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产品短缺点与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开放二元经济模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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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开放二元经济模型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 对转型国家的农业

对外直接投资进程进行了理论分析， 并对中国的数据展开了验证， 研究结果发现：
（１） 转型国家在农业生产率增长迟缓、 农业劳动力不足以及农业资源禀赋限制的条件

下， 将会迎来开放条件下的农产品短缺点， 进而推动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 而且农

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农产品进口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２） 最晚在 ２００９ 年中国迎来了开放

条件下的农产品短缺点， 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资源禀赋是影响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

要因素。 （３）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效率寻求和农业资源寻求的动机， 自 ２００９ 年

以后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更多地寻求农业资源。 （４）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农

产品进口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 工业增长扩大了中国的农产品进口。 本文的研究为转型

国家的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进程提供了理论支持并揭示了其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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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０７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加快实施农业 “走出去” 战略， 促进中国农产

品出口； ２０１０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国际农业科技和农业资源开发合作， 支持

有条件的企业 “走出去”； ２０１９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加快推进并支持农业走出

去， 加强 “一带一路” 农业国际合作。 由此可见， 农业 “走出去” 已经成为中国

农业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 与此同时， 在政策以及经济形势的刺激下， 中国农业对

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作为农业 “走出去” 的中坚力量， 其规模也在进一步扩大。
事实上， 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的发展由来已久， 在早期主要是政府主导、 对外援助以及

合作型投资， 资金流量较小。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综合实力增强， 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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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发展成多主体、 多样化的模式， 投资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 在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７ 年期

间， 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流量年均增长率达到 ２８ ２６％①，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ＦＡＯＳＴＡＴ）② 统计， 中国在 ２０１２ 年超越马来西亚，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 ＯＦＤＩ
国家。 在 ２０１５ 年中国倡议发起 “一带一路” 后， 催生了更大的农业投资市场， 进

一步为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提供了发展空间， 截至 ２０１７ 年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存量已经达到

了 １６５ ６ 亿美元， 投资覆盖网络广， 遍及六个大洲、 一百多个国家 （地区）。 在可

预计的将来， 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还会继续呈现上涨的趋势。
目前对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的研究较少， 陈伟 （２０１４） ［１］基于国际经济学的投资发展

周期理论和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的时间序列数据， 分析出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正处于投资发展

周期的第二阶段， 并且研究了农业生产率对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的影响。 汪晶晶等

（２０１７） ［２］主要考察了东道国的资源、 市场规模以及制度对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的影响， 但

是以上文献都没有注意到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规模爆发性增长始于 ２００４ 至 ２００８ 年的这一

期间段。 据统计， １９９４ 至 ２００４ 年， 每年涉及农业 ＯＦＤＩ 的企业仅为 ２ ３６ 家， ２００５ 年

以后达到了 ４２ ８２ 家。 ２００４ 至 ２００８ 年， 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年平均流量为 １ ８４ 亿美元，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７ 年， 年平均流量达到了 １７ ０６ 亿美元。 显而易见， 在 ２００４ 至 ２００８ 年期

间， 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规模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的经典理论认为，
ＦＤＩ 通常与经济发展程度、 市场规模呈现并向趋势， 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成果的反

映， 而事实上， ２００４ 年以后中国农业增长已经逐渐放缓③， 与农业 ＯＦＤＩ 规模扩大的

表象并不一致。 另一方面， ＯＦＤＩ 实质上是资本外流的现象， 不利于国内资本形成。
在资本积累、 深化成为中国农业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的今天 （李谷成等， ２０１４） ［３］， 中

国农业 ＯＦＤＩ 扩张是否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正常反映？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蔡昉 （２００８） ［４］指出 ２００４ 年是中国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年， 在这一年中

国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 引起了中国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 本文认为中国农业增长

放缓、 ＯＦＤＩ 规模扩大与刘易斯转折点的重合出现可能并非巧合。 在封闭的二元经

济模型中， 刘易斯转折点意味着出现农产品短缺的问题 （Ｒａｎｉｓ ａｎｄ Ｆｅｉ， １９６１） ［５］。
但是在开放的二元经济模型中， 考虑农产品需求、 国际市场等条件下， 农产品短缺

点将与刘易斯转折点发生分离， 使得国内农业市场与国际农业市场的联系进一步发

生变化 （Ｆｅｉ ａｎｄ Ｒａｎｉｓ， １９７５） ［６］。 所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Ｆｅｉ ａｎｄ Ｒａｎｉｓ，
１９７５； 蔡昉， ２００８）， 对二元经济模型进行拓展， 试图分析开放条件下的农产品短

缺点对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发展的重要意义， 以弥补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研究的不足。

一、 理论分析与特征事实

（一） 理论分析

为方便分析， 本文在拉尼斯和费景汉构建的二元经济模型的基础上， 将其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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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
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ｈｏｍｅ。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 中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率由 ２００４ 年 ７ ５％逐年波动下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３ ９％。



地修改、 简化及拓展， 模型构建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中的所有图相互联系， 图 １－
（ａ）、 （ｂ）、 （ｃ） 即是拉尼斯和费景汉在刘易斯的 “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 基础上

构建的封闭条件下的二元经济模型 （Ｌｅｗｉｓ， １９５４［７］； Ｒａｎｉｓ ａｎｄ Ｆｅｉ， １９６１；）， 参考

Ｆｅｉ ａｎｄ Ｒａｎｉｓ （１９７１［８］， １９７５） 的思路， 在基本假定不变的情况下， 本文在图 １－
（ｄ）、 （ｅ） 中引入拓展条件， 进而将封闭二元经济模型拓展为开放二元经济模型。
具体地， 基本假定是工业投入为资本和劳动力， 农业投入为劳动力和土地， 劳动力

的数量恒定； 本文在图 １－ （ｅ） 中主要引入了国际农产品价格与国内农产品需求曲

线， 进而考虑了农产品的进出口变化， 农产品进出口和农产价格的变化也可由图

１－ （ｆ） 反映； 同时本文还在图 １－ （ｄ） 引入了农业对外直接投资， 考虑农产品进

口与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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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开放二元经济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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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１ 所示， 在开放二元经济模型中存在农业和工业两个主要部门。 图 １－
（ａ） 中曲线 Ｓｔｔ′Ｓ′表示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曲线， 曲线 ｄｔｆ 表示工业部门的劳动

力的需求曲线， 如果工业部门资本存量增加， 则工业劳动力需求用曲线 ｄ′ｔ′ｆ′表示。
图 １－ （ｃ） 中， 曲线 ＯＲＣＸ 表示农业部门总产出 （农产品产量）。 图 １－ （ｂ） 中曲

线 ＳＵＶ 表示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曲线， 曲线 ＡＤＵＶ 表示边际产出曲线①， 曲线

ＳＹＺＯ 表示人均剩余农产品的变化②。 在图 １－ （ｂ） 和图 １－ （ｃ） 中， 横轴长度 ＯＡ
代表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 在图 １－ （ａ） 中， 横轴长度 ＯＷ 代表了工业劳动力数

量， ＯＡ 与 ＯＷ 等长， 代表了整个经济系统劳动力人数恒定且在两个部门间进行配

置， 例如， 若农业劳动力数量为 ＯＤ， 则工业劳动力数量为 ＡＤ （ＯＷ′）。
在经济初始状态， 所有劳动力均沉淀在农业部门， 即图 １－ （ ｃ） 中的 Ａ 点，

农业产出对应为 Ｘ 点， 此时农业产出由所有劳动力所共享， 人均农业产出决定了

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③， 即图 １－ （ｃ） 中 ＯＸ 的斜率。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农

业劳动力会持续向工业部门转移， 拉尼斯和费景汉指出整个转型过程会经历两个至

关重要的转折点、 三个不同阶段。 为方便参考， 本文相应的用两条长虚线将图 １－
（ａ）、 图 １－ （ｂ） 和图 １－ （ｃ） 分成了三个阶段。

在图 １－ （ｃ） 中， 第一个转折点 （Ｃ 点） 是阶段 １ 向阶段 ２ 的过渡点， 即为刘

易斯转折点， 此时农业部分的边际产出不再为 ０， 农业产出开始下降、 人均剩余农

产品减少， 所以拉尼斯和费景汉称之为农产品短缺点， 国内亦有学者称之为第一个

刘易斯转折点 （蔡昉， ２０１８） ［９］。 Ｒ 点表示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与农业劳动力的供

给工资相等点④， 在阶段 ３ 农业劳动力的供给工资不再由系统决定， 而由其边际产

出决定， 意味着农业部门的商业化， Ｒ 点便是拉尼斯和费景汉所指出的商业化点，
也即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 在阶段 １， 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供给工资相等， 在经

历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到达阶段 ２ 的时候， 如果农业劳动力继续向工业部门转移，
将会导致农业产出下降， 剩余农产品减少， 使得工业品在交换市场上同剩余农产品

的贸易条件恶化， 工业部门为防止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而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

来吸引更多劳动力， 如图 １－ （ａ） 中的曲线 ｔｔ′所示， 所以蔡昉 （２０１０） ［１０］ 以劳动

力短缺与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为特征， 分析出中国迎来了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 进

入经济转型的第二个阶段。 关于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与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的更多

细节讨论详见拉尼斯和费景汉的论文 （Ｒａｎｉｓ ａｎｄ Ｆｅｉ， １９６１）， 本文不再赘述。
随后， 费景汉和拉尼斯构建了开放二元经济模型 （Ｆｅｉ ａｎｄ Ｒａｎｉｓ， １９７５）， 考

虑了国际贸易条件下的经济转型过程， 并在以往的基础上， 补充了两个关键转折

点， 分别是出口替代点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和转换点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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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图 １－ （ｃ） 中曲线 ＯＲＣＸ 上每个点对应的斜率。
剩余农产品是指农业产出扣除一部分作为农业劳动力的工资以后的剩余部分， 该剩余部分可用于满足

工业劳动力的需求、 投资工业部门、 支持工业发展等。 人均剩余农产品即剩余农产品除以工业劳动力的数

量， 也就是图 １－ （ｂ） 中曲线 ＳＹＺＯ 与直线 ＸＯ 之间的距离 （阴影部分） 除以工业劳动力的数量。
该工资水平由整个经济系统的初始状态所决定， 所以亦称之为制度工资。
即 Ｒ 点的斜率与直线 ＯＸ 的斜率相等。



者是指转型国家由出口初级产品 （农产品） 转向出口劳动密集型工业品， 后者是

指由农产品净出口阶段转向农产品净进口阶段。 转换点的出现， 说明了当转型国家

出现农产品短缺的问题后， 转向国际市场寻求供给， 导致了农产品短缺点与第一个

刘易斯转折点的分离， 此时费景汉和拉尼斯又将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称之为反转点

（ｒｅｖｅｒｓａｌ ｐｏｉｎｔ）， 而转换点就是前文所述、 意义上的农产品短缺点， 即开放条件下

的农产品短缺点①。 费景汉和拉尼斯论证了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农产品短缺

点， 即使考虑到农业生产率提高、 制度变革等因素的影响， 台湾依然达到了其农业

资源的天花板， 而不得不大量进口农产品。
由于本文重点讨论开放条件下农产品短缺点的相关问题， 所以本文在图 １ 中没

有展示出口替代点的出现过程。 在图 １－ （ｅ） 中， 纵轴表示人均农产品剩余， 横轴

表示农产品价格。 直线 ＹＹ′表示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时人均农产品剩余供给，
与图 １－ （ｂ） 中的 Ｙ 点相对应。 曲线 ＨＨ′表示工业劳动力对剩余农产品的需求，
由于在经济转型初期考虑更多的是食品问题 （Ｆｅｉ ａｎｄ Ｒａｎｉｓ， １９７１）， 即曲线 ＨＨ′
表示工业劳动力为了满足其日常工作而对基本食品需求， 所以曲线 ＨＨ′缺乏弹性，
对价格的变化程度不敏感。 人均剩余农产品供给曲线与农产品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

了国内的农产品价格， 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 直线 ＹＹ′持续向下移动， 则表现为国

内农产品价格持续上升， 如图 １－ （ｆ） 中的曲线 ＰＰ′所示。 虚线 Ｐｗ表示国际农产品

价格， 与直线 ＹＹ′相交于 Ｊ 点， 与曲线 ＨＨ′相交于 Ｖ 点， 则直线 ＪＶ 表示用于出口

的人均剩余农产品， 直线 ＶＰｗ表示用于供给到工业部门的剩余农产品， 而此时农产

品出口也可以通过出口换汇的方式继续支持国内工业发展。 若劳动力持续向工业部

门转移， 且迎来了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 即达到了图 １－ （ｂ） 中的 Ｚ 点， 则在图

１－ （ｅ） 中， 人均剩余农产品供给由直线 ＹＹ′下移到直线 ＺＺ′， 与虚线 Ｐｗ相交于 Ｇ
点， 那么此时直线 ＶＧ 表示需要进口的人均农产品。 Ｖ 点 （农产品短缺点） 的出现

表示国内的农产品供给已经不能满足经济转型的需要， 需要向国际市场寻求供给，
以上整个过程说明了转型国家会出现由农产品净出口转向净进口的一个发展过程，
如图 １－ （ｆ） 中的曲线 ＪＧ 所示。

现考虑其他情形： （１） 若经济转型的初期， 农业部门的基础设施不完善， 生

产率不高， 不足以提供足量的剩余农产品支持工业发展， 在图 １－ （ｅ） 中表现为直

线 ＹＹ′低于农产品短缺点， 则经济转型过程中有可能不会出口农产品， 反而一直进

口农产品， 这便是费景汉和拉尼斯所分析的韩国发展过程。 （２） 若经济转型过程

中， 工业劳动力的工资上升导致其对基本食品需求转向肉类蛋白、 高质量食物的需

求， 且工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农产品作为原料， 工业规模扩大会增加其对农产

品的需求， 则剩余农产品的需求曲线会相应增加弹性， 且会向右移动， 如图

１－ （ｅ）中虚线 ｈｈ′所示， 则该情形出现会导致农产品短缺点提前到来。
但是拉尼斯和费景汉指出以下两个条件可以延缓农产品短缺点的出现：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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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开放的二元经济模型中， 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只表示国内农产品供给减少， 而转换点的出现则表示

国内农产品供给不足， 开始进口农产品。 注意， 后文所指的农产品短缺点均为开放条件下的农产品短缺点。



农业生产率提升； 第二， 人口增长。 前者针对农业产出而言， 是积极的拉动效应；
后者针对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而言， 是消极的延缓效应。 其中， 若农业生产率持

续提升， 农业产出增长， 能够继续供给剩余农产品， 则农产品短缺点将会与商业化

点重合。 在开放二元经济模型中， 费景汉和拉尼斯又指出农业资源 （土地） 的限

制也是影响农产品短缺点出现的重要因素。 所以综上所述， 农产品短缺点的出现需

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１） 农业生产率增长迟缓； （２） 农业劳动力不再增加；
（３） 农业资源禀赋稀缺。 农业生产率、 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资源禀赋也即影响农业

产出的三个重要因素。
再根据小岛清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 （Ｋｏｊｉｍａ， １９７８） ［１１］， ＯＦＤＩ 与进口存在着

互补关系， 如图 １－ （ｄ） 所示， 且 ＯＦＤＩ 应该从趋于比较劣势的产业 （边际产业）
开始进行， 以资源寻求型动机为主①。 农产品短缺点的到来， 揭示了工业的发展与

农业成为边际产业的一个过程， 农业资源成为了限制国家发展的因素， 导致了农业

ＯＦＤＩ 在农产品短缺点后爆发， 则转型国家可以通过农业 ＯＦＤＩ 进口更多的农产品，
满足国内发展的需求。 那么根据上述分析， 农业 ＯＦＤＩ 则会相应地寻求下列选项之

一： （１） 较高的农业生产率， 即效率寻求； （２） 较多 （廉价） 的农业劳动力；
（３） 丰富的农业资源。 另外， 农业 ＯＦＤＩ 是一个世界性现象， 农业 ＯＦＤＩ 的寻求动

机往往不止于此， 国际粮价上涨、 粮食安全等问题都是刺激母国投资的原因 （Ｈａｌ⁃
ｌａｍ， ２００９） ［１２］， 本文的分析适用于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转型国家。

（二） 特征事实

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 虽然农业劳动力转移有所放缓， 但是中国农业劳动

力持续减少已无可避免。 而中国农业资源稀缺也是无需争议的事实， 中国耕地面积

不足世界的 １０％， 淡水资源仅占世界的 ６％， 人口却占到世界的 ２０％。 另外， 部分

研究和最新成果也证明， 自 ２００４ 年以后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放缓甚至停滞 （张乐、
曹静， ２０１３［１４］； Ｇｏｎｇ， ２０１８［１５］）， 所以按前文所分析的， 中国农业发展现状基本

满足农产品短缺点出现所需的条件。
图 ２ 展示了中国国内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 农产品净进口、 农产品进口与农业

ＯＦＤＩ 的变化。 根据图 １－ （ｅ） 可知， 国内农产品供给 （直线 ＹＹ′） 与需求 （曲线

ＨＨ′） 形成了国内农产品的价格， 由此可知在经历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后， 国内农

产品价格会上升逐渐超过国际农产品价格。 本文以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代替国内农

产品价格的变化， 图 ２－ （ａ） 展示了中国农产品价格在 ２００６ 年以后有一个较大幅

度的上升， 基本吻合本文的理论分析②。 胡冰川 （２０１５） ［１６］、 万宝瑞 （２０１７） ［１７］ 等

人指出中国多数农产品已经出现了国内外价格倒挂， 这也间接证明了农产品短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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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邓宁在生产折衷理论 （ＯＩＬ） 中提出市场寻求、 资源寻求、 效率寻求和战略资产寻求是 ＦＤＩ 的四大动

机 （Ｄｕｎｎｉｎｇ， ２０００） ［１３］ ， 其中资源寻求包括对矿产、 农业资源或者廉价劳动力的寻求， 亦称为供给导向型

ＦＤＩ。
根据本文的分析， 农产品价格上升是由供需不平衡所导致的。 由于价格的形成原因是极其复杂的， 国

内大多学者对中国农产品价格上升的解释是从成本推动和国内价格支持政策的角度所解释的， 本文提供了另

一个分析视角。



的到来。 农产品短缺点另一个特征就是出现农产品净进口， 从图 ２－ （ｃ） 可知自

２００７ 年开始， 中国已经呈现农产品净进口的局面， 且农产品净进口的增长幅度较

大。 同样在很近的年份， ２００８ 年以后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流量出现了结构性变化， 如图

２－ （ｂ） 所示， 自 ２００９ 开始表现为农业 ＯＦＤＩ 规模大幅度增长， 图 ２－ （ｄ） 展示了

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与农产品进口基本呈现互补的关系。 所以通过农产品价格、 农产品

净进口以及农业 ＯＦＤＩ 的变化， 可以基本判定中国在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９ 年这一区间段

迎来了农产品短缺点， 最晚就在 ２００９ 年。

图 ２　 １９９５～２０１７ 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 农产品净进口与农业 ＯＦＤＩ的变化

注：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 历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法国前景研究与国际信息中心

（ＣＥＰＩＩ） 的世界贸易数据库 （ＢＡＣＩ） 的数据整理、 计算所得； ②农产品统计范围为 ＨＳ９２ 编码的前 ２４ 章加

上部分水产品和林产品， 后文所用数据均采用此类统计标准； ③国家统计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编）：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

报》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历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⑤法国前景研究与国际信息中心的世界贸易数据库： ｈｔ⁃
ｔｐ： ／ ／ ｃｅｐｉｉ ｆｒ。

另外， 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海外布局的基本现状如图 ３ 所示。 通过图 ３ 可知， 中国

农业 ＯＦＤＩ 主要分布在四个地区， 分别是东南亚、 澳洲、 北美洲和俄罗斯， 产业分

布以农业 （种植业） 和林业为主， 其他类中仍然是农业和林业占比较大。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５ 年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项目总计 ２１２１ 起， 俄罗斯占到 ５８７ 起， 是中国主要的农业

ＯＦＤＩ 目的国， 其中林木采伐类投资占到 ６０％以上， 与其资源禀赋存在很大的关系。
另外， 中国种植业 ＯＤＦＩ 主要是种植水稻、 木薯、 水果等， 分布在东南亚地区。 这

两类主要的农业 ＯＦＤＩ 可初步说明国际农业资源对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具有很大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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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分布

　 　 注： ①根据 《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合作分析报告 （２０１２） 》 《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名录》 整理

所得； ②本文统计的农业 ＯＦＤＩ 主要是指在东道国进行农业生产开发性投资， 包括种植、 养殖、 采伐、 捕捞

等， 统计的 “其他” 是指涉及到两个产业以上的投资， 或者农业综合性开发等投资； ③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

司、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 （编）： 《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合作分析报告 （２０１２） 》， 北京： 中国农业出

版社；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及对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特征事实的整理， 本文的验证逻

辑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展示了在农业生产率增长迟缓、 农业劳动力不足、 农业资

源禀赋稀缺的条件下， 转型国家可能迎来农产品短缺点， 导致国内农产品价格

上升、 农产品净进口增长、 引发农业 ＯＦＤＩ 寻求农业生产率、 农业劳动力或农

业资源禀赋来缓解国内农产品供给不足的情况。 根据前文所述， 我国满足出现

农产品短缺点的三个条件， 所以按照逻辑， 本文以农业 ＯＦＤＩ 为中心， 将采用

计量初步验证农业生产率、 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资源禀赋是否作为潜在因素影响

了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的进程， 与本文的特征事实相互印证； 然后验证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的寻求动机， 根据前文分析， 需要特别考察东道国的农业生产率、 农业

资源禀赋、 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的影响； 最后验证农产品进口与中国

农业 ＯＦＤＩ 存在的互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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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农产品短缺点的影响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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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 计量模型

限于数据原因， 本文无法获得中国在世界各国的农业投资流量数据， 因此无法

理想地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验证。 幸运的是， 中国商务部公布的 《商务部境外投

资企业 （机构） 名录》 和 《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合作分析报告 （２０１２） 》 统计了不

同省市的中国公司在海外新建公司的名称以及投资项目内容等数据， 本文根据项目

内容筛选出了 ２０１５ 年以前的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项目， 主要包括在东道国进行农业生

产开发性投资， 包括种植、 养殖、 采伐、 捕捞等， 对该数据进行整理合并后， 进而

得到了中国 ３１ 个省市在各国新增的农业 ＯＦＤＩ 项目数量， 但是由于该数据并非连

续型数据， 所以宜采用条件 ｌｏｇｉｔ 模型或者负二项回归模型， 但是条件 ｌｏｇｉｔ 模型实

际上是将被解释变量视为虚拟变量， 无法进一步利用被解释变量变化的信息， 而负

二项回归模型很好地解决了条件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不足， 所以本文决定采用负二项回归

模型：

Ｐ Ｙｉ ＝ ｙｉ ｜ λ ｉ( ) ＝
ｅ －λｉ λｙｉ

ｉ

ｙｉ！
λ ｉ ＝ ｅｘｐ ｘｉβ ＋ ｏｆｆｓｅ ｔｉ ＋ γｉ( )

ｅγｉ： Ｇａｍｍａ １
α
， αæ

è
ç

ö

ø
÷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１）

（１） 式中， ｙｉ 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的项目数， ｘｉ 为解释变量， ｏｆｆｓｅｔｉ 为偏移量。 γｉ 为附

加参数， 满足 ｅγｉ 服从伽马分布。 若 γｉ 为零， 则负二项回归退化为泊松回归， 但泊

松回归必须满足 Ｙｉ 的均值与方差相等。 若 Ｙｉ 的均值与方差相差较大， 则称之为过

度分散 （ｏｖｅｒ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此时可采用过度分散系数 α 来衡量， α 越大， 分散程度越

大， α 为零， 宜采用泊松回归， 所以可进行 α 检验， 从而判断模型适合泊松回归还

是负二项回归。
在估计面板负二项回归的随机效应时， 是在泊松分布模型引入与解释变量 ｘｉｔ

不相关的个体随机效应 δｉ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１９８４） ［１８］， 面板负二项回归的固定效应

估计与其他部分离散模型类似， 利用 ∑ ｔ

１
ｙｉｔ 作为个体异质性的充分统计量 （Ｃｈａｍ⁃

ｂｅｒｌａｉｎ， １９８０） ［１９］， 并不依靠个体异质性 ηｉ ， 所以这种估计方式亦称为条件固定效

应估计， 由于条件固定效应估计与普通固定效应的组内离差法不同， 所以条件固定

效应可以估计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 对于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估计， 可以采

用豪斯曼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但是负二项回归的条件固定效应估计会去除 ∑ ｔ

１
ｙｉｔ ＝

０ 的数据样本， 导致样本容量损失， 同时负二项回归的条件固定效应无法运用广义

矩 （ＧＭＭ） 解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所以本文利用广义结构方程 （ＧＳＥＭ） 同时

解决以上两个问题， 紧接 （１） 式，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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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ｉｔ ＝ ｅｘｐ ｘｉｔβ ＋ ｘ ｊｔα ＋ ｏｆｆｓｅ ｔｉｔ ＋ γｉｔ ＋ ηｉ( )

ｘ ｊｔ ＝ ｘｉｔβ ＋ ｗ ｉｔγ ＋ ηｉθ ＋ εｉｔ

ηｉ： Ｎ ０， １( )

εｉｔ： Ｎ ０， σ２( )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２）

（２） 式中 ηｉ 是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部分， ｘｉｔ 是外生变量， ｘ ｊｔ 是内生变量， ｗ ｉｔ

是工具变量， ＧＳＥＭ 通过相关随机效应 （ＣＲＥ） 解决固定效应估计问题， 即引入 ηｉ

与解释变量 ｘ ｊｔ 相关。 （２） 式中 ηｉ 与 εｉｔ 相互独立。
（二） 数据说明与估计结果

本文以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 年 （共 １２ 年） 中国 ３１ 个省市的数据为样本。 被解释变量

为中国 ３１ 个省市每年新增的农业 ＯＦＤＩ 项目数， 核心解释变量为农业生产率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 劳动力 （ ｌａｂｏｒ ） 以及资源禀赋 （ ｅｎｄｏｗ ）。 农业劳动力为第一产

业从业人员， 数据来源于 《 （各省市） 统计年鉴 （历年） 》； 农业生产率为劳均第

一产业增加值 （２００４ 年不变价），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农业资源禀赋为劳均耕

地资源， 数据来源于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历年） 》。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 本文

依次引入农产品进出口 （ ｉｍｐｏｒｔ 、 ｅｘｐｏｒｔ ）、 农产品价格 （ ｐｒｉｃｅ ）、 国内生产总值

（ ＧＤＰ ） 作为控制变量。 农产品进出口 （２００４ 年不变价） 来源于商务部 《中国农

产品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 农产品价格为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变化 （２００４ 年为基

期）， 国内生产总值为 ２００４ 年不变价， 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回归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中 ｌｎ 表示在回归中取对数， 子样本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 其中 Ｒｅ
和 Ｆｅ 分别表示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回归，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均拒绝随机效应回归

结果， 所以最终结果以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为准。

表 １　 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进程的影响分析

变量
全样本回归 子样本回归

（１） －Ｒｅ （２） －Ｆｅ （３） －Ｒｅ （４） －Ｆｅ

ｌ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１ １２∗∗∗ （３ １１） ２ ０６∗∗ （１ ９４） ０ ９０∗∗ （２ ４５） －０ ６４ （－０ ７１）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０ １４ （１ ０６） ０ １７ （０ ２１） ０ １８ （１ ３１） －５ ０２∗∗∗ （－３ ９１）

ｌｎｅｎｄｏｗ ０ ０７ （０ ３５） －０ ６８∗ （－１ ９０） ０ ０１ （０ ０４） －３ ６０∗∗∗ （－３ ４０）

ｌｎｉｍｐｏｒｔ ０ ０５ （０ ６７） －０ ０２ （－０ １４） ０ １３ （１ ３９） ０ ２８∗∗ （２ ５５）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１ （－０ １１） －０ １１ （－０ ４５） －０ ０９ （－０ ５８） －０ ０７ （－０ ３３）

ｌｎｐｒｉｃｅ ２ １７∗∗∗ （６ ５４） １ １８∗∗ （２ １２） ２ ５６∗∗∗ （５ １６） －１ ８０∗∗ （－２ ４２）

ｌｎＧＤＰ ０ ６９∗∗∗ （３ １３） １ ２６∗ （１ ６７） ０ ５６∗∗ （２ ４４） ３ ８２∗∗∗ （６ ６１）

α 检验 ０ ５７ ０ ４３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２４ ６６∗∗∗ ８４ ３６∗∗

对数似然值 －７５０ ９７ －５９８ ８４ －５５１ ７６ －３８７ ７９

观测数值 ３７２ ３７２ ２１７ ２１７

注： ∗、 ∗∗、 ∗∗∗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字是 ｚ 统计值。

根据表 １， 在全样本回归中， ｌ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的估计结果与本文预期相反，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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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理论分析， 生产率增长迟缓会导致更多的农业 ＯＦＤＩ， 而根据新新贸易理论，
生产率是企业的国际化路径抉择关键因素， 生产率高的企业选择 ＯＦＤＩ， 说明生产

率对 ＯＦＤＩ 具有促进作用。 整体上看来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对农业 ＯＦＤＩ 具有推动作

用， 该结果与陈伟 （２０１４） 估计结果一致； 但是在子样本中回归中不显著， 若视

２００９ 年为农产品短缺点， 则说明在迎来农产品短缺点后， 农业生产率的增长迟缓，
导致其推动作用不明显。 ｌｎｌａｂｏｒ 的估计结果在全样本中不显著， 在子样本回归结果

中呈现负向显著， 说明了在农产品短缺点后， 农业劳动力的持续转移推动了农业

ＯＦＤＩ 的进程， 而在农产品短缺点之前，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业 ＯＦＤＩ 没有显著的

相关性， 该结果与本文的理论分析一致。 而 ｌｎｅｎｄｏｗ 无论是在全样本还是子样本的

回归中都呈负向显著， 说明了农业资源禀赋越稀缺， 农业 ＯＦＤＩ 越多， 也侧面证明

了农业资源禀赋是限制中国农业增长的重要因素。 表 １ 的回归结果基本与本文的理

论分析一致， 接下来本文将重点分析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的寻求动机。

三、 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寻求动机验证

（一） 数据说明

对 ＯＦＤＩ 进行区位因素分析， 可以清晰地探明 ＯＦＤＩ 的寻求动机。 本文以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 （共 １７ 年） 全球 ２０４ 个国家 （地区） 的数据为样本①，
以中国在这些国家 （地区） 每年新增的农业 ＯＦＤＩ 项目数为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

变量为 ２０４ 个国家 （地区） 的农业生产率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 劳动力成本 （ ａＧＮＩ ）、
人均农业资源禀赋 （ ｅｎｄｏｗ ）， 同样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农业生产率用

人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２００５ 年不变价） 作为代理变量， 数据来源于 ＦＡＯＳＴＡＴ；
劳动力成本以人均国民总收入 （２００５ 年不变价） 为代理变量，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

统计数据库 （ ＵＮＤＡＴＡ）②； 农业资源禀赋采用动态因子分析法 （ Ｃｏｐｐｉ ａｎｄ
Ｚａｎｎｅｌｌａ， １９７８［２０］； Ｆｅｄｅｒｉｃｉ ａｎｄ Ｍａｚｚｉｔｅｌｌｉ， ２００９［２１］ ） 构成。 动态因子分析法是用

于面板数据降维的方法， 本文对人均农业用地、 人均林业用地和人均内陆水资源面

积组成的多维数据采用动态因子分析法降维， 其中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

７６ ０８％， 进而降维成单一的指标表示农业资源禀赋③， 原始数据来源于 ＦＡＯＳＴＡＴ。
参考 Ｂｕｃｋｌｅｙ 等 （２００７） ［２２］， 宗芳宇等 （２０１２） ［２３］， 王永钦等 （２０１４） ［２４］ 的研

究， 本文引入国内生产总值 （ ＧＤＰ ）、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 ＡＧＤＰ ）、 农产品进出

口 （ ｉｍｐｏｒｔ 、 ｅｘｐｏｒｔ ）、 工业化程度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对外开放度 （ ｏｐｅｎ ）、 双边投资

协定 （ ｂｉｔ ）、 税率 （ ｔａｘ ）、 距离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 以及制度环境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 作为

控制变量。 其中， 国内生产总值为 ２００５ 年不变价， 工业化程度是国际标准行业分

类 （ＩＳＩＣ Ｒｅｖ ３ ０） Ｃ～Ｆ 类的总增加值与 ＧＤＰ 的比值计算所得， 对外开放度由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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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４ 个国家 （地区） 中， 比利时和卢森堡合并为一个地区， 塞尔维亚和黑山合并为一个地区， 苏丹和

南苏丹合并为一个地区。
联合国统计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ｕｎ ｏｒｇ。
限于篇幅， 本文没有详细列出动态因子分析法的计算过程。



年 ＦＤＩ 流量流入与 ＧＤＰ 的比值计算所得， 以上变量均来源于 ＵＮＤＡＴＡ。 农林牧渔

业增加值 （２００５ 年不变价） 来源于 ＦＡＯＳＴＡＴ。 农产品进出口来源于 ＢＡＣＩ。 双边

投资协定为虚拟变量， 在双边投资协定签订的年份及以后取值为 １， 其余为 ０， 数

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的双边投资协定 （ＢＩＴ） 数据库①。
税率为虚拟变量， 若东道国为避税天堂， 则取值为 １， 其余为 ０， 数据来源于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公布的 ２０００ 年进展报告②。 距离是投资母公司所在的省

份与东道国首都的直线距离； 若多个省份的母公司投资同一个东道国， 则取多个距

离的平均值； 若中国在某国的农业 ＯＦＤＩ 项目数为 ０， 则选用该国与中国 ３１ 个省市

距离的平均值， 数据来源于 ＢＡＣＩ。 制度环境涵盖话语与问责、 政治稳定性、 政府

效率、 监管质量、 法治水平以及腐败控制， 该变量为打分制， 取与－２ ５ 至 ２ ５ 之

间， 分值越高， 制度环境越好，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③。
（二） 估计结果

由于采用固定效应会去除组内值全部为零的样本， 而样本量的减少可能会导致

样本选择的内生性问题， 又由于 ＯＦＤＩ 存在技术溢出效应， 也能影响东道国的就业

水平， 可能会导致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ａＧＮＩ 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 对于这两个变

量， 本文均采用其滞后一阶作为工具变量进行 ＧＳＥＭ 内生性检验。 本文的回归如表

２ 所示， 子样本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 相应的固定效应内生性检验为回归 （３）
和回归 （６）， 最终回归结果以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为准， 其他回归作为参考。

在全样本回归中， ｌ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和 ｌｎｅｎｄｏｗ 的影响显著为正， 说明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在寻求较高的生产率和农业资源禀赋， 若视 ２００９ 年为农产品短缺点， 在子样

本中 ｌｎｅｎｄｏｗ 的估计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 说明中国在经历农产品短缺点以后，
更加明显且在更大程度上利用国际农业资源发展自身的农业， 根据表 １ 的回归结

果， 资源禀赋是影响中国农业发展最显著的因素， 该回归结果也与前文的分析一

致。 ｌｎａＧＮＩ 的影响方向符合预期但在回归中不显著， 说明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可能没有

寻求廉价的劳动力， 当然也可能是本文没有精确衡量农业劳动力成本的原因。
在控制变量当中， ｌｎＧＤＰ和 ｌｎＡＧＤＰ的作用不显著， 说明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没有市

场寻求动机。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在所有回归中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 说明农产品出口有利于增

加中国的农业 ＯＦＤＩ， Ａｗ 等 （２０００） ［２５］、 Ｃｏｎｃｏｎｉ 等 （２０１６） ［２６］ 等人也证明出口有

利于提升企业的生产率、 获取海外市场的经验， 进而促进 ＯＦＤＩ。 ｏｐｅｎ 在所有回归

中均呈现显著性， 说明对外开放度对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有影响， 符合国际经济学理

论。 ｌ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的回归结果显著为负， 与引力模型相一致。 ｂｉｔ 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在全样本

回归中呈现显著性， 说明双边投资协定与制度环境对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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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联合 国 贸 易 和 发 展 会 议 的 双 边 投 资 协 定 数 据 库：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ｈｕｂ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ＩＩＡ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Ｂｉｔｓ ／ ４２＃ｉｉａＩｎｎｅｒＭｅｎｕ。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 ２０００ 年进展报告 （２０００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ａｘ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Ｔａｘ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ｃｔｐ ／ ｈａｒｍｆｕｌ ／
２０００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ｒｅｐｏｒｔｔｏｗａｒｄｓｇｌｏｂａｌｔａｘ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ａｎｄ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ｈａｒｍｆｕｌｔａｘ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ｈｔｍ。

世界银行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



ｂｉｔ 的回归结果与宗芳宇等 （２０１２）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增加

了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的回归结果证明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偏向制度环境较差的

地区， 这可能与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大多数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有关， 因为经济发展与制

度环境一般成正相关关系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 ［２７］。 同时也有文献指出中国公

司在制度不透明的环境中更有优势 （Ｍｏｒｃ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２８］， 王永钦等 （２０１４） 的

研究结果也证明中国公司对于法治水平较高的地区多有回避。 但是子样本的回归

表 ２　 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寻求动机验证

变量
全样本回归 内生性检验 子样本回归 内生性检验

（１） －Ｒｅ （２） －Ｆｅ （３） －Ｆｅ （４） Ｒｅ （５） －Ｆｅ （６） －Ｆｅ

ｌ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０ ８２∗∗ ０ ８９∗∗ ０ ８７∗ ０ ２７ ０ ２５ ０ ０６

（２ ３９） （２ １７） （１ ７２） （０ ５６） （０ ４３） （０ １０）

ｌｎａＧＮＩ
－０ ３４ －０ １２ ０ ５９ －０ ２４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１ ０４） （－０ ３０） （１ １１） （－０ ５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ｌｎｅｎｄｏｗ
０ １１∗ －０ １７∗ ０ ３２∗∗ ０ ２３∗∗∗ －０ ３２∗ ０ ４７∗∗∗

（１ ８８） （－１ ８３） （２ ４８） （３ ０２） （－１ ９５） （４ ９２）

ｌｎＧＤＰ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０ ３０ ０ ００ －０ ３０ －０ ０３

（０ １５） （－０ ０７） （－０ ５７） （０ ０１） （－０ ５１） （－０ ０６）

ｌｎＡＧＤＰ
－０ ７９∗∗ －０ ８３∗ －０ ５３ －０ ３８ ０ ２２ －０ ５２

（－２ ２３） （－１ ９１） （－１ ００） （－０ ８０） （０ ３５） （－０ ９１）

ｌｎｉｍｐｏｒｔ
０ ３７∗∗∗ ０ ３７∗∗∗ ０ ４２∗∗∗ ０ ２６∗∗∗ ０ ２１∗∗∗ ０ ２８∗∗∗

（１０ ４７） （７ ９３） （８ ３８） （６ ５０） （３ ２５） （６ ０４）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５５∗∗∗ ０ ６７∗∗∗ ０ ６８∗∗∗ ０ ２５∗∗∗ ０ ３５∗∗∗ ０ ２７∗∗∗

（８ ７４） （８ ６５） （９ ４０） （３ ０８） （２ ６０） （３ ３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２∗∗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５０） （－０ １３） （－２ １５） （－０ ０３） （０ ８３） （－１ ３７）

ｏｐｅｎ
０ ５９∗∗∗ ０ ５１∗∗∗ ０ ５０∗∗∗ ０ ４２∗∗∗ ０ ２８∗∗ ０ ４０∗∗∗

（８ ２９） （４ ６８） （２ ９６） （５ ７６） （２ ５２） （３ ６９）

ｂｉｔ
０ ６０∗∗∗ ０ ７４∗∗∗ ０ ４６∗ ０ ４０∗∗ ０ ８７∗∗ ０ ２５

（３ ７６） （３ ４０） （１ ９１） （２ １１） （２ ４５） （１ １０）

ｔａｘ
－０ ７２∗ －３ １７∗∗∗ ０ ３０ ０ ２１ －１ ０１ ０ ４９

（－１ ８０） （－３ ８９） （０ ４７） （０ ５２） （－０ ８６） （１ ０８）

ｌ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０ １３ ０ １５ －０ ８７∗∗∗ －０ ３６∗∗∗ ０ １３ －０ ７０∗∗∗

（－１ ４１） （１ ２９） （－５ ３３） （－３ ６０） （０ ８７） （－５ ２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０ ６６∗∗∗ －１ ０７∗∗∗ －１ ３９∗∗∗ －０ ０６ －０ ２６ －０ １１

（－４ ２５） （－５ ０７） （－５ ２２） （－０ ３４） （－０ ８４） （－０ ２０）

α 检验 ２ ４２ ０ ８０ １ ４２ ０ ４６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４５ ５７∗∗∗ －－ ３４ ８５∗∗∗ －－

对数似然值 －１ ７２８ ４６ －１ ２５５ ６８ ４ ８０８ ４９ －１ １８８ ３４ －７５１ ３１ １ ７６７ ６９

观测数值 ３ ３４１ １ ９１１ ３ ３４１ １ ３７０ ７６５ １ ３７０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字是 ｚ 统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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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中证明， 在经历了农产品短缺点以后， 双边投资协定与制度环境不再是影响中

国农业 ＯＦＤＩ 的重要因素， 说明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克服农产品短

缺点所带来的问题上面。 在本文样本中， 目的地在避税天堂的农业 ＯＦＤＩ 只占到总

样本的 ６％， ｔａｘ 的回归结果也不显著， 说明了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不存在避税动机。
表 １ 和表 ２ 的回归结果基本验证了农产品短缺点对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进程具有重

要影响。 另外， ｌｎｉｍｐｏｒｔ 在所有回归中均呈现显著性， 说明农产品进口对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具有重要的影响， 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与农产品进口可能存在互补关系， 所以本

文将在接下来的分析中进一步验证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与农产品进口的互补关系。

四、 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与农产品进口互补关系验证

本文对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流量采用 ＧＤＰ 平减指数进行平减， 获得 ２００５ 年不变价的

农业 ＯＦＤＩ 流量， 其中农业 ＯＦＤＩ 流量来源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７） 》， ＧＤＰ 平减指数根据 ＵＮＤＡＴＡ 的数据计算所得。 农产品进口数据来源于

ＢＡＣＩ， 采用商务部公布的 《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 中的农产品进口价格

指数进行平减， 获得 ２００５ 年不变价的农产品进口。 同时， 本文拟引入中国 ＧＤＰ、 农

业增加值以及工业增加值作为控制变量， 但是这三个变量存在较高的共线性， 影响回

归的显著性， 经本文检验筛选， 选用工业增加值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作为控制变量。 另外，
根据本文分析， 农业 ＯＦＤＩ 进程与农产品进口与工业发展存在相互影响， 吕捷等人

（２０１３） ［２９］也指出中国工业用粮、 饲料用粮消费在逐步上升是导致中国粮食进口增加

的主要原因。 而且根据本文统计， 木材采伐与橡胶种植占到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的 ２４％，
木材与橡胶两类产品也是重要的工业原料， 说明中国工业增长可能对农产品进口或者

ＯＦＤＩ 产生了重要影响。 工业增加值为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ＩＳＩＣ Ｒｅｖ ３ ０） Ｃ～Ｆ类的总

增加值， 数据来源于 ＵＮＤＴＡＴＡ， 为 ２００５ 年不变价。
本文对三个变量取数， 并采用 ＡＤＦ 检验， 均呈现一阶平稳。 表 ３ 中的回归均采用

ＥＧ 两步法回归。 其中回归 （３）、 （４） 引入了虚拟变量 Ｄ２００９
①， 表示 Ｄ２００９ 在 ２００９ 及以

后的年份取值为 １， 其余为 ０， 引入虚拟变量是为了观察中国农业ＯＦＤＩ 与农产品进口的

关系是否发生结构性变化。 回归 （３）、 （４） 的结果基本验证了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与农产品

进口呈现互补关系。 在引入虚拟变量后，Ｄ２００９·ｌｎｉｍｐｏｒｔ与Ｄ２００９·ｌｎｏｆｄｉ的估计系数显著，
说明了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与农产品进口的关系确实发生结构性变化， 而且回归 （３）、 （４）
更加贴合模型， 说明了在经历了农产品短缺点以后， 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与农产品进口的互

补关系更加显著， 意味着农业ＯＦＤＩ 每增长１％将会引起农产品进口增长０ ３５％， 农产品

进口增长 １％， 将会引起农业 ＯＦＤＩ 增长 ０ ９６％。 另外， 回归 （１） 和 （３） 证明了工业

增长对农产品进口具有显著性影响， 说明了工业发展是我国农产品进口扩大的原因之

一， 这与前文的理论分析及吕捷等人 （２０１３） 的研究相契合， 即工业部门的规模扩大会

增加对农产品的消费， 进而导致农产品短缺点的提前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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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与农产品进口互补关系验证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ｉｍｐｏｒｔ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ｉｍｐｏｒｔ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ｉｍｐｏｒｔ — １ １５∗ （１ ７９） — －１ ５１ （－１ ０２）
ｌｎｏｆｄｉ ０ ２１∗∗∗ （３ ９１） －０ ０１ （－０ １３） —

ｌ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 ９３∗∗∗ （７ ０２） ０ ５３ （０ ５３） ０ ５３∗ （２ １３） １ ４５ （１ ３６）
Ｄ２００９·ｌｎｉｍｐｏｒｔ — — — ２ ４７∗ （１ ９８）
Ｄ２００９·ｌｎｏｆｄｉ — — ０ ３５∗∗ （２ ２４） —
Ｄ２００９·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 —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１４ ９４∗ （－２ ０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 ９６∗∗ （－２ ４１） －１１ ２０∗ （－１ ８９） ０ ９０ （０ ３９） －４ ３２ （－０ ５０）
Ｄ Ｗ 值 １ ５８ ２ ２２ １ ９０ ２ ８６

Ｒ２ ０ ９３ ０ ８６ ０ ９６ ０ ９０
观测值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字是 ｔ 统计值。

五、 结论与建议

二元经济结构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大特征，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以及农业、 工业发展。 本文根据开放条件下的二元经济模型以及小岛清的比较优势

理论， 通过计量验证， 得到如下结论： （１） 转型国家的农业 ＯＦＤＩ 出现有其特殊

性， 在农业生产率增长迟缓、 农业劳动力不足以及农业资源禀赋缺乏的条件下， 将

会遭遇农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 进而引起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 农业 ＯＦＤＩ 的规模

扩大以及出现农产品净进口的局面， 即迎来农产品短缺点。 本文通过特征事实分析

出中国最晚在 ２００９ 年迎来农产品短缺点， 进而通过实证验证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

业资源禀赋稀缺是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进程的重要因素。 （２） 农产品短缺点会进一步引

发转型国家的农业资源寻求以及效率寻求的 ＯＦＤＩ， 本文验证出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在

寻求较高的农业生产率和丰富的农业资源， 在经历农产品短缺点后， 中国农业

ＯＦＤＩ 在更多地寻求农业资源。 （３） 根据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 边际产业的 ＯＦＤＩ
与进口存在互补关系， 本文进一步指出转型国家在经历农产品短缺点后， 农业

ＯＦＤＩ 与农产品进口会形成互补关系， 且在中国数据中得到验证。 （４） 在二元经济

结构当中， 农业部门长期扮演着支持工业部门成长的角色， 中国的工业增长扩大了

农产品进口， 说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农产品进口持续扩大、 农产品价格持续提升的局面下， 以及在农业部门还未

完成商业化的形势下，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１） 农业劳动力减少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

势， 农业部门未完成商业化意味着农业中还存在隐蔽性失业， 所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以

及土地流转等措施促进农业劳动力流动， 可以进一步有效利用潜在的人口红利、 推进农

业部门的商业化。 （２） 根据本文分析， 农业生产率和农业资源对经济转型起着重要的

作用， 所以保障国内农产品供给以及促进农业部门的商业化需要依靠农业生产率提升的

拉动效应， 此外还需要科学地开发、 保护以及合理利用国内耕地资源、 水资源以及林地

资源。 （３）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国际间的资本流动、 资源整合已是两个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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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 而国际直接投资正是这两股趋势下的主要推动力。 所以促进农业 ＯＦＤＩ 发展和

推动农业企业走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合理路径， 中国现在亟需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发

展自身的农业， 进而保障国内粮食安全、 支持中国工业以及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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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ｓ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ａｎ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ｐｅｎ Ｄｕａｌｉｓｔ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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