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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将企业出口网络引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生性选择模型， 分析出

口网络对企业进行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影响。 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在相同的生产

率水平下， 出口网络大小通过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 所

需生产率 “阈值”， 进而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 当出口网络扩大对企业对外

直接投资所需生产率 “阈值” 带来的正向效应大于负向效应时， 网络扩大会提高

企业的对外投资概率； 而当出口网络扩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需生产率 “阈值”
带来的负向效应大于正向效应时， 网络扩大会降低企业的对外投资概率；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中国上市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出口网络扩大对工业上

市企业的绿地投资以及跨国并购行为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考虑了出口网络的其

他特征后， 实证结论依然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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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企业不断演变的动态出口行为会给企业带来出口目的地的信息， 这些信息可归

结为经验和社会关系。 已有研究表明， 企业出口经验和社会关系的丰富性不仅体现

在时间维度上的积累以及由此产生的学习效应上 （Ｒａｕｃｈ ａｎｄ Ｗａｔｓｏｎｓ， ２００２［１］；
Ａｒｔｏｐｏｕｌｏ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２］； Ａｌｂｏｒｎｏ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３］）， 还体现在地理位置分布的广度

上 （Ｃｈａｎｅｙ， ２０１４［４］； Ａｌｂｏｒｎｏ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本文把后者称为出口网络。 企业对

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是中国与世界各国 （地区） 经济深度融合的桥梁， 是企业参

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途径， 也是企业获取市场、 资源和技术的必然选择。 在中国

“走出去” 政策以及 “一带一路” 倡议的大背景下， 本文把研究的关注点放在出口

网络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关系上， 研究出口网络的变化如何影响企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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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概率。 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政府和企业了解出口

网络所具有的价值， 从而对企业的国际化扩展、 转型升级以及政府未来贸易政策的

制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把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联系起来， 在已有文献中并不少见。 大部分文献研究的

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出口模式和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两者之间是替代还是互补的问题

（Ｇｒｕｂｅｒｔ ａｎｄ Ｍｕｔｔｉ， １９９１［５］； Ｂｌｏｎｉｇｅｎ， ２００１［６］； Ｃｏｎｃｏｎ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７］ ）。 而对于

以出口导向型发展起来的许多新兴经济体， 进行 ＯＦＤＩ 的企业往往已经是出口企

业， 动态演变形成的出口网络很可能是影响企业是否进行 ＯＦＤＩ 的关键因素。 鉴于

此， 本文将企业出口网络引入对外直接投资的内生性选择模型， 分析企业出口网络

如何影响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简单来说， 大的出口网络代表丰富的社会关系

和经验， 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搜寻成本， 但提高了企业的网络维护成本。 本文的模型

分析表明， 在相同的生产率水平下， 出口网络大小影响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跨
国并购和绿地投资） 所需的生产率 “阈值”， 继而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 在

经典理论文献框架下， 生产率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才

有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打破这一结论往往需要外生环境的冲击， 例如生产率或

市场需求的负向冲击 （Ｂｌｏｎｉｇ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８］。 本文理论模型的贡献之一则是通

过引入出口网络， 发现出口网络的扩张会影响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所需的生产率 “阈
值”， 一方面， 揭示了出口网络的价值所在， 即出口网络的构建可能会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需生产率的不足； 另一方面， 也增强了对外直接投资模

型对中国现实的解释能力。
本文通过对工业上市公司子公司数据、 证券数据公司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Ｄａｔ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简称 ＳＤＣ） 全球并购数据与海关数据三者的连接和整理， 得到了刻画中

国工业上市企业绿地投资行为、 跨国并购行为以及出口网络的合适变量， 从而能够

更全面地分析企业的出口网络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经验关系。 实证结果表明， 出

口网络的增大能提高企业进行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概率。 为证明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进一步考虑出口网络的其他两个异质性特征———出口网络人均 ＧＤＰ 以及出口

网络地理距离， 发现出口网络的扩大依然可以增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

一、 文献评述

本文对出口网络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主要与三类文献相关： 第一类

是社会关系与国际贸易的研究； 第二类是出口经验与国际贸易的研究， 这两类文献

是本文一些基本假设的重要支撑， 本文在这两类文献的基础上提出出口网络的概念

并研究网络对 ＯＦＤＩ 的影响， 从而揭示网络的价值； 第三类是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

的模式选择 （即选择 ＯＦＤＩ 还是选择出口） 及其决定因素的研究。
Ｒａｕｃｈ （２００１） ［９］对早期社会关系与国际贸易方面的文献进行了回顾， 指出企

业所具有的国内社会网络以及移民网络等承载的社会关系能有效降低信息壁垒， 促

进国际贸易。 沿用该框架的有关中国社会网络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的代表性文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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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ｕｃｈ 和 Ｔｒｉｎｄａｄｅ （ ２００２） 以及杨汝岱和李艳 （ ２０１６） ［１０］。 Ｃｈａｎｅｙ （ ２０１４） 把
Ｊａｃｋｓｏｎ 和 Ｒｏｇｅｒｓ （２００７） ［１１］的动态社会网络模型扩展到地理空间的维度上， 借此

刻画企业进出口行为引致的体现在地理空间上的社会关系， 并利用出口企业国外市

场数目刻画这些社会关系， 从理论和实证上解释了国际贸易所呈现的一些宏观模

式。 企业的出口行为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不但承载了社会关系， 也体现了出口经验

的积累。 有关经验与国际贸易方面的研究表明， 企业通过出口获取经验， 会更倾向

于出口到与已有出口目的国地理毗邻的新市场 （Ｄｅｆｅｖ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１２］； 綦建红和
冯晓洁， ２０１４［１３］）。 已有市场与新市场的相似性能缩短企业进入新市场的适应阶
段， 显著减少出口的沉没成本 （Ｍｏｒａｌｅ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１４］。 企业出口市场越多， 出

口经验越丰富 （Ａｌｂｏｒｎｏ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上述文献表明， 出口活动所演变出来的空间地理分布的大小承载了企业积累的

出口经验和社会关系， 本文称之为出口网络。 正因为这些出口经验和社会关系的存

在， 本文模型假设， 大的出口网络有助于打破信息壁垒， 降低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的搜

寻成本， 但同时企业要付出较高的网络维护成本。 Ｂｌｏｎｉｇｅｎ 等 （２０１４） 也使用了出

口网络这一提法刻画企业所拥有的出口市场的数量， 他们发现出口网络较大的企业

更容易受到并购方的青睐， 成为并购目标， 但是这一并购的实现需要目标企业受到

负向的生产率冲击。 与此不同， 本文研究的是拥有出口网络的企业如何对外进行绿

地投资和跨国并购， 并通过理论和实证揭示了承载经验和社会关系的出口网络能降

低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所需的生产率 “阈值” 这一机制。
ＯＦＤＩ 作为企业走出国门服务国外市场、 获取新技术和资源的重要手段和模式，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一直是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重点。 理论研究方面， 传统的

就近集中取舍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模型认为， 企业服务国外市场时选

择出口 还 是 ＯＦＤＩ， 取 决 于 两 者 收 益 的 大 小 比 较 （ Ｍａｒｋｕｓｅｎ ａｎｄ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００） ［１５］。 Ｈｅｌ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０４） ［１６］将企业异质性引入国际贸易理论模型， 发现生产

率最高的企业才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进行出口。 因此， 生产

率的高低成为企业是否进行 ＯＦＤＩ 的决定性因素 （Ｓｔｅｐａｎｏｋ， ２０１５） ［１７］。 这一结论
得到了一些经验证据的支持 （Ｙａｓａ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１８］。 然而， 鲜有文献把企业的出

口经验、 社会关系等因素作为研究重点进行深入探讨。
Ｃｏｎｃｏｎｉ 等 （２０１６） 引入时间维度上的出口经验， 探讨企业如何实现从出口到 ＯＦＤＩ

的转换。 与此不同， 本文将空间地理维度上的出口网络引入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的内生性选

择模型中， 阐明了出口网络通过影响企业成本， 进而影响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所需生产率

“阈值” 的作用机理。 在此基础上， 本文结合中国的现实数据， 对理论模型的结果进行

验证。

二、 理论模型

假定世界是由 Ｊ 个国家组成的， 其中 ｊ 国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Ｕ ＝ ｌｎ

［ ∫
ｌ∈Ｂｊ

ｘ ｊ （ ｌ）
ε－１
ε ｄｌ］

ε
ε－１（ε ＞ １） ， ｘ ｊ（ ｌ） 表示产品消费量， Ｂ ｊ 表示 ｊ国产品消费种类， ε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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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替代弹性。 Ｅ ｊ 表示 ｊ国的收入水平， 则产品 ｌ在 ｊ国的需求为： ｘ ｊ（ ｌ）＝
ｐ ｊ （ ｌ）

－εＹ ｊ

Ｐ ｊ
１－ε ，

其中， ｐ ｊ（ ｌ） 表示产品 ｌ 在 ｊ 国的价格， Ｐ ｊ 表示价格指数： Ｐ ｊ ＝ ［ ∫
ｌ∈Ｂｊ

ｐ ｊ （ ｌ） １－εｄｌ］
１

１－ε。 企

业生产一单位出口产品的成本为 ａｃｊ ， 其中， ａ表示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阻碍， 而 ｃｊ 表
示克服技术阻碍所花费的单位成本。 ａ 的倒数表示为企业的生产效率， 即 ａ 越高企

业生产率越低。 对于所有出口企业而言， 技术阻碍有相同的分布函数 Ｇａ（ａ） ， 其

中， ａ ∈ ［ａＬ， ａＨ］。 ｊ 国出口企业拥有自己的出口网络， 可表示为： Ｎ ｊ ∈ ［ＮＬ，
ＮＨ］ ， 其分布函数表示为 ＧＮ（Ｎ）。

ｊ 国企业为了将其产品卖到 ｉ 国， 需支付维护由 ｊ 国到 ｉ 国出口网络的维护成本

ｂｆｉｊ 以及运输成本 τｉｊ ， 不同国家间的网络维护成本以及运输成本存在差异。 其中，
ｂ ｊ（ａ， Ｎ ｊ） 表示 ｊ 国出口网络维护成本系数。 企业的出口网络 Ｎ ｊ 越大， 企业维护成

本越高； ａ 越小， 企业生产效率越高， 企业边际维护成本下降。 运输成本 τｉｊ 为冰山

成本， τｉｊ ＞ （ ＝）１， 当 ｉ ≠ （ ＝） ｊ。
在垄断竞争行业中， ｊ 国一家生产技术阻碍为 ａ 的企业将产品卖到 ｉ 国的价格为

ｐ ｊ（ ｌ） ＝ τｉｊ

εａｃｊ
ε － １

。 由此可知， ｊ国一家生产技术阻碍为 ａ 的企业在 ｉ国出口产品 ｌ的利

润为： πｌ
ｉｊ ＝ ［ｐ ｊ（ ｌ） － τｉｊａｃｊ］ｘ ｊ（ ｌ） － ｂｆｉｊ ＝

Ｙ ｊ

ε
［
τｉｊａｃｊ
Ｐ ｊ

］
１－ε

－ ｂ ｊ ｆｉｊ。 进而可求得拥有出口网

络 Ｎ ｊ 的企业的总利润为： Ｖ ｊ ＝ ∫
Ｎｊ

πｌ
ｉｊｄｉ。

ｊ 国企业可选择绿地投资 （海外直接设厂） 或并购国外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当 ｊ 国
企业选择绿地投资的时候， 其出口网络 Ｎ ｊ 不会发生变化； 而当 ｊ 国企业选择并购 ｉ
国企业的时候， 并购后企业的出口网络会成为两家企业出口网络的 “并集”， 即 Ｎ ｊ

∪ Ｎｉ。 由于在两种 ＯＦＤＩ 模式上， 出口网络会发生不同的变化， 因此本文将企业的

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分为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模式进行分析。
（一） 企业进行绿地投资

企业进行绿地投资， 即国内企业选择目标国 （地区） 进行绿地投资， 建厂生

产销售①。 假定 ｈ 国一家生产产品 ｌ 的企业， 出口网络维护成本系数为 ｂ（ａ， Ｎｈ）。
企业寻找绿地投资设厂地的成本为 Φ（Ｎｈ） ， 且满足 Φ′（Ｎｈ） ＜ ０。 这表示企业出

口网络越大， 信息越完善， 搜寻成本越低。 ｈ 国企业在 ｊ 国构建新的厂区生产产品

ｍ ， 建厂成本为 Ｑｈｊ（ａ， Ｎｈ） ， 且满足 Ｑｈｊ（ａ， Ｎｈ） ／ Ｎｈ ＜ ０， Ｑｈｊ（ａ， Ｎｈ） ／ ａ ＞
０。 企业建厂率可以表示为：

Ｐｈｊ ＝ Ｐｒ［Ｗｈｊ（ａ， Ｎｈ） － Ｑｈｊ（ａ， Ｎｈ） － Φ（Ｎｈ） ＞ Ｖｈ（ａ）］ （１）

其中，Ｗｈｊ（ａ， Ｎｈ） ＝ ∫
Ｎｈ

［πｌ
ｉｈ（ａ） ＋ πｍ

ｉｊ（ａ）］ｄｉ ， 表示企业建厂后拥有两个产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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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 企业异质性理论表明， 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有一个生产率门槛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因此， 本文假定 ａ～ ｈｊ（Ｎｈ） 为 ｈ 国企业在 ｊ 国投资建厂的节点 （未建厂与建厂

后利润相等的点）。 则 ａ～ ｈｊ（Ｎｈ） 满足以下等式：

∫
Ｎｈ

［πｌ
ｉｈ（ａ

～
ｈｊ） ＋ πｍ

ｉｊ（ａ
～
ｈｊ）］ｄｉ ≡ ∫

Ｎｈ

πｌ
ｉｈ（ａ

～
ｈｊ）ｄｉ ＋ Ｑｈｊ（ａ

～
ｈｊ， Ｎｈ） ＋ Ｌ ＋ Φ（Ｎｈ） （２）

通过式 （２）， 可以进一步刻画企业进行投资建厂的概率：

Ｐ
～

ｈｊ ＝ Ｇａ ａ～ ｈｊ（Ｎｈ）[ ] （３）
由以上分析可知， 虽然 ｈ 国企业在 ｊ 国建立新的厂区之后， 出口网络并未发生

变化， 但出口网络会对企业进行绿地投资的概率产生影响。

命题 １：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当 ｜
Ｑｈｊ（ａ

～
ｈｊ， Ｎｈ）

Ｎｈ

＋
Φ（Ｎｈ）

Ｎｈ
｜ ⩾｜

πｍ
ｉｊ

ｂ ｊ

ｂ ｊ

Ｎｈ
｜ 的时候， 出口网络扩大会降低企业进行绿地投资所需的生产率 “阈值”， 进

而提高企业进行绿地投资的概率； 而当 ｜
Ｑｈｊ（ａ

～
ｈｊ， Ｎｈ）

Ｎｈ

＋
Φ（Ｎｈ）
Ｎｈ

｜ ＜ ｜
πｍ

ｉｊ

ｂ ｊ

ｂ ｊ

Ｎｈ
｜

的时候， 出口网络扩大会提高企业进行绿地投资所需的生产率 “阈值”， 进而降低

企业进行绿地投资的概率。
命题 １ 说明，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企业出口网络的扩大有可能推动了企

业的绿地投资行为， 也有可能抑制企业的绿地投资行为。 企业是否进行绿地投资，
取决于企业自身生产率水平与进行绿地投资所需的生产率 “阈值” 之间的大小。
企业出口网络扩大， 一方面， 会扩大企业的社会关系， 获取更多市场信息， 降低企

业建厂成本以及对投资目标的搜寻成本， 这会降低企业进行绿地投资所需的生产率

“阈值”， 对企业进行绿地投资产生一个正向效应； 另一方面， 出口网络的扩大会

带来网络维护成本的上升， 提高企业进行绿地投资所需的生产率 “阈值”， 对企业

进行绿地投资产生一个负向效应。 当出口网络扩大带来的正向效应大于负向效应的

时候， 企业出口网络扩大会降低企业进行绿地投资所需的生产率 “阈值”， 即降低

企业进行绿地投资的门槛， 提高企业进行绿都投资的概率。 反之， 如果企业出口网

络扩大引致的正向效应低于负向效应， 则会降低企业进行绿地投资的概率。
（二） 企业进行跨国并购

当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时候， 被并购企业的出口网络也会成为并购厂商出口网

络的一部分。 假定 ｈ 国一家生产 ｍ 的企业去并购 ｊ 国一家生产 ｌ 的企业。 ｈ 国与 ｊ 国企

业网络维护成本系数分别为 ｂｈ（ａ， Ｎｈ） 和 ｂｊ（ａ′， Ｎｊ）。 ｈ 国企业并购 ｊ 国企业的执行

价格为 Ｑｈｊ（ａ， Ｎｈ， ａ′， Ｎｊ） ， 并购后企业的网络维护成本系数为 ｂｈｊ（ａ， Ｎｈ ∪ Ｎｊ）。
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同样有一个生产率门槛。 与绿地投资不同， 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有

很多类型， 例如资源获取型、 技术获取型等。 当企业跨国并购为资源获取型时， 可能是

本国生产率高的企业去并购生产率低的企业。 而技术获取型企业， 为获取先进技术， 提

高生产率， 可能是生产率低的企业去并购生产率高的企业， 实现逆向溢出效应。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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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进行跨国并购， 可能是生产率高的企业去并购生产率低的企业， 也有可能是生产率

低的企业去并购生产率高的企业。 本文分别就这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１ 生产率高的企业并购生产率低的企业

ｈ 国生产率高的企业去并购 ｊ 国生产率低的企业， 由于并购后两家企业的生产

率变为 ｈ 国企业的生产率， 故 ｈ 国企业的生产率高低在并购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假

定 ａｈｊ（Ｎｈ， ａ ｊｈ， Ｎ ｊ） 为 ｈ 国企业是否并购 ｊ 国企业的节点 （未并购与并购后利润相

等的点）， 其中， ａｈｊ ＜ ａ ｊｈ ， 表示并购方的生产率高于被并购方。 ｈ 国企业会去并购 ｊ
国企业， 其概率可以表示为：

Ｐｈｊ ＝ Ｐｒ［Ｚｈｊ（ａｈｊ， Ｎｈ， ａ ｊｈ， Ｎ ｊ） － Ｑｈｊ（ａｈｊ， Ｎｈ， ａ ｊｈ， Ｎ ｊ） － Φ（Ｎｈ） ＞ Ｖｈ（ａｈｊ）］
（４）

Ｚｈｊ（ａｈｊ， Ｎｈ， ａ ｊｈ， Ｎ ｊ） ＝ ∫
ｉ∈［Ｎｈ∪Ｎｊ］

［πｌ
ｉｈ（ａｈｊ） ＋ πｍ

ｉｊ（ａｈｊ）］ｄｉ ， 表示企业并购后的

利润。 ａｈｊ（Ｎ， ａ ｊｈ， Ｎ ｊ） 满足：

∫
ｉ∈［Ｎｈ∪Ｎｊ］

［πｌ
ｉｈ（ａｈｊ） ＋ πｍ

ｉｊ（ａｈｊ）］ｄｉ ≡ ∫
ｉ∈［Ｎｈ］

πｌ
ｉｈ（ａｈｊ）ｄｉ ＋ ∫

ｉ∈［Ｎｊ］

πｍ
ｉｊ（ａ ｊｈ）ｄｉ ＋ Ｉ ＋ Φ（Ｎｈ）

（５）
两个企业并购后生产率同步为生产率较高企业的生产率， 即 ａｈｊ。 ｉ∈［Ｎｈ ∪Ｎｊ］ 表

示 ｈ 国企业并购 ｊ 国企业后， 企业的出口网络成为两者的 “并集” （Ｎｈ ∪ Ｎｊ）。 结合式

（４）， 可以进一步刻画 ｈ 国企业会去并购 ｊ 国生产效率低的企业的概率：

Ｐｈｊ ＝ ∫
ａＨ

ａＬ

∫
ＮＨ

ＮＬ

Ｇａ（ａｈｊ（Ｎｈ， ａ ｊｈ， Ｎ ｊ））ｄＧＮ（Ｎ ｊ）ｄＧａ（ａ ｊｈ） （６）

２． 生产率低的企业去并购生产率高的企业

生产率水平比较低的 ｈ 国企业去并购生产率比较高的 ｊ 国企业， 由于并购后两

家企业的生产率变为 ｊ 国企业的生产率， 故 ｊ 国企业的生产率高低在并购过程中起

关键作用。 假定 ｊ 国技术阻碍低于 ａ ｊｈ（Ｎｈ， Ｎ ｊ） 时， ｈ 国企业才有动机并购 ｊ 国企业。
ｈ 国企业会去并购 ｊ 国企业， 其概率可以表示为：

Ｐ′ｈｊ ＝ Ｐｒ［Ｚｈｊ（ａｈｊ， Ｎｈ， ａ ｊｈ， Ｎ ｊ） － Ｑｈｊ（ａｈｊ， Ｎｈ， ａ ｊｈ， Ｎ ｊ） － Φ（Ｎｈ） ＞ Ｖｈ（ａｈｊ）］
（７）

Ｚｈｊ（ａｈｊ， Ｎｈ， ａ ｊｈ， Ｎ ｊ） ＝ ∫
ｉ∈［Ｎｈ∪Ｎｊ］

［πｌ
ｉｈ（ａ ｊｈ） ＋ πｍ

ｉｊ（ａ ｊｈ）］ｄｉ ， 表示企业并购后的

利润； ａ ｊｈ（Ｎ， ａｈｊ， Ｎ ｊ） 满足：

∫
ｉ∈［Ｎｈ∪Ｎｊ］

［πｌ
ｉｈ（ａ ｊｈ） ＋ πｍ

ｉｊ（ａ ｊｈ）］ｄｉ ≡ ∫
ｉ∈［Ｎｈ］

πｌ
ｉｈ（ａｈｊ）ｄｉ ＋ ∫

ｉ∈［Ｎｊ］

πｍ
ｉｊ（ａ ｊｈ）ｄｉ ＋ Ｉ ＋ Φ（Ｎｈ）

（８）
通过式 （８）， 可以进一步刻画企业去并购生产率比较高的企业的概率：

Ｐ′ｈｊ ＝ ∫
ａＨ

ａＬ

∫
ＮＨ

ＮＬ

Ｇａ［ａ ｊｈ（ａｈｊ， Ｎｈ， Ｎ ｊ）］ｄＧＮ（Ｎ ｊ）ｄＧａ（ａｈｊ）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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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分析， 本文发现企业并购后出口网络会对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概率产

生影响。

命题 ２：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当 ｜
Φ（Ｎｈ）

Ｎｈ
｜ ⩾｜ ∫

ｉ∈［Ｎｈ∪Ｎｊ］

［
πｌ

ｉｈ

ｂｈｊ

ｂｈｊ

Ｎｈ

＋

πｍ
ｉｊ

ｂｈｊ

ｂｈｊ

Ｎｈ
］ｄｉ － ∫

ｉ∈Ｎｈ

πｌ
ｉｈ

ｂｈ

ｂｈｊ

Ｎｈ
ｄｉ ｜ 的时候， 出口网络扩大会降低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所

需的生产率 “阈值”， 进而提高企业进行绿地投资的概率； 而当 ｜
Φ（Ｎｈ）

Ｎｈ
｜ ＜ ｜

∫
ｉ∈［Ｎｈ∪Ｎｊ］

［
πｌ

ｉｈ

ｂｈｊ

ｂｈｊ

Ｎｈ

＋
πｍ

ｉｊ

ｂｈｊ

ｂｈｊ

Ｎｈ
］ｄｉ － ∫

ｉ∈Ｎｈ

πｌ
ｉｈ

ｂｈ

ｂｈｊ

Ｎｈ
ｄｉ ｜ 的时候， 出口网络扩大会提高

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所需的生产率 “阈值”， 进而降低企业进行绿地投资的概率。
命题 ２ 说明，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无论是生产率高的国内企业去并购生

产率低的海外企业， 还是生产率低的国内企业去并购国外生产率高的企业， 企业出

口网络的扩大有可能促进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 也有可能会抑制企业的跨国并购

行为。

三、 实证分析

（一） 计量模型和估计方法

本文的模型表明， 出口网络会影响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的阈值， 继而影响进行

ＯＦＤＩ 的概率， 但影响的总效果是正还是负， 则需要实证分析。 本文建立了企业 ｄ
在时间 ｔ 发生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的概率模型：

Ｙｄｔ ＝ Ｐ（ＯＦＤＩ ＝ １ ｜ Φ∗
ｄｔ ， ｌｎＬＰ， Ｘ， Ｄｙ， Ｄｓ， Ｄｒ） ＝ Λ（Ｚ∗

ｄｔ ） （１０）
Ｚ∗

ｄｔ ＝ α０ ＋ α１ ｌｎＬＰｄｔ－１ － Φ∗
ｄｔ ＋ Ｘｄｔ－１β ＋ Ｄｔ ＋ Ｄｓ ＋ Ｄｒ （１１）

其中， Ｚ∗
ｄｔ 是决定企业是否进行 ＯＦＤＩ 的不可观测的潜变量； 当 Ｚ∗

ｄｔ ⩾ ０ 时，
ＯＦＤＩ 取 １， 反之取 ０； ｌｎＬＰｄｔ－１ 是企业生产率； Ｘｄｔ－１ 是影响 Ｚ∗

ｄｔ 的其他影响因素， 诸

如以往出口经验、 劳动力成本和公司规模等； Ｄｔ、 Ｄｓ、 Ｄｒ 分别是时间、 行业和省

份固定效应， 都是实证中可观测的变量； Φ∗
ｄｔ 是理论模型企业的生产率阈值。 在实

证中， 生产率阈值不可观测， 但是会受到出口网络大小的影响， 因此， 本文对其进

行线性建模：
Φ∗

ｄｔ ＝ φ０ ＋ φ１ ｌｎＥｘＮｅｔｄｔ－１ （１２）
将方程 （１２） 代入方程 （１１）， 可得：

Ｚ∗
ｄｔ ＝ θ０ ＋ θ１ ｌｎＥｘＮｅｔｄｔ－１ ＋ α１ ｌｎＬＰｄｔ－１ ＋ Ｘｄｔ－１β ＋ Ｄｔ ＋ Ｄｓ ＋ Ｄｒ （１３）

其中， θ０ ＝ α０ － φ０， θ１ ＝ － φ１。 理论模型表明， 在企业生产率 ｌｎＬＰｄｔ－１ 等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 出口网络 ｌｎＥｘｐＮｅｔｄｔ－１ 会通过降低生产率阈值 Φ∗
ｄｔ 来增大 Ｚ∗

ｄｔ ， 从而使

得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的可能性增大。 这等价于方程 （１３） 中出口网络系数 θ１ 大于零。
因此， 本文可以通过检验 θ１ 是否显著大于零来验证命题 １ 和命题 ２ 中到底哪种情

况成立。 若 θ１ 显著大于零， 则有关出口网络大小显著提高企业 ＯＦＤＩ 概率的相关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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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得证。 利用这一计量框架， 本文依次对 ＯＦＤＩ 的两种方式———跨国并购决策和绿

地投资决策进行实证分析， 概率模型用 Ｌｏｇｉｔ 估计①。
在稳健性分析上， 本文做了多方面的尝试： 第一， 使用三个不同的代理变量

刻画出口网络大小， 基于不同的样本点计算出口网络的边际效应； 第二， 考虑样

本是否排除无出口行为观测值的两种情形； 第三， 考虑网络的其他特征是否会剥

夺出口网络的影响力； 第四， 检验出口网络对更为狭义的生产型绿地投资的

影响。
（二） 数据来源与样本

本文的数据有四个来源： 一是 ＳＤＣ 全球并购数据库， 用于构造跨国并购决策

变量。 本文从该数据库抽取了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１ 日—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间宣告的中国

工业上市企业的跨国并购事件， 同时要求并购事件前后持股比例的变化满足从低于

４５％到高于 ４５％的条件。 在该数据中， 共有 １２９ 家中国工业上市企业在不同年份进

行了跨境并购。 二是万得 （Ｗｉｎｄ） 金融数据库中上市企业的历年子公司列表， 用

于构造绿地投资变量。 通过程序和手动识别的方式将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１ 日—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间工业上市企业的子公司区分为国外子公司和国内子公司， 利用已整理

好的并购数据排除以并购方式进入的国外子公司， 再用这些国外子公司首次进入

上市企业的年份统计确定上市企业每年绿地投资的情况。 在该数据中， 共有 ６２６
家上市企业在不同的年份发生了绿地投资。 三是企业海关数据库， 将其与万得金

融数据库中工业上市企业及其子公司进行连接， 得到工业上市企业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 日—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出口情况， 包括商品代码、 出口国家、 出口商品数量

和金额， 这些信息用于计算企业出口网络的各种指标。 四是涵盖了上市企业财务数

据的国泰安数据库。
通过股票编号和年份连接上述四个数据集， 再根据无出口行为的观测值是否纳

入样本的条件， 本文得到两个最终样本———样本 １ 和样本 ２。 样本 １ 排除了无出口

行为的观测值。 由于本文研究对象原则上是具有出口网络的企业， 研究这些网络大

小变化的影响， 因此无出口行为的观测值不纳入样本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 另外，
样本 １ 还能保证实证结果不会被大量无出口行为的观测值所主导。 作为稳健性检

验， 本文在回归分析中也考虑了样本 ２ 的情形， 即允许样本包含无出口行为的观

测值。
（三） 变量选择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分别是绿地投资决策变量 ＧＲＥＥＮ 以及跨国并购决策变量

ＭＡ， 两者都是二值变量。 如果有以新增的非并购方式进入的国外子公司则说明当

年该上市企业发生了绿地投资， ＧＲＥＥＮ 赋值为 １， 否则赋值为 ０。 如果企业当年发

生跨国并购， ＭＡ 赋值为 １， 反之为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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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解释变量

（１） 出口网络。 在大部分的分析中， 本文采用变量 ｌｎＥｘＮｅｔ 作为出口网络的代理

变量， 衡量出口网络空间分布的大小。 在样本 １ 中， 定义为 ｌｏｇ （企业出口国家数

量）； 在样本 ２ 中， 由于企业有可能在当年没有任何出口， 因此为了使得 ｌｎＥｘＮｅｔ 总
有意义， 定义其为 ｌｏｇ （企业出口国家数量＋１）。 为了增强稳健性， 适当扩展出口网

络大小涵义的外延性， 本文还采用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对数 ｌｎＥｘＮｅｔＰ 以及 ｌｎＥｘＮｅｔ 与
ｌｎＥｘＮｅｔＰ 的乘积 ｌｎＥｘＮｅｔＣＰ 衡量出口网络的大小。 产品分类采用 ＨＳ６ 位编码。

（２） 生产率 （ｌｎＬＰ）。 本文采用劳动生产率衡量企业生产率， 定义为上市企业

的销售收入除以雇员人数的对数。 在本文理论模型中， 生产率是企业异质性的重要

体现， 对企业的 ＯＦＤＩ 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只有在控制了生产率的情况下， 网络大

小通过降低生产率阈值来提高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的可能性这一机制才能得到验证， 因

此， 它是本文重要的控制变量。
（３） 以往经验 （ｌｎｅｘｐｅｒ）。 与出口网络代表的横向广度不同， 以往经验是企业

的前期决策行为的经验累积， 代表了企业经验在时间这一纵向维度上的积累。 本文

将以往经验定义为企业在当年出口的 “年龄”， 即当年及以前年度出口的年份次数

之和再取对数。
（４） 劳动力成本 （ｌｎｗａｇｅｓ）。 劳动力成本用工资衡量， 定义为上市企业当期应

付工资除以雇员人数的对数。 工资越高， 企业越有动机为了寻求更低廉的劳动力成

本而进行 ＯＦＤＩ。
（５） 托宾 Ｑ （ｌｎｔｏｂｑ）。 托宾 Ｑ 定义为上市企业市值除以资产的对数， 衡量了

企业的成长性。 高成长性的企业在快速扩张的过程中， 可能具有更强的进行 ＯＦＤＩ
的动机。

（６） 企业规模 （ｌｎｓｉｚｅ）。 该变量定义为总资产的对数， 企业规模会对企业外部

融资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企业规模也是常见的影响 ＯＦＤＩ 的控制因素之一。
（７） 企业性质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该变量是一个二值变量， 当实际控制者为国有企

业时赋值为 １， 否则赋值为零。 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主体， 本文以此控制收

购方国有属性对企业 ＯＦＤＩ 的影响。
（８） 出口网络人均 ＧＤＰ （ｌｎｇｄｐ） 和出口网络地理距离 （ ｌｎｄｉｓｔ）。 这两个变量

衡量了出口网络除了空间大小外的其他重要网络特征。 以出口到各国的价值作为权

重， ｌｎｇｄｐ 定义为网络出口国家 （地区） 的加权人均 ＧＤＰ 的对数， ｌｎｄｉｓｔ 定义为中

国距离各出口国家的加权地理距离的对数。 国家人均 ＧＤＰ 数据来源于宾夕法尼亚大

学世界数据库 （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 地理距离数据来源于国际预测研究中心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
表 １ 给出了上述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可以看到， 样本期内， 中国工业企业绿

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频率都不高， 特别是跨国并购活动。 在样本 １ 和样本 ２ 中，
ｌｎＥｘＮｅｔ 的均值为 ２ ６９６ 和 １ ４８９， 这说明平均而言， 拥有出口行为的中国工业上市

企业每年的出口国家 （地区） 数大约为 １４； 考虑了大量无出口行为的观测值后，
中国工业上市企业每年的出口国家 （地区） 数大约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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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样本 １ 样本 ２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ＧＲＥＥＮ 是否发生绿地投资 ０ １０６ ０ ３０８ ０ ０８７ ０ ２８２
ＭＡ 是否发生跨国并购 ０ ０１３ ０ １１５ ０ ０１３ ０ １１３

ｌｎＥｘＮｅｔ 以出口国家数量衡量网络 ２ ６９６ １ ２８ １ ４８９ １ ６２９
ｌｎＥｘＮｅｔＣＰ 以国家－产品维度衡量网络 ７ ３７５ ６ ３８２ ４ １６３ ５ ９４４
ｌｎＥｘＮｅｔＰ 以出口产品数量衡量网络 ２ ２７５ １ ４３８ １ ２９６ １ ５３６
ｌｎｅｘｐｅｒ 以往经验 １ ３７９ ０ ９５４ ０ ９０５ １ ０１３
ｌｎＬＰ 生产率 １３ ３０３ ０ ９１９ １３ ３２３ ０ ９８８
ｌｎｔｏｂｑ 企业成长性 １ １２５ ０ ３６４ １ １９１ ０ ４３
ｌｎｗａｇｅｓ 劳动力成本 ８ ６４８ １ ２３４ ８ ７１７ １ ２７９
ｌｎｓｉｚｅ 企业规模 ２１ ５６５ １ １５１ ２１ ５９２ １ ２４５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所有权属性 ０ ５２９ ０ ４９９ ０ ４８８ ０ ５
ｌｎｇｄｐ 加权人均 ｇｄｐ 取对数 １０ １６９ ０ ５７７ １０ １６９ ０ ５７７
ｌｎｄｉｓｔ 加权平均地理距离取对数 ８ ６０６ ０ ５２４ ８ ６０６ ０ ５２４

四、 实证结果

（一） 出口网络与绿地投资

表 ２ 给出了绿地投资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回归结果。 列 （１） —列 （３） 是网络的三种

衡量方式 ｌｎＥｘＮｅｔ、 ｌｎＥｘＮｅｔＣＰ、 ｌｎＥｘＮｅｔＰ 在样本 １ 的表现； 列 （４） —列 （６） 是出

口网络指标在样本 ２ 的表现。 为消除异方差， 全部模型使用了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从表 ２ 可以看到， 估计结果在系数的方向以及显著性水平上都给出了高度相似

的结果。 无论是出口网络的哪种衡量方式， 样本 １ 中出口网络的系数都显著为正。
这说明在控制了生产率以及其他影响因素后， 出口网络能够通过降低生产率阈值对

潜变量 Ｚ∗
ｄｔ 产生正向影响， 从而使得企业进行绿地投资的概率显著增大。 把大量无

出口行为的观测值纳入分析后， 这一结果在样本 ２ 中依然稳健， 命题 １ 得证， 出口

网络大的企业进行绿地投资的概率更高。
表 ２ 的最后两行给出了网络指标在样本中位数和均值处的边际效应， 两者结果

相近。 对应列 （１） —列 （６）， 所有边际效应都能以 １％的显著性水平显著为正。
具体看列 （１）， 样本 １ 中 ｌｎＥｘＮｅｔ 对绿地投资概率的边际效应在均值处是 ０ ０１２７。
这意味着假设企业的出口网络由 １ 个国家增加到 １４ 个国家①， 那么工业上市企业

的绿地投资概率将增加约 ０ １７。 同样， 样本 ２ 在均值处的边际效应是 ０ ００９８， 即

如果企业的出口网络从 １ 个国家增加到 ５ 个国家， 那么工业上市企业的 ＯＦＤＩ 概率

将增加 ０ ０４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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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家数量 １４ 是 ｌｎＥｘＮｅｔ 在样本 １ 均值处对应的出口国家数。
正文中均值处或中位数处的边际效应可理解为 “平均边际效应”， 用以粗略地理解国家数变化所引起

的概率变化大小所蕴含的经济意义上的显著性。 由于概率模型是非线性模型， 国家数变化所引起的概率变化

更为精确的计算可以考虑样本点的不同取值。



表 ２　 不同出口网络指标与绿地投资的 Ｌｏｇｉｔ模型估计

变量
绿地投资

样本 １： 排除无出口的观测值 样本 ２： 不排除无出口的观测值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ＥｘＮｅｔ 　 　 ０ ２１８６∗∗∗ 　 　 ０ ２５５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０）

ｌｎＥｘＮｅｔＣＰ 　 　 ０ ０４４２∗∗∗ 　 　 ０ ０５１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ｌｎＥｘＮｅｔＰ 　 　 ０ ２００３∗∗∗ 　 　 　 ０ ２３４５∗∗∗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８）

ｌｎｅｘｐｅｒ
０ ０４６４ ０ ０６３５ ０ ０６０１ ０ ０６１９ ０ １２３０∗∗∗ ０ ０９５２∗∗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２）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８）

ｌｎＬＰ ０ １２４４∗∗ ０ １１００∗∗ ０ １０２７∗ ０ １３３７∗∗∗ ０ １１３８∗∗ ０ １１１８∗∗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９）

ｌｎｗａｇｅｓ
－０ ０３２８ －０ ０３５５ －０ ０３４７ －０ ０１８２ －０ ０２１１ －０ ０２０５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０）

ｌｎｔｏｂｑ ０ ９７１３∗∗∗ ０ ９６２６∗∗∗ ０ ９５７４∗∗∗ ０ ８９２４∗∗∗ ０ ８７８７∗∗∗ ０ ８７７２∗∗∗

（０ １３６） （０ １３６） （０ １３６） （０ １２４） （０ １２３） （０ １２４）

ｆｉｒｍｓｉｚｅ ０ ７７００∗∗∗ ０ ７３１０∗∗∗ ０ ７４４３∗∗∗ ０ ７３１１∗∗∗ ０ ７０６５∗∗∗ ０ ７１２２∗∗∗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０ ９０７２∗∗∗ －０ ９１７８∗∗∗ －０ ９１５０∗∗∗ －０ ８８６３∗∗∗ －０ ８９８５∗∗∗ －０ ８９４７∗∗∗

（０ ０９０） （０ ０９０） （０ ０９０） （０ ０８３）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４）

常数项
－２４ ６７７９∗∗∗ －２３ １８２８∗∗∗ －２３ ５４０６∗∗∗ －２３ ９７７２∗∗∗ －２２ ８６７７∗∗∗ －２３ ０６８２∗∗∗

（１ ６３３） （１ ６６０） （１ ６６２） （１ ３９７） （１ ４２１） （１ ４２１）
Ｎ ９ ８００ ９ ８００ ９ ８００ １４ ２０２ １４ ２０２ １４ ２０２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 １８６８ ０ １８８１ ０ １８７６ ０ ２０６４ ０ ２０６２ ０ ２０６４

ｃｈｉ２ ９４５ ３９４２ ９４７ ４０４４ ９５９ ９０７３ １ ２０６ ９２３１ １ ２１９ ４６９５ １ ２２７ ６９１８

出口网络的边际效应

中位数处 　 　 ０ ０１１２∗∗∗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９８∗∗∗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７３∗∗∗

均值处 　 　 ０ ０１２７∗∗∗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１１７∗∗∗ 　 　 ０ ００９８∗∗∗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９１∗∗∗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著； 回归中已经控制了年度效应、 行业效应和省份效应，
表中省略； 下表同。

再看其他解释变量， 随着以往出口经验的增加， 企业进行绿地投资的可能性增

大， 但只有部分显著。 劳动生产率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生产率越高， 企业越有动

机进行绿地投资； 工资变量的系数不显著， 表明劳动力成本很可能不是目前中国工

业出口企业进行绿地投资的主要考虑因素； 托宾 Ｑ 和企业规模都显著为正， 这与

预期一致； 是否国有的虚拟变量对绿地投资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这意味着相对于国

有工业企业， 中国民营工业企业更有可能进行绿地投资， 背后的原因很可能是国有

企业受到来自东道国更大的阻力。
（二） 出口网络与企业跨国并购

表 ３ 的被解释变量是衡量企业是否进行了跨国并购的二值变量 ＭＡ。 列（１）—
（３）显示， 出口网络对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概率具有显著正的影响。 列（４）—（６）
是不排除无出口行为的样本 ２ 的情况， 结果仍然稳健， 这验证了命题 ２， 即企业出

口网络越大， 将越有动机进行跨国并购活动。
关于出口网络对跨国并购的边际效应。 表 ３ 的最后两行显示， 边际效应显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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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在样本 １ 的均值处， ｌｎＥｘＮｅｔ 对跨国并购的边际效应是 ０ ００２４。 与绿地投资决

策相比， 出口网络对跨国并购的边际效应较小。 这主要是因为跨国并购相对于绿地

投资来说， 是发生概率很小的事件， 这从表 １ 的统计描述可以看到。 因此， 出口国

家数从 １ 个增加到 １４ 个所引致的概率增加 ０ ０３， 对于跨国并购来说是具有经济意

义的。

表 ３　 不同出口网络指标与跨国并购的 Ｌｏｇｉｔ模型估计

变量
跨国并购

样本 １： 排除无出口的观测值 样本 ２： 不排除无出口的观测值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ＥｘＮｅｔ 　 　 ０ ３０３２∗∗∗ 　 　 ０ ２６８６∗∗∗

（０ ０９０） （０ ０７３）

ｌｎＥｘＮｅｔＣＰ 　 　 ０ ０４０４∗∗∗ 　 　 ０ ０４６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３）

ｌｎＥｘＮｅｔＰ 　 　 ０ １８２５∗∗ 　 　 　 ０ ２１１９∗∗∗

（０ ０７２） （０ ０６３）

ｌｎｅｘｐｅｒ
－０ ０９２０ －０ ０７２９ －０ ０７３９ －０ ０７３８ －０ ０１２９ －０ ０３８８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２） （０ ０９２） （０ ０９１） （０ ０９５）

ｌｎＬＰ
０ ０６００ ０ ０２９７ ０ ０２２７ －０ ００６０ －０ ０２９１ －０ ０３０４

（０ １１８） （０ １１５） （０ １１６） （０ １０２） （０ ０９７） （０ ０９８）

ｌｎｗａｇｅｓ
－０ ０１２９ －０ ０１２１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７１） （０ ０７０） （０ ０７０）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３）

ｌｎｔｏｂｑ ０ ９７７２∗∗∗ ０ ９２８１∗∗∗ ０ ９２４２∗∗∗ ０ ７６７７∗∗∗ ０ ７３４５∗∗∗ ０ ７３２７∗∗∗

（０ ２６７） （０ ２６６） （０ ２６８） （０ ２４１） （０ ２４０） （０ ２４５）

ｆｉｒｍｓｉｚｅ ０ ４７９３∗∗∗ ０ ４７０３∗∗∗ ０ ４９２５∗∗∗ ０ ４６８２∗∗∗ ０ ４４８５∗∗∗ ０ ４６４４∗∗∗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６） （０ １０２） （０ ０９８） （０ １０３） （０ ０９９）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１ ０５９９∗∗∗ －１ ０２４７∗∗∗ －１ ０２４９∗∗∗ －１ ０７４３∗∗∗ －１ ０４４８∗∗∗ －１ ０５３７∗∗∗

（０ ２３０） （０ ２２８） （０ ２２８） （０ ２１１） （０ ２０９） （０ ２０９）

常数项
－１５ ９９４１∗∗∗ －１４ ９５２９∗∗∗ －１５ ４５１４∗∗∗ －１５ ４９１０∗∗∗ －１４ ４１３１∗∗∗ －１４ ８０１０∗∗∗

（２ ３０２） （２ ４７３） （２ ４２８） （２ ３７７） （２ ５２８） （２ ４４６）
Ｎ ８ ３４７ ８ ３４７ ８ ３４７ １１ ３１４ １１ ３１４ １１ ３１４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 １２５３ ０ １２１６ ０ １２０９ ０ １２２３ ０ １２０１ ０ １１９９
ｃｈｉ２ ３７８ ３１４１ ３４９ １９２５ ３３１ １５７２ ３２７ ３６６１ ３３６ ３２６７ ３０２ ８３００

出口网络的边际效应
中位数处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１３∗∗∗

均值处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１５∗∗∗

综上所述， 命题 １ 和命题 ２ 都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即出口网络的增大能提

高企业进行绿地投资或跨国并购的概率。
（三） 出口网络其他特征的影响———出口网络人均 ＧＤＰ 和出口网络地理距离

动态演变出来的出口网络还会呈现与空间分布大小相关的其他异质性特征。 那

么， 这些网络特征是否会剥夺出口网络大小的影响力， 从而影响结论的稳健性？ 为

了回答这一问题， 本文构建了出口网络人均 ＧＤＰ 和出口网络地理距离这两个影响

因素， 并把它们加入 ＯＦＤＩ 的概率模型。 出口网络人均 ＧＤＰ （ ｌｎｇｄｐ） 定义为网络

所包括的所有出口国 （地区） 的人均 ＧＤＰ 的加权平均， 其中权重是企业在每个出

口国 （地区） 的出口价值。 应用类似方法， 本文还构建了出口网络地理距离变量

３１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ｌｎｄｉｓｔ）， 用以刻画企业拥有的出口网络距离中国的远近。 已有研究表明， 出口市

场在扩张时表现为 “走相似的路”， 企业在选择新目标市场时， 往往还会考虑那些

与曾经出口市场地理毗邻、 经济情况相当的市场 （綦建红和冯晓洁， ２０１４）。 因

此， 在出口网络大小相同的情况下， 出口网络演变的历史路径不同可能也会引致网

络具有其他不同的异质性特点。 本文尝试用出口网络人均 ＧＤＰ 以及出口网络地理

距离变量捕捉文献中通常考虑的经济情况和地理因素。
由于篇幅所限， 加入 ｌｎｇｄｐ 和 ｌｎｄｉｓｔ 两个网络特征变量的 Ｌｏｇｉｔ 回归表格不在正

文列示。 其结果表明， 无论是跨国并购还是绿地投资， 代表出口网络大小的变量

ｌｎＥｘＮｅｔ 都显著为正， 说明在控制了网络的人均 ＧＤＰ 特征以及距离特征后， 出口网

络的大小仍然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变量 ｌｎｇｄｐ 的系数不显著， 说

明出口网络所具有的进入高收入国家的经验和社会关系， 并没有促使企业进行更多

的 ＯＦＤＩ 活动。 有趣的是， 变量 ｌｎｄｉｓｔ 在绿地投资的情况下显著正相关， 而在跨国

并购情形不显著。 也就是说， 在绿地投资情形下， 企业已有的出口网络越远， 那么

企业越有可能进行绿地投资。 由于地理距离在已有文献中代表的是贸易成本， 因

此， 本文认为这一结果反映了企业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而尝试用绿地投资替代出口、
规避该贸易成本的动机； 然而减少贸易成本并不是目前中国工业企业进行跨国并购

的主要动机。
本文还发现， 在控制了 ｌｎｇｄｐ 和 ｌｎｄｉｓｔ 后， ｌｎＥｘＮｅｔ 的边际效应仍然高度显著。

与表 ２ 中 ｌｎＥｘＮｅｔ 的边际效应比较， 在绿地投资情形下， ｌｎＥｘＮｅｔ 的边际效应稍有减

少， 这很可能是因为大的出口网络往往具有更远的网络距离， 因此在控制了网络距

离这一对绿地投资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后， ｌｎＥｘＮｅｔ 的边际效应就会有所减少。 相比

之下， 在跨国并购情形下， ｌｎＥｘＮｅｔ 的边际效应变化很小。
（四） 生产型绿地投资的影响

从子公司业务的自我披露发现， 在绿地投资的样本中， 部分子公司为纯粹的销

售或贸易企业， 这与绿地投资的严格定义不是很相符。 为了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通

过识别业务介绍中是否含有 “售” “营” “贸易” “服务” 等关键字来进一步排除

这些非生产型的国外子公司， 以此构建更为狭义的生产型绿地投资决策变量。 回归

结果表明， 在排除了一些单纯只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子公司后， 本文的结果仍然稳

健， 即出口网络对生产型绿地投资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将企业出口网络引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生性选择模型， 同时把对外直

接投资活动具体分为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情况， 分析出口网络对企业进行对外

直接投资的影响。 结果表明： 第一， 出口网络通过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需的生

产率 “阈值” 进而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 当企业出口网络扩大带来的网络

维护成本提升幅度低于投资搜寻成本下降时， 出口网络扩大会增强企业对外直接投

资的概率， 反之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 第二， 在上述机制作用下， 无需生

产率或需求的冲击， 随着需求网络的扩大， 国内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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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得到提升。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中国工业上市企业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 验证了企业

的出口网络扩大对企业进行绿地投资以及跨国并购都有显著正向影响的结论。 同

时， 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 在控制了出口网络地理距离和出口网络人均 ＧＤＰ 后，
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

本文结论对于 “走出去” 战略与 “一带一路” 倡议的政策含义如下： 首先，
政府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 能为企业国际化提供便利条件， “一带一路” 倡议将大

大降低中国与其他国家 （地区） 的贸易成本， 有利于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构建和扩

展出口网络， 这对于 “走出去” 战略的成功实施是一个促进作用； 其次， 政府在

制定贸易政策和推出金融风险工具时， 应考虑有助于企业维护其出口网络的措施，
同时， 也要警惕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企业出口网络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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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 ＭＥＬＩＴＺ Ｍ Ｊ， ＹＥＡＰＬＥ Ｓ Ｒ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ＦＤＩ ｗｉｔｈ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Ｆｉｒｍ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４， ９４ （１）： ３００－３１６
［１７］ ＳＴＥＰＡＮＯＫ Ｉ Ｃｒｏｓｓ ‐ ｂｏｒｄｅｒ Ｍｅｒ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ｆｉｅｌ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２３ （１）： １１１－１３６
［１８］ ＹＡＳＡＲ Ｍ， ＰＡＵＬ Ｃ Ｊ 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７１ （２）： ３７３－３８８

（责任编辑　 王　 瀛）

Ｃａ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ＯＦＤＩ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Ｉ Ｊｉｅｙｕ　 ＬＩ Ｊｉｅ　 ＷＡＮＧ Ｘｉｎｇｔ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ｒｅｅｎｆｉｅ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Ｍ＆Ａ．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ｂｙ ＯＦＤＩ （ ｇｒｅｅｎｆｉｅ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Ｍ＆Ａ）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ＦＤＩ ｂ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ｉｌｌ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ｗｈｅｎ ｉｔ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ｔ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ｂｙ ＯＦＤＩ， ａｎｄ ｖｉｃｅ ｖｅｒｓａ．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ｉｓｔ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ｌｓｏ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ｆｉｅ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Ｍ＆Ａ；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
ｃａｌ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ｒｏｂｕｓｔ ｗｈｅ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ｒ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Ｍ＆Ａ； Ｇｒｅｅｎｆｉｅ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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