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企关联真的有利于企业对外投资吗

———基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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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 以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

司为样本， 探讨了政企关联对企业海外扩张的作用效果及其内在机制。 结果表明：
第一， 政企关联与企业对外投资显著负相关； 第二， 在考察调节变量的调节作用

时， 国际化经验、 制度相似性分别在与政企关联的共同作用下对企业对外投资呈现

正相关和负相关， 同时在企业所有制差异下， 国有企业政企关联比民营企业更有利

于对外投资； 第三， 投资到发达国家或位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企业， 其政企关联对

对外投资并无显著影响， 相反， 投资到发展中国家或位于我国东部地区的企业， 其

政企关联对对外投资形成了显著的制约作用； 第四， 在探究政企关联影响企业对外

投资的内在机制时， 国内投资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可以解释总效应的 ３１ ７％， 而

市场竞争和寻租成本两者的中介效应则很微弱。 本文为厘清政企关联对企业对外投

资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同时对企业海外投资实践具有一定的启发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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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 政府制度和政策一直被认为是企业开展经营活动所依赖的关键因素

之一， 政府可以通过设置进入或退出壁垒、 提供贷款或补贴以及制定环境保护立法

等来影响企业成本， 从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地位和未来绩效 （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１］。 通过任命政界人士进入董事会以寻求建立政企关联， 以期从中获利， 成

为不少企业的选择。 已有关于政企关联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对企业国内的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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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有学者的研究认为政企关联可以作为企业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的一种替代机

制， 帮助企业提前获悉最新的政策动态 （巫景飞等， ２００８） ［２］、 以优惠条件获得银

行贷款和采购合同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３］ 以及获得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４］， 这将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或改善其经营业绩 （Ｆａｃｃｉｏ， ２００６） ［５］。
然而也有研究表明政企关联不利于企业经营业绩的提高， 政企关联紧密的公司更有

可能追求政府或政界人士鼓励的社会目标， 比如慈善捐赠等公益行为导致资源分配

不当， 从而影响企业效率 （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６］。 另外， 政企关联的存在可能会受

到监管机构和媒体更严格的审查， 此类企业更容易滋生寻租腐败 （袁建国等，
２０１５） ［７］以及过度投资行为 （Ｙ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８］， 负向作用于企业绩效。

政企关联与企业绩效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然而较少有文献考察政企关联对企

业对外投资的影响。 在涉及政企关联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效果上， 尚存在争

议。 有学者认为管理者的政治背景对企业对外投资倾向并无显著影响 （杨旭栋和

张先锋， ２０１８） ［９］， 而董有德和宋芳玉 （２０１７） ［１０］ 以我国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 研

究发现银企关系、 政企关联均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对外投资。 对此， 后续的研究进一

步分析了造成不同的原因。 如 Ｄ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８） ［１１］ 通过考察政企关联的异质性发现

先天政企关联企业具有较低的 ＯＦＤＩ 承诺， 无政企关联的企业具有中等 ＯＦＤＩ 承诺，
后天政企关联企业则具有较高的 ＯＦＤＩ 承诺。 也有学者进一步细化对外投资行为，
考察政企关联对海外扩张的影响 （钟熙等， ２０１８［１２］；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１３］ ）， 但

两者的研究结果存在矛盾， 前者发现董事会政企关联与企业国际化战略负相关，
而后者表明政企关联有利于企业国际化， 究其原因可能在于未深入理解海外经营

网络在企业政企关联施加影响时的作用。 邓新明等 （２０１４） ［１４］ 将企业跨国经营

的深度和广度两大特点纳入政企关联与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分析框架中， 研究发现

民营企业政企关联总体上对国际化程度不具有显著的影响， 但却显著地正向促进

国际化深度以及显著地负向抑制国际化广度。 上述研究大多忽略了董事会政界人

士的社会资本主要是针对本国市场这一现实 （Ｕｓｅｅｍ， １９８５） ［１５］ ， 更忽视了人力

资本在海外扩张中的作用， 而这种作用对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又是非常重要的， 因

为政界人士提供的有用的知识， 不仅可以指导企业在与本国政府的关系中做出更

好的决策， 而且同样适用于政治体制与本国相似的国家。 由此， 本文将整合社会

资本和人力资本理论， 来探究董事会中政界人士对企业海外扩张战略的具体影响及

其内在机制。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 第一， 本文对政企关联与企业海外投资的研究具有视角上

的创新， 基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的结合， 可以更清晰地阐述政企关联对海外投

资的作用效果， 这进一步扩展了政企关联和企业海外扩张的相关研究； 第二， 本文探

究了国内投资、 市场竞争以及寻租成本作为企业政企关联影响海外投资的内在作用机

制， 使得相关理论和文献更加完备和合理； 第三， 以往研究鲜有关注到企业政企关联

与海外扩张互为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而本文对其重点运用面板负二项工具变量法

进行了处理， 并进行了诸多稳健性检验， 从而增强了结论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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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分析与假设

（一） 董事会中政界人士和企业国际扩张

政界人士作为董事可能会给组织带来两种类型的资源， 即社会资本和人力资

本。 “社会资本” 是指个人通过所拥有的各种关系网络获得的实际和潜在资源的总和，
而个人的专业知识、 经验、 声誉和技能等被定义为 “人力资本” （Ｃｏｌｅｍａｎ， １９８８）［１６］。
实际上， 政界人士在其政治生涯中发展起来的人际交往能力使其容易与外部机构建立沟

通渠道。 具体来说， 这些政界人士可以成为企业与国家或监管机构在处理关系时的对话

者 （Ｐｆｅｆｆ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ｌａｎｃｉｋ， ２００３）［１７］。 因此， 拥有政企关联的企业在应对本国政府监管

方面处于有利地位。 同时， 董事会中政界人士不仅为本企业与政府的联系搭建了桥

梁， 而且还提供了有关政治进程的宝贵知识 （苏屹等， ２０１９） ［１８］。 这些知识超出了

企业通过组织关系网络所能获得的内部信息， 对于企业来说， 了解政治体系如何运

作， 以及如何参与政治过程， 是极其有用的。
由于董事会中的政界人士提供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 公司将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预

测国内政府的行动， 改善与政府的关系。 虽然此类关系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投资机会，
但是这种投资行为是有倾向性的。 受制于政界人士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地区局限， 一

是各类资源局限于国内市场， 二是此类企业更为关注对本地经济产生的影响， 因而在一

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对外投资行为。 在考虑国内政企关联对企业国际扩张的影响时， 企业

的政界人士主要是在国内有联系， 那么与社会资本相关的利益将是有限的。 由于社会资

本主要是针对国家的， 那么只有政界人士的国际联系才会有所帮助。 而人力资本的情况

略有不同， 因为政界人士提供的关于政治进程运作的知识和观点可以在国外应用， 但是

受东道国制度环境差异的制约， 这种知识在国内比国外会有更重要的作用。
此外， 董事会中政界人士的存在也会影响企业竞争战略的选择 （李健等，

２０１２） ［１９］。 一方面， 董事会中政界人士的存在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政府补贴或者采购

订单， 使得企业即使核心竞争力不强也能够保持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另一方面， 地

方政府出于扶持本地产业发展的目的， 对外地企业的市场准入加以限制， 降低了地

区竞争程度 （陆铭和陈钊， ２００９） ［２０］。 总的来说， 董事会中政界人士的存在降低了

企业对市场竞争压力的敏感度， 可能会导致企业的组织惰性 （Ｚｈｏｕ， ２０１３） ［２１］， 使

得企业可能不会为了生存而进行海外投资。 同时企业为了获取和维系政企关联需付

出的寻租成本也会挤占资源， 分散企业对外扩张的注意力， 可能导致有政企关联的

企业对外投资的水平更低。 基于这些原因， 企业董事会中如果存在政企关联， 可能

会增加企业在本国投资的机会， 而由于企业资源有限与最优配置问题， 企业在海外

发展的机会就会相对减少。 鉴于这些论点， 我们提出假设 １。
假设 １： 董事会中存在政企关联的企业比不存在政企关联的企业拥有更少的海

外投资， 即董事会中政企关联对企业海外投资具有负向影响。
（二） 董事会中政界人士和企业国际扩张关系的调节影响因素

１ 董事会政界人士的社会资本和企业国际扩张

如前所述， 董事会政界人士的社会资本是在国内特有的， 因此很难在国家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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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应用。 但实际上， 个人的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们所参与的组织团体决定

的 （Ｓｅｐｐｏｌａ， ２００４） ［２２］。 如果企业先前从事国际化活动而获得了国际化经验， 那

么政界人士及其所依托的企业就获取了国际社会资本。 而国际社会资本是指企业与

有能力进入各种知识领域的外国参与者建立的关系。 因此， 即使政界人士所发展起

来的关系大多数是国内的， 但由于国际社会资本的存在， 他们也可能提供一些可以

在国外利用的国际联系。
董事会政界人士的国际联系可以对企业的海外投资产生重要影响。 由于大多数

跨境投资的难点是信息不对称， 寻求海外市场扩张的企业经历了一系列的限制， 包

括不熟悉东道国的规范、 文化和管理结构等。 这种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了外部联系的

需要， 以便更好地将企业与必要的资源和宝贵的信息联系起来。 在这方面， 拥有国

际联系的政界人士， 由于扩大企业信息池和关系网络的能力增强， 则可以帮助企业

减轻国际化过程中固有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从而提高企业在外国投资中承担风险的

能力和意愿。 同时， 企业国际化经验赋予政界人士的国际社会资本可以帮助企业在

东道国获得更好的结果， 例如先发优势、 战略资源和更好的绩效 （ 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２３］。 在此基础上， 我们提出假设 ２。

假设 ２： 企业国际化经验越强， 其政企关联的存在对海外投资的负向影响就越小。
２ 董事会政界人士的人力资本和企业国际扩张

董事会是企业外部知识和专业知识的重要来源， 在董事会存在政界人士的特殊

情况下， 在国内积累的知识作为企业政治功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更广泛地被纳

入企业的惯例用来处理与国内政治官员和监管者的关系。 政界人士个人所积累的资

本能否发挥及发挥的作用效果是需要在特定土壤条件下， 只有在熟悉的合适的环境

下， 才能产生功效。 由于本国和东道国之间存在制度等差异， 个人资本的作用在国

外可能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 这就是为什么跨国家的政治惯例的使用会受到企业所

在国制度特征制约的原因 （Ｒａｔｈｅｒｔ， ２０１６） ［２４］。
以往对制度的研究强调， 在拥有相似制度环境的东道国， 母国企业组织惯例的

使用才更有可能被视为合法 （Ｈｅｎｉｓｚ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ｅｒ， ２００４） ［２５］。 同时， 制度的同质性

促进了母国企业组织惯例在东道国的适用性， 使得海外子公司更可能采用母国制定

的组织惯例。 并且， 由于企业的惯例主要是特定环境下的， 在类似的制度背景下采

用这些惯例可以使企业在国外保持这些惯例和知识的价值。 总的来说， 母国和东道

国制度环境之间的相似性， 有助于利用该企业的政治知识及其所发展的惯例。 基于

以上分析， 本文认为， 在与母国制度环境越相似的国家团体中， 企业越能成功地利

用其政治知识， 促使它们进入这些国家。 因此， 我们提出假设 ３。
假设 ３： 在进入与母国制度环境越相似的东道国时， 母国企业董事会中政企关

联的存在对其海外投资的负向影响越小。
３ 企业所有权性质差异下政企关联和国际扩张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 企业与外部环境因素之间存在各种形式的相互依赖， 由于

国内资源交换过程限制了企业的自主性， 企业可能采用国际 “规避战略” 来逃避这

种相互依赖。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银行贷款、 政府补贴和税收待遇等战略资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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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巨大差异， 这可能导致两者战略选择的不同。
对此本文纳入企业对竞争的依赖这一概念， 竞争依赖是指企业在相似产品领域

竞争的情况下共存 （Ｘｉ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２６］。 对竞争的依赖促使企业投资海外， 因为

他们面临来自国内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 （Ｗｉｔｔ ａｎｄ Ｌｅｗｉｎ， ２００７） ［２７］。 拥有政企关

联的民营企业在政治地位上仍然不如拥有政企关联的国有企业， 导致拥有政企关联

的国有企业在产品市场准入、 银行贷款、 土地使用等要素市场上享有高程度的保

护。 在这种情况下， 拥有政企关联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母国的市场力量失衡，
从而导致拥有政企关联的民营企业只有通过全球资源来源多样化来减少国内市场的

限制， 而在不同国家设立子公司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国内市场的竞争。 这种通过

海外投资的规避策略也能够使企业的全球收益最大化 （Ｓｔｏｉａｎ ａｎｄ Ｍｏｈｒ， ２０１６） ［２８］。
因此拥有政企关联的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可能会利用海外市场， 获得企业成长机

会。 为此， 我们提出假设 ４。
假设 ４： 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 其政企关联的存在更有利于海外投资。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与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库以及世界银行 ＷＤＩ
和 ＷＧＩ 数据库。 选择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①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从关联交

易中筛选出投资注册地在海外， 删除向避税地投资的样本②； 删除上市公司控制权

益不足 １０％的样本； 删除财务状况异常或其他情况异常的样本③； 删除金融类上市

公司样本。 最后汇总以及进行不同数据库间的合并， 得到 ４７６８７ 个样本， 其中在样

本存续期内 １５６０ 家公司没有进行过海外投资， 而 １４３４ 家公司对 １２８ 个国家和地区

进行了海外投资。
（二） 变量度量

１ 被解释变量： 对外投资次数 （ＯＦＤＩ）。 上市公司年报中的关联交易一栏，
记录了公司每笔对外投资的详细信息， 参照刘莉亚等 （２０１５） ［２９］的做法， 如果关联

关系为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上市公司的联营公司” 和 “上市公司的合营公

司”， 且注册地在海外和上市公司控制权益超过 １０％， 则认为发生了一次对外投

资， 最后进行汇总， 得到了企业—年份—东道国三个维度的对外投资次数。 同时，
我们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年度官方平均汇率将海外分支机构注册资本换算成以

人民币计价， 与上市公司控制权益比例相乘得到单笔对外投资额， 然后汇总， 得到

企业—年份—东道国三个维度的对外投资额， 用作后续稳健性检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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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２００４ 年以前中国上市公司海外投资较少， 例如 ２００３ 年仅有 ７８ 家企业参与海外投资， 总有效投资次数

为 １１５ 次。
包括了注册地含有关键词 “开曼” “维尔京群岛” “百慕大群岛” “处女群岛” 等的样本。
即 ＳＴ、 ∗ＳＴ 和 Ｓ∗ＳＴ 企业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记录中， 注册资本一栏大量数据缺失， 这也是本文选用对外投资次数

作为解释变量， 而将对外投资额作为稳健性检验的原因。



２ 解释变量： 政企关联 （ＰＣ）。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先前有部分文献依据董

事会成员政治背景的职能高低对政企关联变量进行定序赋值， 从而反映政企关联程

度的强弱， 但我们认为定序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且并非董事成员政治职能越高， 对

企业的影响就越大或越小， 从而采用政企关联虚拟变量的形式来开展本文的研究。
政企关联 ＰｏｌｉＣｏｎ 取 １ 表示有政企关联， 取 ０ 表示没有政企关联。 借鉴张敏等

（２０１０） ［３０］的做法， 如果企业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至少满足是现任或前任的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或地方政府官员这三个条件之一， 就认为该企业具有政企关联。 政企

关联数据来自于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中的人物特征系列， 由于该数据库只整理了 ２００８
年以后的董监高政治背景数据， 故从董监高个人简历中手动识别筛选了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 年 ４ 年的政企关联数据。

３ 调节变量： （１） 国际化经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重点考察社会资本的作用。 前

人关于企业国际化经验指标的测量方法主要有： 海外行业多元化指标、 在东道国的

投资年限、 海外经营多元化指标和相同方式实施经验等。 本文结合数据可得性， 将

上市公司海外子公司、 联营与合营公司所涉及的国家 （地区） 的个数作为衡量企

业国际化经验的积累程度。 （２） 制度相似性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重点考察人力资本的作

用。 参照潘镇等 （２００８） ［３１］的研究， 我们采用世界银行 ＷＧＩ 数据库中民众话语权、
政治稳定性、 政府效率、 监管质量、 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能力 ６ 个分指标来构造制

度相似性变量，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 （∑
ｎ

ｋ ＝ １

（ Ｉｋｊｔ － Ｉｋｃｔ） ２

Ｖｋｔ
） ／ ｎ （１）

其中， Ｉｋｊｔ 和 Ｉｋｃｔ 分别表示第 ｔ年 ｊ国家与中国在第 ｋ个分指标上的得分， Ｖｋｔ为所

有国家在第 ｔ 年第 ｋ 个分指标上的方差， ｎ 表示测量分指标数。 测算出的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数值越小， 则表示东道国与母国制度相似性越高。 （３） 所有权性质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将所有权性质变量定义为虚拟变量的形式， 取 １ 为国有企业， 取 ０ 为民营企业。

４ 控制变量。 本文纳入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一组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的选

取主要依据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Ｍéｎｄｅｚ 等 （２０１８） ［３２］ 的相关研究， 其中企业层面的控制变

量包括： 资本密集度 （ Ｃａｐｉｔ）， 采用人均固定资本取对数来表示； 企业规模

（Ｓｃａｌｅ）， 以企业员工人数的对数值来衡量； 生产率 （ＴＦＰ）， 采用 ＬＰ 法计算获得；
杠杆水平 （Ｌｅｖｅｌ）， 用负债总计除以资产总计表示； 融资能力 （Ｆｉｎａｎｃｅ）， 用企业

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表示； 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 东道国 ＧＤＰ 增长率

（Ｇｒｏｗ）； 贸易开放度 （Ｏｐｅｎ）， 用东道国年度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的和， 除以平减

后的 ＧＤＰ 来表示； 外资吸引度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用东道国当年 ＦＤＩ 的流量除以平减后

的 ＧＤＰ 表示。 国家层面控制变量中有关 ＧＤＰ、 出口和进口等的数据来自于世界银

行 ＷＤＩ 数据库， 涉及东道国 ＦＤＩ 的相关数据来源于 ＵＮＣＴＡＤ 联合国贸发会议数

据库。
（三） 模型设计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对外投资次数， 只能是非负整数， 因此泊松回归

比一般最小二乘法更合适。 为了调整过度分散问题， 本文使用了负二项模型， 其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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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了均值和方差相等的假设①， 这是泊松模型的推广 （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ｉｖｅｄｉ，
１９９８） ［３３］。 因此， 本文的基准模型是：

Ｅ（ＯＦＤＩｉｊｔ ｜ Ｘ） ＝ ｅｘｐ（β０ ＋ β１ Ｌ ＰＣ ｉｔ ＋ β２ Ｌ ＰＣ ｉｔ ×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ｔ ＋ β３ Ｌ ＰＣ ｉｔ

　 　 　 　 ×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ｉｔ ＋ β４ Ｌ ＰＣ ｉｔ ×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ｉｔ ＋ λ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ｋ
＋ εｉｊｔ）

（２）

在式 （２） 中， 因对外投资可能具有延迟性， 我们取 Ｌ ＰＣ ｉｔ 为政企关联的滞后

一期项纳入模型， β０ 为常数， βｉ 为各项系数， Ｃｏｎｔｒｏｌｋ 为各控制变量， λｋ 为各控制变

量系数， ε 为残差， 其余符号在前文已有说明。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１ 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以及针对有和没有政企关联的分组 Ｔ 检验结

果， 可以算出， 因变量对外投资次数的方差约是其均值的 ５ 倍， 存在 “过度分散”
问题， 从而为本文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提供了支持。 从分组 Ｔ 检验结果看， 对外

投资次数在有政企关联组的均值是 ０ ３５， 而在没有政企关联组的均值是 ０ ３８， 并

在 ５％水平下显著， 同时对外投资额也有类似结果， 这一结果初步表明， 有政企

关联的企业在对外投资表现上确实不如没有政企关联的企业，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

了假设 １。 并且观察到， 大部分控制变量在分组 Ｔ 检验中也存在显著差异， 这意味着

后续我们需要对回归结果更谨慎的解读和纳入稳健性的检验。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分组 Ｔ检验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有 ＰＣ 组 无 ＰＣ 组 Ｔ 统计量

对外投资次数 ４７ ６８７ ０ ３７ １ ３２ ０ ００ ８８ ００ ０ ３５ ０ ３８ ２ ０８∗∗

对外投资额 ３２ ６４４ ０ ６８ １ ４１ ０ ００ １２ １８ ０ ６４ ０ ８０ ９ ３０∗∗∗

政企关联 ４２ ３５３ ０ ２９ ０ ４５ ０ ００ １ ００ — — —

资本密集度 ４７ ４４７ １２ ４４ １ ２１ ４ １３ １９ ６４ １２ ３９ １２ ４６ ６ ０７∗∗∗

企业规模 ４７ ５０４ ７ ８４ １ ４９ ０ ００ １３ ２２ ８ ００ ７ ７８ －１４ ３７∗∗∗

生产率 ４７ ４０９ ８ ２４ １ ５２ －６ ４９ ２０ ５４ ８ ２５ ８ ２４ －０ ４６

杠杆水平 ４７ ６１８ ０ ５４ ４ ３２ ０ ００ ８７７ ２６ ０ ４６ ０ ５７ ２ ７０∗∗∗

融资能力 ４７ ６３２ ２ ３７ ４ ３０ ０ ００ ２０４ ７４ ２ ３７ ２ ３７ －０ １４

ＧＤＰ 增长率 ３４ ９７５ ３ ３５ ３ ４８ －５２ ４３ ３４ ５０ ３ ２６ ３ ３８ ３ ０１∗∗∗

贸易开放度 ３３ ９１１ １７８ ５８ １６６ ００ ９ ９２ ６１８２ ５７ １７６ ５４ １７９ ４２ １ ４５

外资吸引度 ３４ ９０９ １２ ５９ １９ ２１ －５５ ４３ ４５７ ８０ １２ １３ １２ ７８ ２ ８７∗∗∗

国际化经验 ４７ ６８７ １ ７８ ３ ３２ ０ ００ ２５ ００ １ ８７ １ ７５ －３ ６４∗∗∗

制度相似性 ３４ ９２３ ３ １２ １ ５５ ０ ０７ ６ ５７ ３ １１ ３ １３ １ ２１

所有权性质 ４７ ６８７ ０ ４６ ０ ５０ ０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３５ ０ ５１ ３０ ７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５％和 １％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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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事实上本文同时也考虑了 ＯＦＤＩ 变量中大量观测值为 ０ 的情况， 最终在泊松模型、 负二项模型、 零膨胀

泊松模型和零膨胀负二项模型比较检验中， 选择了负二项回归模型。



（二） 回归分析

１ 基准回归分析

为验证假设， 本文采用了随机效应的面板负二项回归进行计量分析①， 回归结

果见表 ２。 模型 １ 只对控制变量进行回归； 模型 ２ 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核心

解释变量政企关联， 用于验证假设 １； 模型 ３—模型 ５ 在模型 ２ 的基础上分别引入

了三个调节变量和其与政企关联的交互项， 用于验证假设 ２—假设 ４； 而模型 ６ 将

全部变量纳入回归中进行综合性分析。
从表 ２ 的模型 ２ 可以看出， 在考虑了控制变量后， 政企关联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１８， 且在 １％水平上显著， 说明政企关联的存在确实对企业对外投资次数产生

了消极影响， 从而支持了假设 １。 在模型 ３ 中， 国际化经验与政企关联的交互项系

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企业国际化经验水平越高， 政企关联对对外投资次

数的负向影响越小， 从而假设 ２ 得到了支持。 在模型 ４ 中， 引入制度相似性调节变

量与其交互项后， 交互项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东道国制度与母国制度

越相似， 企业政企关联的存在越可能促进对其东道国的投资， 假设 ３ 得到了支持。
在模型 ５ 中， 所有权性质与政企关联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不显著， 但在纳入所有变量

的综合性分析的模型 ６ 中， 所有权性质与政企关联的交互项系数在 １％水平下正显

著， 说明综合分析下，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 其政企关联的存在更有利于企业

对外投资， 这显然否定了假设 ４。 对此我们认为其可能的原因是： 首先， 民营企业

相对于其他企业是更为典型的风险规避性组织， 而对外投资活动具有很高的风险不

确定性， 一旦失败， 则会影响到其社会情感财富的积累， 所以即使民营企业拥有政

企关联的资源优势， 也不愿 “走出去”； 其次， 国有企业属于政府的 “圈内人”，
政府有权为追求政治和社会目标干预国有企业的运营， 比如降低失业率等。 而国有

企业中有政治背景的经理人， 他们也会优先考虑企业目标与政府目标的一致性， 而

不是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而当政府出于战略目标准备将经济领域扩展到海外市场

时， 例如中国的 “走出去” 战略， 拥有政企关联的国有企业无疑是最合适的选择。
所以综合两个方面来看， 国有企业可能相比民营企业， 其政企关联的存在更有利于

企业 “走出去”。
尽管上文初步证明了三个调节变量的显著调节作用， 但关注点仍在系数的正负

显著性上， 本文认为有必要在同时考虑所有调节作用的情况下， 评估国内政企关联

对企业对外投资次数的影响大小。 由于存在一个虚拟的调节变量 （所有权性质），
会导致分析政企关联的影响时有两种不同的情境。 而其他调节变量是连续的 （国
际化经验和制度相似性）， 本文将从两个层次 （低和高） 来计算政企关联对对外投

资次数的影响大小， 且使用了表 ２ 模型 ６ 的系数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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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混合负二项回归、 随机效应负二项回归和固定效应负二项回归中进行选择， 并进行了豪斯曼检验，
选择了随机效应的负二项回归。



表 ２　 面板负二项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资本密集度
　 　 ０ ２７５∗∗∗ 　 　 ０ ２５６∗∗∗ 　 　 ０ １２７∗∗∗ 　 　 ０ ２５１∗∗∗ 　 　 ０ ３１１∗∗∗ 　 　 ０ １６３∗∗∗

（２１ ２３） （１９ ２５） （１３ ７７） （１８ ６１） （２３ ５８） （１２ ６２）

企业规模
０ ３８６∗∗∗ ０ ３５１∗∗∗ ０ １１９∗∗∗ ０ ３４９∗∗∗ ０ ３９０∗∗∗ ０ １８１∗∗∗

（２８ ３４） （２５ ３５） （１３ ２０） （２５ １３） （２８ ６８） （１４ １３）

生产率
０ ２６８∗∗∗ ０ ２４４∗∗∗ ０ １６９∗∗∗ ０ ２３８∗∗∗ ０ ２６７∗∗∗ ０ １８６∗∗∗

（２３ ９１） （２１ ３６） （２０ １５） （２０ ７０） （２３ ３１） （１６ ６９）

杠杆水平
－０ １５２∗∗∗ －０ ２１０∗∗∗ －０ １８７∗∗∗ －０ ２１７∗∗∗ －０ １０２∗∗ －０ １２３∗∗∗

（－２ ８５） （－３ ６５） （－４ ７０） （－３ ７３） （－２ １４） （－２ ６９）

融资能力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１ ４１） （－０ ２６） （０ ５７） （－０ １６） （－０ ７９） （－１ ５５）

ＧＤＰ 增长率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６∗∗∗

（－１１ ７７） （－１０ ３２） （－５ ３３） （－１０ ９４） （－８ ８９） （－７ ６３）

贸易开放度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１０ ５５） （９ １２） （０ ６９） （１０ ０６） （８ ６４） （９ ４２）

外资吸引度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１３ ６６） （１３ １３） （６ ２８） （１３ ２０） （１２ ５２） （１１ ２７）

政企关联
－０ １１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２ －０ １８２∗∗∗ －０ ０５６

（－４ １９） （－０ ２３） （－０ ６０） （－５ ８８） （－１ ５７）

国际化经验
０ ０４７∗∗∗ ０ ０９２∗∗∗

（３０ ９６） （４１ ３５）
国际化经验×
政企关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３ ３３） （１ １９）

制度相似性
－０ ０６３∗∗∗ ０ ０３１∗∗

（－４ ４６） （２ ３３）
制度相似性×
政企关联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７∗∗∗

（－３ ８０） （－３ ４５）

所有权性质
－０ ７９１∗∗∗ －０ ６６２∗∗∗

（－１９ ７７） （－１６ ７８）
所有权性质×
政企关联

０ ０５２ ０ ２１１∗∗∗

（１ １２） （３ ９２）

常数项
－７ ００９∗∗∗ －６ ２５３∗∗∗ －１ ８３６∗∗∗ －５ ８９９∗∗∗ －７ ０８０∗∗∗ －２ ９５５∗∗∗

（－２９ ０９） （－２５ ４５） （－１０ ５９） （－２３ ４３） （－２９ ０９） （－１１ ８５）
观测值 ３３ ６４０ ３０ ０５１ ３０ ０５１ ２９ ９７１ ３０ ０５１ ２９ ９７１

对数似然值 －２８ １６７ －２６ ３４４ －２６ １９３ －２６ ２２４ －２６ １３０ －２５ ００６
Ｗａｌｄ 统计量 ２ ５５４ ５ １ ９８２ ０ ３ １４６ ０ ２ ０２３ ２ ２ ３８７ １ ４ ２６１ ５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里为 ｚ 值。

表 ３ 显示了国有企业在四种情境下， 由于一个标准差的变化引起的调节变量的

不同水平组合， 导致的政企关联对对外投资次数的影响大小。 存在两种情境， 即具

有弱国际化经验或强国际化经验的国有企业在涉及到低制度相似性国家投资时， 企

业政企关联的存在均会阻碍其对外投资， 而其他两种情境下， 政企关联的存在均会

促进企业对外投资， 其中最有利的情况是， 在国有企业具有强国际化经验， 并且涉

及到与母国有高制度相似性的国家投资时， 政企关联的存在会使企业对外投资平均

次数增加 １１ ２２％。 表 ４ 显示了民营企业在四种情境下， 由于一个标准差的变化引

起的调节变量的不同水平组合， 导致的政企关联对对外投资次数的影响大小。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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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 在所有情境下， 政企关联的存在均会导致企业平均对外投资次数的减少。 这

些影响差异使本文得出这样的结论： 国有企业中政企关联的存在对对外投资很重

要， 但只有在该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国际化经验以及投资到有利于企业适用获取到

的政治知识的国家才最有利。

表 ３　 一个标准差水平下， 国有企业政企关联对对外投资次数的影响程度

低制度相似性 高制度相似性

弱国际化经验 －１ ７８％ ９ ６９％
强国际化经验 －０ ２５％ １１ ２２％

表 ４　 一个标准差水平下， 民营企业政企关联对对外投资次数的影响程度

低制度相似性 高制度相似性

弱国际化经验 －２２ ８８％ －１１ ４１％
强国际化经验 －２１ ３５％ －９ ８８％

为了更直观地说明调节效果， 我们在图 １—图 ６ 用图形表示它们。 图 １ 显示了

在国际化经验和制度相似性不变的情况下 （这些变量按其平均值计算）， 企业所有权

性质的调节作用。 可以看出具有政企关联的国有企业比不具有政企关联的国有企业对

外投资次数更多， 而民营企业则相反， 可知所有权性质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同理，
图 ２ 显示了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国际化经验的调节作用。 可以看出无调节作用

的线段下降幅度， 一方面比强国际化经验线段大， 另一方面比弱国际化经验下降幅度

小， 这也说明了国际化经验的显著调节作用。 图 ３—图 ６ 显示了在制度相似性不同程

度下， 政企关联的存在对企业对外投资次数的影响。 可以看出， 在四张图中， 即四

个不同分组中， 其中任何一组的高、 低制度相似性线段的斜率均存在明显差异， 这

也充分说明了制度相似性的显著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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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所有权性质调节作用拟合图　 　 　 　 　 　 图 ２　 国际化经验调节作用拟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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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国有－强国际化经验组中制度　 　 　 　 图 ４　 国有－弱国际化经验组中制度

相似性调节作用拟合图　 　 　 　 　 　 　 　 　 相似性调节作用拟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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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民营－强国际化经验组中制度　 　 　 　 　 图 ６　 民营－弱国际化经验组中制度

相似性调节作用拟合图　 　 　 　 　 相似性调节作用拟合图

２ 内生性问题

公司内部的政治关系并不是随机分布的， 因为每个公司都可以选择任命任何人

进入董事会。 因此， 政治关系应被视为一个内生变量。 一些未被观察到的公司特征

可能影响政治关系的建立， 比如公司对海外投资的数量。 为了纠正这一内生性问

题， 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 选取的工具变量是上市公司所在城市的居民人数①， 因

为大城市一般相对于小城市拥有更多配置资源的权利， 如项目、 资金和土地指标等

重要的资源往往会被截留到大城市企业中去 （李澎等， ２０１６） ［３４］， 小城市企业为弥

补这种劣势， 更有倾向寻求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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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贺建风和张晓静 （２０１８） ［３５］研究中对负二项回归工具变量法使用的具体步

骤， 分两步处理内生性问题： 第一步， 利用企业所在城市居民人数这一工具变量及

其他控制变量对内生解释变量 （政企关联） 进行 ＯＬＳ 回归， 得到相应的残差； 第

二步， 利用内生变量、 第一步获取的残差以及其它控制变量对企业对外投资次数进

行负二项回归。 具体结果见表 ５。 从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看， 企业所在城市居民人数

对政企关联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 也证实了小城市可能为弥补获取并分配资源的劣

势， 更倾向寻求政企关联， 且通过了联合显著 Ｆ 检验， 因此可以认为城市居民人

数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 并且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从第二阶段回归结果看，
第一步回归得到的政企关联的残差值基本都是显著的， 且联合显著检验中的 Ｗａｌｄ
统计量也都通过了 １％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说明政企关联在影响企业对外投资次数

时确实存在一定的内生性。 而工具变量法与基准负二项回归结果相比， 三个调节变

量与政企关联的交互项在回归结果系数方向和显著性方面基本保持一致， 进一步说

明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

表 ５　 政企关联对对外投资影响的负二项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
第一步 政企关联 政企关联 政企关联 政企关联 政企关联

城市人口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８∗∗∗

（－１２ １７） （－１２ １７） （－１２ １７） （－１２ １７） （－１２ １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５０９∗∗∗ ０ ５０９∗∗∗ ０ ５０９∗∗∗ ０ ５０９∗∗∗ ０ ５０９∗∗∗

（１１ ９２） （１１ ９２） （１１ ９２） （１１ ９２） （１１ ９２）
观测值 ２９ ７９４ ２９ ７９４ ２９ ７９４ ２９ ７９４ ２９ ７９４
Ｆ 统计量 ４４ ９０ ４４ ９０ ４４ ９０ ４４ ９０ ４４ ９０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第二步
对外投资 对外投资 对外投资 对外投资 对外投资

（１） （２） （３） （４） （５）

政企关联
　 　 －２ ２９８∗∗∗ 　 　 ０ １００ 　 　 －１ ９９５∗∗∗ 　 　 －３ ０７６∗∗∗ 　 －０ ６４２

（－４ ３０） （０ ２７） （－３ ６９） （－５ ８３） （－１ ２４）

政企关联残差值 ２ １８０∗∗∗ －０ １０７ １ ９７４∗∗∗ ２ ８９４∗∗∗ ０ ５８６∗∗

（４ ０８） （－０ ２９） （３ ６６） （５ ４９） （２ １５）

国际化经验 ０ ０４７∗∗∗ ０ ０９１∗∗∗

（３０ ５８） （４０ ８０）
国际化经验×
政企关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３ ３７） （１ ２４）

制度相似性
－０ ０５７∗∗∗ ０ ０３２∗∗

（－４ ０４） （２ ３４）
制度相似性×
政企关联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８∗∗∗

（－３ ８９） （－３ ５２）

所有权性质
－０ ８０１∗∗∗ －０ ６６３∗∗∗

（－１９ ８８） （－１６ ７１）
所有权性质×
政企关联

０ ０５４ ０ ２０９∗∗∗

（１ １８） （３ ８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５ ６５６∗∗∗ －１ ８２０∗∗∗ －５ ３７２∗∗∗ －６ ２９８∗∗∗ －２ ７６３∗∗∗

（－２０ ３７） （－９ ２０） （－１８ ９８） （－２２ ９２） （－９ ９３）
对数似然值 －２６ １１９ －２５ ８０７ －２６ ００２ －２５ ９０３ －２４ ８０５
Ｗａｌｄ 统计量 １ ９５９ ２ ３ ０８０ ４ １ ９９７ ６ ２ ３６８ ８ ４ １９３ ４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观测值 ２９ ７９４ ２９ ７９４ ２９ ７１４ ２９ ７９４ ２９ ７１４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第一步括号内为 ｔ 值， 第二步括号内为 ｚ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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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了三种稳健性检验的方法： 第一种， 由于样本中存在大量的对中国香

港投资的情况①， 其中大部分取得外商身份后， 又会涉及返程投资， 具有 “制度投

机” 行为 （李磊等， ２０１８） ［３６］， 无法真实反映企业对外投资的情况， 所以删除投

资地在中国香港的观测值后， 再用负二项回归进行估计分析； 第二种， 将被解释变

量企业对外投资次数加上 １ 后取对数将其改成连续型变量研究 （林炜， ２０１３） ［３７］，
并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 第三种， 对因变量采用了不同的度量方法， 用企业

对外投资额替代企业对外投资次数， 以降低由变量度量造成的估计偏误。 但需要指

出的是，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记录中，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这三年的关联公司注册资本一

栏存在大量缺失值， 导致这三年企业对外投资额大量缺失， 故本文只使用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 并采用 ＯＬＳ 进行了回归分析。
在进行三种稳健性分析后， 本文的主体结论仍然成立， 因篇幅有限， 未列出稳

健性检验结果。
（三） 异质性分析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水平、 市场结构、 产业结构以及制度环境等方

面存在巨大差异， 可以预料到政企关联的企业因在不同发展水平的东道国投资经

营， 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延伸以及政治知识的适用可能存在差别。 另外， 我国区域

差异显著， 东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因资源禀赋、 市场化程度和国家发展战略的不同

可能会选择不同的经营模式， 尤其政企关系紧密的企业更可能会摒弃暂时的企业

利益而追随政府区域经济发展行为， 这可能影响企业海外投资的实施。 为此， 本

文以东道国经济发展程度以及我国地域差异为视角检验政企关联对企业对外投资

的影响差异。
从表 ６ 的模型 １—模型 ４ 可知， 投资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样本中，

与前文主体结论不一致主要表现在投资到发达国家企业中， 政企关联对企业对外

投资并无显著影响； 而同时， 投资到发展中国家企业中， 国际化经验的调节作用

失效。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 丰富的经济资源是企业海外投资的前提， 而

将发达国家作为东道国的母国企业更需额外的制度门槛进入成本等， 因此其自身

一般企业规模较大、 生产率较高和吸收能力较强， 在国内同类企业中往往处于优

势地位， 如此一来， 涉足海外市场吸收发达东道国先进的技术以及利用其相对成

熟的市场体系可能是企业既定的战略目标， 受企业政企关联的影响较弱。 另外，
发展中国家则在制度环境等方面本身就与我国相似， 从而企业政界人士依仗强国

际化经验才能带来的社会网络的海外延伸作用就将大打折扣， 从而表现出国际化

经验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而模型 ５—模型 １０ 显示了我国东、 中和西部地区间的差异

影响， 发现中西部地区企业及其政企关联并没有对企业对外投资产生显著影响，
同时所有权性质的调节作用也不显著。 可能的解释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整体制造业还

不发达， 特别是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仍以农业为主， 工业化水平较低， 而金融市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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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事实上， 在我们的样本中投资到香港的观测值占所有对外投资的观测值的比例高达 ２４ １％。



表 ６ 　 异质性分析

变量
东道国不同发展程度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１） （２） （３） （４）

政企关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１６３∗∗∗ 　 －０ ０７９∗

（０ １２） （－０ １０） （－４ ７０） （－１ ８７）

国际化经验
０ ０７８∗∗∗ ０ ０９４∗∗∗

（２４ ２４） （３０ ５０）

国际化经验×政企关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５

（２ ４１） （－１ ５８）

制度相似性
－０ １８６∗∗∗ －０ ０１１

（－５ ９５） （－０ ５０）

制度相似性×政企关联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４∗∗∗

（－２ ３４） （－３ ２０）

所有权性质
－０ ９１９∗∗∗ －０ ４２８∗∗∗

（－１３ ６４） （－８ ９４）

所有权性质×政企关联
０ ４８３∗∗∗ ０ １７０∗∗∗

（５ １１） （２ ５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８ ５８８∗∗∗ －２ ９４６∗∗∗ －４ ４６４∗∗∗ －２ ０１１∗∗∗

（－１９ ０６） （－６ ７３） （－１５ ７０） （－６ ５８）
观测值 １１ ８０１ １１ ７７５ １８ ２５０ １８ １９６

对数似然值 －１０ ２７１ －９ ６９８ －１５ ７７８ －１５ ０６０
Ｗａｌｄ 统计量 ５８６ ４ １ ７４２ １ ２ １２３ ４ ３ ２０１ ０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续表

变量
企业所属不同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政企关联
　 －０ １２５∗∗∗ －０ ０５７ －０ ０３９ 　 ０ ０９９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３
（－４ １０） （－１ ４８） （－０ ４３） （０ ８６） （０ ３３） （－０ ２７）

国际化经验
０ ０８５∗∗∗ ０ １８７∗∗∗ ０ ２８１∗∗∗

（３７ １０） （１９ ７６） （１１ ５６）

国际化经验×政企关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５７∗∗∗ ０ ０３７∗∗

（０ ８１） （－４ １５） （２ ０４）

制度相似性
０ ０３４∗∗ ０ ０２２ ０ １２３∗

（２ ２９） （０ ６１） （１ ９１）

制度相似性×政企关联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７∗

（－３ ２１） （－０ ０４） （－１ ８０）

所有权性质
－０ ６４８∗∗∗ －０ ６９０∗∗∗ －０ ３５０∗

（－１４ ９９） （－６ ３６） （－１ ９４）

所有权性质×政企关联
０ ２２４∗∗∗ ０ １２１ ０ ０６６

（３ ７７） （０ ７８） （０ ２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５ ６４３∗∗∗ －２ ５３６∗∗∗ －１０ １５８∗∗∗ ８ ０６９ －７ ０７１∗∗∗ １２ ２６８

（－２１ ０２） （－９ ２６） （－１１ １７） （０ ０３） （－６ ３０） （０ ０４）
观测值 ２４ ４５６ ２４ ３８１ ３ ９４１ ３ ９３６ １ ６５４ １ ６５４

对数似然值 －２２ １１７ －２１ ０５９ －２ ９６３ －２ ６７１ －１ ２２７ －１ １００
Ｗａｌｄ 统计量 １ ５２１ ４　 　 　　 　 　 ３ ３３７ ９　 　 　　 　 　 ３４６ ５　 　 　　 　 　 ９４３ ６　 　 　　 　 　 ９８ １　 　 　 　 　 ２５７ ０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里为 ｚ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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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也相较于东部地区明显滞后， 难以获得海外投资急需的大量资金支持， 因此位于

中西部地区的企业海外投资难度较大。 同时， 国家相继出台的 “西部大开发” “中
部崛起” 发展战略重点在于推进中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 生态环境建设以及重点

区域和重点产业的发展， 特别是具有政企关联的中西部地区企业可能会暂时摒弃企

业利润， 加大在中西部地区的投入以追随政府行为， 不会将难度大、 风险高的海外

投资列入企业发展规划中， 这种情况更不会因中西部地区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差别而

发生大的改变。

五 、 机制考察

综上所述， 政企关联的存在确实会对企业对外投资产生消极影响， 但是这种影

响背后所隐藏的内在机制却不得而知。 诚如上述理论分析， 本文认为企业的国内投

资、 市场竞争程度和企业的寻租成本是三个可能存在的内在机制。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 （２０１４） ［３８］ 的研究， 其对国内投资、 市场竞争和寻租成

本①这三个可能的中介变量进行了相关检验与分析。 表 ７ 列出了机制检验的结果，
第一步模型 １ 涉及的是政企关联对企业对外投资次数连续型变量的影响②， 其模型

与第二种稳健性分析模型一致， 这里不再赘述。 表 ７ 中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是对可能的

中介变量国内投资的检验， 其中第二步模型 ２ 是政企关联对中介变量国内投资的回

归， 观察到政企关联的系数③ ａ 为正且是显著的， 说明正如前文理论分析的一样，
企业政企关联的存在， 使得其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国内有很好的应用， 从而会促

进企业国内投资； 第三步模型 ３ 的系数 ｂ 为负且显著， 也进一步说明了企业在资源

有限与最优配置情况下， 如果企业战略重点是放在国内， 那么其海外发展的机会就

会减少， 同时系数 ｃ′也为负且显著， 即根据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的检验， ａ 和 ｂ 系数均

显著， 且 ａｂ 符号与 ｃ′符号相同， 所以企业国内投资是政企关联影响对外投资的中

介变量， 部分中介效应约为 ３１ ７％。
模型 ４ 和模型 ５ 是对可能的中介变量市场竞争的检验， 结果显示模型 ４ 中系数

ａ 为正但不显著， 而模型 ５ 中系数 ｂ 为负且显著， 系数 ｃ′为负也显著， 根据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结果， ９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置信区间为 ［０ ０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７］， 且 ａｂ 符号与

ｃ′符号一致， 说明市场竞争确实是政企关联影响对外投资的中介变量， 但中介效应

仅为 １ ２％， 可忽略不计。 模型 ６ 和模型 ７ 是对可能的中介变量寻租成本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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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投资， 从关联交易中筛选出上市公司在国内投资的记录， 然后根据注册资本和控股比例计算出国

内投资额； 市场竞争程度， 用赫芬达尔指数测量行业内竞争程度差异， 其数值越大， 市场竞争越弱； 企业寻

租成本， 用企业的在职消费这一变量代理， 具体用企业现金流量表中捐赠现金支出、 支付的差旅费和业务招

待费等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除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表示。
因检验中介效应需要比较系数值， 为保持模型之间具有可比性， 故采用对外投资次数连续性变量作为

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为方便解释， 我们将第二步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称为 ａ； 第三步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

回归系数称为 ｂ， 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称为 ｃ′， 以下所有中介变量均适用。



模型 ６ 中系数 ａ 为负但不显著， 模型 ７ 中系数 ｂ 为正且显著， ９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置信区

间为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６］， 且 ａｂ 和 ｃ′两者符号相同， 所以寻租成本作用效果也是中介

效应， 但中介效应仅约为 １ ９％， 可忽略不计。

表 ７　 政企关联影响对外投资的机制分析

被解释变量

中介： 国内投资 中介： 市场竞争 中介： 寻租成本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对外投资 国内投资 对外投资 市场竞争 对外投资 寻租成本 对外投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政企关联
　 －０ ０２５∗∗ 　 　 ０ ２８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５∗∗∗

（－２ ７９） （６ ４８） （－３ ７３） （１ ２５） （－２ ７７） （－０ ４２） （－２ ７６）

国内投资
－０ ０２８∗∗∗

（－２２ ６９）

市场竞争
－０ ３０６∗∗∗

（－２ ８２）

寻租成本
０ ０７９∗∗∗

（２０ ３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３ ４９２∗∗∗ －９ ８０７∗∗∗ －３ ２１３∗∗∗ ０ ２６０∗∗∗ －３ ４１４∗∗∗ －７ ２５∗∗∗ －２ ９１０∗∗∗

（－５３ ５４） （－３０ ７８） （－４８ ８７） （６９ ７５） （－４８ ０４） （－７０ ６８） （－４１ １９）

Ｂｏｏｔ９５％ＣＩ — ［０ ０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６］
观测值 ２９ ６９３ ２９ ６９３ ２９ ６９３ ２９ ６７４ ２９ ６７４ ２９ ６４３ ２９ ６４３

Ｒ２ ０ １７７ ０ １０６ ０ １９３ ０ ０４２ ０ １７７ 　 　 ０ ５１１　 　 ０ １９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里为 ｔ 值。

综上所述， 在政企关联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机制分析中， 企业国内投资发挥了

部分中介效应， 其可以解释政企关联对企业对外投资负向影响总效应的 ３１ ７％，
而市场竞争程度和寻租成本的中介效应却很有限。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海外投资数据为基础， 基于董事会政界人士的社会资本和

人力资本双重视角， 实证研究了政企关联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的影响及其内在机

制， 并检验了国际化经验、 制度相似性和所有权性质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

结果表明： 政企关联的存在显著抑制企业对外投资， 而造成这种负向影响的内在机

制是企业政企关联的存在更有利国内投资， 且因企业资源有限需要考虑最优配置问

题， 那么其海外投资就会相应减少， 国内投资的部分中介效应可以解释总效应的

３１ ７％； 在考察调节变量的调节作用时， 在国际化经验、 制度相似性分别与政企关

联的共同作用下对企业对外投资呈现正相关和负相关， 同时在企业所有制差异下，
国有企业政企关联比民营企业更有利于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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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文相关研究结论， 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 鉴于上市公司董事会中政

界人士的存在对企业对外投资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这可以为准备进行海外投资的上

市公司在董事会人员选拔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 第二， 政企关联的存在使企业在国

内获得诸多资源与优势， 而其中可能滋生寻租腐败问题， 因此， 政府应逐步完善市

场经济制度， 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减少企业过度依赖政府行为； 第三， 由

于国有企业政企关联比民营企业更有利于对外投资， 所以也为中国不同类型企业对

外投资活动提供了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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