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审批简化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

———基于核准权下放试点的准自然实验实证研究

曾守桢　 　 余官胜

摘要： 行政审批简化降低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固定成本， 提高了企业从事对外直

接投资的收益， 通过降低生产率门槛促使更多企业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替代出口

贸易进行国际化。 本文在构建理论框架阐述该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展开实证检验。 以

国家发改委于 ２０１２ 年颁布的 《关于进一步简化境外投资项目管理程序试点工作的

通知》 为准自然实验， 本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回归， 发现核准权限的下放能同时

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占 ＧＤＰ 的比重以及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 有效地验证了行政审

批简化产生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作用。 在政策上， 本文的研究意味着进一步坚持行

政审批方式的简化是继续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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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加入 ＷＴＯ 以来，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快速的增长， 根据商务部数据

统计， 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已稳居全球第二位， 已成为全

球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推动力除了世界经济形势

的变迁和企业综合竞争实力的增强外， 政府层面上的审批程序简化也是不可忽视的

因素。 以往的研究主要从补贴 （冀相豹和王大莉， ２０１７） ［１］以及双边关系 （宗芳宇

等， ２０１２） ［２］等角度强调政府支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 较少关注政府

审批程序简化所产生的促进作用。 事实上， 过去 １０ 余年来， 政府部门对企业对外

直接投资的审批程序不断简化， 经历了从审批制到核准制再到备案制的简化历程，
同时也逐步将行政权下放至地方，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

了便捷。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 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对外开放领域的重要性进

一步提升， 也需要政府部门不断探索更为简便有效的行政服务体系。 因此， 在学术

上验证行政审批简化是否确实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增长， 对于政策完善具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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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价值。
自 ２００４ 年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推行对外直接投资核准制以来， 地方企业对外

直接投资项目的核准权限一般来自省级发改部门和商务部门。 国家发改委于 ２０１２
年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简化境外投资项目管理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 决定在部分

省市试行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核准权限下放至地市级发改委和商务部门， 这也为研究

行政审批简化是否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研究素材。 本文以

此为背景构建实证研究模型， 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回归发现核准权限下放明显推

动了试点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项目数量增长， 有效验证了行政审批简化产生

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作用。 相比于以往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影响因素的研

究， 本文在实证上新增了行政审批简化层面的促进因素， 构成了本文在文献上的边

际贡献。

一、 文献综述

在已有研究中， 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层面两类， 宏观

因素包括母国和东道国因素两类， 其中行政审批属于宏观因素中政府及制度层产生

的影响范畴。 在传统的 ＯＬＩ 框架中， Ｄｕｎｎｉｎｇ （１９７７［３］， １９８０［４］ ） 更为强调东道国

制度作为区位优势产生的对外直接投资引力作用， 而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对外直接

投资的崛起使学术界开始将视角转向母国制度的影响。 母国制度产生的对外直接投

资影响分为优质制度的正向推动和制度缺失的逆向推动两个方面。 在正向推动影响

中， Ｌｕｏ 等 （２０１０） ［５］研究发现母国制度建设和政策扶持能有效弥补企业的竞争劣

势， 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增长； Ｓｔｏｉａｎ （２０１３） ［６］ 则验证了新兴市场国家竞争政策的

推行和国内全面的制度改革是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在逆向推动影响

中， Ｌｕｏ 和 Ｔｕｎｇ （２００７） ［７］以及 Ｓｔｏｉａｎ 和 Ｍｏｈｒ （２０１６） ［８］ 均认为母国制度方面的缺

陷， 包括产权保护不完善、 司法不透明、 腐败程度较高等均迫使企业外逃， 反向推

动了对外直接投资。
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在国家特定优势和政府主导下开展的 （裴长洪和樊

瑛， ２０１０） ［９］， 因而国内研究也较为关注政府和制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陈培如等 （２０１７） ［１０］研究发现国内制度环境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逃逸效应， 财政和

金融支持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正向的激励， 而法制和产权保护不健全则构成

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逃逸效应。 李洪亚和董建功 （２０１７） ［１１］从所有制改革层面研

究了国内制度的影响， 发现我国所有制改革产生的企业主体多元化能促进对外直接

投资， 但这种正向影响存在东道国异质性。 政府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制度协议也被

认为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重要影响， 宗芳宇等 （２０１２） ［２］ 以及杨宏恩等

（２０１６） ［１２］ 均发现双边投资协议能有效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杨连星等

（２０１６） ［１３］则发现双边政治友好关系有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 多元化以

及成功率提升。 同时， 政府行为也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直接影响， 姜广省和

李维安 （２０１６） ［１４］发现政府干预不利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 但却能提升对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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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投资绩效； 张凌霄 （２０１６） ［１５］发现政府扶持政策能提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
但官僚体系和腐败则会产生负向的绩效影响。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类研究是行政审批的经济效应文献， 随着我国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的推进， 国内也有较多学者开始关注其经济影响。 程惠霞和康佳 （２０１５） ［１６］分

析了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演进轨迹， 认为整个发展过程是政府主导的效率提升导

向， 着眼于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有利于政府绩效改善和市场活力释放。 基于

此， 我国行政审批改革也能在多个维度产生正向的经济效益， 才国伟等 （２０１２） ［１７］

发现外资竞争引致的地方行政效率提升能有效地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范少君等

（２０１５） ［１８］发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能提升企业投资规模， 并且对非国有控股企业的

影响更大； 王永进和冯笑 （２０１８） ［１９］以行政审批中心成立的准自然实验研究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发现行政审批的便利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促进了企

业研发和创新； 许和连和王海成 （２０１８） ［２０］通过出口退税审批权下放的准自然实验

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简政放权不仅能促进出口贸易增长还能提升出口质量， 具有正向

的出口绩效影响。 张龙鹏等 （２０１６） ［２１］则发现行政审批力度加强降低了居民的创业

倾向和程度， 因而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是鼓励创业的有效途径。
国内外的文献虽充分论证了政府及制度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但并

未针对我国的现实状况研究行政审批改革所产生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 从而可能会

忽视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 相比于以往文献， 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

两方面： 一方面在理论上将行政审批简化纳入异质性国际贸易模型， 阐述其对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 另一方面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政审批简化的现

实特征， 在实证上验证了由此产生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效应。 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现有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文献中行政审批因素影响方式的空缺， 有助于学

术界后续更为全面地洞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行政因素。

二、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政审批简化演进历程

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在国际投资方面主要以引进外资为主， 对本国企业的对外

直接投资管制较严， 为防止资本外流， 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需要获得政府审批。 随着

经济发展程度的提升， 中央于 ２０００ 年提出 “走出去” 战略， 开始鼓励企业从事对

外直接投资， 但此时管理方式仍未发生变化，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仍需获得审

批。 直到 ２００４ 年国务院发布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后， 宣布我国对

外直接投资由审批制转向核准制。 在此基础上， 国家发改委于 ２００４ 年发布了 《境
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 商务部也于同年发布了首个对外直接投资管理的

规范性文件 《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 将国务院文件精神进行落

实。 这两个文件明确指出 “国内企业境外投资开办企业在经济、 技术上是否可行，
由企业自行负责”， 政府机关仅在国别投资环境、 安全状况、 与我国经济政治关

系、 国际协定等外部因素进行核准。 在核准事项归属方面， 发改部门和商务部门分

别对项目和企业进行核准， 中央企业由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负责核准， 其他企业有

省级发改部门和商务部门进行核准。 该文件的颁布将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自主权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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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企业， 具有典型的市场经济特征， 同时也意味着我国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上

由审批制转向核准制。
从审批制到核准制的转变大大简化了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手续， 推动了企

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快速增长， 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不规范行为。 在此背景

下， 商务部于 ２００９ 年颁布了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该办法在进一步确认核准制

的基础上完善了核准方式， 细化了核准的具体措施，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

先， 明确规定不予核准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 包括危害我国利益、 损害国际关系、
违反国际条约、 涉及禁止技术货物等的项目； 其次， 确定了商务部及省级商务部门

核准的项目范围， 商务部核准的项目主要包括 １ 亿美元以上的项目、 对与我国未建

交国家投资的项目等， 省级商务部门则负责核准其他项目； 最后， 确定了项目核准

的时间， 规定根据项目的性质， 商务部及省级商务部门应在 １５ 个工作日之内完成

核准程序。 该办法的颁布为对外直接投资核准制度提供了操作准则， 能有效地规范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意味着核准制度的深化。
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后， 随着西方国家经济表现持续低迷， 我国企业进一步加快

了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在此后取得了更快的增长。 为了更有

效地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服务， 国家发改委于 ２０１４ 年发布了 《境外投资项目

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商务部也在同年重新颁布了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两个

文件开始提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备案制度。 新管理办法界定了需要核准和备案的对外

直接投资项目范围， 对涉及敏感国家地区和行业的项目实行核准管理， 对于一般情

形的项目则实行备案管理。 在国别上， 核准管理主要针对与我国尚未建交以及受联

合国制裁国家地区进行的投资项目； 在行业上， 核准管理主要涉及我国限制出口的

产品和技术行业以及影响多个国家利益的行业； 而其他项目均采用备案制。 对于实

行备案制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 由商务部负责中央企业的备案， 省级商务部门负责

地方企业的备案， 并且商务部门应在企业如实提交 《境外投资备案表》 后的三个

工作日内完成备案。 备案制的提出实施顺应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的趋

势， 更进一步简化了企业所需的手续， 并缩短了行政批准过程的时间， 为企业快速

开展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因此， 《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

办法》 和新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的颁布意味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方式

从核准制开始转向备案制。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 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 我国也跻身

全球对外投资大国行列。 备案制开始实施后， 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数量和效益均取

得了良好的表现， 但同时备案管理的措施不规范也使得投资项目存在较大的潜在风

险。 在这种背景下， 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联合多个部门于 ２０１８ 年发布了 《对外投

资备案 （核准） 报告暂行办法》。 该办法在 ２０１４ 年新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的基

础上进一步简政放权， 开始明确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备案按照 “鼓励发展＋负面清

单” 的方式进行管理， 同时要求政府主管部门运用电子政务实行网上备案， 提高

办事效率。 在备案的基础上， 该办法新增了报告条款， 要求已备案的对外直接投资

企业定期向主管部门报告对外直接投资关键信息， 目的在于及时掌握境外项目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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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情况， 防范潜在风险； 同时对一些重大项目进行重点督查以避免潜在损失。 《对
外投资备案 （核准） 报告暂行办法》 的颁布实施顺应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从

量到质转变的必然趋势， 既能保障境外项目开展的便利， 又能防范境外项目的风

险， 还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顺利实施提供可持续的保障， 同时也意味着对外直

接投资备案制管理方式已经进入规范化阶段。
按照行政审批方式的不同， 可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分

别为 ２００４ 年前的审批制阶段、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年的核准制阶段以及 ２０１４ 年后的备案制

阶段。 由于我国在 ２００２ 年才开始建立完善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 因而图 １ 绘

制出 ２００２ 年以来各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状况。

图 １　 各阶段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状况

资料来源： 历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从图 １ 中可以发现，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一直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但

在各个阶段的趋势也存在一定差异。 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审批阶段， 对外直接投资规

模增长并不明显， 这是因为当时政策管制仍较为严格， 投资项目仍需商务部门在经

济上进行审批， 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自主性较低。 ２００４ 年进入核准制阶

段后，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速开始加快， 这是因为核准制为企业开展境外项目提供

了便利， 增加了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 图中也可以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在 ２００８ 年经历了翻倍增长后于 ２００９ 年呈现出急速放缓的现象， 原因之一是全球金

融危机导致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低迷发展， 但同时也是因为 ２００９ 年新出台的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旨在规范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也保障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

核准制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稳态增长。 在 ２０１４ 年进入备案制阶段后， 我国企业对

外直接投资相比之前阶段而言增长趋势更为明显， 这是因为备案制措施更为简便有

效， 更利于企业快速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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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理论框架

本文借鉴异质性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 并假设有对外经营能力的企业可以

选择出口贸易或者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获取国外利润收益。 两者的区别在于出口贸

易承担较低的固定成本， 但由于运输和贸易壁垒的存在需要承担额外的边际成本；
对外直接投资无需承担额外的边际成本， 但因国内审批和国外开设工厂需要承担更

多的固定成本。 无论是出口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 企业所获取的利润收益均随着

生产率的提升而增加， 这是因为生产率提升能获取更大的国外市场份额。 不同的

是， 由于额外边际成本的存在， 出口贸易利润随着生产率增加的幅度小于对外直接

投资利润增加幅度。 图 ２ 对比了企业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利润增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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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利润对比图

图中 ＦＸ 为出口贸易的固定成本， ＦＤ 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固定成本， 并且 ＦＤ ＞
ＦＸ。 企业根据生产率状况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开拓国外市场， 当生产率大于 Ｒ 时，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的利润收益大于出口贸易， 因此高生产率企业会进行对外直

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行政审批简化的作用在于降低了固定成本 ＦＤ ， 在图 ３ 中体

现为对外直接投资利润线向左平行上移， 在新的对外直接投资利润线中， 固定成本

为 ＦＤ′ ， 并且 ＦＸ ＜ ＦＤ′ ＜ ＦＤ ， 此时与出口贸易利润线交点的生产率左移至 Ｒ′ ， 即

生产率大于 Ｒ′ 的企业均会采用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国外市场。
在该过程中， 行政审批简化的作用机理在于降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固定成

本， 在同等情况下能增加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利润收益， 因此即便是生产率相

对较低的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也能获得比出口贸易更多的收益。 如图 ３ 所示， 行

政审批简化降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门槛， 促使更多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

投资， 从而增加了对外直接投资总体规模， 而这种规模的增加来自于对出口贸易的

替代。 综上， 可以得到本文待检验的理论推断：
Ｈ１： 行政审批简化会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
Ｈ２： 行政审批简化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途径在于对出口贸易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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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对外直接投资行政审批简化作用图

四、 实证研究

（一） 事件背景与研究设计

在对外直接投资核准阶段， 国家发改委在核准权限上进行了多次程序简化改

革， 主要在于将核准权限更多地下放给省级发改部门。 ２０１２ 年， 国家发改委发布

了 《关于进一步简化境外投资项目管理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 决定在北京、 上

海、 江苏、 浙江、 山东以及四川等省市开展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权下放至地级市发改

部门的试点工作。 该通知发布后， 以上试点省市均迅速出台了相应的下放措施， 为

试点地区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极大的便捷， 同时也为检验行政审批简化

能否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素材。 图 ４ 和图 ５ 分别对比了

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占 ＧＤＰ 比重以及项目数 （平均值） 状

况， 可以发现试点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和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均在试点

图 ４　 对外直接投资占比　 　 　 　 　 　 　 　 图 ５　 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

数据来源： 历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数据来源： 商务部 《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名录》

５２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经贸论坛



时间后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 而非试点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在试点后出现先降

后增， 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则呈现平稳增长趋势。 由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行

政审批简化有助于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增长。
本文基于此事件构建回归方程， 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展开政策效果评估。 具体的

做法是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分为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两组， 即处理组和对照组，
行政审批简化的效应评估是对比处理组和对照组在试点政策前后差异， 图 ６ 描述了

研究设计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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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本文回归策略图

为了对以上政策效应进行评估， 本文建立如下的双重差分回归方程：
ＯＦＤＩ ｊｉｔ ＝ α０ ＋ α１ＹＥＡＲ ｔ ＋ α２ＲＥＧＩＯＮ ｊ ＋ α３Ｄ ｊ

ｔ ＋ βＸ ｊ
ｉｔ ＋ ε ｊ

ｉｔ （Ｒ）
这里上标 ｊ ＝ ｛１， ０｝ 分别代表处理组和对照组， 下标 ｉ 和 ｔ 分别代表地区和年

份。 被解释变量 ＯＦＤＩ ｊｉｔ 为处理组和对照组各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指标， 分别用对

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占 ＧＤＰ 的比重和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衡量。 ＹＥＡＲ ｔ 为年份虚拟

变量， 在试点政策实施前为 ０， 实施后为 １； ＲＥＧＩＯＮ ｊ 为地区虚拟变量， 属于政策

试点的地区取值为 １， 非试点地区取值为 ０； Ｄ ｊ
ｔ ＝ ＹＥＡＲ ｔ∗ＲＥＧＩＯＮ ｊ 为双重差分估计

量， 该指标的系数用于评估试点政策实施的效果。 Ｘ ｊ
ｉｔ 为控制变量集， 本文根据以往

文献选择人均 ＧＤＰ 对数值 （ｌｎＰＧＤＰ ｊ
ｔ ， 元 ／人）、 专利授权数对数值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ｊ

ｔ ，
个）、 出口贸易依存度 （ＥＸＰＯＲＴ ｊ

ｔ ，％） 以及第二产业占比 （ＳＥＣＯＮＤ ｊ
ｔ ，％） 作为控

制变量， 分别用来度量经济发展水平、 技术进步、 贸易状况以及产业结构产生的对

外直接投资效应。 ε ｊ
ｉｔ 为回归残差。 本文的样本选取了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间中国 ３０ 个省

市、 直辖市、 自治区的面板数据， 表 １ 列出了被解释变量和各控制变量的基本数据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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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变量数据信息

变量 含义 全样本 试点地区 非试点地区 Ｔ 检验值

ＯＦＤＩｊｉｔ

ｌｎＰＧＤＰ ｊ
ｔ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ｊ
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ｊ
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ｊ
ｔ

样本量

ＯＦＤＩ 占比

ＯＦＤＩ 项目数

人均 ＧＤＰ

专利授权数

出口占比

第二产业占比

—

０ ２０１ ０ ３１４ ０ １７２ －３ ５２６∗

（０ ３１０） （０ ３４８） （０ ２９４） （０ ００１）
７０ ６６３ １６８ ８０６ ４１ ２２１ －１１ ２５８∗

（９９ ９４３） （１５１ ８５２） （４８ ７３９） （０ ０００）
９ ８１９ １０ ３１７ ９ ６９４ －８ ０９４∗

（０ ６３５） （０ ５８８） （０ ５８４） （０ ０００）
９ ３２７ １０ ９８１ ８ ９１４ －１１ ６０２∗

（１ ５８３） （０ ９６９） （１ ４３１） （０ ０００）
１７ ４５３ ３６ ３４６ １２ ７２３ －９ ８６９∗

（２０ ４５６） （２２ ３８４） （１６ ９５６） （０ ０００）
４８ ０１６ ４６ ２１５ ４８ ４６７ ２ ２４９∗

（７ ６３９） （１０ ３５５） （６ ７４２） （０ ０２５）
３６０ ７２ ２８８ —

注： 除 Ｔ 检验值外， 表内为变量均值； 括号内为标准差； Ｔ 检验值括号内为 Ｐ 值； ∗代表在 ５％水平上

显著。

（二） 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表 ２ 列出了用双重差分方法对方程 （Ｒ） 的回归结果， 表中前两列结果的被解

释变量为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占比， 后两列结果的被解释变量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

数。 各解释变量回归结果的第一列均未添加控制变量， 第二列则添加了控制变量。

表 ２　 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变量 对外直接投资占比 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

Ｃ ０ １１６∗∗∗ －１ ２３２∗∗∗ ２７ ０８９∗∗∗ －３９６ ３５∗∗∗

（３ ６３） （－３ ９４） （２ ７２） （－５ ５８）

Ｄ ｊ
ｔ

０ ２０６∗∗∗ ０ １７７∗∗ １８１ ２１３∗∗∗ １６３ ２９４∗∗∗

（２ ７１） （２ ３８） （１１ ３７） （１２ ７１）

ｌｎＰＧＤＰ ｊ
ｔ

— ０ ２１０∗∗∗ — ２５ ８３５∗∗

（５ ５８） （２ ３２）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ｊ
ｔ

— ０ ００１ — ４１ ６２９∗∗∗

（０ ０２） （６ ５７）

ＥＸＰＯＲＴ ｊ
ｔ

— －０ ０４２ — －１０７ ６８５∗∗∗

（－０ ４１） （－３ ８７）

ＳＥＣＯＮＤ ｊ
ｔ

— －０ ０１３∗∗∗ — －３ ６４５∗∗∗

（－５ ９６） （－５ ８３）
Ｒ２ ０ １８７ ０ ３６５ ０ ５８２ ０ ６８２

样本量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１２ ３１２

注： 括号内为回归 Ｔ 值；∗∗、∗∗∗分别表示在 ５％、 １％水平上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回归样本量较少是由

于缺乏部分对照组地区数据。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双重差分估计量 Ｄ ｊ
ｔ 在四列结果中均显著为正， 说明对

外直接投资项目核准权限的下放试点能同时增加试点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项

目数， 验证了行政审批简化是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 在控制变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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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列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回归结果显示 ｌｎＰＧＤＰ ｊ
ｔ 的系数显著为正， ＳＥＣＯＮＤ ｊ

ｔ 的系数

显著为负， 其他变量不显著。 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有越高的对外直接投资

占比， 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企业竞争力较高； 同时也说明第二产业占比越高的企业

存在越低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 这是因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多数由服务业企业完

成的。 第四列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回归结果则进一步显示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ｊ
ｔ 显著为正，

ＥＸＰＯＲＴ ｊ
ｔ 显著为负， 说明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和技术水平正相关， 和出口贸易负

相关。
为了排除政策试点选择过程中的内生性干扰， 即政府部门可能会选择对外直接

投资表现良好的地区作为试点， 从而导致内生性问题。 基于此， 本文选择对外直接

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和项目数的滞后一期值作为双重差分估计量 Ｄ ｊ
ｔ 的工具变量再次进

行回归， 得到表 ３ 的结果。 从表中可以发现双重差分估计量 Ｄ ｊ
ｔ 仍显著为正， 各控

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无显著变化。 因而表 ３ 的结果说明本文回归在排除内生性干扰后

仍显示行政审批简化能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增长。

表 ３　 双重差分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对外直接投资占比 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

Ｃ
０ １５９∗∗∗ －１ ３６１∗∗∗ ５７ ４９９∗∗∗ －６１４ １８７∗∗∗

（５ ０４） （－４ ０１） （４ ２３） （－４ ６８）

Ｄ ｊ
ｔ

０ ７６０∗∗∗ ０ ５００∗∗∗ ６０１ ２０２∗∗∗ ４４９ ０８３∗∗∗

（５ ４８） （４ ３２） （９ ８５） （１１ ２４）

ｌｎＰＧＤＰ ｊ
ｔ

— ０ １９５∗∗∗ — ４３ ７６４∗∗

（４ ５２） （２ ２４）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ｊ
ｔ

— ０ ０１１ — ３０ ０７３∗∗∗

（０ ４９） （３ １９）

ＥＸＰＯＲＴ ｊ
ｔ

— －０ ０５２ — －２３ ６０１
（－０ ５３） （－０ ５７）

ＳＥＣＯＮＤ ｊ
ｔ

— －０ ００９ — －０ ５７０
（－３ ７２） （－０ ５５）

Ｒ２ ０ ２０５ ０ ３８８ ０ ４１４ ０ ６１６

Ｗａｌｄ 统计量
１０８ ７３∗∗∗ １７８ ２６∗∗∗ １７７ ５８∗∗∗ ３４８ 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样本量 ２８６ ２８６ ２８６ ２８６

注： 除 Ｗａｌｄ 统计量括号内为 Ｐ 值外， 其他括号内为回归 Ｔ 值；∗∗和∗∗∗分别表示在 ５％、 １％水平上显著。

（三） 平行趋势检验

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政策效应需要满足的一个重要假设前提是平行趋势， 既

假如不存在政策试点影响， 处理组和对照组应有随时间变化的共同趋势。 因此， 为

了检验本文所用方法的恰当性， 需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的思路是， 处

理组和对照组在试点政策前应有共同的变化趋势， 因而可采用反事实估计， 将对外

直接投资核准权限下放试点时间提前进行估计， 如果估计结果显示试点时间前的反

事实估计量不显著， 则说明对外直接投资行政审批简化仅在试点后才推动对外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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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增长， 即平行趋势假设是成立的。 基于此， 本文构建如下方程进行平行趋势回

归检验：
ＯＦＤＩ ｊｉｔ ＝ ｃ ＋ γ０Ｄ ｊ

ｔ ＋ γ１Ｄ ｊ
ｔ －１ ＋ γ２Ｄ ｊ

ｔ －２ ＋ γ３Ｄ ｊ
ｔ －３ ＋ γ４Ｄ ｊ

ｔ －４ ＋ γ５Ｄ ｊ
ｔ －５ ＋ λＸ ｊ

ｉｔ ＋ θ ｊ
ｉｔ

这里被解释变量 ＯＦＤＩ ｊｉｔ 仍为上文所述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和项目数； Ｄ ｊ
ｔ 仍为上

文中的双重差分变量， Ｄ ｊ
ｔ －１， ……， Ｄ ｊ

ｔ －５ 分别为假设试点时间提前一至五年的反事

实双重差分估计量； Ｘ ｊ
ｉｔ 仍为上文所述的控制变量集； θ ｊ

ｉｔ 为回归残差。 对上式进行回

归， 得到表 ４ 的结果。

表 ４　 平行趋势检验

变量 对外直接投资占比 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

Ｃ ０ ２７０∗∗∗ ０ ６２５∗ ８０ ５９３∗∗∗ －６６８ ０８７∗∗∗

（３ ９４） （１ ７０） （１１ ４３） （－９ ７１）

Ｄ ｊ
ｔ

０ ４１１∗∗∗ ０ ２７４∗∗∗ ２５１ ４２８∗∗∗ １１０ ５８１∗∗∗

（５ ６８） （３ ３０） （９ ６６） （６ ２０）

Ｄ ｊ
ｔ－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６０ ２５４∗ －２０ ８４４
（－０ １２） （０ １２） （－１ ８８） （－１ ０５）

Ｄ ｊ
ｔ－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９１ －２８ ９２７ －３ ５３６
（０ １３） （－０ ６３） （０ ４８） （－０ １１）

Ｄ ｊ
ｔ－３

０ ３５１ ０ ３３８ ２１ ６９２ －１１ ２３６
（１ ２８０） （１ ２７） （０ ４８） （－０ ４２）

Ｄ ｊ
ｔ－４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６ ４８ ２０２ ２１ ２６１
（－０ ４０） （－０ ３９） （１ ４６） （１ ０６）

Ｄ ｊ
ｔ－５

－０ １６ －０ １５２ －２９ ５６５ －２８ １１９
（－１ ４３） （－１ ３５） （－０ ７４） （－１ １７）

控制变量 不含 含 不含 含

Ｒ２ ０ １６４ ０ ２２１ ０ ３９７ ０ ７４３

样本量 １８１ １８１ １７６ １７６

注： 括号内为回归 Ｔ 值；∗、∗∗∗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１％水平上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回归样本量较少是由于
缺乏部分对照组地区数据。

从表 ４ 中可以发现， 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 Ｄ ｊ
ｔ 在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和对外直

接投资项目数回归中均显著为正， Ｄ ｊ
ｔ －１， ……， Ｄ ｊ

ｔ －５ 在各列中均不显著。 该结果说

明在试点政策发生前， 处理组合对照组的对外直接投资变化并无明显差异， 因而无

法拒绝平行趋势假设的成立， 亦说明本文的研究可采用双重差分进行回归。
（四）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本文上一部分的双重差分回归并未控制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控制变量差异，
本部分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构造处理组最为相似的对照组进行回归比较， 以此为

基础进一步采用双重差分回归方法评估行政审批简化产生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效

应。 倾向得分匹配的思路是采用匹配得分相近的方式确保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仅在

结果变量上存在差异， 在控制变量上的差异不大， 以匹配后的处理组和对照组进行

双重差分回归以得到更精确的政策评估效果。 本文分别用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和对外

直接投资项目数作为结果变量进行匹配， 得到表 ５ 和表 ６ 的匹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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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倾向得分匹配前后对比

变量 样本匹配
均值

处理组 对照组
标准差
（％）

减少比率
（％）

Ｔ 检验
Ｔ 值 Ｐ 值

ｌｎＰＧＤＰ ｊ
ｔ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ｊ
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ｊ
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ｊ
ｔ

匹配前 １０ ３１７ ９ ６９４ １０６ ４
匹配后 １０ ２２０ １０ １２６ １５ ９
匹配前 １０ ９８１ ８ ９１４ １６９ １
匹配后 １０ ９０９ １０ ９１８ －０ ７
匹配前 ３６ ３１２ １２ ７２０ １１８ ９
匹配后 ３２ ８０１ ３９ ４３７ －３３ ２
匹配前 ４６ ２１５ ４９ ３７７ －３２ ５
匹配后 ４６ ５３９ ４８ ４６７ －２５ ８

８５ ０

９９ ６

７２ ０

２６ １

８ ０９ ０ ０００
０ ８１ ０ ４２１
１１ ６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５ ０ ９６４
９ ８７ ０ ０００
－１ １３ ０ ２６１
－２ ２５ ０ ０２５
－１ ７０ ０ ０９２

表 ６　 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倾向得分匹配前后对比

变量 样本匹配
均值

处理组 对照组
标准差
（％）

减少比率
（％）

Ｔ 检验
Ｔ 值 Ｐ 值

ｌｎＰＧＤＰ ｊ
ｔ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ｊ
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ｊ
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ｊ
ｔ

匹配前 １０ ３１７ ９ ７４７ ９４ ８
匹配后 １０ １９７ １０ １４０ ９ ８
匹配前 １０ ９８１ ９ ２８３ １５７ ３
匹配后 １０ ８４０ １０ ９１１ －６ ６
匹配前 ３６ ３１２ １４ １３２ １０９ ０
匹配后 ３２ ３２０ ３９ ９７１ －３５ ３
匹配前 ４６ ２１５ ４９ ５８６ －４１ ５
匹配后 ４６ ４３２ ４９ ７１９ －４０ ５

９０ ０

９５ ８

６７ ６

２ ５

７ ３８ ０ ０００
０ ４９ ０ ６２８
１１ １４ ０ ０００
－０ ３５ ０ ７２５
８ ６０ ０ ０００
－１ ２０ ０ ２３２
－３ ８０ ０ ０００
－１ ８７ ０ ０６４

从两个表中发现相比于匹配前， 各控制变量在匹配后的标准差均出现大幅度的

下降， 而且在匹配后 Ｔ 统计量均不在 ５％水平上显著， 两个指标共同说明本文的匹

配效果较为理想。 在匹配的基础上， 本文再次对方程 （Ｒ） 进行双重差分回归， 得

到表 ７ 的结果。

表 ７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变量 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回归 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回归

Ｃ
－１ ５９７∗∗ －４２８ ０８５

（－２ ０７） （－１ ４２）

Ｄ ｊ
ｔ

０ ２８１∗∗∗ ８０ ９０６∗∗∗

（３ ４０） （３ ７７）

ｌｎＰＧＤＰ ｊ
ｔ

０ ２６８∗∗∗ －２４ ０９５
（３ １１） （－０ ７２）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ｊ
ｔ

－０ ０４５ ９５ １９５∗∗∗

（０ ３４６） （６ １５）

ＥＸＰＯＲＴ ｊ
ｔ

０ ０５９ －９７ １０９
（０ ７３５） （－１ ５６）

ＳＥＣＯＮＤ ｊ
ｔ

－０ ００９∗∗∗ －５ ３３５∗∗∗

（－２ ６０） （－４ ８６）
Ｒ２ ０ ５７２ ０ ７５３

样本量 １５３ １０６
注： 括号内为回归 Ｔ 值；∗∗、∗∗∗分别表示在 ５％、 １％水平上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回归样本量较少是由
于缺乏部分对照组地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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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７ 中可以发现， Ｄ ｊ
ｔ 在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和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回归中均显

著为正，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相比于表 ２ 也未发生明显变化。 因而表 ７ 的回归结果

表明在对处理组和对照组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控制后， 仍显示行政审批简化能推动对

外直接投资增长， 进一步验证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六） 拓展回归： 对外直接投资行政审批简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按照本文理论框架的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行政审批简化会产生出口贸易和对外

直接投资之间的此消彼长作用， 更多的企业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拓展国外市

场。 由于这种替代效应的存在， 对外直接投资核准权限下放试点政策可能产生减少

出口贸易的作用。 为了对理论框架的这一推断进行验证， 本部分构建如下回归方程

进一步展开双重差分实证研究：
ＥＸＰＯＲＴ ｊ

ｉｔ ＝ δ０ ＋ δ１ＹＥＡＲ ｔ ＋ δ２ＲＥＧＩＯＮ ｊ ＋ δ３Ｄ ｊ
ｔ ＋ λＸ ｊ

ｉｔ ＋ τ ｊ
ｉｔ

与原回归方程不同的是， 这里被解释变量 ＥＸＰＯＲＴ ｊ
ｉｔ 为出口贸易占 ＧＤＰ 的比

重， 而将原被解释变量对外直接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 ＯＦＤＩ ｊｉｔ 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其他均与原回归一致。 表 ８ 列出了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表 ８　 对外直接投资行政审批简化与出口贸易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Ｃ
０ １３２∗∗∗ ０ １６２

（３ ６１） （１ ５６）

Ｄ ｊ
ｔ

－０ ０６７∗∗∗ －０ ０４３∗∗

（－３ ９５） （－２ ４５）

ｌｎＰＧＤＰ ｊ
ｔ

— －０ ０３８∗∗

（－２ １９）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ｊ
ｔ

— ０ ０１１
（０ ２７７）

ＯＦＤＩｊｉｔ
— －０ ０３８∗∗∗

（－３ ０４）

ＳＥＣＯＮＤ ｊ
ｔ

— ０ ００５∗∗∗

（５ ３３）
Ｒ２ ０ ０９８ ０ １７８

样本量 ３６０ ３６０

注： 括号内为回归 Ｔ 值；∗∗、∗∗∗分别表示在 ５％、 １％水平上显著。

从表 ８ 中可以发现 Ｄ ｊ
ｔ 的系数在两列中均显著为负， 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核准权

限下放试点减少了出口贸易， 符合本文理论框架部分的机理。 在控制变量中，
ｌｎＰＧＤＰ ｊ

ｔ 显著为负说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多靠内需拉动 ＧＤＰ， 因而出口占

比较少； ＯＦＤＩ ｊｉｔ 显著为负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符合理

论框架的推测； ＳＥＣＯＮＤ ｊ
ｔ 显著为正是因为我国出口主要以制造业为主；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ｊ

ｔ

不显著是因为我国出口仍较为低端， 技术因素并不起作用。 控制变量的结果在总体

上可以发现相比于对外直接投资， 出口贸易受更多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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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政策含义

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是当前我国对外开放领域最为典型的特征， 探索对外直

接投资的推动因素也成为了近年来国际经济领域的研究热点。 在政策上， 我国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推出了多次对外直接投资行政审批简化， 为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项

目提供了较多便利， 也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 本文在回顾

行政审批简化发展历程的基础上， 构建理论框架阐述行政审批简化推动对外直接投

资增长的作用机理。 进一步地， 本文以国家发改委于 ２０１２ 年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

简化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管理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 为素材， 展开行政审

批简化能否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准自然实验实证研究。 采用双重差分回归和倾

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回归方法， 研究发现行政审批简化能同时提升对外直接投资

占 ＧＤＰ 的比重并增加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 回归结果也通过了各种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研究从行政审批角度丰富了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解释， 同时

也有助于深化理解政策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 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学术

价值。
本文的研究验证了行政审批简化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作用， 对 “一带一路”

倡议下进一步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制定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宏观上， 我国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审批制度已实现了从审批制到核准制再到备案制的转变过程， 权

限也逐步下放至地方发改和商务部门， 并实现了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效果， 因

此有必要继续维护并深化审批制度的简化。 第一， 应坚持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审批的

政策方向， 以为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便利为导向设计审批方式， 进一步探索

简化对外直接投资行政审批的制度安排。 第二， 在权限上应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

主权， 增加地方政府在行政审批中的角色， 探索对外直接投资行政审批权限进一步

下放至地级市政府部门的操作路径和铺开模式。 第三， 应进一步完善当前备案制的

操作流程， 简化企业备案手续， 同时加快备案审核的速度， 缩短企业开展对外直接

投资的审批时间， 加快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
与此同时， 行政审批简化必然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门槛， 也势必会提升国外

投资经营的风险， 因此发改和商务部门应同时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后续监管与风险

防范。 第一， 发改和商务部门应建立并完善相应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与企业的后期

登记制度， 实时跟踪企业及项目在国外的经营状况， 提前预判潜在风险并进行相应

防范。 第二， 商务部门应联合金融部门建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专项保险业务， 以此

为行政审批门槛降低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提升提供保障， 弥补因风险爆发产生的资

产损失。 第三， 发改和商务部门应在企业中加强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知识的传播， 加

强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防范意识， 避免企业因行政审批简化产生的随意对外直接投

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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