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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与中国有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往来的 １６５ 个经

济体的数据， 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计算出口效率， 运用面板 ＧＭＭ 实证分析了中

国 ＯＦＤＩ 对出口效率的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 ＯＦＤＩ 显著提高了出口效率， 而

且促进效应主要来自出口实际值提升；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 ＯＦＤＩ 的

出口效率促进效应优于对贫困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促进效应； 投资扩展边际对出口效

率的促进效应优于集约边际的促进效应， 扩展边际的促进效应在低收入国家表现最

优， 集约边际的促进效应在发达国家表现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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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伴随着全球价值链上下游收益不平衡的累积， 第三次科技革命技术红利的衰减

和新兴大国的崛起， 世界正进入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贸易摩擦频现和国际市场不

确定性增加为典型特征的新一轮深度调整期。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间， 中国货物出口增

长率均值仅为 ０ ６０７％， 而遭受的反倾销调查却占到全球反倾销调查总数的 ３０％。
如何在世界格局调整期维持较高出口增长以缓解中国经济转型阵痛是一个值得深思

的问题。 而这一方面取决于中国出口商品的市场针对性和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面取

决于东道国市场的需求潜力， 二者共同作用的合力就集中表现为中国对东道国的出

口效率 （本文将其定义为出口实际值与贸易潜力值之比）。 当前， 中国出口效率总

体不断上升， 但历年均值却基本维持在 ２０％～５０％的水平， 我国对东道国出口效率

仍具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中国已在全球 １８９ 个经济体累计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达 １ ８１

万亿美元， 利用投资来挖掘国际市场成为有效方式。 许多研究证实 ＯＦＤＩ 可以显著

促进中国对东道国出口 （张春萍， ２０１２［１］ ； 刘海云和毛海欧， ２０１６［２］ ； 陈培如

和冼国明， ２０１８［３］ ）， 但这些研究并没有论证 ＯＦＤＩ 能否促进母国对东道国市场

的挖掘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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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以上问题， 本文首先理论分析 ＯＦＤＩ 对出口效率的作用机制并提出研究

假说， 运用随机前沿模型计算中国对 １６５ 个经济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的出口效率， 随

后从投资总体、 投资二元边际、 投资市场异质性等角度实证分析 ＯＦＤＩ 对出口效率

的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论证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提高出口实际值

和出口潜力值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效率， 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在投资二元边际、
不同东道国市场之间存在差异。 本文在理论上从 ＯＦＤＩ 对出口效率促进效应的角度

丰富了 ＯＦＤＩ 出口效应内涵， 在实践上为我国以优化对外投资的方式开拓国际市场

提供了决策依据。

一、 文献综述

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的研究热点。 关于 ＯＦＤＩ 与出

口规模的关系， 一类研究认为 ＯＦＤＩ 对出口存在替代效应。 Ｍｕｎｄｅｌｌ （１９５７） ［４］ 基于

Ｈ－Ｏ－Ｓ 模型首次论证贸易和资本跨国流动是替代关系， 贸易壁垒会刺激对外投资，
投资会抑制出口。 Ｂｕｃｋｌｅｙ （１９７６） ［５］提出的内部化理论也认为 ＯＦＤＩ 与出口之间存

在替代效应。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７） ［６］通过构建 ２∗２∗２ 模型证实两个发展水平相近的

经济体在对方设立子公司可以替代母国出口。 Ｋｏｇｕｔ 和 Ｃｈａｎｇ （１９９１） ［７］、 Ｈｅｌｐｍａｎ
和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４） ［８］、 Ｏｂｅｒｈｏｆｅｒ 和 Ｐｆａｆｆｅｒｍａｙｒ （２０１２） ［９］分别使用日本对美贸易和投

资数据、 美国行业数据和欧洲企业数据证实对外投资和贸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另

一类研究支持 ＯＦＤＩ 与出口存在互补关系。 Ｋｏｊｉｍａ （１９７５） ［１０］ 提出边际产业扩张理

论并认为边际产业转移可以促进母国产业升级并强化出口竞争优势。 Ｅａｔｏｎ 和

Ｔａｍｕｒａ （１９９４） ［１１］、 Ｈｅａｄ 和 Ｒｉｅｓ （２００１） ［１２］ 分别使用日本行业和企业数据证实日

本对外投资和出口之间存在互补倾向。 对中国 ＯＦＤＩ 和出口关系而言， 学者们多认

为中国对外投资具有显著的贸易创造效应 （张如庆， ２００１［１３］； 张春萍， ２０１２）， 而

且对发展中经济体投资的贸易促进效应更优 （柴庆春， ２０１２） ［１４］。 乔晶和胡兵

（２０１５） ［１５］从微观企业视角证实中国 ＯＦＤＩ 对出口具有正向影响。 随着研究的深入，
有学者转而关注 ＯＦＤＩ 对出口结构的影响。 总体认为中国 ＯＦＤＩ 可以显著提升高技

术产品和零部件产品的出口比重 （隋月红和赵振华， ２０１２［１６］； 陈俊聪和黄繁华，
２０１４［１７］）。 也有学者研究 ＯＦＤＩ 与出口质量问题。 张凌霄和王明益 （２０１６） ［１８］ 认为

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 能有效促进我国出口质量， 资源寻求型 ＯＦＤＩ 反而会抑制出口质

量。 景光正和李平 （２０１６） ［１９］证实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可以通过技术反馈、 市场深化以

及资源重配三种机制提升出口质量。
上述文献分别探讨了 ＯＦＤＩ 对出口规模、 出口结构和出口质量的影响， 但尚未

有文献探讨 ＯＦＤＩ 对出口效率的影响， 本文拟将 ＯＦＤＩ 与出口关系的研究推进到出

口效率层面。 准确测算贸易约束条件下的出口效率是研究的关键。 前期文献多采用

贸易引力模型测度出口效率 （盛斌和廖明中， ２００４［２０］； 赵雨霖和林光华，
２００８［２１］； 范爱军和曹庆林， ２００８［２２］ ）。 但由于贸易引力模型忽略了贸易约束的存

在引致贸易效率被高估。 Ｋａｎｇ 和 Ｆｒａｔｉａｎｎｉ （２００６） ［２３］ 将随机前沿方法引入引力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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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可以通过贸易无效率项单独测算贸易约束。 基于此方法， Ｉｒｈａｍｉ （２００７） ［２４］ 测

度了印度尼西亚的贸易效率并认为其贸易效率偏低。 有学者分别估计了中国对世界

整体、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国家、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出口效率，
认为中国出口效率水平总体不高且各经济体之间差异较大， 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效

率普遍高于发展中经济体 （刘海云和聂飞， ２０１５［２５］； 谭秀杰和周茂荣， ２０１５［２６］；
付韶军， ２０１６［２７］）。 张剑光和张鹏 （２０１７） ［２８］指出随机前沿模型把效率区间设置为

［０， １］， 忽视了效率大于 １ 的超效率情形， 提出引力—推力—阻力 （ＡＰＲ） 模型

并测算了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贸易效率。

二、 理论机制

出口效率涉及母国对东道国出口实际值和东道国市场潜力值两方面， 出口

实际值和市场潜力值随贸易环境或贸易条件的改变而不断变化。 探讨 ＯＦＤＩ 影
响出口效率的过程就是分析 ＯＦＤＩ 如何影响出口实际值和贸易潜力值相对变化

的过程。
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以下效应影响出口实际值： 第一， 技术进步效应， ＯＦＤＩ

可以通过提高母国技术水平， 提升出口品技术含量和出口竞争力， ＯＦＤＩ 可以通过

虹吸国际研发要素提高创新能力， 也可以通过跨国并购、 技术转让等方式间接实现

技术进步； 第二， 产业升级效应， 母国将低端产业或低端环节转移至东道国， 有助

于实现本国资源向高端产业或高端环节集聚， 进而维持对下游国家较高的出口能

力； 第三， 贸易规模效应， 主要指贸易替代效应和贸易促进效应， 海外子公司在创

建初期会从母国进口大量生产资料从而扩大母国资本品出口， 但在成熟期可能会通

过生产近似品替代母国出口， 对于垂直型投资而言， 海外子公司会在生产上依赖母

公司提供特定中间品， 促进母国中间品出口。
对外直接投资会影响贸易潜力值。 本文将不考虑外界随机因素的冲击， 在完全

竞争市场假设下由经济增长引致的理想最大贸易水平称为贸易潜力 （ＴＰ）。 对外直

接投资主要通过缓解贸易约束来释放贸易潜力， 贸易约束包括两部分来源： 一是东

道国实际有效需求不足； 二是贸易阻力制约。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东道国产

业升级、 扩大就业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有助于提升东道国的有效需求和进口能

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优化两国经贸关系， 强化合作路径依赖， 降低经贸合作

壁垒。 此外， “开放倒逼改革” 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 中国 ＯＦＤＩ 可以促使东道国

强化治理水平并降低市场不确定性。
上述分析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从促进出口实际值和贸易潜力值两方面作用于

出口效率， 但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对这两方面机制的同期作用效果存在差异， 引致

ＯＦＤＩ 对出口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当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出口实际值边际增

量大于出口潜力值边际变化时， ＯＦＤＩ 对出口效率具有促进作用； 当对外直接投资

引致的出口实际值边际增量小于出口潜力值边际变化时， ＯＦＤＩ 对出口效率具有抑

制效应； 当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出口实际值边际增量和出口潜力值边际变化相近

时， ＯＦＤＩ 对出口效率的作用并不明显。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假说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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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１： 对外直接投资是提高我国出口实际值和出口潜力值的有效方式， 当

ＯＦＤＩ 引致的同期出口实际值增量大于出口潜力增量时， ＯＦＤＩ 能够显著提高出口

效率。
ＯＦＤＩ 对出口效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特征， 这主要体现在对不同发展程度地

区进行 ＯＦＤＩ 的出口效率促进效应不同以及投资二元边际对出口效率的影响存在

差异。
ＯＦＤＩ 对出口效率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 对发达经济体而言， 中国对其投资的

主要目是为了技术合作或开拓市场， 通过技术外溢能提高母国出口竞争力和出口效

率。 但由于发达经济体市场需求基本稳定， 对市场进一步挖掘较为困难。 对发展中

经济体而言， 中国对其 ＯＦＤＩ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转移过剩产能和开拓市场， 转移边

际产业有助于中国构建自身主导的区域价值链， 通过培育价值链势力提升出口竞争

力。 对贫困地区而言， 资源寻求型 ＯＦＤＩ 所占比例较大， 因此投资产生的出口效率

促进效应较弱， 在后期可能反而会促进我国对其资源型产品进口。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假说 ２。

假说 ２： 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效率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 对与中国发展水平

相近的经济体投资所产生的出口效率促进效应更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效率的影响在投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之间存在差异。 投

资扩展边际是指新建境外企业带来的投资增量， 表现为投资广度扩张。 集约边际是

指既有境外企业追加投资， 表现为投资深度增加。 对投资扩展边际而言， 在东道国

新建企业往往需要母公司提供生产资料和特定中间品， 从而促进母国出口。 对投资

集约边际而言， 如果集约边际发生在发展中经济体， 则海外子公司在成熟期会生产

大量近似品替代本国出口； 如果对技术水平较高的东道国追加投资， 则海外子公司

会通过技术逆向溢出机制提升母国出口竞争力。 对不同经济体投资的集约边际的出

口效率促进效果不同， 引致总体投资集约边际效应具有不确定性。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假说 ３。

假说 ３： 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效率的影响具有投资边际异质性， 投资扩展边际

的出口效率促进效应优于投资集约边际。

三、 实证模型与数据

（一） 实证模型设定

出口效率本质上以出口品为载体， 因此依然使用贸易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引力模型最基本的两方面是引力和阻力设定问题， 经典引力模型对数形式为：

　 　
ｌｎＥＸ ｉｊｔ ＝ α０ ＋ α１ ｌｎＧＤＰ ｊｔ ＋ α２ ｌｎＧＤＰ ｉｔ ＋ α３ ｌｎＰＧＤＰ ｊｔ ＋ α４ ｌｎＰＧＤＰ ｉｔ

　 　 　 　 ＋ α５ ｌｎＤＩＳＴｉｊｔ ＋ εｉｊｔ
（１）

参照盛斌和廖明忠 （２００４）、 毛海欧和刘海云 （２０１８） ［２９］ 的研究， 本文从经济

发展程度、 市场消费能力、 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水平四个方面设定贸易引力， 从地

理距离、 文化距离和贸易距离三个方面度量贸易阻力。 将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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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

　 　 ＴＥ ｉｊｔ ＝ β０ ＋ β１ ｌｎＯＦＤＩｉｊｔ ＋ β２ ｌｎＧＤＰ ｊｔ ＋ β３ ｌｎＣＧＤＰ ｉｔ ＋ β４ ｌｎＤＰＧＤＰ ｉｊｔ ＋ β５ＳＴＲＵＣ ｊｔ

　 　 　 　 　 ＋ β６ＩＮＴＥＲ ｊｔ ＋ β７ ｌｎＤＩＳＴｉｊｔ ＋ β８ＣＵＬＴＲ ｉｊｔ ＋ β９ＴＡＲＩＦＦ ｊｔ ＋ β１０ＡＤＰ ｉｊｔ

　 　 　 　 　 ＋ β１１ＣＥＦＦＣＩ ｊｔ ＋ β１２ＦＴＡｉｊｔ ＋ μ ｊ ＋ λ ｔ ＋ εｉｊｔ （２）

其中， ｉ 表示母国 （中国）， ｊ 表示东道国， μ ｊ 和 λ ｔ 分别表示个体效应和时间效

应， εｉｊｔ 为随机扰动项。 ＴＥ ｉｊｔ 为中国对 ｊ 国的出口效率， ＯＦＤＩｉｊｔ 为中国对 ｊ 国直接投资

流量。 贸易引力和阻力变量选择如下。
一是经济发展规模。 东道国经济规模越大则市场进口需求越强， 母国经济规模

越大则供给能力越强， 本文分别采用 ｌｎＧＤＰ ｊｔ 和 ｌｎＣＧＤＰ ｉｔ 表示东道国和母国的经济

规模， 相应系数 β２ 和 β３ 预期为正。
二是市场消费能力。 根据重叠需求理论， 两国发展水平越相近则需求越相似，

双边贸易额越大。 而另一方面， 两国收入差距大有助于互补产品出口 （毛海欧和

刘海云， ２０１８）。 本文用中国和东道国人均产出差额绝对值的对数 ｌｎＤＰＧＤＰ ｉｊｔ 表示

消费能力差异， 系数 β４ 预期不定。
三是产业结构。 东道国产业结构水平高， 则进口需求旺盛， 有助于增加对中国

的进口。 中国对产业结构水平低的国家进行投资会促进其产业升级， 提升市场需求

潜力。 本文用东道国第二、 三产业产出占比衡量产业结构水平 ＳＴＲＵＣ ｊｔ 。
四是基础设施水平。 东道国基础设施完善， 能降低贸易成本， 扩大市场有效需

求， 有助于促进母国对其出口。 本文采用互联网普及率 ＩＮＴＥＲ 刻画基础设施水平，
回归系数 β６ 预期为正。

五是贸易阻力因素。 地理距离会抑制母国对东道国出口， 本文用双方首都距离

衡量地理距离 ｌｎＤＩＳＴ ； 两国文化相似则需求偏好相近， 但消费者对异域文化尝试

的偏好可能会促进双方贸易， 用霍夫斯泰德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六个文化维度指数和主成

分分析法得到的文化距离 ＣＵＬＴＲ 衡量双方文化差异；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会抑制东

道国进口， 但如果双方签订自贸协定会促进双边贸易， 东道国提高通关效率也会扩

大贸易规模， 本文采用东道国关税收入占产出比重 ＴＡＲＩＦＦ 、 东道国对我国反倾销

次数 ＡＤＰ 、 双方是否签订自贸协定 ＦＴＡ 和东道国海关效率 ＣＥＦＦＣＩ 度量贸易壁垒。
此外， 为分析投资二元边际对出口效率的影响， 本文将 ｌｎＯＦＤＩ 分别替换为

ｌｎＯＦＤＩ＿ ＫＺ 和 ｌｎＯＦＤＩ＿ ＪＹ 。 参考陈培如和冼国明 （２０１８） 的做法， 本文对投资扩

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计算方法如下： 假设 Ｎ ｊｈｔ 和 Ｉ
－
ｊｈｔ 分别表示第 ｈ 期中国在 ｊ 国新建

且在 ｔ期仍有投资的境外企业数目和企业平均投资额。 则 ｔ期中国在 ｊ国的累积投资

额为： Ｉ ｊｔ ＝∑
ｔ

ｈ ＝ ｔ０

Ｉ
－
ｊｈｔＮ ｊｈｔ ； ｔ期中国在 ｊ国累积设立企业总数为： Ｎ ｊｔ ＝∑

ｔ

ｈ ＝ ｔ０

Ｎ ｊｈｔ ； ｔ期中国在 ｊ

国的境外企业平均累积投资额为： Ｉ
－
ｊｔ ＝ Ｉ ｊｔ ／ Ｎ ｊｔ ＝ ∑

ｔ

ｈ ＝ ｔ０

Ｉ
－
ｊｈｔＮ ｊｈｔ ／∑

ｔ

ｈ ＝ ｔ０

Ｎ ｊｈ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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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中国对 ｊ 国的投资集约边际为既有境外企业投资额年度变化：

　 　 　 　 ＯＦＤＩ＿ ＪＹ ＝ ΔＩｉｎｔｊｔ ＝ ∑
ｔ －１

ｈ ＝ ｔ０

（ Ｉ
－
ｊｔ － Ｉ

－
ｊ， ｔ －１）Ｎ ｊｈ，ｔ －１ （３）

定义中国对 ｊ 国的投资扩展边际为新增境外企业投资额年度变化：

　 　 ＯＦＤＩ＿ ＫＺ ＝ ΔＩｅｘｔｊｔ ＝ Ｉ
－
ｊｔ Ｎ ｊｔ － Ｎ ｊ， ｔ －１( ) ＝ Ｉ

－
ｊｔ∑

ｔ

ｈ ＝ ｔ０

Ｎ ｊｈｔ － Ｉ
－
ｊｔ∑

ｔ －１

ｈ ＝ ｔ０

Ｎ ｊｈ，ｔ －１ （４）

于是， 中国对 ｊ 国直接投资年度变化可以分解为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

其中， ΔＮ ｊｔ 表示中国 ｔ期在 ｊ国新建境外企业数量， Ｉ
－
ｊｔ 表示中国 ｔ期在 ｊ国所有境

外企业的平均投资额， 则 ΔＮ ｊｔ Ｉ
－
ｊｔ 为中国 ｔ 期在 ｊ 国的投资扩展边际； Ｎ ｊ， ｔ －１ 表示中国

ｔ － １ 期在 ｊ 国既有企业数量， ΔＩ
－
ｊｔ 表示中国 ｔ 期在 ｊ 国所有境外企业的平均投资额增

量， 则 ΔＩ ｊｔＮ ｊ，ｔ －１ 为中国 ｔ 期在 ｊ 国的投资集约边际。
（二） 估计方法选择

以上计量模型设定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首先，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很容

易受到随机事件的干扰， 对外投资同扰动项相关会引致内生性问题； 其次， 母国

对东道国出口可能会通过强化两国关系而产生投资路径依赖， 引致对外投资的国

家往往是对其出口较大的国家， 双向因果引致内生性问题。 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以获取技术、 资源和产业转移为主， 这要求东道国具有技术、 资源或劳动力优

势， 本文采用东道国高等教育入学率 ＨＥＤＵ 、 自然资源租金产出占比 ＲＥＳＯＲＳ 、
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 ＬＡＢ 、 对外投资滞后项 Ｌ ｌｎＯＦＤＩ 作为工具变量。 ＤＷＨ 检验结

果为 ７ ８２０５ （ Ｐ 值为 ０ ００５）， 在 １％显著水平不接受 ｌｎＯＦＤＩ 为外生变量的原假

设， 本文认为存在内生性问题， 采用面板 ＧＭＭ 对内生性进行控制。 在过度识别检

验中， Ｓａｒｇａｎ － Ｈａｎｓｅｎ 统计量取值为 ４ ３０７８ （ Ｐ 值为 ０ ２３０）， 表明工具变量选择

合理。
（三） 中国出口效率测算

传统贸易引力模型认为， 在无贸易约束条件下， ｉ 国对 ｊ 国出口贸易最优值为：
ＥＸ∗

ｉｊｔ ＝ ｆ（ｘｉｊｔβ）（ ｊ ＝ １， ２， …， ｎ） （６）
其中， ｘｉｊｔ 表示影响出口的系列变量， ＥＸ∗

ｉｊｔ 为 ｉ国对 ｊ国最优出口值。 但贸易约束

的存在会引致贸易实际值和最优值偏离， 考虑贸易约束的出口实际值为：
ＥＸ ｉｊｔ ＝ ｆ（ｘｉｊｔβ） × ω × ｅν， ０ ＜ ω ≤ １ （７）

其中， ω 表示效率水平， 是一系列影响双边贸易效率且短期波动较大的变量的

函数， ν 表示随机干扰因素。 对式 （７） 取对数， 可得：
ｌｎＥＸ ｉｊｔ ＝ ｌｎｆ（ｘｉｊｔβ） ＋ ｌｎω ＋ ν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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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 （８） 转化为计量模型：
ｌｎＥＸ ｉｊｔ ＝ α ＋ ｘ′ｉｊｔ × β ＋ νｉｊｔ － μｉｊｔ （９）

其中， νｉｊｔ 为一般意义上的随机干扰项， μｉｊｔ ＝ － ｌｎωｉｊｔ 表示贸易无效率项， 本文假

定 μｉｊｔ 服从非负截断型半正态分布。 μｉｊｔ 的异质性可以表示为： ωｉｊｔ ＝ ｅｘｐ ａ ＋ ｚ′ｉｊｔφ( ) ，
其中贸易约束向量 ｚ′ｉｊｔ ＝ ＴＡＲＩＦＦ ｉｊｔ， ＡＤＰ ｉｊｔ， ＣＥＦＦＣＩ ｊｔ， ＦＴＡｉｊｔ( ) ′ 。 根据公式 （２）
的变量选择，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可以设计为：

ｌｎＥＸ ｉｊｔ ＝ β０ ＋ β１ ｌｎＧＤＰ ｊｔ ＋ β２ ｌｎＣＧＤＰ ｉｔ ＋ β３ ｌｎＤＰＧＤＰ ｉｊｔ ＋ β４ＳＴＲＵＣ ｊｔ

　 　 　 　 ＋ α５ＩＮＴＥＲ ｊｔ ＋ β６ ｌｎＤＩＳＴｉｊｔ ＋ β７ＣＵＬＴＲ ｉｊｔ ＋ νｉｊｔ － μｉｊｔ
（１０）

如果要得到我国对各国的出口效率水平， 只需对 （ － μｉｊｔ） 求指数即可， 本文将

出口效率定义为： ＴＥ ＝ ωｉｊｔ ＝ ｅｘｐ（ － μｉｊｔ） ＝
ｅｘｐ（ｘ′

ｉｊｔβ － μｉｊｔ）
ｅｘｐ（ｘ′

ｉｊｔβ）
。 中国对发达经济体、 中

等发达经济体、 发展中经济体、 贫困经济体 （分组见表 ４） 及世界市场的出口效率

走势如图 １ 所示。 可见， 中国对不同市场的出口效率依发展程度的增加而提升， 且

在时间上呈现波动递增特征。

图 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不同经济体出口效率走势图

（四） 数据来源与处理

由于我国从 ２００３ 年度起开始公布对外投资统计数据， 本文以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

与中国有贸易和 ＯＦＤＩ 往来的 １６５ 个经济体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核心变

量统计特征见表 １。 其中，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ＯＦＤＩ 和投资存量 ＯＦＤＩＣ 数据来自

历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投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由本文基于公式

（３） 和公式 （４） 计算得到， 企业数据来自 《中国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名

录》； 两国首都距离 ＤＩＳＴ 来自 ＣＥＰＩＩ－ＧｅｏＤｉｓｔ 数据库， 文化距离 ＣＵＬＴＲ 数据来

自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网站， 是否签订自贸协定 ＦＴＡ 来自中国自贸区网。 其他变量取值来自

世界银行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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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核心变量基本统计特征

变量类别 变量名 最小值 方差 均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工具变量

出口效率 （ＴＥ） ２４ ７５１ ４ ２６７ ３６ ９４５ ５１ ２０２

对外投资流量 （ｌｎＯＦＤＩ） ０ ３ ３３４ ６ ０２６ １３ ０３４

对外投资存量 （ｌｎＯＦＤＩＣ） ０ ６９３ ３ ０４６ ８ ０７６ １４ ７１７

投资集约边际 （ｌｎＯＦＤＩＪＹ） ０ ４ ２９９ ３ ７１５ １６ ８１４

投资扩展边际 （ｌｎＯＦＤＩＫＺ） ０ ４ ２２６ ５ ７４０ １６ ７１７

东道国总产出 （ｌｎＧＤＰ） １６ ５５３ ２ ３９２ ２３ ８３７ ３０ ６０１

两国人均产出差额 （ｌｎＤＰＧＤＰ） ４ ２９６ １ ５３１ ８ ３０８ １１ ２８８

第二、 三产业占比 （ＳＴＲＵＣ） ２０ ９０８ １１ ８８９ ７８ ２２０ ９９ ９７４

互联网普及率 （ ＩＮＴＥＲ） ０ １０６ ２８ ７５０ ３１ ４８７ ９５ ０９７

两国首都之间距离 （ｌｎＤＩＳＴ） ６ ８６２ ０ ５１５ ８ ９９５ ９ ８６８

两国文化差异程度 （ＣＵＬＴＲ） ０ ３１５ １ ８９１ ３ ７４３ ７ ７６２

东道国关税产出比 （ＴＡＲＩＦＦ） ０ ７ ３９２ １６ ３４６ ６２ ８５９

东道国通关效率 （ＣＥＦＦＣＩ） １ ７００ ０ ９０１ ３ ９４０ ７

东道国对华反倾销数 （ＡＤＰ） ０ １ ４２４ ０ ３２４ ３０

资源租金占比 （ＲＥＳＯＲＳ） ０ １２ ３３８ ８ １０９ ８６ ４５３

东道国劳动力占比 （ＬＡＢ） １９ ７８１ ８ ７９３ ４３ ５７１ ７５ ４５４

高等教育入学率 （ＨＥＤＵ） ０ １９４ ２７ ３８８ ３３ ５２７ ８２ ６３３

四、 实证分析

（一） 基本回归结果

在控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的条件下， 本文分别采用 ＦＥ、 ２ＳＬＳ 和两步 ＧＭＭ
方法分析中国 ＯＦＤＩ 对出口效率的影响， 回归结果见表 ２。 其中， 模型（１）—（３）为
不加入控制变量的基本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４）—（６）为经典贸易引力模型回归结

果， 模型（７）—（９）为继续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拓展引力模型回归结果。 实证结果

表明： 在不考虑内生性的前提下， 固定效应模型 （１） 的 ｌｎＯＦＤＩ 回归系数为正却

明显小于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的回归系数， 模型 （４） 和模型 （７） 的 ｌｎＯＦＤＩ
系数为正却不显著， 这和工具变量回归得到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表明在不考虑内

生性的情况下， ｌｎＯＦＤＩ 回归系数是有偏的； 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 ｌｎＯＦＤＩ 的系

数在各面板 ＩＶ 估计中显著为正， 表明对外投资促进了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效率，
从而部分验证了假说 １。 此外， 由面板工具变量法得到的 ｌｎＯＦＤＩ 系数在基本模型、
经典引力模型和拓展引力模型设定下呈现递减特征， 表明随着其他变量逐步控制彻

底， ＯＦＤＩ 对出口效率的促进效应被准确分离。
从控制变量上看， ｌｎＧＤＰ 和 ｌｎＣＧＤＰ 的回归结果都显著为正， 表明东道国总需

求提高和母国供给能力增强会提高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效率； ｌｎＤＰＧＤＰ 系数总体为

负， 表明东道国与母国人均产出差距增大会抑制中国对其出口效率； 距离因素

ｌｎＤＩＳＴ 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说明随着世界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 距离因素对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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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抑制作用在减弱； ＳＴＲＵＣ 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可以提高

中国对其出口效率； 文化距离 ＣＵＬＴＲ 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关税 ＴＡＲＩＦＦ 和非关税

壁垒 ＡＤＰ 都会抑制中国对东道国出口效率。 两步 ＧＭＭ 估计结果显示 ＦＴＡ 系数在

１０％显著水平为正， 说明贸易壁垒降低会促进出口效率提升。

表 ２　 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
ＦＥ ２ＳＬＳ ＧＭＭ ＦＥ ２ＳＬＳ ＧＭＭ ＦＥ ２ＳＬＳ ＧＭ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ｌｎＯＦＤＩ
　 ０ ０８９∗∗∗ 　 ０ １９９∗∗∗ 　 ０ １１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ｌｎＧＤＰ
０ ２７４∗∗∗ ０ ８２０∗∗∗ ０ ８２３∗∗∗ ０ ３２３∗∗∗ ０ ８４１∗∗∗ ０ ８４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ｌｎＣＧＤＰ
０ ８５７∗∗∗ １ １０４∗∗∗ １ １０３∗∗∗ ０ ８５５∗∗∗ １ ０７６∗∗∗ １ ０７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ｌｎＤＰＧＤＰ
－０ ０４２∗∗∗ －０ １１５∗∗∗ －０ １２０∗∗∗ －０ ０４４∗∗∗ －０ １１９∗∗∗ －０ １１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ｌｎＤＩＳ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ＳＴＲＵＣ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ＩＮＴＥ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ＣＵＬＴ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ＴＡＲＩＦＦ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ＡＤ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ＣＥＦＦＣＩ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ＦＴＡ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ＣＯＮＳ
２２ ５０４∗∗∗ ２１ ０７３∗∗∗ ２１ ４９９∗∗∗ ４０ ６６３∗∗∗ ３５ ３７３∗∗∗ ３５ １７０∗∗∗ ４０ ４６１∗∗∗ ３４ ４６１∗∗∗ ３４ ５３５∗∗∗

（０ ０２７） （０ ３０６） （０ ３０５） （０ ２４０） （０ ４５７） （０ ４４３） （０ ４７１） （０ ３３７） （０ ３２７）

Ｎ ２ ６７１ １ ７１４ １ ７１４ ２ ６０５ １ ６６９ １ ６６９ １ ３７７ １ ０８３ １ ０８３
Ｒ２＿ａ ０ １０６ ０ ０３０ ０ ０４６ ０ ９７９ ０ ９８９ ０ ９８９ ０ ９８５ ０ ９９３ ０ ９９３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标准误； 下表同。

（二） 机制分析

本文接着具体分析 ＯＦＤＩ 对出口实际值和出口潜力值的作用。 分别使用 ＦＥ、
ＲＥ 和 ＧＭＭ 方法基于经典贸易引力模型估计贸易潜力值 ＴＰ ， 随后分别采用这三种

方法分析 ＯＦＤＩ 对出口效率和出口潜力的影响， 回归结果见表 ３。 其中， 模型 （５）
和模型 （６） 为两步 ＧＭＭ 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 ｌｎＯＦＤＩ 对出口实际值的促进效应

远大于对出口潜力值的促进效应， 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 ＴＥ 的促进效应总体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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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原因在于投资流量的增加会更为直接地带动出口规模的增加， 但对发掘东道

国市场潜力而言短期内并不明显。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为 ＦＥ 回归结果， 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为 ＲＥ 分析结果， 回归结果虽然有偏， 但可以对 ＧＭＭ 分析进行

对照印证。

表 ３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ＦＥ＿ＥＸ ＦＥ＿ＴＰ ＲＥ＿ＥＸ ＲＥ＿ＴＰ ＧＭＭ＿ＥＸ ＧＭＭ＿Ｔ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ＯＦＤＩ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０ 　 　 ０ １２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３）

ｌｎＧＤＰ
０ ９８０∗∗∗ ０ ４６９∗∗∗ ０ ９１６∗∗∗ ０ ７１２∗∗∗ ０ ７６８∗∗∗ ０ ９４３∗∗∗

（０ １０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６２）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５）

ｌｎＣＧＤＰ
０ ６４５∗∗∗ １ ０６７∗∗∗ ０ ７２０∗∗∗ ０ ９５２∗∗∗ ０ １５１ １ １１４∗∗∗

（０ ０８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６３） （０ ０２４） （１ ４６８） （０ ３０５）

ｌｎＤＰＧＤ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７３∗∗∗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６）

ｌｎＤＩＳＴ
－０ ６５６∗∗∗ －０ ６４８∗∗∗ －０ ５８０∗∗∗ －０ ６６１∗∗∗

（０ ２１３） （０ １１０）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０）

ＳＴＲＵＣ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ＩＮＴＥ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ＣＵＬＴＲ
－０ ０１７ －０ １０７∗∗∗ －０ ０６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６） （０ ０３５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３）

ＴＡＲＩＦＦ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ＡＤ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２）

ＣＥＦＦＣＩ
０ １６３∗ ０ ００８ ０ １３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８８∗∗ ０ ０２７∗∗∗

（０ ０８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８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０） （０ ００９）

ＦＴＡ
０ ２５１ ０ １１９ ０ １０６∗ ０ ０２４∗

（０ ２５９） （０ １２２） （０ ０６１） （０ ０１２）

＿ＣＯＮＳ
－２３ ３６４∗∗∗ －２１ ０１４∗∗∗ －１７ ９０７∗∗∗ －１７ ７９６∗∗∗ １１ ３６０ －２７ ８８４∗∗∗

（２ ０２９） （０ ７３５） （２ ５１４） （１ ２１７） （４４ １８６） （９ １６８）
Ｎ １ ３７７ １ ３７７ １ ３７７ １ ３７７ １ ２９６ １ ２９６

Ｒ２＿ａ ０ ９１６ ０ ９９３ ０ ８５７ ０ ９９３

本文考察了 ＯＦＤＩ 对每一年出口实际值、 出口潜力值和出口效率值影响的动态

变化轨迹， 结果如图 ２ 所示。 可以看出， ＯＦＤＩ 对出口实际值、 出口潜力值和出口

效率的影响具有在波动中略微下降的趋势。 ２００８ 年中国 ＯＦＤＩ 对出口实际值、 出口

潜力值和出口效率的作用有一个明显向上波动的特征， 可能是由于在国际需求减少

时期， 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开拓对方市场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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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中国 ＯＦＤＩ的出口效率促进效应走势图

（三） 异质性分析

１ 对不同发展程度地区投资总量的出口效率异质性

由于不同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的经济体对进口的需求不同， 中国对不同发展程

度经济体的出口效率会存在区域差异。 因此， 有必要依据人均 ＧＤＰ 把研究个体分成

不同富裕程度群体进行分区域研究。 本文把 １６５ 个经济体按照人均 ＧＤＰ 组内均值水

平， 取 ２５ 百分位、 ５０ 百分位、 ７５ 百分位值将样本平均分为四组， 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按人均 ＧＤＰ对经济体分组

地区 人均 ＧＤＰ 范围 国家数 样本数

贫困经济体 ｐｏｒ （０， １ ２６８ ３８） ４２ ６２７

发展中经济体 ｄｅｖｅｌｐｉｎｇ （１ ２６８ ３８， ４ ３２５ ７０） ３７ ５６７

中等发达经济体 ｍｉ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４ ３２５ ７０， １５ ８３８ ４９） ４３ ６５０

发达经济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１５ ８３８ ４９， ＋ ¥） ４３ ６３４

中国对不同发展程度地区投资的出口效率促进效应如表 ５ 所示。 通过比较可以

发现： 中国对发展中经济体和中等发达经济体投资的出口效率促进效应优于对发达

经济体和贫困经济体投资的出口效率效应， 从而验证了假说 ２。 这可能是因为发达

经济体市场开拓程度高， 通过投资开拓发达经济体市场的边际效果相对较低。 而对

贫困经济体而言， 由于当地有效需求不足， 投资对出口效率的贡献更多来自子公司

本身从母国的进口， 随着当地工业化水平提高和居民收入增加， 可能会提高出口效

率。 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和中等发达经济体而言， 一方面， 这些经济体与中国人均

ＧＤＰ 差距相对较小， 需求偏好相近， 有助于扩大中国对其出口； 另一方面， 中国

对外产业转移一般会寻求具有一定承载力的发展中经济体， 从而增加中国对这些经

济体的中间品出口并提高对其出口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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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基于不同地区投资的出口效率促进效应

变量 ＧＭＭ＿ＰＯＲ ＧＭＭ＿ＤＥＶＥＬＰＩＮＧ ＧＭＭ＿ＭＩＤ ＧＭ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ｌｎＯＦＤＩ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ｌｎＧＤＰ
０ ８７９∗∗∗ ０ ８３５∗∗∗ ０ ８５６∗∗∗ ０ ８６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４）

ｌｎＣＧＤＰ
２ ２３７∗∗∗ １ ２６２∗∗∗ １ １５５∗∗∗ １ ０３５∗∗∗

（０ ２２８）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３）

ｌｎＤＰＧＤＰ
０ ８９６∗∗∗ －０ ０４６∗∗∗ －０ １４１∗∗∗ －０ １９０∗∗∗

（０ １９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１）

ＳＴＲＵＣ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ＩＮＴＥ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ｌｎＤＩＳ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４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１）

ＣＵＬＴ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３）

ＴＡＲＩＦＦ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ＡＤ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ＣＥＦＦＣＩ
０ ０７１∗∗∗ ０ ０４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９）

ＦＴＡ
０ ０１２ ０ ０８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３）

＿ＣＯＮＳ
５８ ７１４∗∗∗ ３９ ６４５∗∗∗ ３６ ００７∗∗∗ ３３ ０５２∗∗∗

（０ ７８７） （０ ９８９） （０ ７２０） （０ ４２９）
Ｎ ４３５ ４０３ ４１６ ４２９

Ｒ２＿ａ ０ ９９５ ０ ９８８ ０ ９９２ ０ ９９７

２ 对不同发展程度地区投资边际的出口效率异质性

由于我国 ＯＦＤＩ 的出口效率促进效应在与我国发展程度相近的经济体中表现最

优。 因此， 本文将中等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样本合并为发展中经济体， 在将

总样本区分为发达经济体、 发展中经济体和贫困经济体的基础上探讨投资边际对出

口效率的影响。 首先进行内生性检验， ｌｎＯＦＤＩ＿ ＫＺ 的 ＤＷＨ 统计量取值为

９ １４９５（Ｐ ＝ ０ ００２５） ， ｌｎＯＦＤＩ＿ ＪＹ 的 ＤＷＨ 统计量取值为 ７ ７２８４（Ｐ ＝ ０ ００５４） ， 均

拒绝变量与干扰项不相关的原假设， 说明投资边际存在内生性， 采用面板 ＧＭＭ 估

计是合理的。 但如果使用相同的工具变量 （ＲＥＳＯＲＳ， ＬＡＢ， ＨＥＤＵ） 进行回归则可

能造成估计偏差。 因此， 本文仅使用滞后一期的投资边际作为工具变量， 随后的回

归结果如表 ６ 所示。 其中， 第 （１） — （３） 列为投资扩展边际的回归结果， 第

（４） — （６） 列为投资集约边际的回归结果。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 其一， 第

（１） — （３） 列 ｌｎＯＦＤＩ＿ ＫＺ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且第 （１） 列投资回归系数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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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中国在不同发展程度地区新建投资都可以促进出口效率， 但在落后地区的新建

投资对出口效率的促进效应更优。 可能的原因在于无论是在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

经济体的新建投资都会从母国进口大量生产材料， 只不过在较落后地区新建投资对

出口的带动作用更强一些。 其二， 第 （４） — （６） 列 ｌｎＯＦＤＩ＿ ＪＹ 回归系数只有第

（６） 列显著为正， 表明中国对发达经济体追加投资的出口效率促进效应最优， 而

对发展中经济体的集约边际效应并不明显， 可能是由于我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

多为产业转移型和资源开发型， 随着东道国子公司运转成熟， 子公司反而会向母国

出口大量替代品或资源产品； 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多为技术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
随着后期合作的深入， 东道国的技术和需求偏好反馈回母国从而提升我国对其出口

效率。 其三， ｌｎＯＦＤＩ＿ ＫＺ 的回归系数总体大于 ｌｎＯＦＤＩ＿ ＪＹ 的回归系数， 说明扩展

边际的出口效率促进效应整体优于集约边际， 从而验证了假说 ３， 可能的原因在于

中国正处于对外投资扩张阶段， 新建投资规模要高于追加投资规模。

表 ６　 基于不同地区投资边际的出口效率促进效应

变量
ＰＯＲ ＤＥＶＥＬＰ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ＰＯＲ ＤＥＶＥＬＰ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ＯＦＤＩ＿ＫＺ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ｌｎＯＦＤＩ＿ＪＹ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ｌｎＧＤＰ ０ ８５５∗∗∗ ０ ８５３∗∗∗ ０ ８５８∗∗∗ ０ ８５７∗∗∗ ０ ８７５∗∗∗ ０ ８６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ｌｎＣＧＤＰ ２ ３９５∗∗∗ １ ０９６∗∗∗ １ ００３∗∗∗ １ ８１４∗∗∗ １ ０８８∗∗∗ １ ０４０∗∗∗

（０ １５６）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０） （０ １９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３）

ｌｎＤＰＧＤＰ １ ０１０∗∗∗ －０ ０８９∗∗∗ －０ １８１∗∗∗ ０ ５６６∗∗∗ －０ ０９０∗∗∗ －０ １８３∗∗∗

（０ １３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２） （０ １７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０）

ＳＴＲＵＣ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ＩＮＴＥ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ｌｎＤＩＳＴ
－０ ２０７∗∗∗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６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４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１）

ＣＵＬＴＲ
－０ ０４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ＴＡＲＩＦＦ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ＡＤ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ＣＥＦＦＣＩ ０ ０５０∗∗∗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５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ＦＴＡ
０ ０６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１）

＿ＣＯＮＳ ６１ ４２２∗∗∗ ３４ ７４０∗∗∗ ３２ ２０７∗∗∗ ５０ １７６∗∗∗ ３４ ０１３∗∗∗ ３２ ９９５∗∗∗

（０ ３６０） （０ ６１８） （０ ３５３） （０ ９２７） （０ ５５０） （０ ４４３）
Ｎ ３８０ ７９２ ４９５ ３４５ ７２５ ４９５

Ｒ２＿ａ ０ ９９５ ０ ９９０ ０ ９９８ ０ ９９３ ０ ９９５ ０ 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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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稳健性检验

１ 内生性问题

为进一步剔除内生性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本文以是否签订双边投资协定 （ＢＩＴ）
作为工具变量并构建 ＤＩＤ 模型进行分析， 这是因为签订投资协定与双方投资额密

切相关， 但投资协定对双方贸易而言影响不大。 设 ｄｕ 表示中国与东道国在样本期

内是否签订投资协定， 如果签订则取值为 １， 否则取值为 ０； ｄｔ 为时间虚拟变量，
双方签订投资协定之前取值为 ０， 签订当年及以后取值为 １。 本文将 ＤＩＤ 模型设

计为：

　 　 　 ＴＥ ｉｊｔ ＝ γ０ ＋ γ１ｄｕ × ｄｔ ＋ ∑ｃｏｎｔｒｏｌ ＋ ω ｊ ＋ ωｔ ＋ εｉｊｔ （１１）

其中， ｄｕ × ｄｔ交乘项系数 γ１ 的方向和大小代表了 ＢＩＴ对出口效率的作用方向和

大小。 ｃｏｎｔｒｏｌ 为系列控制变量， 由公式 （２） 中除了 ｌｎ＿ ＯＦＤＩ 以外的所有解释变量

组成； ＤＩＤ 回归结果见表 ７ 第 （１） 列， 签订投资协定对出口效率具有显著促进

效应。
２ 将投资流量变换为投资存量

为了进一步证明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将投资流量变换为投资存量进行回归分

析， 回归结果见表 ７ 第 （２） 列， 投资存量对出口效率的作用在 １％显著水平下依

然为正。
３ 基于定义求出口效率

将出口实际值和经典贸易引力模型估计出来的出口潜力值进行比较， 可以得到

出口效率值 ＴＥ＿ ｐｒ ， 该变量取值位于 ５２ ８１１％ ～１３８ １７６％之间 （存在出口过度情

形）。 将 ＴＥ＿ ｐｒ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 ７ 第 （３） 列， 结果表明 ｌｎＯＦＤＩ 显
著促进了出口效率。

表 ７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ＤＩＤ ＧＭＭ＿ＯＦＤＩＣ ＧＭＭ＿ＴＥ＿ＰＲ ＧＭＭ＿ＯＦＤＩ＿ＫＺＵＳ ＧＭＭ＿ＯＦＤＩ＿ＪＹＵ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ｕ×ｄｔ 　 ０ ０４４∗∗∗

（０ ００９）

ｌｎＯＦＤＩＣ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２）

ｌｎＯＦＤＩ 　 ０ ５０７∗∗∗

（０ ０８３）

ｌｎＯＦＤＩ＿ＫＺＵＳ 　 ０ １７０∗∗

（０ ０７４）

ｌｎＯＦＤＩ＿ＪＹＵＳ 　 ０ ０９９∗∗

（０ ０４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３４ ８４６∗∗∗ ３５ １９８∗∗∗ ２８ ３８５∗∗∗ ２３ ４７０∗∗∗ ３０ ３０５∗∗∗

（０ ２５９） （０ ２９９） （０ ３４６） （２ ００８） （３ ３９８）
Ｎ １ ４８５ １ ３９８ １ ０８３ ２９７ １３３

Ｒ２＿ａ ０ ９９２ ０ ９９３ ０ １２５ ０ ９７１ ０ 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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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基于不同方法计算投资边际

在投资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定义中， 用 ｔ 期中国在东道国 ｊ 的所有境外企业的平

均累积投资额衡量新建企业和既有企业的平均投资， 忽视了新建企业和既有企业之

间的投资行为异质性， 新建企业在初期需要投入大量固定成本， 倾向从母国进口大

量生产资料从而提高母国出口效率。 而既有企业的追加投资多是为了完善境外企业

生产， 在投资规模、 投资目的等方面与投资扩展边际存在差异， 采用所有企业的平

均投资额作为新建企业和既有企业的年度投资具有一定偏差。 因此， 本文采用美国

传统基金会建立的 《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 将中国 ｔ期在 ｊ国所有新建企业的

投资总额作为该年度的扩展边际投资， 将 ｔ 期 ｊ 国所有既有中资企业追加的投资总

额作为该年度的集约边际投资， 以此对投资二元边际的出口效率贡献度进行检验，
回归结果见表 ７ 第 （４） 列和第 （５） 列， 投资扩展边际对出口效率的促进效应依

然优于投资集约边际。

五、 结　 论

在世界格局进入新一轮深度调整期和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 本文分

析了中国快速增长的 ＯＦＤＩ 对出口效率的促进效应。 在理论部分探讨了 ＯＦＤＩ 对出

口实际值和贸易潜力值的作用机制， 在实证部分主要采用面板 ＧＭＭ 方法分别估计

了对外直接投资总体、 投资二元边际和分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效率的影响。 基

本研究结论如下： 一是中国 ＯＦＤＩ 通过提高出口实际值和出口潜力值显著提升了对

东道国的出口效率， 而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来自出口实际值的提升； 二是中国

ＯＦＤＩ 的出口效率促进效应具有市场异质性， 对发展中经济体和中等发达经济体的

促进效应优于对贫困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促进效应； 三是投资扩展边际对出口效

率的促进效应优于投资集约边际的促进效应， 投资扩展边际的促进效应在低收入经

济体表现最优， 投资集约边际的促进效应在发达经济体表现最优。
研究结论的政策意义如下： 第一， 对外直接投资是挖掘东道国市场的有效方

式。 尤其在世界市场不确定性增加时期， 应鼓励、 帮扶有实力的企业积极布局海外

市场， 通过发挥投资的出口效率促进效应从提高出口实际值和市场潜力值两方面开

拓东道国市场。 第二， 对不同经济体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 对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市

场而言， 要注重投资的广延性， 积极开拓投资新市场和新领域， 尤其要重视与具

有一定产业承载力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合作， 积极构建自身主导的国际投资合作框

架和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 助力本国边际产业转移和中间品出口， 并以此作为我

国当前阶段对外投资战略的关键部分； 对发达经济体市场而言， 要注重投资的持

续性， 应提高对国际创新要素的虹吸、 整合和支配能力， 通过持续性投资将国际

创新要素汇集到国内产业升级实践中， 以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高度和出口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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