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增长吗

———基于动态系统 ＧＭＭ 估计和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张　 建　 　 李占风

摘要： 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与母国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之间的关系近年

来一直是国际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点。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运用动态面板系统 ＧＭＭ 估计探讨了 ＯＦＤＩ 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ＧＴＦＰ） 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 ＯＦＤＩ 的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在中国情境下存在， 显著地促进了

ＧＴＦＰ 的增长， 能够成为新时代下提升中国 ＧＴＦＰ 的新动能；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的影响

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ＯＦＤＩ 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 ＧＴＦＰ 的增长， 而对中西部地区

ＧＴＦＰ 的影响不显著； 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和制度环境在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影响中的非线性门槛效应， 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和制度环境均存在显著的单门

槛效应； 在环境规制门槛条件下，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且边际

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 在制度环境门槛约束下， ＯＦＤＩ 与 ＧＴＦＰ 之间呈 “Ｕ” 型

关系， 只有制度环境水平达到一定的门槛值， ＯＦＤＩ 才能显著地促进 ＧＴＦＰ 的增长；
结合固定效应面板分位数模型进一步分析可得， 在环境规制和制度环境不同门槛条

件下， ＯＦＤＩ 对不同分位点处的 ＧＴＦＰ 有不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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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 中国经济在

取得前所未有发展的同时， 也面临着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困境， 严重制约了中国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要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唯一的出路就是绿色发展， 推动

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关键在于着力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Ｇｒｅｅｎ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简称 ＧＴＦＰ）。 ＧＴＦＰ 是通过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纳入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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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生产率核算框架中而综合测算得到的 ＴＦＰ， 是对传统 ＴＦＰ 的修正， 是衡量地区经

济发展绩效的重要指标， 符合新时代绿色发展的理念。 如何促进 ＧＴＦＰ 增长已成为亟

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为此， 探究 ＧＴＦＰ 增长的驱动机制， 对于新时代下推动经济发展

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实现绿色发展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驱动因素中， 对外直接投资 （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简称 ＯＦＤＩ）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加入 ＷＴＯ 以来， 中国

对外开放战略由 “引进来” 为主逐步向坚持 “引进来” 和 “走出去” 并重转变，
积极实施 “走出去” 战略， 鼓励和支持本土企业进行海外投资。 尤其在 “一带一

路” 倡议的引导下， 中国本土企业加快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 ＯＦＤＩ 无论是资

金规模还是设立企业数量都呈现出迅速增长的趋势， 中国逐步成为 ＯＦＤＩ 大国。 据

中国商务部统计， ２０１７ 年中国 ＯＦＤＩ 流量规模达到 １ ５８２ ９ 亿美元， 居世界第三

位；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 中国 ２ ５５ 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共设立 ＯＦＤＩ 企业 ３ ９２ 万

家。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除了进出口贸易和 ＦＤＩ， ＯＦＤＩ 也是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和

资源的重要渠道。 众多研究证实， 技术获取型 ＯＦＤＩ 成为中国本土企业进行海外投

资的主要动机之一 （杜龙政和林润辉， ２０１８） ［１］。 在 “走出去” 战略的背景下， 中

国跨国企业通过 ＯＦＤＩ 高水平参与国际分工， 以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创新溢

出效应， 对带动国内技术创新、 推动技术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大力实施绿

色发展战略和 “走出去” 战略的背景下， 中国 ＯＦＤＩ 的绿色生产率增长效应逐渐引

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此背景下， 深入研究中国 ＯＦＤＩ 的绿色生产率增长效应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只有厘清 ＯＦＤＩ 与 ＧＴＦＰ 的关系， 才能在新时代

下充分发挥 ＯＦＤＩ 的绿色生产率增长效应， 推动实现绿色发展目标。
ＯＦＤＩ 与母国 ＴＦＰ 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一直是国际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点。 目

前， 关于 ＯＦＤＩ 与母国 ＴＦＰ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关于 ＯＦＤＩ 对
母国 ＴＦＰ 影响的研究。 部分学者认为 ＯＦＤＩ 能够产生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有

利于促进母国 ＴＦＰ 的增长。 Ｐｏｔｔｅｒｉｅ 和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 （２００１） ［２］通过实证研究得出， 对

Ｒ＆Ｄ 密集型国家的直接投资能够显著促进母国 ＴＦＰ 的增长。 国内学者赵伟等

（２００６） ［３］基于中国经验数据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 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 ＯＦＤＩ 与
母国 ＴＦＰ 之间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 甚至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 尹东东和张建

清 （２０１６） ［４］基于中国经验数据得出， 现阶段 ＯＦＤＩ 积极的逆向溢出效应尚未发生，
ＯＦＤＩ 阻碍了 ＴＦＰ 的增长。 第二， 关于吸收能力对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影响的研究。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些学者认为 ＯＦＤＩ 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母国 ＴＦＰ 之间

存在非线性关系。 ＯＦＤＩ 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是自发进行的， 而是依赖于母国

多种禀赋特征条件的约束， 只有约束条件达到门槛值， ＯＦＤＩ 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才能得到有效发挥。 Ｇöｒｇ 和 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ｙ （２００４） ［５］ 的研究表明， 只有母国在人力资

本等吸收能力达到一定的 “门槛值” 时， ＯＦＤＩ 才能显著促进母国的技术进步。 李

梅和柳士昌 （２０１２） ［６］ 的研究结果表明， ＯＦＤＩ 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区域差

异， Ｒ＆Ｄ 强度、 人力资本、 经济发展水平等吸收能力因素显著作用于 ＯＦＤＩ 的逆向

技术溢出效应， 并且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门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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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梳理相关文献， 本文发现： 首先， 现有文献仍局限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视

角来探讨 ＯＦＤＩ 对母国 ＴＦＰ 的影响， 从资源环境约束视角探讨 ＯＦＤＩ 对母国 ＴＦＰ 影

响的文献相对较少。 其次， 现有文献主要基于母国吸收能力视角分析 ＯＦＤＩ 的逆向

技术溢出效应。 就禀赋特征条件而言， 环境规制和制度环境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

素。 但遗憾的是， 在中国大力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和 “走出去” 战略的背景下， 目

前关于 ＯＦＤＩ 与母国 ＴＦＰ 之间关系的研究中， 鲜有文献涉及母国的制度因素， 尤其

是环境规制和制度环境因素方面的考虑， 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和制度环境可能是造成

ＯＦＤＩ 与母国 ＴＦＰ 之间关系研究结论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有待进一步扩

展和完善。
本文拟尝试在以下三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 本文以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作为

环境污染非期望产出， 运用基于非径向、 非角度包含非期望产出的 ＤＥＡ－ＳＢＭ 模型

并结合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Ｌｎｅｎｂｅｒｇｅ （ＧＭＬ） 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各省、 直辖市、 自

治区的 ＧＴＦＰ 进行重新测算， 以准确反映中国 ＴＦＰ 的真实水平； 第二， 运用动态

面板系统 ＧＭＭ 估计对 ＯＦＤＩ 与 ＧＴＦＰ 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实证检验； 第三， 本文

从环境规制和制度环境视角出发，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实

证检验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的非线性门槛效应， 在此基础上， 结合固定效应面板分位

数模型进一步验证这种门槛效应， 以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形成有益扩充， 并为新时

代下各区域有针对性地提升 ＯＦＤＩ 的绿色生产率增长效应、 推动实现绿色发展目

标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 ＧＴＦＰ 的影响， 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 ＯＦＤＩ 通过发挥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影响母国的生产率， 进而对母国

ＧＴＦＰ 产生影响。 根据已有研究 （Ｆｏｓｆｕｒｉ ａｎｄ Ｍｏｔｔａ， １９９９［７］； 李梅， ２０１４［８］ ）， 在

理论上， 跨国企业通过 ＯＦＤＩ 可以学习和引进国内无法获得的先进技术和资源， 然

后通过竞争效应、 示范效应、 产业关联效应以及人员培训与流动效应对母国的生产

率发挥作用。 母国跨国企业通过 ＯＦＤＩ 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资源， 会加剧

母国跨国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 刺激所在行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提高生产效率，
形成竞争效应； 跨国企业所在行业的其他企业通过学习、 模仿和创新 ＯＦＤＩ 企业所

获得的先进技术、 资源、 管理经验等提高了生产效率， 形成示范效应； 由于在经济

活动中各个产业有着广泛的经济联系， 跨国企业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促进了母国全行

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形成产业关联效应； 跨国企业可以通过 ＯＦＤＩ 引起的员工培训

与流动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形成人员培训与流动效应。
另一方面， 根据经典的国际贸易环境效应理论分析框架， 并参考傅京燕等

（２０１８） ［９］的思路， ＯＦＤＩ 也会通过规模效应、 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影响母国的环境

质量， 进而对母国 ＧＴＦＰ 产生影响。 ＯＦＤＩ 影响母国环境质量的规模效应， 即跨国

企业通过 ＯＦＤＩ 能够扩大母国的经济规模， 在增加能源消耗的同时， 也产生更多的

环境污染非期望产出， 恶化了母国的环境质量； ＯＦＤＩ 影响母国环境质量的技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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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和结构效应， 即 ＯＦＤＩ 通过采用清洁型生产技术和推动技术进步等途径影响母国

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 进而对环境质量产生正的影响。 ＯＦＤＩ 对母国环境质

量的总影响， 最终取决于 ＯＦＤＩ 影响母国环境质量的规模效应、 技术效应与结构效

应的影响方向及作用强度。 可见，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影响的作用机制较为复杂。 那么，
近年来蓬勃发展的 ＯＦＤＩ 能否有效地促进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呢？ 关于这

一问题的回答， 有待进一步检验。 为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 １： 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 ＯＦＤＩ 对母国 ＧＴＦＰ 的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对 ＧＴＦＰ 影响的作用机制较为复杂， 可能会受到母国多种禀

赋特征条件的约束， 本文从环境规制和制度环境视角出发， 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对母

国 ＧＴＦＰ 的非线性影响。
（一） 环境规制

环境规制能够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通过创新补偿

将环境规制成本内部化， 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途径。 研究 ＦＤＩ 与 ＧＴＦＰ 关系的文

献表明， ＦＤＩ 与环境规制的良性互动有利于促进东道国 ＧＴＦＰ 的增长 （原毅军和谢

荣辉， ２０１５） ［１０］， 本文认为， 类似于 ＦＤＩ， 环境规制在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中同样

扮演着重要角色。 面对严厉的环境规制时， 如果跨国企业通过 ＯＦＤＩ 将高能耗、 高

污染产业转移到环境规制相对宽松的国家 （地区） 以规避环境规制约束， 其主要

动机不是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资源， 在此情形下， 既不利于发挥 ＯＦＤＩ 的
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 也会挤占国内生产性投资， 进而不利于母国 ＧＴＦＰ 的提

升。 相反， 如果跨国企业抓住环境规制这一机遇， 进行海外投资时会更加理性， 更

加注重技术获取型 ＯＦＤＩ 的投资力度， ＯＦＤＩ 行业结构更加优化， 减少对污染行业

的投资， 将 ＯＦＤＩ 更多投向清洁、 技术含量高的行业， 在此情形下， 环境规制在

ＯＦＤＩ 中起着 “筛选” 作用， 严厉的环境规制抑制了 ＯＦＤＩ 通过规模效应、 技术效

应与结构效应对母国环境质量的负面效应， 同时国内企业通过学习、 模仿和创新以

及 “干中学” 效应， 不断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进而促进母国 ＧＴＦＰ 的提升。 基于上

述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 ２： 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 ＯＦＤＩ 对母国 ＧＴＦＰ 的影响存在环境规

制的门槛效应。
（二） 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与 ＯＦＤＩ 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也存在密切关系。 良好的制度

环境有利于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企业的市场活力， 降低投

资不确定性风险， 减少交易成本， 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促进生产要素跨区

域自由流动，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陈岩等 （２０１２） ［１１］认为母国制度优势有利于克

服企业竞争性资源的劣势， 从而实现国际化的战略目标。 衣长军等 （２０１５） ［１２］以中

国为例， 提出制度环境是新兴经济体能否获取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关键因

素， 并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 事实上， 中国对外投资的扩展边际同时存在制度激励

和制度逃逸现象 （陈培如等， ２０１７） ［１３］， 即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也会促使企业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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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 增加逃逸性 ＯＦＤＩ 的规模。 综合上述分析， 制度环境在 ＯＦＤＩ 对母国

ＧＴＦＰ 影响中的门槛效应归纳如下： 当制度环境不完善时， 一方面， 会引致资本加

速外逃， 使得国内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缺乏必要的生产性投资资金； 另一方面，
制度环境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ＯＦＤＩ 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 不利于激

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在此情形下， 不利于促进母国 ＧＴＦＰ 的提升。 而良好的

制度环境不仅增强了企业 “走出去” 进行对外投资以获取先进技术和资源的意愿，
也为 ＯＦＤＩ 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即良好的制度环境

可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有助于提高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同时有助于 ＯＦＤＩ 逆向绿色技术溢出

效应在全行业乃至全国的扩散， 在此情形下， 有利于促进母国 ＧＴＦＰ 的提升。 基于

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 ３： 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 ＯＦＤＩ 对母国 ＧＴＦＰ 的影响存在制度环

境的门槛效应。

三、 研究设计

（一） 计量模型设定

１ 动态面板模型

为验证前文中提出的理论假说 １， 本文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关系的计量模型：
ＧＴＦＰ ｉｔ ＝ β０ ＋ β１ＯＦＤＩｉｔ ＋ β２ＵＲＢ ｉｔ ＋ β３ＨＵＭｉｔ ＋ β４ＧＯＶｉｔ ＋ β５ＦＩＮｉｔ ＋ μｉ ＋ εｉｔ （１）

其中， ｉ 为省份； ｔ 为年份； ＧＴＦＰ ｉｔ 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ＯＦＤＩｉｔ 为对外直接投

资； ＵＲＢ ｉｔ 、 ＨＵＭｉｔ 、 ＧＯＶｉｔ 和 ＦＩＮｉｔ 分别为城镇化水平、 人力资本水平、 政府干预和

金融支持； β０ 为常数项； μｉ 为不可观察到的地区效应； εｉｔ 为误差项。
另外， 考虑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延续性， 本文在式 （１） 中加入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的滞后一期项， 采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 构建动态面板模型， 不

仅能够揭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特征， 也能够克服由于存在内生性引致的

偏误问题。 本文构建的动态面板模型设定如下：
ＧＴＦＰ ｉｔ ＝ β０ ＋ β１ＧＴＦＰ ｉｔ －１ ＋ β２ＯＦＤＩｉｔ ＋ β３ＵＲＢ ｉｔ ＋ β４ＨＵＭｉｔ

　 ＋ β５ＧＯＶｉｔ ＋ β６ＦＩＮｉｔ ＋ μｉ ＋ εｉｔ （２）
其中， ＧＴＦＰ ｉｔ －１ 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滞后一期项； 其他各符号的含义同式

（１）。 由于实证模型自变量中包括滞后一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同时对外直接投

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反

过来有利于促使企业加快 “走出去” 进行对外投资， 因此模型不可避免地存在内

生性问题， 若运用传统最小二乘法估计 （ＯＬＳ） 和固定效应 （ＦＥ） 方法将引致模

型估计的偏误， 而动态 ＧＭＭ 估计能够克服模型估计的内生性问题。 差分 ＧＭＭ 估

计和系统 ＧＭＭ 估计是动态 ＧＭＭ 估计的两种重要方法。 与差分 ＧＭＭ 估计方法相

比， 系统 ＧＭＭ 估计方法能够解决弱工具变量问题， 进而提高估计效率， 同时，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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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估计不随时点变化变量的系数。 考虑到两步 ＧＭＭ 估计可能会引致估计参数的

标准差发生偏倚， 进而影响参数的估计结果， 因此， 本文采用一步系统 ＧＭＭ 估计

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２ 面板门槛模型

为验证前文提出的理论假说 ２ 和假说 ３， 本文借鉴 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９９） ［１４］ 的方法，
分别以环境规制、 制度环境作为门槛变量， 进一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构建的面板门槛模型设定如下：
ＧＴＦＰ ｉｔ ＝ β１ＯＦＤＩｉｔ·Ｉ（ＥＲＳｉｔ －１ ≤ γ１） ＋ β２ＯＦＤＩｉｔ·Ｉ（γ１ ＜ ＥＲＳｉｔ －１ ≤ γ２）

　 ＋ … ＋ βｎＯＦＤＩｉｔ·Ｉ（γｎ－１ ＜ ＥＲＳｉｔ －１ ≤ γｎ）
　 ＋ βｎ＋１ＯＦＤＩｉｔ·Ｉ（ＥＲＳｉｔ －１ ＞ γｎ） ＋ θＺ ｉｔ ＋ μｉ ＋ εｉｔ （３）

ＧＴＦＰ ｉｔ ＝ β１ＯＦＤＩｉｔ·Ｉ（ ＩＮＳｉｔ ≤ γ１） ＋ β２ＯＦＤＩｉｔ·Ｉ（γ１ ＜ ＩＮＳｉｔ ≤ γ２）
　 ＋ … ＋ βｎＯＦＤＩｉｔ·Ｉ（γｎ－１ ＜ ＩＮＳｉｔ ≤ γｎ）
　 ＋ βｎ＋１ＯＦＤＩｉｔ·Ｉ（ ＩＮＳｉｔ ＞ γｎ） ＋ θＺ ｉｔ ＋ μｉ ＋ εｉｔ （４）

其中， 门槛变量分别为环境规制 （ ＥＲＳｉｔ －１ ）① 和制度环境 （ ＩＮＳｉｔ ）； γ 为门槛

值； μｉ 为个体固定效应； Ｉ（·） 为一个指标函数， 相应的条件成立时取值为 １， 否则

取值为 ０。
（二）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１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ＧＴＦＰ）。 为克服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的缺陷，
本文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同时纳入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中， 运用基于非径向、
非角度包含非期望产出的 ＤＥＡ－ＳＢＭ 模型并结合 ＧＭＬ 生产率指数测算得到中国各

省、 直辖市、 自治区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 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由于 ＧＭＬ 指数为年度之

间的环比增长， 因此， 借鉴陈超凡 （２０１６） ［１５］ 的做法， 将 ＧＭＬ 生产率指数通过累

积转换为最终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分析。
投入产出变量及数据处理如下： 劳动力投入， 选取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 城

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年末人数表示； 资本投入， 采用资本存量表示， 通过永续盘存法

计算得到， 基期的资本存量直接采用单豪杰 （２００８） ［１６］ 的估算结果， 折旧率取

１０ ９６％； 能源投入， 选取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的能源消费总量表示； 期望产出，
以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 ２００３ 年不变价的地区生产总值表示。 非期望产出， 本文

借鉴王兵等 （２０１０） ［１７］的做法， 选取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的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

量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 同时披露了 ＯＦＤＩ 的流量和存量数据， 考虑到 ＯＦＤＩ 流量数据波动较大， ＯＦＤＩ
存量数据相对于流量数据更能反映 ＯＦＤＩ 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影响，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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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用 ＯＦＤＩ 存量数据进行分析研究。 考虑到 ＯＦＤＩ 存量数据以美元为单位， 首

先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应年份的人民币汇率 （年平均价） 进行调整， 得到以

人民币表示的 ＯＦＤＩ 存量数据， 然后在此基础上， 选取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

ＯＦＤＩ （非金融类） 存量数据与 ＧＤＰ 的比值来表示对外直接投资水平。
３ 门槛变量

（１） 环境规制 （ＥＲＳ）。 目前， 关于环境规制强度的代理变量选取方面， 学术界

没有达成统一共识。 傅京燕等 （２０１８） 基于环境保护的状况、 过程和结果三个维度，
构建了一个环境规制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用以刻画地区环境规制的强度， 能够全面和

准确地反映环境规制的影响成效。 但 《中国环境年鉴》 自 ２０１６ 年起不再披露一些环

境相关指标数据， 鉴于数据的完备性和可得性， 本文选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①作为

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 并借助 ＧＤＰ 指数将其平减为以 ２００３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
（２） 制度环境 （ ＩＮＳ）。 制度环境作为一种关键的要素投入， 贯穿于生产、 交

易和消费的每一个环节 （孙湘湘和周小亮， ２０１８） ［１８］， 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
要的影响。 目前， 学术界大多采用樊纲等 （２０１１） ［１９］和王小鲁等 （２０１７） ［２０］构建的

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来度量制度环境， 由于 ２００８ 年后其中一些指标发生了变化 （白
俊红和刘宇英， ２０１８） ［２１］， 因此， 该指数在实证分析中存在一定的缺陷。 为此， 本
文借鉴李梅等 （２０１４） ［２２］、 吴飞飞和张先锋 （２０１８） ［２３］的经验做法， 在考虑中国的

实际情况和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 对评价指标进一步优化调整， 从科技支持、 金融

支持、 贸易开放度、 外资引入程度和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等五个制度环境分指标，
构建制度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 １）。 其中， 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与市场分

割指数之间呈反向关系。 本文在计算市场分割指数的基础上， 构造国内市场一体化

指数。 对于市场分割指数的计算， 本文借鉴桂琦寒等 （ ２００６） ［２４］ 和盛斌等
（２０１１） ［２５］的思路， 在考虑整个国内市场的情况下， 采用价格指数法 （Ｐａｒｓｌｅｙ ａｎｄ
Ｗｅｉ， ２００１） ［２６］对食品、 饮料烟酒、 服装鞋帽等 １６ 类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测算得

到样本期间中国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的市场分割指数。 在此基础上运用 “纵横

向” 拉开档次综合评价法 （郭亚军， ２００２） ［２７］， 计算出五个制度环境分指标的最

优权重， 最后测算得到中国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的制度环境综合评价指数。

表 １　 制度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基础指标 具体指标 指标性质

科技支持 财政支出中科学技术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正向

金融支持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 正向

贸易开放度 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 正向

外资引入程度 实际利用 ＦＤＩ 占 ＧＤＰ 的比重 正向

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
市场分割指数与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之间呈反向关系，
在市场分割指数的基础上， 构造国内市场一体化指数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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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 城镇化水平 （ＵＲＢ）， 选取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城镇人口在

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表示城镇化水平； 人力资本水平 （ＨＵＭ）， 借鉴现有文献的

惯用做法， 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刻画区域人力资本水平； 政府干预 （ＧＯＶ）， 选取

政府财政支出与 ＧＤＰ 的比值来表示政府干预程度； 金融支持 （ＦＩＮ）， 选取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 ＧＤＰ 的比值来表示。

本文研究数据均来源于相关年份的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公报》 《中国金融年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以及 Ｗｉｎｄ 数

据库。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

１ 基于全国层面的实证检验

本文运用一步系统 ＧＭＭ 方法对所构建的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同

时为消除异方差对模型造成的影响， 本文采用了稳健标准误处理， 估计结果见

表 ２。 从一步系统 ＧＭＭ 的估计结果来看 （见表 ２ 中模型 １—模型 ５） ， 首先，
所有模型的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均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不能拒绝模型变量设定存在

过度识别的原假设， 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其次， 二阶序列相关

检验结果 ＡＲ （２） 显示不存在自相关问题， 说明模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得以

克服。 此外， 根据 Ｂｏｎｄ （２００２） ［２８］ 的研究， 为证实一步系统 ＧＭＭ 估计结果的

有效性， 本文采用 ＯＬＳ 和 ＦＥ 估计方法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见

表 ２ 中的模型 ６ 和模型 ７。 一步系统 ＧＭＭ 中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项的影响系

数均介于 ＦＥ 估计 （０ ８０７） 和 ＯＬＳ 估计 （ ０ ９７２） 之间， 说明一步系统 ＧＭＭ
的估计结果是有效的。 在一步系统 ＧＭＭ 的估计结果中，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

滞后一期项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累积性和持续

性的特点， 进一步说明本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分析是必要的。
从模型 ５ 的估计结果可知， 核心解释变量 ＯＦＤＩ 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 由此可

以得出， 入世后， ＯＦＤＩ 的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在中国情境下存在， 显著地促进

了中国 ＧＴＦＰ 的增长， 能够成为新时代下提升中国 ＧＴＦＰ 的新动能。 其原因可能

是， 中国跨国企业通过 ＯＦＤＩ 积极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资源， 同时能够将

先进技术和资源有效地逆向反馈至国内， 通过消化、 吸收以及再创新提高技术创新

能力， 从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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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ＯＦＤＩ对 ＧＴＦＰ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系统 ＧＭＭ 系统 ＧＭＭ 系统 ＧＭＭ 系统 ＧＭＭ 系统 ＧＭＭ ＯＬＳ ＦＥ

ＧＴＦＰ （－１）

ＯＦＤＩ

ＵＲＢ

ＨＵＭ

ＧＯＶ

ＦＩＮ

常数项

ＡＲ （２）

Ｈａｎｓｅｎ

样本量

０ ９０４∗∗∗ ０ ８９９∗∗∗ ０ ８７７∗∗∗ ０ ８５０∗∗∗ ０ ８４８∗∗∗ ０ ９７２∗∗∗ ０ ８０７∗∗∗

（１９ ５０１） （２２ ３５８） （１５ ５４８） （１０ １７１） （１０ ４８３） （３５ ２６５） （１０ １２１）

１ ３８０∗∗∗ １ ７３５∗∗∗ １ ８９９∗∗∗ １ ６０３∗∗∗ １ ６１９∗∗ １ ０３６∗∗ １ ５４９∗∗∗

（５ ４８１） （３ ４８２） （３ ６６０） （２ ６２２） （２ ４８４） （２ ２０９） （３ １３３）

－０ １５５ －０ ０４４ ０ ３５０ ０ ３６５ －０ １１７ １ ２５０∗∗∗

（－１ ２０１） （－０ ２４７） （１ ５１８） （１ ５６５） （－１ ２７７） （３ ２０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６３∗∗

（－０ ８８９） （－１ ９４０） （－１ ９６８） （２ ００１） （－２ ４８１）

０ ６１４∗∗ ０ ６３１∗∗ ０ ０９２ －０ ５７８∗∗

（２ ５６７） （２ ０６５） （１ ０１７） （－２ ２４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１８０∗∗∗

（－０ ０９１） （－０ ０８４） （３ ７３７）

０ ０６６∗ ０ １４６∗∗ ０ ２５８∗ ０ ２５６ ０ ２５４ －０ １２６∗ －０ ０１８

（１ ８２７） （２ ５２２） （１ ７０４） （１ ５００） （１ ４１２） （－１ ７３６） （－０ ０９６）

－０ １７ －０ ０２ ０ ０９ ０ ５６ ０ ５７

（０ ８６５） （０ ９８７） （０ ９３０） （０ ５７２） （０ ５７１）

２９ ６３ ２８ ８２ ２７ ７７ ２９ １１ ２９ １３

（０ ９７１） （０ ９７１） （０ ９７３） （０ ９４８） （０ ９３４）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解释变量的括号内为经 Ｒｏｂｕｓｔ 修正后的 ｚ 统计量；
ＡＲ （２） 和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的括号内均为 ｐ 值； 下表同。

２ 基于区域层面的实证检验

为分析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影响的区域差异， 本文将中国省份划分为东、 中、 西三

个区域①， 并以东部地区为参照系， 引入中、 西部地区两个虚拟变量， 同样运用

一步系统 ＧＭＭ 方法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见表 ３。 模型估计结果

显示，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ＯＦＤＩ 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

ＧＴＦＰ 的增长， 而对中西部地区 ＧＴＦＰ 的影响不显著。 其原因可能是， 由于中国

幅员辽阔， 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 人力资本、 技术水平和资源禀赋等存在较大差

异， 而 ＯＦＤＩ 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依赖于较高的吸收能力， 或是受制度

因素等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 “走出去” 战略需要与各区域的实际情况相适宜，
才能促进 ＧＴＦＰ 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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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部地区包括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山东、 福建、 广东和海南等省、 直辖市；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 吉林、 黑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和湖南等省；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 广西、 重

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和新疆等省、 直辖市、 自治区。



表 ３　 ＯＦＤＩ对 ＧＴＦＰ影响的区域差异

变量
模型 ８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ＯＦＤＩ １ ６９２∗∗∗ （４ ７０７） １３ ５２６ （１ ５７４） １０ １３４ （１ ５７０）
ＧＴＦＰ （－１） ０ ８２３∗∗∗ （１０ １４２）

ＵＲＢ ０ ６１８∗ （１ ８３２）
ＨＵＭ －０ ０７４∗∗ （－２ １１２）
ＧＯＶ ０ １０７ （０ ２５７）
ＦＩＮ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８）

常数项 ０ ４１５∗ （１ ９３７）
ＡＲ （２） ０ ９２ （０ ３５５）
Ｈａｎｓｅｎ ２８ ３５ （０ ８９６）
样本量 ３９０

３ 稳健性检验

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①： 一是为尽可能地降低样本时间选

择造成的影响， 剔除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两年的样本后， 本文以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为研

究时段重新进行估计； 二是为克服被解释变量 ＧＴＦＰ 异常值和非随机性对模型估计

结果的影响， 分别剔除 １％的 ＧＴＦＰ 极大值和极小值后重新进行估计。 上述稳健性

检验结果显示， 估计结果与前文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好

的稳健性。
（二）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前文基于线性角度分析了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的影响， 并证实了中国 ＯＦＤＩ 的绿色

生产率增长效应， 但其研究结论是在区域同质化的假定条件下得出的， 忽略了区域

间禀赋特征的差异。 事实上，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作用机制较为复杂，
并受到多种禀赋特征条件因素的约束。 本文接下来， 分别以环境规制、 制度环境作

为门槛变量， 进一步分析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的非线性影响。
１ 门槛效应检验

从表 ４ 和表 ５ 的门槛检验结果和门槛值估计中可以得出， 环境规制、 制度环境

门槛变量均通过单一门槛检验， 门槛值分别为 ６ １９０６、 ０ ３１２４。

表 ４　 门槛存在性检验

门槛变量 门槛数 Ｆ 值 Ｐ 值 ＢＳ 次数
临界值

１％ ５％ １０％

环境规制

制度环境

单一门槛 ４３ ０２∗∗ ０ ０３００ ３００ ５６ ７３６０ ３４ ２９９０ ２４ ３８９１

双重门槛 ２５ １１ ０ １８６７ ３００ ９７ ７０４３ ５６ ５１１２ ３７ ８３９４

单一门槛 ２２ ５３∗ ０ ０８００ ３００ ３２ １７６４ ２３ ８６９５ ２０ ６２８５

双重门槛 ７ ３９ ０ ５１００ ３００ ３２ ４７０１ ２４ ３２１２ １８ ９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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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 稳健性检验结果未予报告， 备索。



表 ５　 门槛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门槛变量 门槛数 估计值 置信区间

环境规制 单一门槛 ６ １９０６ ［６ １５０５， ６ ２４８６］

制度环境 单一门槛 ０ ３１２４ ［０ ３０３９， ０ ３１２６］

２ 门槛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对模型门槛参数进行估计， 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６。

表 ６　 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

门槛变量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环境规制 制度环境

ＵＲＢ

ＨＵＭ

ＧＯＶ

ＦＩＮ

ＯＦＤＩ＿ １

ＯＦＤＩ＿ ２

常数项

１ １９２∗∗ ０ ３１４

（２ ４４２） （１ １３３）

－０ １５１∗∗∗ －０ ０６７∗∗

（－４ ５０７） （－２ ４５７）

－０ ６６９∗∗ －０ ９５１∗∗∗

（－２ ０５９） （－２ ９１１）

０ ２９７∗∗∗ ０ ３４８∗∗∗

（３ ６８０） （４ ７０８）

２ ７５５∗∗∗ －３ １５７∗

（３ ６２６） （－１ ７８７）

１３ ２５２∗∗∗ ２ １７６∗∗∗

（９ ８９５） （３ ０７３）

１ ２９７∗∗∗ １ ０１６∗∗∗

（１０ ０９４） （６ ２２４）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修正异方差后的 ｔ 统计量值； ＯＦＤＩ＿１ 和
ＯＦＤＩ＿２ 分别为不同面板门槛区间 ＯＦＤＩ 变量的估计系数。

（１） 环境规制。 由模型 ９ 的估计结果可知， 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门槛值

６ １９０６ 时， ＯＦＤＩ 的影响系数为 ２ ７５５， 且通过 １％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表明在第一

门槛区间内，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 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

６ １９０６ 时， ＯＦＤＩ 的影响系数为 １３ ２５２， 且通过了 １％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表明在

第二门槛区间内，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仍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 并且这种正向促进

效应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由此可见，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的影响效应受到区域环境规制

强度的约束， 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正向

且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 其原因可能在于： 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 环境规

制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小， 环境规制成本对企业的约束力较小， 跨国企

业进行 ＯＦＤＩ 获取先进技术和资源的针对性不强， 主要将 ＯＦＤＩ 投向科技含量比较

低的行业， 同时企业自身缺乏动力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引致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的正

向促进效应比较有限。 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 环境规制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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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比重较大， 从长期来看， 企业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高额利润， 发现采

用 ＯＦＤＩ 方式进行污染产业转移以规避环境规制约束的效果不理想时， 就会为获

得先进的技术和资源逐步将 ＯＦＤＩ 投向清洁、 技术含量高的行业， 更加注重对技

术获取型 ＯＦＤＩ 的投资力度， 然后国内其他企业通过学习、 模仿和创新以及 “干
中学” 效应， 不断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使得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的正向促进效应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 从实际情况来看， 在样本考察期内， 大多

数省未跨过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值， 使得环境规制作用于 ＯＦＤＩ 驱动 ＧＴＦＰ 增长

的效果还比较有限， 在中国大力实施绿色发展战略的背景下， 通过提升环境规制

强度并促进 ＯＦＤＩ 和环境规制的良性互动， 是新时代下促进 ＧＴＦＰ 增长的重要影

响因素。
（２） 制度环境。 由模型 １０ 的估计结果可知， 当制度环境水平低于门槛值

０ ３１２４ 时， ＯＦＤＩ 的影响系数为－３ １５７， 且通过了 １０％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表明在

第一门槛区间内，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效应； 当制度环境水平高于

０ ３１２４ 时， ＯＦＤＩ 的影响系数为 ２ １７６， 且通过了 １％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此时在良

好的制度环境支撑下，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 综上所述， 在制

度环境门槛约束下， ＯＦＤＩ 与 ＧＴＦＰ 之间呈 “Ｕ” 型关系， 只有制度环境水平达到

一定的门槛值， ＯＦＤＩ 才能显著地促进 ＧＴＦＰ 的增长。 其原因在于： 一方面， 良好

的制度环境通过激发市场主体的市场活力， 减少交易成本， 弥补企业竞争性资源的

劣势以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等对跨国企业 ＯＦＤＩ 扩张提供了有力支撑， 增强了企

业 “走出去” 进行对外投资以获取先进技术和资源的意愿； 另一方面， 良好的

制度环境为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有力保障， 营造了鼓励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的氛围， 解决了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后顾之忧， 同时有助于 ＯＦＤＩ 逆向绿

色技术溢出在全行业乃至全国的扩散， 从而促进了 ＧＴＦＰ 的增长。 从实际情况来

看， 在样本考察期内，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吉林、 黑龙江、 安徽、 福建、 河

南、 湖北和甘肃 １０ 个省份的制度环境平均水平还在 ０ ３１２４ 以下， 这些省份主要

集中于中西部地区， 说明这些省、 直辖市、 自治区的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 ＯＦＤＩ 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 今后应该注重提升这些省份的制度环境

水平， 促使这些省份的制度环境尽早跨过门槛值， 扭转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的不利

影响。
（三） 进一步拓展分析

传统 ＯＬＳ 回归方法主要关注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条件期望的影响， 无法全

面地描述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整个条件分布的影响。 分位数回归模型由 Ｋｏｅｎｋｅｒ
和 Ｂａｓｅｔｔ （１９７８） ［２９］提出， 与传统 ＯＬＳ 回归方法不同， 分位数回归模型并不要求很

强的正态分布假设， 可以规避异常值等情形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估计结果更加稳

健， 能够全面地描述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的条件分布特征。 因此， 在前文实证研究结论

的基础上， 本文结合面板分位数模型进一步分析在环境规制和制度环境不同门槛条

件下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表 ７ 给出了 ２５％、 ５０％和 ７５％处的分位数

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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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

环境规制 制度环境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模型 １３ 模型 １４ 模型 １５ 模型 １６

τ＝ ２５％ τ＝ ５０％ τ＝ ７５％ τ＝ ２５％ τ＝ ５０％ τ＝ ７５％

ＯＦＤＩ＿１

ＯＦＤＩ＿１

２ ３３６∗∗∗ ２ ３７９∗∗∗ ２ ４３８∗ －１ ４１０ －２ ５７８ －４ ７１９

（４ ６９１） （３ ４１０） （１ ６７１） （－０ １１９） （－０ ３０５） （－１ １５６）

１０ １１７∗∗∗ １２ ６５１∗∗∗ １６ １９７∗ ２ １６５ ２ １７１ ２ １８３

（３ １９９） （２ ８５４） （１ ７５４） （０ ４８２） （０ ６７６） （１ ４１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分别表示 １０％、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数值为 Ｚ 统计量值； ＯＦＤＩ＿ １ 和 ＯＦＤＩ＿ ２ 分别为不同面板
门槛区间 ＯＦＤＩ 变量的估计系数。

由表 ７ 的估计结果可知， 在环境规制和制度环境不同门槛条件下， ＯＦＤＩ 对不

同分位点处的 ＧＴＦＰ 有不同的影响。 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 当环境规制低

于门槛值时， ＯＦＤＩ 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２ ３３６、 ２ ３７９ 和 ２ ４３８， 且分别通过 １％、
１％和 １０％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ＯＦＤＩ 显著促进了 ２５％、 ５０％、 ７５％分位点处 ＧＴＦＰ
的增长； 当环境规制跨过门槛值后， ＯＦＤＩ 对 ２５％、 ５０％、 ７５％分位点处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效应仍然存在， 并且这种正向促进效应得到进一步增强。 值得

注意的是， 在 ７５％分位点处 ＧＴＦＰ 受 ＯＦＤＩ 的影响大于其平均水平 （１３ ２５２）， 由

此可以得出， ＯＦＤＩ 对处于高分位点处的绿色生产率增长效应更为明显。 其原因在

于， 国内跨国企业通过 ＯＦＤＩ 积极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资源， 将先进技术

和资源逆向反馈至国内时， ＧＴＦＰ 较高省份企业的学习、 模仿和创新能力以及 “干
中学” 效应较强， 在严厉的环境规制强度正向调节 ＯＦＤＩ 的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

的情形下， 促进 ＧＴＦＰ 提升幅度越大。 在制度环境门槛条件下， 在不同分位点处

ＯＦＤＩ 的影响系数均不显著，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 ＯＦＤＩ 与制度环境之间的耦合

协调性较差， 影响了处于低、 中、 高分位点处 ＯＦＤＩ 绿色生产率增长效应的有效发

挥。 为此， 在中国大力实施 “走出去” 战略的背景下， 各地区在不断提升制度环

境水平的同时， 要多种形式探索 ＯＦＤＩ 与制度环境的有效融合机制， 强化 ＯＦＤＩ 与
制度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 这是新时代下促进 ＧＴＦＰ 增长重点关注的问题。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运用动态系统 ＧＭＭ 估计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

验了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的影响。 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 ＯＦＤＩ 的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

在中国情境下存在， 显著地促进了 ＧＴＦＰ 的增长， 能够成为新时代下提升中国

ＧＴＦＰ 的新动能。 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

异， ＯＦＤＩ 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 ＧＴＦＰ 的增长， 而对中西部地区 ＧＴＦＰ 的影响不显

著。 第二，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单门槛效应。 在环境规

制门槛条件下，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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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 第三， Ｏ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制度环境的单门槛效应。 在制度

环境门槛约束下， ＯＦＤＩ 与 ＧＴＦＰ 之间呈 “Ｕ” 型关系， 只有制度环境水平达到一

定的门槛值， ＯＦＤＩ 才能显著地促进 ＧＴＦＰ 的增长。 第四， 结合固定效应面板分位

数模型进一步分析可得， 在环境规制和制度环境不同门槛条件下， ＯＦＤＩ 对不同分

位点处的 ＧＴＦＰ 有不同的影响。 在环境规制门槛条件下， ＯＦＤＩ 显著促进了不同分

位点处 ＧＴＦＰ 的增长， 并且随着分位点的提高， ＯＦＤＩ 的影响系数表现出逐步提高

的趋势； 在制度环境门槛条件下， 在不同分位点处 ＯＦＤＩ 的影响系数均不显著， 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 ＯＦＤＩ 与制度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性较差， 影响了处于不同分

位点处 ＯＦＤＩ 绿色生产率增长效应的有效发挥。
本文在研究内容上， 丰富了 ＯＦＤＩ 与母国 ＴＦＰ 之间关系的研究， 为 ＯＦＤＩ 的逆

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在中国情境下的存在提供了经验证据。 鉴于此， 为充分发挥

ＯＦＤＩ 的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 并结合上述研究结论， 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
在中国大力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和 “走出去” 战略的背景下， 推动形成对外投资发

展新格局， 要注重提升 ＯＦＤＩ 的质量， 更加注重技术获取型 ＯＦＤＩ 的投资力度， 优

化对外投资结构， 将 ＯＦＤＩ 更多投向清洁、 技术含量高的行业， 积极学习和引进国

外先进的技术和资源， 通过充分发挥 ＯＦＤＩ 的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国内

ＧＴＦＰ 的增长。 第二， 在发挥 ＯＦＤＩ 的绿色生产率增长效应时， 尤要重视区域环境

规制和制度环境等因素的约束。 总体上来看， 不断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和制度环境水

平， 并促进 ＯＦＤＩ 与环境规制、 制度环境的良性互动是新时代下促进 ＧＴＦＰ 增长的

重要影响因素。 在环境规制方面， 现阶段各地区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不断提升

环境规制强度， 既要发挥环境规制对 ＯＦＤＩ 的 “筛选” 作用， 也要激励企业进行绿

色技术创新， 最大限度地发挥 ＯＦＤＩ 的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 从而促进 ＧＴＦＰ 的

增长； 在制度环境方面， 各地区要努力为 ＯＦＤＩ 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提供

良好的制度环境，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 应促使制度环境早日跨越门槛值， 尽可能快

地为本地区的对外投资和 ＯＦＤＩ 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有效发挥起到积极作用。
此外， 在提升地区制度环境水平的同时， 要多种形式探索 ＯＦＤＩ 与制度环境的融合

机制， 强化 ＯＦＤＩ 与制度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 这对于新时代下促进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增长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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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ｅｓ ＯＦＤＩ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Ｇｒｅｅｎ ＴＦ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Ｍ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Ｍｏｄｅｌ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　 ＬＩ Ｚｈａｎｆ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Ｄ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ＦＰ） ｉｓ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ｔｏｐｉｃ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 ｔｏ ２０１７，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ＦＤＩ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ＴＦＰ） ｕｓｉｎｇ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ａｎｅ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Ｍ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
ｖｅｒｓｅ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ＦＤＩ ｅｘｉｓ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
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ＧＴＦＰ． Ｉｔ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ｎｅｗ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ＧＴＦ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ＯＦＤＩ ｏｎ ＧＴＦＰ． ＯＦＤＩ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ＧＴＦＰ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ｂｕｔ ｈ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ＧＴＦＰ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ＦＤＩ ｏｎ ＧＴＦＰ． Ｉ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ｉｎｇｌｅ ｔｈｒｅｓｈ⁃
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ＤＩ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ＧＴＦＰ
ｓｈｏｗｓ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ＦＤＩ ａｎｄ ＧＴＦＰ， ｏｎｌ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ＯＦＤＩ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ＧＴＦＰ．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ｐａｎｅｌ，
ＯＦＤＩ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ｈａ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ＧＴＦＰ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ｒｅｅｎ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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