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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拓展与揭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关系网络在国际商务管理中的应

用范围与作用机制。 获取逆向技术创新效应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的

重要动因。 本文结合社会网络理论、 网络嵌入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 以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 ３６９６ 家 ＯＦＤＩ 企业为研究样本， 采用最小二乘

法 ＯＬＳ 和工具变量 ＧＭＭ 方法对海外华侨华人网络、 组织学习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

向技术创新效应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 （１） 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企

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之间存在非线性 “倒 Ｕ 型” 关系， 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

ＯＦＤＩ 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 “过犹不及” 现象； （２） 组织学习能够调节海外华

侨华人网络对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 与利用式学习相比， 探索式学

习更能负向调节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之间的 “倒 Ｕ
型” 关系。 本文对新时代我国企业 “走出去” 战略和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推

进过程中如何发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网络和组织学习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与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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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 ２０００ 年中国实施 “走出去” 和 “引进来” 并举的对外开放战略以来， 我国

对外直接投资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简称 ＯＦＤＩ） 快速增长。 如何推

动开放型经济加快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由成本优势为主向以创新能力为核

心的国际竞争新优势转变， 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推进 “走出去” 战略的重要目标

之一： 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中， 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加大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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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 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要 “创新对外投资方式， 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

作和竞争新优势”。 然而， 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加速发展和政府政策的重视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 中国企业 “走出去” 的经营成效并不乐观。 事实上， 在中国企业加快

“走出去” 步伐的同时， 每年也有大量海外子公司没能 “走下去” （生存绩效），
更没能 “走上去” （国际竞争新优势）， 大量海外子公司在消失， 海外子公司存活

率和国际竞争新优势 （即创新能力） 并不理想。
全球海外华侨华人约有 ６０００ 万， 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网络逾 ２ ５ 万个， 作为社

会关系网络的海外华侨华人群体具有本土化与国际化双重特征， 中国 ＯＦＤＩ 子公司

自然会嵌入到东道国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之中， 这是中国企业 “走出去” 的一个天

然优势。 从中国官方到民间都希望海外华侨华人网络能够为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牵线

搭桥”。 但是学术界对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如何影响中国企业 “走出去” 的进程还缺

乏深入的、 机理性的剖析和思考。 在此背景下， 研究分布全球的华侨华人网络对中

国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机制机理， 探究中国跨国企业既要 “走出去”、 还要

“走下去” 与 “走上去” 的政策和管理建议， 则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目前， 学术界对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在企业 “走出去” 中的重要作用已经有所

关注。 但从研究广度、 深度上看仍倾向于研究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国际贸易、 吸引

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而较少关注其对 ＯＦＤＩ 投资效果的

影响， 相关的实证研究更为匮乏。 本文学术贡献主要是从理论上论证华侨华人网络

与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的 “倒 Ｕ 型” 关系假说， 并在实证检验中解决了内生性

问题。 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以往研究大多关注母国或者东道国的制度环境、 ＧＤＰ、 研发投入等

“硬变量” 对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 而本文关注中国企业 “走出去”
的天然独特优势： 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这一 “软变量” 对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

效应的影响， 并且进一步验证了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

效应之间存在 “倒 Ｕ 型” 关系。
第二， 本文考虑到海外子公司在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获取过程中的作

用， 首次将海外子公司组织学习活动纳入分析框架， 进一步研究 “海外华侨华人

网络如何作用于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 研究发现， 与利用式学习模式相

比， 探索式学习模式更能够负向调节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

创新效应之间的 “倒 Ｕ 型” 关系。
第三， 现有研究大多从文化视角阐释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 “走出去” 企业的

影响， 而本文从社会关系网络视角和网络嵌入性视角阐释海外华侨华人网络的作

用， 更加关注 ＯＦＤＩ 企业 “走出去” 以后与海外华侨华人网络的互动过程， 研究视

角相对新颖。
第四， 本文考虑到一个在以往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重要事实： 在当今社会， 创

新能力是企业乃至国家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追求创新能力的提升已经成为企业

ＯＦＤＩ 的重要目的。 这也意味着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高的东道国对海外华

侨华人的吸引力可能也越大， 即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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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效应之间很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为了克服这一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对实证结果

的影响， 在研究方法上，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修正， 不仅验证了

估计结果的一致性与稳健性， 而且为目前关于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

技术创新效应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此外， 本文分别采用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和工具变量 ＧＭＭ 方法进行回归， 并进行

对比分析， 进一步揭示了内生性问题对结果的影响， 弥补了以往研究可能存在的

不足。

一、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

早期文献主要关注移民网络对国际贸易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 （ＦＤＩ） 的促进作

用。 随着 “走出去” 战略的实施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 相关研究

开始关注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 ＯＦＤＩ 的影响。 Ｂａｇｈｄａｄｉ ａｎｄ Ｃｈｅｐｔｅａ （２０１０） ［１］ 从信

息传播和共享的角度进行分析， 认为移民网络在促进移民来源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双

边投资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贺书锋和郭羽诞 （２０１０） ［２］ 利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

中国企业对 ８７ 个国家与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分析华侨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的影响。 研究发现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促进作

用， 并指出华侨华人网络能够通过信息共享和契约监督机制克服因信息不对称而导

致投资机会的稀缺和道德风险增加等劣势。 吴群锋和蒋为 （２０１５） ［３］ 基于全球 １９５
个国家 （地区） 的华人分布数据和中国对全球 １３２ 个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

与存量数据， 研究发现海外华人网络促进了中国企业 “走出去”， 中国企业在华人

分布密集的地区更容易实现对外直接投资。 以往研究大多关注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

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影响， 而且倾向于从文化和制度的角度进行解释， 方法

上大多采用简单的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并没有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

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社会关系网络已经成为企业自身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之一， 在 “走出去” 战

略背景下， 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作为本国族裔关系网络的延续， 是跨国企业社会关系

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对 ＯＦＤＩ 企业在东道国生存与发展的影响也是值得深入探

讨的学术问题。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的实现是一个知识传递的过程， 海外子公

司对知识的获取与传递直接影响了 ＯＦＤＩ 企业的知识获得和消化吸收 （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４］。 基于此， 不同于以往研究， 本文从社会关系网络视角和网络嵌入

性视角出发， 研究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
依据社会网络理论， 良好的外部关系网络可以创造更多技术共享的机会， 促进

技术扩散， 提高技术创新绩效和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汪占熬和张彬 （２０１３） ［５］将

海外华侨华人网络视为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 指出 ＯＦＤＩ 企业通过海外移民一般更

容易与东道国本土企业形成稳固的人际关系网络。 “走出去” 的中国企业可能会嵌

入于东道国的华侨华人网络之中。 显然， 中国 ＯＦＤＩ 企业对知识的获取与吸收会受

到该关系网络的影响。 根据这一解释， 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活跃程度越大， 越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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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的实现。 然而， 根据网络嵌入理论， 网络成员

的行为以及其所获得资源会受到网络关系结构和其所处的网络位置的影响。 Ｕｚｚｉ
（１９９７） ［６］提出网络嵌入性关系的理想强度是处于中间状态， 既不能太紧无法解散

关系， 也不能太松以至于无法形成关系。 因此， 从社会关系网络和网络嵌入性视角

来看， 良好的外部关系网络有利于网络成员 （企业） 之间的资源流动， 并且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 但是当网络关系过于紧密时， 不仅需要付出过高的维

系关系的成本， 而且也不利于网络成员 （企业） 与网络外部的交流和互动， 从而

存在 “过犹不及” 的现象。
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作为中国 ＯＦＤＩ 企业在东道国的重要关系网络， 其网络强度

必然会对中国 ＯＦＤＩ 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产生重要影响。 当 ＯＦＤＩ 企业与海外华侨

华人网络关系嵌入性过强时， 不仅需要较高的维持网络关系成本， 而且网络所提供

的知识异质性下降、 冗余知识较多， 从而产生 “路径依赖” （周欢怀， ２０１６） ［７］，
这反而不利于海外子公司获得新的资源， 同时高强度网络关系嵌入的知识异质性也

会下降， 可能不利于企业创新。
另一方面， 当嵌入性过强时， 企业将过于依赖华侨华人网络所提供的便利， 与

东道国企业或者网络外的企业交往的意愿降低。 从长期来看， 这不利于企业获取持

续的竞争优势。 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有利于海外子公司获得较多的

异质性知识， 无论从知识的存量和性质上都有利于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的提

高。 然而， 在网络外部影响上， 当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强度过大时， 网络所提供的

知识异质性下降， 并且也不利于在网络外部建立新的关系从而获取新的资源， 可能

不利于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的提升。 由此可见， 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之间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而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
综上分析， 本文提出假设 １： 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

新效应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具体表现为 “倒 Ｕ 型” 关系。 当东道国华侨华人网

络没有达到阈值之前， 华侨华人网络能够增强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
而当其达到阈值之后， 则会抑制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

（二） 组织学习与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

组织学习是创新理论关注的焦点， 是企业创新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 自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１） ［８］提出了 “探索” 和 “利用” 概念并将之应用于组织学习领域以来， 探索性

学习和利用性学习已经成为组织学习理论的主导分析框架 （Ｌｅｖｉｎｔｈ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３［９］； Ｇｕｐｔ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１０］； ＭｃＧｒａｔｈ ａｎｄ Ｇｏｒｄａｎ， ２０１１［１１］ ）。 组织学习有利于企

业识别外部环境中的机会和威胁， 并充分利用企业自身的能力和资源以满足市场需

求， 从而为企业提供持续的竞争优势 （曾萍和蓝海林， ２０１１［１２］； 马鸿佳等，
２０１５［１３］）。 关于组织学习对 ＯＦＤＩ 企业影响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ａｎｄ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２００２） ［１４］研究发现， 在 ＯＦＤＩ 前期， 跨国公司进行组织学习可以极大降低

海外投资东道国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 Ｚｈｏｕ 等 （２０１６） ［１５］ 研究发现， 探索式学习与

利用式学习对中国跨国企业新产品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 表明海外子公司可以通过组

织学习获取新的管理方式、 创新能力、 营销技能以及其他无形资产， 并将其传递给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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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逆向知识转移， 从而提高跨国公司整体创新绩效。 衣长军等 （２０１８） ［１６］利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企业层面数据考察了组织学习对制度距离与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

应的调节作用， 发现探索式学习能够有效地正向调节非正式制度距离的负效应。
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学习模式， 对企业产生的影响也有

所不同。 探索式学习往往涉及新技术的搜寻和新知识的探索 （ Ａｂｅｂｅ ａｎｄ
Ａｎｇｒｉａｗａｎ， ２０１４） ［１７］。 探索性学习具有高失败的风险特征， 难以保证短期绩效，
加上组织缺乏相应的成功经验， 容易陷入 “试验—失败—试验” 的恶性循环 （王
凤彬等， ２０１２） ［１８］， 从而不利于企业维持生存。 利用式学习是对已有知识的一种延

伸性学习， 注重现有知识和资源的获取和利用。 然而， 从长期来看， 组织容易陷入

“成功陷阱”， 从而导致组织的 “学习锁定” “路径依赖” 和 “技术惰性”， 难以发

展新的能力适应环境变化， 导致核心刚性 （朱朝晖和陈劲， ２００８［１９］； Ｈｅ ａｎｄ
Ｗｏｎｇ， ２００４［２０］； Ｇｕｐｔ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当企业刚刚进入东道国或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强度较弱时， 企业对东道国的社

会、 文化和政治环境比较陌生， 与当地企业的联系较弱， 面临着较大的 “外来者劣

势”。 探索式学习具有风险性 （王凤彬等， ２０１２）， 且对于绩效的影响往往具有滞后

性， 若盲目地进行探索式学习， 将不利于企业稳定经营； 而利用式学习对于绩效的影

响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够得以体现， 通过利用式学习， 企业则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华侨

华人网络资源， 发挥其桥梁和纽带作用克服 “外来者劣势”， 实现稳定经营， 从而获

取更多的知识或资源； 或者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获得异质性知识并将其传递给母公

司，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而当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强度过高时， 通常情况下， 企业容

易产生 “路径依赖”， 阻碍海外子公司与其他东道国企业网络的交流， 从而不利于异

质性知识的获取。 相比于利用式学习， 探索式学习更注重新技术的搜寻和新知识的获

取。 因此， 当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强度过高时， 利用式学习更容易使企业对华侨华人

网络产生 “路径依赖”， 不利于异质性知识的获取与传递， 从而不利于 ＯＦＤＩ 逆向技

术创新效应的提升； 而探索式学习则有利于企业保持与其他企业的联系， 减少 “路
径依赖” 产生的可能性。 可见， 海外子公司采取不同的组织学习模式能够对其与东

道国华侨华人网络的关系以及与网络外部企业的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 从而影响其所

能够获得的资源， 进而影响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
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 ２： 组织学习能够调节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之间的关系。 与利用式学习模式相比， 探索式学习模式更

能够负向调节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的 “倒 Ｕ 型”
关系。

二、 计量模型、 变量与数据

（一） 样本选择

为了验证上述理论假说， 本文进行实证研究。 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库》 和商务部 《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名录》。 首先， 将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 和 《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数据库》 相匹配， 并基于数据的准确性对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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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筛选。 为了避免华侨华人网络异常值的影响， 剔除了投资于港澳台地区的企业；
此外， 在维尔京群岛、 开曼群岛、 百慕大群岛等 “避税天堂” 国家与地区进行投资

的企业大多是为了获取免税等政策优惠， 而不是以企业国际化为目的， 因此剔除了在

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投资企业。
经过以上匹配和筛选， 最终得到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 ＯＦＤＩ 企业 ３９６９ 家， 拥有海外

子公司 ５４９８ 个， 涉及东道国 ７３ 个。
（二） 指标设计与数据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 （ ｔｆｐ）。 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是除去人力、 资本等生

产要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单纯由技术进步等非生产性投入带来的贡献。 借鉴叶娇

和赵云鹏 （２０１６） ［２１］的研究， 本文使用 ＯＦＤＩ 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企业的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并未给出每个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因此在对模型进行回归之前， 首先需要估计出每一个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理论上 ＴＦＰ 是一个微观层面的概念， 然而由于早期企业微观数据较难获得，
其绝大多数是基于宏观数据进行分析。 随着企业微观层面数据可获得性提高， 较多

研究开始对 ＴＦＰ 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 本文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的对

数形式测度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选用工业生产总值作为企业

的产出变量， 以 ２００５ 年为基期进行平减； 选取固定资产总量作为企业资本投入的

代理变量， 同样进行平减； 用企业从业人员人数作为劳动投入的代理变量， 采用

ＯＬＳ 方法来估算企业 ＴＦＰ。
２ 解释变量

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 （ｃｈｉ）。 本文借鉴杨希燕和唐朱昌 （２０１１） ［２２］的方法， 使

用东道国中国移民存量除以相应各年东道国人口总数的比例近似度量东道国华侨华

人网络的联系强度和联系频率。 本文中所有东道国的中国移民存量数据均来自于联

合国移民数据库， 保证了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时间的连续性， 可信度较高。
３ 调节变量

组织学习 （ ｌｅａｒｎ）。 为了研究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两种不同的组织学习模

式对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的不同影响， 本研究按海外子公司的经营范

围对组织学习模式进行界定， 将该变量设定为虚拟变量。 具体而言， 若某一海外子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技术咨询和研发类， 则将该子公司的组织学习模式界定为探索式

学习， 取值为 １； 同样地， 若其经营范围为非技术咨询和研发类， 则将该子公司的

组织学习模式界定为利用式学习， 取值为 ０。 资料来源于商务部 《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名录数据库》。
４ 工具变量

理论综述表明海外华侨华人网络是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的主要影响

因素之一， 但是有可能也存在逆向因果关系。 比如中国企业到海外东道国投资获利，
可能会鼓励更多中国人移民到该东道国， 这种双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 将使

ＯＬＳ 估计产生偏差 （洪永森， ２０１１） ［２３］。 为了避免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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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进一步选用严格外生的工具变量， 采用工

具变量法检验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关系的一致性。
工具变量选择如下：

（１） 双边伙伴关系 （ｐ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本文借鉴衣长军和徐雪玉 （２０１６） ［２４］的研

究， 将国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 （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划分成 ８ 个不同层次： 无关

系、 合作伙伴关系、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战略伙伴关系、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依次赋值为

０－７， 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相关外交文件整理获得。
（２） 两国建交时间 （ ｊｔｉｍｅ）。 以当年年份与中国和东道国的建交初始年份之差

测量两国建交时间。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５、 控制变量

基于现有文献的研究和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 东道国

经济稳定性（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企业规模（ｓｉｚｅ）、 企业年龄（ａｇｅ）、 盈利能力（ｐｒｏｆｉｔ）、 出口密

集度（ｅｘｐｓｈａｒｅ）、 人均管理成本（ ｐｍａｎａｇｅ）、 企业所有制结构（ ｓｔａｔｅ）、 制度距离

（ｉｎｓｄｉｓ）、 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ｔｒａｄｅ）、 东道国信息发展水平（ｉｃｔ）、 经济距离（ｅｃｏｄｉｓ）
以及东道国经济发展速度（ｇｒｏｗｔｈ）。 各变量的界定、 解释及数据来源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说明及其数据来源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测量指标 标识 数据来源

被解释

变量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

新效应
全要素生产率， 取对数 ｔｆｐ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

解释变量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网络

东道国中国移民存量与东道国人口

比例
ｃｈｉ

《联合国移民数据

库》

调节变量 组织学习
根据海外子公司经营范围确定， 探索

式学习取值为 １， 利用式学习取值为 ０
ｌｅａｒｎ

商务部《境外投资企

业（机构）名录》

工具变量
双边伙伴关系

划分成 ８ 个不同层次， 依次赋值为

０－７
ｐ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两国建交时间 各年东道国与中国的建交时间之差 ｊｔｉｍｅ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交部网站

控制变量

（宏观）

制度距离
采用 Ｋｏｇｕｔ－Ｓｉｎｇｈ 距离指数公式计算各

东道国与中国总体的制度距离
ｉｎｓｄｉｓ

东道国对外开放

程度
东道国进出口总额， 取对数 ｔｒａｄｅ

东道国信息发展

水平

东道国当年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的拥

有率、 计算机普及程度和互联网应用

水平的几何加权平均数， 取对数

ｉｃｔ

经济距离
东道国与中国人均 ＧＤＰ 的绝对值之

差， 取对数
ｅｃｏｄｉｓ

东道国经济发展

速度
东道国 ＧＤＰ 增长率 ｇｒｏｗｔｈ

东道国经济稳定性 东道国各年通货膨胀率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世界银行全球治

理指标数据库》

《世界银行世界发

展指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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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控制变量

（微观）

企业规模 企业销售额， 取对数 ｓｉｚｅ

企业年龄 当年年份与企业开业年份之差， 取对数 ａｇｅ

盈利能力 营业利润与企业销售额之比 ｐｒｏｆｉｔ

出口密集度 出口交货值与企业销售额之比 ｅｘｐｓｈａｒｅ

人均管理成本 管理费用与从业人数之比， 取对数 ｐｍａｎａｇｅ

企业所有制结构
将所有制结构分为民营、 外资、 国有，
分别赋值为 １、 ２、 ３

ｓｔａｔｅ

《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主要变量描述性分析

变量名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全要素生产率 －０ ００３９ ０ ９５２４ －７ ８２２４ ５ ５０６９

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 ０ ００５７ ０ １６５１ －０ ０６９７ ０ ８４５８

组织学习 ０ ４４６６ ０ ４９７２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两国建交时间 ３ ５９８５ ０ ３９１２ ０ ００００ ４ １５８９

双边伙伴关系 ２ ９２５０ １ ７３６９ ０ ７

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 ２７ ３０６２ １ ３８９８ ２１ ２３０４ ２８ ９９４２

东道国信息发展水平 ３ ３５２７ ０ ９９５２ －０ ９６３５ ４ ２２９９

制度距离 ２ ５２５２ １ ６７０１ ０ １０５７ ６ ２０４４

经济距离 ２９ １９７１ ０ ７００４ ２４ ４９３３ ３０ ０１４１

东道国经济发展速度 ０ ０２９５ ０ ０３２８ －０ ０８２７ ０ ３４５０

东道国经济稳定性 ０ ４１３７ ０ ４００９ －０ ４８６３ ３ １４４１

企业规模 １２ ４１６５ １ ９７３０ ６ ９８０１ １９ ２８４２

企业年龄 ２ ２２８９ ０ ６８６２ ０ ６９３１ ４ １５８９

盈利能力 ０ ０６１０ ０ １７５０ －５ ４６０４ １１ ４１２８

出口密集度 ０ ３３１７ ０ ３５４６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人均管理成本 ０ ９８３２ ０ ６０６２ －５ ９１７５ ２ ４２９１

企业所有制结构 １ ４６５７ ０ ６６０３ １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０

Ｎ＝ ２３６８６

（三） 相关性分析

为了选择有效的模型进行回归， 在实证分析之前本文对各变量的相关性进行分
析，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３ 所示。

为了进一步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 测算了相关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简称 ＶＩＦ）， 结果如表 ４ 所示， 所有变量的 ＶＩＦ 值均值为 １ ５８ 远小于 ５， 表明各

变量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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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ｃｈｉ ｌｅａｒ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ｃｔ ｉｎｓｄｉｓ ｅｃｏｄｉ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ｈｉ １　 　
ｌｅａｎ ０ ００２ １　 　
ｔｒａｄｅ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２ １　 　
ｉｃｔ ０ ２４４∗∗∗ ０ ０７５∗∗∗ ０ ５０９∗∗∗ １　 　

ｉｎｓｄｉｓ ０ ４０９∗∗∗ ０ ０７９∗∗∗ ０ ５２１∗∗∗ ０ ６５９∗∗∗ １　 　
ｅｃｏｄｉｓ ０ ０７３∗∗∗ －０ １０１∗∗∗ ０ ２８２∗∗∗ －０ ０２８∗∗∗ －０ ０５７∗∗∗ １　 　
ｇｒｏｗｔｈ ０ ０７１∗∗∗ －０ ０４８∗∗∗ －０ ３９５∗∗∗ －０ ５２１∗∗∗ －０ ４２７∗∗∗ ０ ０８０∗∗∗ １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０ １７１∗∗∗ －０ ０６２∗∗∗ －０ ４１１∗∗∗ －０ ５６１∗∗∗ －０ ６０１∗∗∗ ０ ０９５∗∗∗ ０ ４２９∗∗∗

ｓｉｚｅ ０ ０９０∗∗∗ ０ ０９７∗∗∗ －０ ０６４∗∗∗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６∗∗∗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６∗∗∗

ａｇｅ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９∗∗∗ ０ ０５３∗∗∗ ０ ００１
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０１６∗∗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９

ｅｘｐｓｈａｒｅ －０ ０４９∗∗∗ －０ ０６７∗∗∗ ０ ０７１∗∗∗ ０ ０６２∗∗∗ ０ ０４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９６∗∗∗

ｐｍａｎａｇｅ ０ ０５２∗∗∗ ０ １１７∗∗∗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５∗∗∗ －０ ０９５∗∗∗

ｓｔａｔｅ ０ ０４２∗∗∗ ０ ０５１∗∗∗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１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１

ｓｉｚｅ ０ ０２１∗∗∗ １
ａｇｅ －０ ００９ ０ ３９０∗∗∗ １
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００２ ０ １１４∗∗∗ ０ ０３５∗∗∗ １

ｅｘｐｓｈａｒｅ －０ ０４０∗∗∗ －０ １４３∗∗∗ －０ ０２７∗∗∗ －０ ０６３∗∗∗ １
ｐｍａｎａｇｅ －０ ０１２∗∗ ０ ３４５∗∗∗ ０ ２１９∗∗∗ ０ ０４４∗∗∗ ０ ００５ １
ｓｔａｔｅ －０ ０１３∗ ０ ３１５∗∗∗ ０ ０８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０ ０ １３９∗∗∗ １

注： ∗∗∗、∗∗和∗分别代表显著水平为 １％、 ５％、 ｌ０％。

表 ４　 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

变量 ｃｈｉ ｌｅａｒ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ｃｔ ｉｎｓｄｉｓ ｅｃｏｄｉ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ＶＩＦ 值 １ ４２ １ ０４ ２ ５９ ２ ９８ ２ ５７ １ ０７ １ ６１
变量 ｉｎｆｔａｔｉｏｎ ｓｉｚｅ ａｇｅ ｐｒｏｆｉｔ ｅｒｐｓｈａｒｅ ｐｍａｎａｇｅ ｓｔａｔｅ
ＶＩＦ 值 １ ７６ １ ４７ １ ２０ １ ０２ １ ０４ １ １８ １ １２

平均 ＶＩＦ 值＝ １ ５８

（四） 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之间的关系， 本文首先

设定仅包含控制变量的基础模型：
ｔｆｐｋｊ ＝ ｕｋ ＋ β１ ｔｒａｄｅｉｊ ＋ β２ ｉｎｓｄｉｓｉｊ ＋ β３ ｉｃｔｉｊ ＋ β４ ｅｃｏｄｉｓｉｊ ＋ β５ ｇｒｏｗｔｈｉｊ ＋ β６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ｉｊ 　
　 ＋ β７ ｓｉｚｅｋｊ ＋ β８ ａｇｅｋｊ ＋ β９ ｐｒｏｆｉｔｋｊ ＋ β１０ ｅｘｐｓｈａｒｅｋｊ ＋ β１１ ｐｍａｎａｇｅｋｊ ＋ β１２ ｓｔａｔｅｋｊ ＋ εｋｊ

（１）
其中， ｋ 表示企业， ｉ 表示东道国国别， ｊ 表示年份， 例如 ｔｆｐｋｊ 表示第 ｊ 年 ｋ 企

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ｔｒａｄｅｉｊ 表示第 ｊ年， ｉ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 ｕｋ 表示随企业不同

而变化的企业个体效应； εｋｊ 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检验华侨华人网络对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的可能的非线性影响， 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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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华人网络的一次项 （ｃｈｉｉｊ） 及二次项 （ｃｈｉ２ｉｊ） 加入基础模型。 此外， 为了避免加入

交互项之后带来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对华侨华人网络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得到

其二次项。 令 Ｘ ｉｊｋ 代表上述 １２ 个控制变量， b代表其相应系数， 则具体模型如下：
ｔｆｐｋｊ ＝ ｕｋ ＋ ａ１ ｃｈｉｉｊ ＋ ａ２ ｃｈｉ２ｉｊ ＋ β′Ｘ ｉｊｋ ＋ εｋｊ （２）

为了检验组织学习对华侨华人网络与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之间关系的调节

效应， 在模型 （２） 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组织学习变量 （ ｌｅａｒｎｋｊ） 、 组织学习与中心

化处理后的华侨华人网络一次项和二次项的交互项， 分别构建了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具体模型如下：

ｔｆｐ ＝ ｕｋ ＋ α１ ｃｈｉｉｊ ＋ α２ ｃｈｉ２ｉｊ ＋ α３ ｌｅａｒｎｋｊ ＋ β′Ｘ ｉｊｋ ＋ εｋｊ 　 　 　 　 　 　 　 　 　 　 （３）
ｔｆｐｋｊ ＝ ｕｋ ＋ α１ ｃｈｉｉｊ ＋ α２ ｃｈｉ２ｉｊ ＋ α３ ｌｅａｒｎｋｊ ＋ α４ ｌｅａｒｎｋｊ × ｃｈｉｉｊ ＋ α５ ｌｅａｒｎｋｊ × ｃｈｉ２ｉｊ

　 　 ＋ β′Ｘ ｉｊｋ ＋ εｋｊ 　 　 　 　 　 　 　 　 　 　 　 　 　 　 　 　 　 　 （４）

其中， ｌｅａｒｎｋｊ × ｃｈｉｉｊ 和 ｌｅａｒｎｋｊ × ｃｈｉ２ｉｊ 分别表示组织学习与华侨华人网络的一次项

和二次项的交互项。

三、 实证结果分析

（一） 模型筛选

为了比较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对参数估计结果的影响， 我们首先采用 ＯＬＳ 法对

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进行估计与检验。 由

于所使用的数据为面板数据， 使用 ＯＬＳ 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主要有三种模型：
混合面板回归模型 （ＰＯＬＳ）、 固定效应模型 （ＦＥ） 和随机效应模型 （ＲＥ）。 为了

选择合适模型进行分析， 首先， 利用 ｓｔａｔａ１３ 软件采用三种回归方法对模型 （２） 进

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５ 所示。 其次， 对模型 （２） 分别进行了 Ｆ 检验、 ＬＭ 检验

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结果如表 ６ 所示。

表 ５　 三种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ＰＯＬＳ ＦＥ ＲＥ
ｃｈｉ ０ ０５４ ５ ８９７∗∗∗ ０ ９２１∗∗∗

（０ ３９） （７ ８５） （３ ９７）
ｃｈｉ２ －０ ０２５ －４ ４４５∗∗∗ －１ １１７∗∗∗

常数项
－３ １４６∗∗∗ －３ ０７６∗∗∗ －５ ０５２∗∗∗

（－１２ １０） （－３ ６５） （－１４ ７９）
Ｒ２ ０ ２２８８ ０ ２９０２ ０ ２７２６
Ｎ ２３ ６８６ ２３ ６８６ ２３ ６８６

注：∗∗∗、∗∗和∗分别代表显著水平为 １％、 ５％、 ｌ０％， 括号内数值为 ｔ 统计量。

表 ６ 所示， 首先， 采用 Ｆ 检验的结果显著拒绝了 “混合回归模型是可以接受

的” 原假设， 因此不宜采用混合回归模型； 其次， 从 ＬＭ 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强烈

拒绝了 “不存在个体随机效应” 的原假设， 即认为在 “随机效应” 与 “混合回

归” 二者之间应该选择 “随机效应”； 最后， 利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对固定效应模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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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取舍，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显著拒绝了 “应该使用随机效应模型”
的原假设， 因此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综合以上检验结果和分析， 采用固定效应模

型对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表 ６　 面板模型类型选择检验

检验方法 原假设 Ｈ０ 统计量 Ｐ 值

Ｆ 检验 Ｈ０： ａｌｌ ｕｉ ＝ ０ 混合回归模型是可以接受的 ８ １１ ０ ００００

ＬＭ 检验 Ｈ０： ａｌｌ σμ ＝ ０ 不存在个体随机效应 １４１４７ ３１ ０ ０００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Ｈ０： ｕｉ 与 ｘｉ ， ｚｉ 不相关 应该使用随机效应模型 １７３８ ５６ ０ ００００

（二） 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关系检验

１ ＯＬＳ 估计结果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只包括控制变量的基础模型和加入了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

变量的模型 （２） 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７ 所示。 模型 １ 是对只包含控制变量的基础

模型的回归； 模型 ２ 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 （２） 的回归结果； 为了避免异方

差和自相关的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模型 ３ 是控制了异方差因素的干扰的回归结果。
模型 ４ 是使用工具变量法的两阶段 ＧＭＭ 估计结果。

表 ７　 主效应回归结果及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ＦＥ）

模型 ３
（ＦＥ＿ ｒｏｂｕｓｔ）

模型 ４
（ＩＶ＿ ＧＭＭ）

ｃｈｉ
　 　 ５ ８９７∗∗∗ 　 　 ５ ８９７∗∗∗ 　 　 ２ ８５３∗∗∗

（７ ８５） （５ ７０） （３ ８３）

ｃｈｉ２
－４ ４４５∗∗∗ －４ ４４５∗∗∗ －４ ６２８∗∗∗

（－６ ３３） （－４ ５９） （－４ ７７）
时间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１ １６３ ２７１∗∗∗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 ｒｋ Ｆ 统计量 ３４７ ８３５
Ｓａｒｇａｎ－Ｈａｎｓｅｎ 统计量 ０ ０８９

Ｎ ２３ ６８６ ２３ ６８６ ２３ ６８６ ２３ ６８６

注： ①∗∗∗、∗∗和∗分别代表显著水平为 １％、 ５％、 ｌ０％， 括号内数值为 ｔ 统计量；
②限于篇幅， 控制变量结果未列示。

从表 ７ 中可以看出， 无论是否考虑了异方差的影响， 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变量

（ｃｈｉ） 的二次项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为了保证结果的有效性， 我们主

要根据考虑了异方差因素的模型 ３ 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从模型 ３ 可以看出， 海外

华侨华人网络 （ｃｈｉ） 及其二次项系数 （ｃｈｉ２） 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 华侨华人网络

的一次项系数 ａ１为 ５ ８９７， 而二次项系数 ａ２为－４ ４４５， 即 ａ２ ＜０， －ａ１ ／ （２ａ２） ＝
０ ６６３３， 去心化后的华侨华人网络的取值区间为 （ －０ ０６９７， ０ ８４５８）， 对称轴值

６６１

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０ ６６３３ 在该区间内， 说明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存

在显著的 “倒 Ｕ 型” 关系。 换言之， 当华侨华人网络没有达到阈值之前， 华侨华

人网络能够增加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 而当其达到阈值之后， 则会抑制企

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的增加， 这一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 １。
在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实现的过程中， 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主要通过影响

海外子公司资源的获取与传递， 进而影响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 从社会网络关

系的角度， 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作为中国企业的一种特殊 “关系资产”， 有利于海外

子公司克服 “外来者劣势”， 能够更快地融入当地环境， 与当地企业建立良好的关

系网络， 获得较多的异质性的知识， 从而提高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 然而， 从

嵌入性的角度分析， 当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强度过大时， 一方面， 网络所提供的知

识异质性下降， 企业容易形成 “路径依赖”， 不利于成长； 另一方面， 当网络嵌入

性过高时， 企业与网络外部企业交流的意愿也可能会降低。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会

导致海外子公司所能获得和传递的知识减少， 并且其异质性也会下降， 从而不利于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的提升。 因此， 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

技术创新效应之间不仅仅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而是非线性的 “倒 Ｕ 型” 关系。
２ 内生性问题及工具变量 ＧＭＭ 估计结果

随着中国 “走出去” 战略的实施以及对创新的日益重视， 通过 “走出去” 获

取海外技术从而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之一，
东道国技术溢出对于中国企业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因此， 在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

新效应高的东道国中， 海外华侨华人的密度可能也越大， 其华侨华人网络的强度越

大， 即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之间很可能存在双

向因果关系。 这种双向因果关系会导致 ＯＬＳ 系数估计产生偏差。 为了消除偏误，
需要对上述估计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 （ＩＶ） 解决内生性问题， 选用双边伙伴关系和两国建交

时间作为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的工具变量。 之所以选取上述两个工具变量作为海外

华侨华人网络的工具变量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一是从外生性的角度来看， 双边伙伴

关系 （ｐ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属于政治因素， 受到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比较大； 而两国建

交时间 （ ｊｔｉｍｅ） 是历史因素， 它们显然都是外生的， 不会对当前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

术创新效应产生影响； 二是从与内生变量的关系看， 国家之间较高层次的伙伴关系

能够为 “走出去” 企业带来一定的便利， 现有研究也验证了双边伙伴关系对中国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 即较高层次的双边伙伴关系有利于吸引中国企业对

该国进行直接投资 （衣长军和徐雪玉， ２０１６）。 由于海外华人往往以亲友关系形成

族群网络从事跨国商业活动， 因此， 较高层次的双边伙伴关系能够增强该东道国的

华侨华人网络强度。 而历史上两国建交时间越长， 则双边移民存量可能越多， 当地

的华侨华人网络强度越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双边伙伴关系和两国建交时间是

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较为理想的工具变量。
采用两阶段 ＧＭＭ 方法进行估计， 在进行估计之前， 需要对工具变量的合理性

进行判断： （１） 首先， 不可识别检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在 １％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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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了 “工具变量识别不足” 的原假设， 即工具变量不存在不可识别问题； （２）
其次， 检验是否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为了考察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 计

算了 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Ｙｏｇｏ （２００５） ［２５］的最小特征值统计量。 最小特征值统计量 （Ｋｌｅｉｂｅｒ⁃
ｇｅｎ－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 ｒｋ Ｆ 统计量） 为 ３４７ ８３５， 远大于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检验 １０％水平上的临

界值 １３ ４３， 因此拒绝工具变量是弱识别的假定， 说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具有较

强的相关性； （３） 最后， 过度识别检验。 Ｓａｒｇａｎ－Ｈａｎｓｅｎ 过度识别检验的相伴随概

率为 ０ ７６５７， 因此不能在 １０％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工具变量是过度识别的原假设，
由此可以判断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外生的。

表 ７ 中的模型 ４ 报告了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的两阶段 ＧＭＭ 估计结果。 从表 ７
可以看出， 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 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变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的显

著性不变， 依然在 １％水平上显著； 其符号分别为正号和负号， 与 ＯＬＳ 估计结果一

致， 表明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的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但是， 从解释变量的系数

大小来看， 考虑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后， 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变量的系数有所变化，
即内生性问题导致了估计结果的强度偏差。 为了更为直观地观察两种估计方法下海

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之间的关系， 绘制了两种估计

方法下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变量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变量的关系对比

图，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两种估计方法下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创新效应之间关系对比图

从图 １ 中可以看出， 无论是否考虑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

引起的内生性问题， 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之间都

呈 “倒 Ｕ 型” 关系， 假设 １ 依然成立， 且验证了这一结论的稳健性。 然而， 对比

两条曲线的切线斜率不难看出， 若不考虑内生性问题， 当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强度较

小时， 往往容易高估其对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的促进作用； 而当海外

华侨华人网络强度逐渐变大时， 则往往容易低估其对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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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带来的抑制作用， 这显然不利于中国 “走出去” 企业对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

的合理评估与运用。 换言之， 内生性问题影响了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强度的评估， 从而掩盖了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

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之间的真实关系， 这可能是以往研究往往忽视或高估

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中国企业 “走上去” 的重要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 组织学习的调节效应检验

从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实现的过程不难看出， 海外子公司对东道国资源的

获得以及对母国企业的传递， 在该过程中尤为重要。 以上实证研究发现， 东道国华

侨华人网络虽然能够促进海外子公司资源的获得与传递， 但是当东道国华侨华人网

络达到阈值时， 则会因过度嵌入而不利于海外子公司对东道国资源的获取。 而海外

子公司作为经营主体， 其经营策略比如在组织学习模式上的决策也会影响到企业与

东道国企业的关系， 根据组织学习理论， 组织学习是企业经营策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 影响企业对资源的获取与利用。 为此， 进一步考察组织学习对海外华侨华人网

络与中国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 与上述研究方法相同， 首先， 采用固定

效应 ＯＬＳ 方法检验组织学习的调节效应； 其次， 以双边伙伴关系和两国建交时间

为工具变量， 采用二阶段 ＧＭＭ 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修正， 检验估计结果的一致

性与稳健性。
１ ＯＬＳ 估计结果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 先将解释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然后在模型中分别加

入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 （ ｌｅａｒｎ） 的交互项， 以此来检验调节效应。 如果交互项系数

显著则表明组织学习对华侨华人网络与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

用； 相反， 若交互项系数不显著， 则表明没有调节作用； 而交互项的系数则表明不同

的组织学习模式对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关系的影响的差异。 在表 ８ 中， 模型 ５
是采用 ＯＬＳ 方法对调节效应的估计结果， 模型 ６ 则是以双边伙伴关系和两国建交时

间为工具变量， 采用二阶段 ＧＭＭ 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修正的估计结果。
从表 ８ 的模型 ５ 中可以看出， 组织学习变量与华侨华人网络变量的二次项的交

互项系数 （ｃｈｉ２×ｌｅａｒｎ） 为 １ ４２４， 在 ５％水平上显著， 这一结果表明组织学习对海

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之间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

用， 即不同的组织学习模式 （探索式组织学习与利用式学习） 对海外华侨华人网

络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之间关系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进一步地， 在模型 ５ 中华侨华人网络变量的二次项的系数为－５ ０８６， 在 １％水

平上显著， 表明当子公司选择利用式学习模式时， 华侨华人网络对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

创新效应的影响的系数为－５ ０８６； 组织学习变量与华侨华人网络变量的二次项的

交互项系数为 １ ４２４， 在 ５％水平上显著， 由此不难得出， 当子公司选择探索式学

习模式时， 华侨华人网络对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的系数为 － ３ ６６２
（－３ ６６２＝ －５ ０８６＋１ ４２４）； 绝对值为 ３ ６６２＜５ ０８６， 根据相关知识， 二次项系数

的绝对值越小， 则 “倒 Ｕ 型” 曲线的开口越大。 表明与利用式学习相比， 探索式

学习模式更能负向调节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中国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的关系。 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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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式学习方式相比， 探索式学习更能够弱化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之间的 “倒 Ｕ 型” 型关系， 初步验证了假设 ２。

表 ８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３

（ＦＥ＿ｒｏｂｕｓｔ）
模型 ４

（ＩＶ＿ＧＭＭ）
模型 ５
（ＯＬＳ）

模型 ６
（ＩＶ＿ＧＭＭ）

ｃｈｉ 　 　 ５ ８９７∗∗∗ 　 　 ２ ８５３∗∗∗ 　 　 ６ ５０２∗∗∗ 　 　 ５ １２５∗∗∗

（５ ７０） （３ ８３） （４ ３７） （４ ４０）

ｃｈｉ２
－４ ４４５∗∗∗ －４ ６２８∗∗∗ －５ ０８６∗∗∗ －８ ２３４∗∗∗

（－４ ５９） （－４ ７７） （－５ ３９） （－５ ２３）

ｌｅａｒｎ
０ ０９３ －０ ２１２∗∗∗

（１ ４８） （－６ ５８）

ｃｈｉ×ｌｅａｒｎ
－１ ２７７∗∗∗ －４ ８２１∗∗∗

（－３ ３７） （－５ ５０）

ｃｈｉ２×ｌｅａｒｎ
１ ４２４∗∗ ７ ７９０∗∗∗

（２ ２８） （６ １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１１６３ ２７１∗∗∗ ５６９ ９８２∗∗∗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 ｒｋ Ｆ 统计量 ３４８ ８３５ １８１ ３４７
Ｓａｒｇａｎ－Ｈａｎｓｅｎ 统计量 ０ ０８９ １ ６３２

Ｎ ２３ ６８６ ２３ ６８６ ２３ ６８６ ２３ ６８６
注： ①∗∗∗、∗∗和∗分别代表显著水平为 １％、 ５％、 ｌ０％， 括号内数值为 ｔ 统计量；
②限于篇幅， 表中未详细列出 “控制变量” 的估计结果。

对这一结果的一个解释是， 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学习模

式， 对跨国企业产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探索式学习往往涉及新技术的搜寻和不断

地引入新知识 （Ａｂｅｂｅ ａｎｄ Ａｎｇｒｉａｗａｎ， ２０１４）， 注重对新知识的获取； 而利用式学

习是对已有知识的一种延伸性学习， 注重对现有知识和资源的利用。 当东道国华侨

华人网络强度较小时， 企业在东道国的资源相对薄弱。 探索式学习具有一定的风险

性， 若专注于探索式学习则不利于企业稳定经营， 从而不利于知识的吸收与传递。
而利用式学习则能够使企业更加注重对现有资源的利用， 在稳定经营的基础上寻求

更多的发展机会。 当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强度过高时， 通常情况下， 企业容易产生

“路径依赖”， 阻碍海外子公司与其他东道国企业网络的交流， 从而不利于异质性

知识的获取。 与探索式学习相比， 利用式学习则能使企业更加依赖于网络所提供的

资源， 而怠于与其他企业进行交往， 加重 “路径依赖”， 从而不利于 ＯＦＤＩ 逆向技

术创新效应的提升。 因此， 当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强度较大， 或者达到一定程度

后， 与利用式学习相比， 探索式学习更能够削弱华侨华人网络强度增大给母国

ＯＦＤＩ 企业逆向技术创新效应的获得带来的不利影响。 因此， 从总体上看， 与利用

式学习相比， 探索式学习更能够弱化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

创新之间的 “倒 Ｕ 型” 型关系。
２ 内生性问题及工具变量 ＧＭＭ 估计结果

表 ８ 中的模型 ６ 是以双边伙伴关系和两国建交时间为工具变量， 采用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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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ＭＭ 方法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修正的估计结果。 如表 ８ 所示， 在模型 ６
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均通过检验。 从模型 ６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组织学习变量与

华侨华人网络变量的二次项的交互项系数为 ７ ７９０， 符号为正， 且在 １％水平上显

著， 这一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组织学习对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之间关系仍然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并且其显著性有所增

强。 同样表明， 内生性问题导致了估计结果的强度偏差。 进一步分析两种组织学习

模式的影响差异， 从模型 ６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华侨华人网络变量的二次项的系

数为－８ ２３４， 在 １％水平上显著； 组织学习与华侨华人网络的二次项的交互项系数

为 ７ ７９０， 在 １％水平上显著。 这一结果同样表明， 与利用式学习方式相比， 探索

式学习更能够弱化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之间的 “倒 Ｕ
型” 型关系， 再一次验证了假设 ２。 由此可以看出， 无论采用 ＯＬＳ 方法还是采用工

具变量法， 不管内生性是否存在， 组织学习对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之间的调节效应均存在， 且结论一致。

图 ２ （ａ） 　 ＯＬＳ法估计组织学习的调节　 　 　 图 ２ （ｂ） 　 工具变量法估计组织学习的调节

　 　 　 　 　 　 　 　 　 效应图　 　 　 　 　 　 　 　 　 　 　 　 　 　 　 　 　 　 效应图

图 ２ （ａ） 呈现了采用 ＯＬＳ 方法估计的组织学习对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

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之间关系的影响作用 （其中， ＥＲＬ 表示探索式学习模

式； ＥＩＬ 表示利用式学习模式）。 对比图 ２ （ａ） 中探索式学习模式下和利用式学习

模式下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的关系曲线的切线斜

率， 不难看出， 当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强度没有达到一定程度 （并不特指 “倒 Ｕ
型” 曲线的阈值） 之前， 利用式学习模式下 “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 关系曲线的切线斜率大于探索式学习模式下 “海外华侨华人

网络－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 关系曲线的切线斜率； 而当东道国华侨

华人网络强度达到一定程度 （并不特指 “倒 Ｕ 型” 曲线的阈值） 之后， 则情况相

反， 表明与利用式学习相比， 探索式学习更能够弱化华侨华人网络与 ＯＦＤＩ 逆向技

术创新之间的 “倒 Ｕ 型” 关系， 从而支持了假设 ２。
图 ２ （ｂ） 呈现了采用工具变量法估计的组织学习对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

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分析方法与图 ２ （ａ） 的思路一

１７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致。 通过对比图 ２ （ｂ） 中探索式学习模式下和利用式学习模式下海外华侨华人网

络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的关系曲线的切线斜率。 不难看出， 与图 ２
（ａ） 所呈现的趋势相同， 同样表明： 与利用式学习相比， 探索式学习更能够弱化

华侨华人网络与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之间的 “倒 Ｕ 型” 关系。 由此也可以看出， 无

论是否考虑内生性问题， 组织学习对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

创新效应之间的关系都具有调节作用。 然而， 通过对比图 ２ （ａ） 和图 ２ （ｂ） 不难

看出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与 ＯＬＳ 法估计的结果相比， 考虑了内生性问

题的工具变量法估计的结果中组织学习的调节效应更加明显， 这也可能是以往研究

中往往忽略组织学习的调节作用的原因之一。

四、 结论与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了企业发展壮大的机遇，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选择 “走出去”。 然而 ＯＦＤＩ 面临着来自社会、 文化以及政治等

诸多方面的 “外来者劣势”。 实力雄厚、 分布广泛的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作为本国族裔

关系网络的延续， 是中国跨国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不可忽视的天然优势与重要资产，
政界、 商界、 侨界都认为华侨华人网络能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 发挥重要作用， 然

而学术界却鲜有研究全球华侨华人网络对海外子公司逆向技术创新效应实现过程与机

理。 本文结合社会网络理论、 网络嵌入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 从社会关系网络视角

和网络嵌入性视角出发， 探究了海外华侨华人网络、 海外子公司组织学习对我国企

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 并创新性地将双边伙伴关系和两国建交时间作

为工具变量， 采用工具变量法考察海外华侨华人网络、 组织学习与我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之间的关系， 避免了内生性问题而产生的估计偏差。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１） 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之

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表现为显著的 “倒 Ｕ 型” 关系。 （２） 组织学习能够调节华侨

华人网络与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之间关系。 与利用式学习模式相比， 探索式学

习模式更能够负向调节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的关

系。 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 结论依然成立， 并且在控制内生性问题的情形下， 组

织学习的调节作用更加明显。
基于上述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１） ＯＦＤＩ 是中国企业提升创新水平

的主要渠道之一。 政府应该加大对 “一带一路” 倡议和 “走出去” 战略推进力度，
引导中国企业不断 “走下去” 和 “走上去” （衣长军等， ２０１９） ［２６］。 同时， 加强与

海外华商的交流， 扩大和巩固海外华侨华人网络。 第一， 重视并加强与海外华人交

流， 维系现有社会关系网络， 更加注重构建企业与华侨华人网络之间的交流平台；
第二， 加大推广海外华侨、 华人社会的华文教育工作的实施力度， 加强文化以及民

族认同感的纽带作用。 （２） 海外华侨华人与我国具有天然的联系， 在我国企业对

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可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 在投资决策阶段， 应该尽量选择华侨华

人较为多、 华人企业影响力比较大的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 其次， 在海外经营过程

中应该积极建立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之间的联系， 充分利用政府提供的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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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应该正确处理与东道国企业的关系， 应当注意到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 适度地嵌入华侨华人网络， 避免 “过
犹不及”。 （３） 海外子公司对东道国知识的获取与吸收是母国企业获得 ＯＦＤＩ 逆向

技术创新效应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海外子公司作为经营主体， 必然能够根据经济环

境、 社会环境乃至政治环境的不同， 对企业的经营做出适当的调整。 因此， 建议母

国企业重视与海外子公司的联系， 根据与当地华侨华人网络的交流情况， 及时调整

海外子公司的组织学习模式， 以提升企业逆向技术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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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３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Ｏ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ＧＭＭ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ｅｍｐｉｒｉ⁃
ｃａｌｌｙ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ＦＤＩ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１）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ＦＤＩ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ＦＤＩ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ｈｏｗｓ ａ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ｅ ｉｓ
ｌｅｓｓ”． （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ＦＤＩ．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ＦＤＩ ｔｏ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ｔｈａｎ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ｏ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ｈｏｗ ｔｏ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 ｇ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ＤＩ；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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