的叠加使得在不控制母公司平均规模的影响

时， 投资壁垒强度对家族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 第三， 与低壁垒行业东道国企业合

资并放弃控股权， 在转变投资者身份后进入高壁垒行业是跨行业投资的重要动因。
计量结果表明， 相对于高壁垒行业母公司的迂回投资， 低壁垒行业母公司向高壁垒

行业的跨界投资是跨行业投资的主要方式， 这引致投资壁垒并未对以子公司所在行

业为统计口径的海外分支机构数量产生显著的影响。
上述结论说明， 对 ＦＤＩ 的增长进行更加细化的边际分解对于理解 ＦＤＩ 的增长机

制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直接以子公司所在行业为统计口径的子公司数量

为考察对象， 会发现投资壁垒的影响并不显著。 因此， 如果不对海外投资的增长边际

进行分解， 则很难理解投资壁垒影响海外投资的具体机制， 也很容易得出存在偏差的

结论。 本文对跨行业投资的分析揭示了投资壁垒扭曲海外投资行为的一种特别方式，
即在壁垒较高的行业， 来自其他低壁垒行业母公司的海外投资挤出了本行业母公司的

海外投资。 从母国的角度看， 这种跨行业投资会产生额外的成本， 是一种资源浪费；
从东道国的角度看， 由于进入高壁垒行业的跨国公司主营业务在其他行业， 其为本国

经济带来的技术溢出和竞争效应等积极作用会被削弱。 因此， 在政策意义上， 不论是

从东道国还是母国角度看， 降低投资壁垒都有助于增进 ＦＤＩ 的经济效益。
海外子公司数量和平均规模的增长反映了 ＦＤＩ 增长。 本文聚焦于对海外投资企

业数量增长边际的分析， 并未考虑投资金额的增长。 同时， 由于数据限制， 本文也

未能做到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对相关假说进行检验。 投资壁垒在影响 ＦＤＩ 增长边际

的同时， 还必将对企业海外投资行为的其他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些方面可能会

涉及企业海外投资的方式、 价值链布局、 经营绩效及其给东道国带来的经济效益

等。 可以期待， 随着海外投资数据的不断完善， 上述问题将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

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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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
ｓｉｓ， ｉ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Ｕ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ｉｓｔｓ ｉｎ ＵＳ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ＤＩ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ｔ ｔｅ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ｉｚｅ．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ｗｈｉｃｈ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ｉ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
ｔ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ｉｚ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ｏ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ｉｚｅ ｉｓ ｉ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
ｌｏｗ⁃ｂａｒｒｉｅｒ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ｈｉｇｈ⁃ｂａｒｒｉｅｒ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ｏｃ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ｂｙ ｓ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Ｎｅｇａ⁃
ｔｉｖｅ Ｌｉ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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