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ＦＤＩ 对中国农业企业创新溢出效应的分解

———基于吸收能力的门槛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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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中国农业企业数据库， 从微观角度考察了外商

直接投资 （ＦＤＩ） 对国内农业创新的溢出效应， 同时详细考察了溢出效应的 ６ 个渠

道， 通过建立门槛模型对各渠道吸收能力的门槛值进行了测算， 还比较了不同类型

外商投资企业和不同地理位置 ＦＤＩ 溢出效应的差异。 结果表明： ＦＤＩ 对国内农业企

业创新存在显著为负的后向溢出效应、 逆向溢出效应和正向人员流动效应， 且吸收

能力较强的企业更易从 ＦＤＩ 溢出中获益； 相较于外商独资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对国

内农业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更显著， 省内外商投资企业也更易对国内农业企业产生

溢出效应。 因此， 政府应鼓励合资企业的建立， 同时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 加强

人员培训， 提高吸收能力。 吸收能力较弱的国内农业企业可以通过吸引外商投资企

业员工来提高创新水平， 而吸收能力较强的国内农业企业可以选择从上游外商投资

企业购买高质量投入品来获得创新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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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 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不断学习外商投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和

管理经验， 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现代化管理水平得到了较快提高， 其中外商

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 对 ＦＤＩ 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大

多集中在制造业和高技术行业， 不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 都在不同程度上证明了

溢出效应的存在 （蒋殿春和夏良科， ２００５） ［１］， 然而， 对农业企业的研究却十分匮

乏， 那么在农业领域是否也存在这一现象呢？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长期以来， 由于大

多数创新和新技术都是在发达国家研发的， 因此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主要通过各

种途径引进这些新技术， 例如贸易和 ＦＤＩ。 而 ＦＤＩ 被认为是最经济、 最有效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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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移方式 （Ｂｌｏｍｓｔｒöｍ ａｎｄ Ｋｏｋｋｏ， １９９８） ［２］。 当外国子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时，
其母公司会通过内部转移对其投入新技术， 而这种新技术除了让子公司享有技术优

势外， 还会对本地企业产生溢出效应。
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出台了多种措施吸引外资， 例如税收优惠、 基础设施建设、

监管豁免、 改善投资环境等， 以期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引入新技术、 资本和管理经

验， 从而提高国内企业的创新水平， 推动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也一直通

过吸引 ＦＤＩ 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探索出了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等企业发展

模式。
现有文献将 ＦＤＩ 溢出效应分为水平溢出效应和垂直溢出效应， 其中， 水平溢出

效应包括示范效应、 竞争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 垂直溢出效应包括前向溢出效应和

后向溢出效应。 目前对于不同溢出途径的研究结果未达成一致， 例如，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０４） ［３］发现 ＦＤＩ 对国内企业有积极的前向溢出效应， 无显著的水平和后向溢出

效应； 而 Ａｉｔｋｅｎ 和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１９９９） ［４］认为合资企业对国内企业有负向的水平溢出

效应。 这些研究结果的不同主要是由研究方法的选择、 国家之间的差异以及企业特

性的不同所引致的 （Ｂｌａｌｏｃｋ ａｎｄ Ｇｅｒｔｌｅｒ， ２００９） ［５］， 还有学者认为这是由门槛效应

的存在引致的 （Ｇｉｒｍａ， ２００５［６］； 黄凌云和吴维琼， ２０１３［７］； 俞峰等， ２０１４［８］ ），
即在不同门槛区间内， ＦＤＩ 溢出效应的方向或强度是不同的， 由于不同样本下各区

间溢出效应相对强度存在差异， 忽略门槛效应很可能会引致研究结果的不一致。
在有关 ＦＤＩ 对企业生产影响的研究中， 多数以企业生产率、 增加值和销售额等

作为被解释变量， 以外企①产值或销售额在行业中的占比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分析。
相比之下， 研究 ＦＤＩ 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文献较少， 其中针对中国企业的研究更少，
刘云等 （２００３） ［９］以在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 ５００ 强作为研究对象， 考察了 ＦＤＩ 对国

内专利申请数的影响。 此外， 由于中国农业在国内各行业中的比较利益较低， 在国

际市场中的比较优势不突出， 长期以来农业投资没有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 但本世

纪以来， 政府对农业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国内投资和吸引外资增加较快 （左媚，
２０１３） ［１０］，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我国农业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 １２ ２１％。 因而， 总结我

国农业吸引外资的经验和模式， 实证检验农业领域吸引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探索

其背后的机制，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本文实证分析 ＦＤＩ 对国内农业企业创新②溢出的途径， 重点考察企业吸收能

力、 外企类型和区域位置对各途径溢出的影响， 对于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农业外资

引进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除考察传统的水平和垂直溢出效应外， 还深入分析逆

向溢出效应， 即下游外企对上游企业产生后向溢出效应后， 上游企业又通过向其他

下游企业销售中间投入品， 进一步产生溢出效应。 本文用国内企业的学习能力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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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外企即外商投资企业， 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外商独

资企业。
创新是指以现有的思维模式提出有别于常规或常人思路的见解为导向， 利用现有的知识和物质， 在特

定的环境中， 本着理想化需要或为满足社会需求， 去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 方法、 元素、 路径、 环境， 并能

获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为。



术差距作为代理变量， 检验 ＦＤＩ 溢出中的吸收能力门槛， 并进一步研究不同类型外

企和省内外 ＦＤＩ 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差异。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现有研究主要针对非农行业

（特别是制造业） ＦＤＩ 对国内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 本文利用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

ＦＤＩ 对国内农业企业的创新溢出效应； 第二，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上游外企对下游

国内企业的前向溢出效应或下游外企对上游国内企业的后向溢出效应， 但没有进一

步考察后向溢出效应的外部性， 本文对逆向溢出效应进行了考察。

一、 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在发展中国家， 外企通常被认为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这些技术和知

识很难被本地企业简单复制， 却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产生溢出效应。 例如， 本地企业

可以通过观察外企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进行模仿， 还可以通过雇佣或与外企员工接触

来获益， 也可能受到竞争压力的刺激， 努力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此外， 下游

外企可能会向其国内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或传授管理经验， 上游外企提供的高质量

投入也可以促进本地企业的创新。 本文的分析框架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分析框架

（一） ＦＤＩ 溢出途径

现有研究将 ＦＤＩ 溢出效应划分为 ５ 种渠道： 示范效应、 人员流动效应、 竞争效

应、 后向溢出效应和前向溢出效应。 示范效应指国内企业可以通过对外企进行模

仿， 来获取更先进的生产方法 （Ｂｌｏｍｓｔｒöｍ ａｎｄ Ｋｏｋｋｏ， １９９８）。 此外， 国内企业还

可以通过雇佣跨国公司的员工来获取溢出， 即人员流动效应 （ Ｆｏｓｆｕｒ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１１］。 由于外企进入国内市场会增加国内企业的竞争压力， 从而促进其技术和

生产效率的提高， 或将其挤出市场， 产生竞争效应。 为了得到高质量的投入品， 下

游外企会向其国内供应商转移技术和管理经验， 从而产生后向溢出效应 （Ａｌｆａｒｏ 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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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 ２００４） ［１２］， 而上游外企也可以通过提供高质量、 高技术含量的投入品对下游国

内企业产生影响， 即前向溢出效应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０４）。
从水平溢出效应来看， 现有研究显示， ＦＤＩ 水平溢出效应在发展中国家多是不

显著的 （Ａｉｔｋｅｎ ａｎｄ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１９９９）， 这主要是由于国内企业和外企分别服务于不

同市场， 且外企会有意防止技术泄露， 同时国内企业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识别和吸

收外企的知识外溢。 在水平溢出的分解效应中， 关于示范效应的研究较少，
Ｈａｍｉｄａ 和 Ｇｕｇｌｅｒ （２００９） ［１３］对瑞士制造业企业的研究发现， ＦＤＩ 对技术差距较小的

企业存在正向示范效应。 而 Ｊｕｄｅ （２０１６） ［１４］对罗马尼亚企业的研究并未发现显著的

示范效应。 Ｏｒｌｉｃ 等 （２０１８） ［１５］的研究表明 ＦＤＩ 对转型国家本地企业存在负向示范

效应。
水平溢出中的人员流动效应与国内企业能否雇佣到外企员工有关， 外企员工可

以为企业带来新的知识和技术， 从而对企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 Ｆｏｓｆｕｒ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然而， 跨国公司也可能用高工资来吸引本地企业的优秀员工。 Ｃｈｅｕｎｇ 和

Ｌｉｎ （２００４） ［１６］发现 ＦＤＩ 对中国区域创新有正向人员流动效应。 此外， ＦＤＩ 还会给

国内企业带来竞争压力， 一方面会促使本地企业提高其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另一

方面也可能挤占国内市场。 Ｌｉ 等 （２００１） ［１７］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发现， ＦＤＩ 对
国内企业不存在显著的竞争效应。

从垂直溢出效应来看， 上游外企可以通过为国内企业提供更高质量的投入和更

先进的设备而产生正向影响， 但高质量的投入也可能意味着更高的价格， 如果国内

企业无法从中获得足够大的收益， 就可能会承受高成本带来的负向影响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０４）。 而下游外企由于对投入品要求较高， 可能会为上游供应商提供技术、 人员

培训、 设备、 原材料和管理等方面的支持， 从而对上游企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Ｌｉａｎｇ （２０１７） ［１８］认为， 由于中国外企多是出口导向型的， 因此 ＦＤＩ 后向溢出效应

比前向溢出效应更显著。 此外， 后向溢出效应还可以通过外企供应商为其他下游企

业提供投入， 进一步产生逆向溢出效应 （Ｍａｒｋｕｓｅｎ ａｎｄ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１９９９） ［１９］。 目前，
仅有少数研究考察了该效应， Ｂｌａｌｏｃｋ 和 Ｇｅｒｔｌｅｒ （２００９） 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证明

存在积极的 ＦＤＩ 逆向溢出效应， 而 Ｊｕｄｅ （２０１６） 发现 ＦＤＩ 对罗马尼亚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存在负的逆向溢出效应。
由于农业企业与工业企业的特点不完全相同， 因而农业 ＦＤＩ 的创新溢出机制与

工业部门的创新溢出会有一定的不同， 主要体现在农业内外资企业在规模和市场分

工上比其他行业的情况更明显。 首先， 我国农业领域吸引的外资， 主要为大型跨国

公司， 这些公司有着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完善的技术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而与

这些跨国公司竞争的国内企业多数为中小规模企业， 难以获得显著的示范效应。 其

次， 随着国内农业企业标准化和规模化发展， 在人才吸引上必然会越来越具有优

势。 同时， 我国农业企业多为中小规模企业， 通常定位于大众化、 普通技术和大宗

农产品的生产加工， 而外商投资企业多为大中型企业， 通常定位于高技术、 新产品

等领域， 二者在市场定位和产业分工中互补性大于竞争性。 最后， 我国农业企业数

量多， 规模较小， 不论前向溢出或后向溢出， 外企都服务于更多的中小农业企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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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 从而使创新溢出更加容易。 国内中小规模企业之间的联系必然比大规模企业

的联系更加复杂， 这也使逆向溢出效应更加容易形成。 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 １。
Ｈ１： 同行业和上下游 ＦＤＩ 均对中国农业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二） 企业吸收能力

企业吸收能力， 即企业识别、 消化和使用外部资源和技术的能力。 目前对于吸

收能力的衡量指标有研发投入、 人力资本、 员工培训投入、 新产品产值和技术差距

等 （Ｊｕｄｅ， ２０１６）， 可以考察企业的学习能力和现有技术水平。 Ｂｌａｌｏｃｋ 和 Ｇｅｒｔｌｅｒ
（２００９） 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发现， 企业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越高， 其从外企

学到的技术越多。 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 高吸收能力可以帮助企业快速适应新

的技术环境， 发现更多机会， 因此吸收能力强的企业可以从 ＦＤＩ 溢出中获益更多。
同理， 在我国农业企业向外企学习的过程中， 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必然更容易学到

新知识和新技术， 因此推断吸收能力可以调节 ＦＤＩ 对中国农业企业创新的溢出效

应。 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 ２。
Ｈ２： ＦＤＩ 对中国农业企业创新的溢出中存在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

二、 数据说明与模型构建

（一）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农业企业的面板数据， 按照行

业代码进行筛选。 首先， 按照 ４ 位行业代码， 将属于 １５０ 个农业及关联产业的企业

筛选出来； 其次， 参考聂辉华等 （２０１２） ［２０］ 的做法， 将各年样本进行匹配； 再次，
借鉴 Ｃａｉ 和 Ｌｉｕ （２００９） ［２１］的做法剔除关键指标 （总资产、 职工人数、 工业总产值

等） 存在缺失值以及不符合会计原则的观测值； 最后， 剔除关键指标的极端值

（前后各 ０ ５％）。 在各变量计算完成后， 将国内农业企业筛选出来， 并转化为平衡

面板数据， 得到了 ４１６ 家企业的 ６ ６５６ 条观测值。
本研究使用的企业专利数据来自于中国专利数据项目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① 公开的将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

配得到的专利数据库。 但该数据库只包括 １９９８—２００９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专利数据，
因此， 本文根据中国专利数据项目公布的匹配方法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国家知识产权

局专利数据库与之前得到的农业企业数据库进行了匹配。
（二） 模型构建与变量赋值

１． ＦＤＩ 溢出效应分解

本文采用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０４） 对水平溢出效应和垂直溢出效应的衡量方法， 该方

法被广泛运用于 ＦＤＩ 溢出效应的研究。 下文中， ｎ ｊ表示行业 ｊ 的外企数， Ｎ ｊ表示行

业 ｊ 的企业总数， Ｓａｌｅｓｉ ｊ ｔ表示 ｔ 年行业 ｊ 企业 ｉ 的销售额， ＴＳ ｊ ｔ为行业 ｊ 的销售总额。
首先， 综合考虑企业外商资本占比和行业内外企市场份额来衡量 ＦＤＩ 水平溢出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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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ｒｉ ｊｔ ＝ ∑
ｉ∈ｎｊｔ

ρｉｊｔ

Ｓａｌｅｓｉｊｔ
ＴＳ ｊｔ

（１）

其中， ρｉ ｊｔ是企业 ｉ 外商资本占总资本的比重。 因此， 水平溢出效应随各外企外

资占比和行业中外企市场份额的增加而增加。
其次， 衡量垂直溢出效应时， 理想状态下应测算国内企业出售给外企或从外企

购买的产出或投入份额。 由于缺乏企业层面的相关信息， 本文使用行业层面变量来

表示垂直溢出效应， 后向溢出效应的代理变量如下：

Ｂａｃｋ ｊｔ ＝ ∑
ｊ≠ｋ

α ｊｋｔ × Ｈｏｒｉｋｔ （２）

其中， α ｊｋｔ为 ｔ 年行业 ｊ 出售给行业 ｋ 的产出占行业 ｊ 总产出的比重， 由国家统

计局 １９９７ 年投入产出表得到， 其中不包括最终消费、 进口以及行业内销售。 通过

捕捉外企与其本地供应商之间的联系， Ｂａｃｋ ｊｔ衡量了下游行业 ｋ 的外资存在。
前向溢出效应是指上游行业中外企产出所占的加权份额。 由于只有在国内市场

销售的中间产品与本研究有关， 因此不包括外企用于出口的产品。 计算方法如下：

Ｆｏｒ ｊｔ ＝ ∑
ｊ≠ｋ

σ ｊｋｔ × Ｈｏｒｉｋｔ （３）

其中， σ ｊｋｔ是 ｔ 年行业 ｋ 对行业 ｊ 的投入占行业 ｊ 总投入的比重， 与 α ｊｋｔ来自同一

投入产出表， 且不包括同行业投入。
现有对 ＦＤＩ 水平溢出效应的研究没有统一的结论， 主要是因为水平溢出效应内

各渠道的相对强度不同， 包括竞争效应、 示范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 因此， 本文建

立针对行业中外企的赫芬达尔指数 ＨＨＩＦ， 将 ＦＤＩ 竞争效应从水平溢出中分离出来：

ＨＨＩＦ ｊｔ ＝ ∑
ｉ∈ｎｊｔ

Ｓａｌｅｓｉｊｔ
ＴＳ ｊｔ

æ

è
ç

ö

ø
÷

２

（４）

对于人员流动效应， 最理想的方法是跟踪每家企业的员工变动情况， 由于数据

限制， 本文参考 Ｊｕｄｅ （２０１６） 的方法， 考察外企与国内企业之间潜在的人员流动

效应：

ｌａｂｏｒ ｊｔ ＝ ∑
ｉ∈ｎｊｔ

Ｌｉｊｔ ／∑
ｉ∈Ｎｊｔ

Ｌｉｊｔ （５）

其中， Ｌｉｊｔ是 ｔ 年行业 ｊ 企业 ｉ 的员工数， ｌａｂｏｒ ｊｔ为行业中外企员工所占的比例，
外企员工占比越多， 行业中人员流动的机会越大， 从而产生知识转移的可能性就

越高。
最后， 参考 Ｂｌａｌｏｃｋ 和 Ｇｅｒｔｌｅｒ （２００９） 的方法， 本文构建以下逆向溢出变量：

ＳＢａｃｋ ｊｔ ＝ ∑
ｋ≠ｊ

σ ｊｋｔ × Ｂａｃｋｋｔ （６）

其中， σ ｊｋｔ表示来自行业 ｋ 的投入占行业 ｊ 总投入的比重， 行业 ｋ 中企业同时也

为其他下游外企提供投入， 从而对行业 ｊ 内企业产生逆向溢出效应。 该变量反映了

从外企的供应商购买产品对企业创新产生的影响， 考察了垂直溢出效应的外部性。
２． 基于企业吸收能力的门槛模型

本文采用 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９９） ［２２］ 的非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来考察 ＦＤＩ 溢出中吸收能

力的调节作用。 以往研究多采用分组经验和交叉项模型， 但前者并不能有效估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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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门槛值， 后者虽可以估计出具体门槛值， 但无法验证所估计门槛值的正确

性。 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９９） 的非动态面板门槛回归建模思路可以很好地弥补前两种方法

的不足， 该方法的原理是， 若依某个变量的特定值对样本进行分组后， 所有子样本

回归的残差平方和最小， 则认为该值为可能的门槛值。 本文设定模型如下：
ｌｎＩＮｉｊｔ ＝ Ｃ ＋ β１ ｌｎ ｌａｂｏｒ ｊｔ ＋ β２ ｌｎＨＨＩＦ ｊｔ ＋ β３ ｌｎ Ｂａｃｋ ｊｔ ＋ β４ ｌｎ Ｆｏｒ ｊｔ ＋ β５ ｌｎＳＢａｃｋ ｊｔ

＋ β６ ＡＣ ｊｔ ＋ δ１ ｌｎ Ｈｏｒｉ ｊｔＩ ＡＣ ｉｊｔ ≤ θ( ) ＋ δ２ ｌｎ Ｈｏｒｉ ｊｔＩ ＡＣ ｉｊｔ ＞ θ( ) ＋ φ Ｘ ｉｊｔ ＋ ｅｉｊｔ （７）
其中， ＩＮｉｊｔ是 ｔ 年企业 ｉ 的专利申请量。 ＡＣ ｊｔ为企业吸收能力， 分别用学习能力

ＡＢＣ 和技术差距 ＧＡＰ 表示， Ｉ （·） 为指标函数， θ 为待估算门槛值， ｅｉｊｔ为随机扰

动项。 Ｈｏｒｉ 为核心解释变量， 可以测算示范效应中吸收能力的门槛值。 由于无法同

时设定多个核心解释变量， 在实际操作中， 本文还分别以人员流动效应、 竞争效

应、 前向溢出效应、 后向溢出效应和逆向溢出效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考察吸收能

力在其他 ５ 种溢出途径中的门槛效应。 由于公式原理相同， 只将核心解释变量进行

了替换， 为节省篇幅， 文中并未将其余 ５ 个公式列出。 Ｘ ｉｊｔ是一组控制变量， 包括

企业年龄、 是否参与出口、 市场集中度、 固定资产合计、 研发投入、 工资总额、 员

工数、 专利申请优惠政策、 地方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和企业规模。
参考邓颖翔等 （２００９） ［２３］的研究， 本文分别用因子分析法和技术差距来测算企

业的吸收能力。 选取企业职工教育费、 研究开发费和近三年新产品产值作为衡量指

标， 从识别、 吸收和应用三个维度运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企业吸收能力， 下文称之为

学习能力。 通过学习能力考察企业对新知识的学习和应用能力， 而企业现有技术水

平也会影响 ＦＤＩ 的溢出效应， 参考 Ｈａｍｉｄａ 和 Ｇｕｇｌｅｒ （２００９） 的做法， 本文用以下

公式计算技术差距：
ＧＡＰ ｉｊｔ ＝ ＬＰ ｉｊｔ ／ ｍａｘ （ＬＰ ｉｊｔ） （８）

其中， ＬＰ ｉｊｔ为 ｔ 年行业 ｊ 企业 ｉ 的劳动生产率， ｍａｘ （ＬＰ ｉｊｔ） 为 ｔ 年行业 ｊ 企业 ｉ
劳动生产率的最大值， ＧＡＰ ｉｊｔ值越大， 表示企业技术差距越小， 吸收能力越强。

３． 异质性分析： 外企类型和区域效应

跨国公司通过收购、 兼并或绿地投资， 在东道国建立合资或独资企业进行直接

投资。 其选择建立合资企业通常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本地市场， 因此， 合资企业主要

从本地购买投入品， 而独资企业更倾向于进口投入品，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０４） 的研究表

明， 拉脱维亚超过 ５０％的合资企业都从本地购买投入品， 而只有 ９％的独资企业这

样做。 同样， 独资企业多为出口导向型， 而上游合资企业主要供应本地市场， 与国

内企业有更多的接触机会。 此外， 同行业的合资企业也更有可能与国内企业产生交

流或竞争， 国内资本占比大使跨国公司防止技术泄露和控制人员流动的难度加大。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外企对国内企业 ＦＤＩ 溢出效应的区

别， 分别对行业中各渠道两种外资的代理变量进行定义。 例如， 行业中外商独资企

业后向溢出效应的计算方法为：

ＷＢａｃｋ ｊｔ ＝ ∑
ｊ≠ｋ

α ｊｋｔ × ∑
ｎｋｗ

ｉ ＝ １
（ＷＯｉｋｔ × Ｓａｌｅｓｉｋｔ） ／∑

Ｎｋ

ｉ ＝ １
Ｓａｌｅｓｉｋｔ[ ]{ } （９）

其中， α ｊｋｔ是 ｔ 年行业 ｊ 出售给行业 ｋ 的产出占行业 ｊ 总产出的比重， ＷＯｉｋｔ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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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独资企业的虚拟变量， 若 ｔ 年下游行业 ｋ 中的外企 ｉ 是外商独资企业， 则 ＷＯ 取

１， 反之取 ０。 ｎｋｗ 表示行业 ｋ 中的外商独资企业数， Ｎｋ 为行业 ｋ 的企业总数，
Ｓａｌｅｓｉ ｋ ｔ表示 ｔ 年行业 ｋ 企业 ｉ 的销售额。 中外合资企业后向溢出以及其他溢出途径

的计算方法与此类似。
ＦＤＩ 溢出效应还受到国内企业与外企间地理距离的影响， 随着地理距离的增

加， 溢出效应逐渐减弱 （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 １９９８） ［２４］。 当企业距离溢出来源较近时， 其进

行模仿和交流的成本大大降低， 同时， 企业间的人员流动也更容易在区域内发生。
受运输成本的限制， 垂直溢出主要发生在同一区域内， 为了争夺市场和有限的资

源， 竞争效应在区域内也更容易被激发出来。 由于中国农业企业分布有较强的区域

性， 外企所处区域往往是农业生产或农产品销售的集中区域， 同省农业企业在生产

环境等方面都类似， 而位于外省的企业， 其生产条件和市场特点等都不一样。
为了研究区域效应对 ＦＤＩ 溢出的影响， 本文分别计算了省内外各 ＦＤＩ 溢出变

量。 例如， 省内水平溢出的计算方法如下：

ＲＨｏｒｉ ｊｒｔ ＝ ∑
ｎｊｒ

ｉ ＝ １
（ρｉ × Ｓａｌｅｓｉｔ） ／∑

Ｎｊ

ｉ ＝ １
Ｓａｌｅｓｉｔ （１０）

其中， ｎ ｊｒ为 ｔ 年地区 ｒ 行业 ｊ 中的外企数， Ｎ ｊ为 ｔ 年行业 ｊ 中的企业总数， ρｉ是

企业 ｉ 外商资本占总资本的比重， Ｓａｌｅｓｉｊｔ表示 ｔ 年行业 ｊ 企业 ｉ 的销售额， ＲＨｏｒｉ ｊｒｔ为
行业 ｊ 中省内外企销售额占全国企业总销售额的比重。

三、 实证结果

（一） 企业吸收能力及 ＦＤＩ 溢出效应

本文对式 （７） 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如表 １ 所示， 可以发现上下游和同行业

ＦＤＩ 均对农业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溢出效应， 其中， 示范效应、 人员流动效应、 前向

溢出效应和逆向溢出效应中存在吸收能力门槛， 验证了假设 Ｈ１ 和假设 Ｈ２。
从表 １ 可以看到， ＦＤＩ 对国内农业企业创新有显著的负向示范效应， 该结果与

前人研究基本一致， 表明外企有强烈的动机防止其知识和技术泄露给本地竞争对

手， 或国内企业没有足够的能力获取外企溢出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０４）。 另外， 由于农业

内外资企业存在相对分工， 企业间产品相似度较低 （Ｂａｒｒｉｏ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ｂｌ， ２００２） ［２５］，
使国内企业难以从中获得正向的示范效应。 外企进入还会使国内企业产生一定的技

术依赖， 减少自主创新。 同时， 示范效应中存在技术差距单门槛， 技术差距越小，
ＦＤＩ 通过示范效应对企业创新产生的负向影响越小。

ＦＤＩ 人员流动效应可以促进国内农业企业创新。 由于外企对人力资本的投入较

大， 且其员工培训中新知识含量比国内企业更高， 因此， 外企员工向国内企业的流

动会带来新知识， 从而提高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 尽管国内企业通常需要提供较高

的薪酬吸引外企员工， 但仍比内部开展培训的成本低。 这与 Ｆｏｓｆｕｒｉ 等 （２００１） 的

结论一致， 人员流动效应为企业带来的溢价超过了高额工资带来的损失。 此外， 国

内企业学习能力对人员流动效应有调节作用， 对于学习能力较强的企业， 人员流动

效应对创新产生的溢价将会更高， 说明企业提高对研发或人力资本的投入会使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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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内部更易传播， 从而更加充分地利用高技术员工带来的新知识。 同时由于外

企多为出口导向型 （总样本中有 ４７％的农业外企出口密集度超过 ５０％）， 与国内企

业的直接竞争较少， 所以并未产生显著的竞争效应。

表 １　 ＦＤＩ溢出效应与吸收能力

门槛变量 ＧＡＰ ＡＢＣ
核心变量 Ｈｏｒｉ ＳＢａｃｋ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 ＳＢａｃｋ

θ ０ ０８４９∗∗ ０ ６１９９∗∗ ０ ３４５１∗ ０ ３４５１∗∗ ０ ３４５１∗

Ｈｏｒｉ
－０ １４１∗∗∗ －０ １３４∗∗∗ －０ １３６∗∗∗ －０ １４８∗∗∗

（－３ １２） （－２ ９２） （－２ ９７） （－２ ９０）

ｌａｂｏｒ ０ １７６∗∗∗ ０ １７５∗∗∗ ０ １５９∗∗∗ ０ １６５∗∗∗

（３ ７５） （３ ７７） （３ ５１） （３ ６０）

ＨＨＩＦ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６

（１ ２３） （０ ９２） （１ ２３） （０ ９９） （１ １９）

Ｂａｃｋ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３∗∗

（－１ ８１） （－１ ９１） （－２ ２２） （－２ ０２） （－２ ２３）

Ｆｏｒ
０ １５５ ０ ２１１ ０ １３０ ０ １０８

（０ ８８） （１ １３） （０ ８１） （０ ７５）

ＳＢａｃｋ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２ ３３） （－２ ２３） （－２ ３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区间 １
－０ ２４８∗∗∗ －０ ００１ ０ １４７∗∗∗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３∗∗

（－３ ７４） （－１ ５６） （３ ３３） （－０ ２７） （－２ ２６）

区间 ２
－０ １２２∗∗∗ －０ ００６∗∗∗ ０ ２９１∗∗ １ ２５０ ０ ００３

（－２ ８４） （－２ ８０） （２ ４３） （１ １８） （０ ４６）
Ｎ ６ ６５６ ６ ６５６ ６ ６５６ ６ ６５６ ６ ６５６
Ｒ２ ０ ０１２０ ０ ０１２９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１２３
Ｆ ２ ４６ ２ ４７ ２ ３２ ２ ３５ ２ ２９

注： 括号内数字为 ｔ 值；∗、∗∗和∗∗∗分别表示在 ０ １、 ０ ０５ 和 ０ ０１ 水平下显著； 限于篇幅， 控制变量结果未列
示； 下表同。

外企还会对国内农业企业创新产生显著为负的后向溢出效应和逆向溢出效应，
使用滞后项的回归结果表明还存在滞后一期 ＦＤＩ 前向溢出效应， 且其系数显著为

正。 其中， 负的后向溢出效应源于外企进入引起当地要素价格上涨， 从而增加了国

内企业创新成本。 同时由于国内农业企业主要供应国内市场 （总样本中 ８９％的国

内农业企业出口密集度小于 ５０％）， 但外企更倾向于进口投入品， 而非从本地购

买， 引致了有限的 ＦＤＩ 后向溢出效应 （Ｌｉａｎｇ， ２０１７）。
下游外企还会通过逆向溢出效应对下游国内农业企业创新产生消极影响。 该效

应同时受企业学习能力和技术差距的影响， 只有学习能力较弱或技术差距较小的企

业会受逆向溢出效应的影响。 一方面， 由于下游外企通常对上游供应商的产品质量

要求较高， 从而造成投入品价格上涨， 增加了下游国内企业的创新投入成本； 另一

方面， 一些外企与其供应商签订 “排他性条款” 也使下游国内企业难以从逆向溢

出中获益 （Ｌｉｎ ａｎｄ Ｓａｇｇｉ， ２００７） ［２６］。 学习能力较弱的国内农业企业研发投入水平

较低， 因此更易受创新成本上升的影响。 而技术差距较小的国内农业企业， 其投入

更有可能与外企来自同一供应商， 因此更易受逆向溢出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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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ＤＩ 可以使国内农业企业创新产生积极的前向溢出效应， 但存在滞后效应。 与

下游企业不同， 上游外企不会有意地向下游企业转移知识， 因此很难对国内企业创

新产生及时的促进作用， 企业需要一定时间适应高技术含量投入品， 进而创造出新

的产品和技术。
（二） 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溢出效应比较

不同类型外企溢出的估计结果如表 ２ 和表 ３ 所示， 为节省篇幅， 表中仅列出存
在吸收能力门槛的溢出途径门槛估计结果， 表 ３ 中其余变量估计结果与表 ２ 一致。
可以看到， 外商独资企业对国内农业企业创新只存在显著的负向示范效应， 且受技

术差距的调节， 只有技术差距较大的国内企业会受到独资企业负向示范效应的影

响， 对于这部分企业， 外商独资企业比合资企业的示范效应更大， 由于独资企业可

能拥有更先进的技术， 他们没有选择合资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防止技术泄露， 技术

差距较大的国内企业更易产生技术依赖， 因此容易受负向示范效应的影响。 而中外

表 ２　 不同类型外企 ＦＤＩ溢出结果 （门槛变量 ＧＡＰ）
核心变量 独资 Ｈｏｒｉ 合资 ｌａｂｏｒ 合资 ＨＨＩＦ

θ

Ｈｏｒｉ

ｌａｂｏｒ

ＨＨＩＦ

Ｂａｃｋ

Ｆｏｒ

独资

合资

独资

合资

独资

合资

独资

合资

独资

合资

０ ０８４９∗∗ ０ ０８４９∗∗ ０ ０８４９∗∗

－０ １０９ －０ ０９８
（－１ １４） （－１ ０１）

－０ １４１∗∗ －０ １４２∗∗ －０ １２９∗∗

（－２ ４０） （－２ ４０） （－２ ２２）
０ ０９０ ０ １０４ ０ ０７４

（０ ７５） （０ ８８） （０ ６０）
０ １７６∗∗∗ ０ １６４∗∗∗

（３ ５８） （３ ４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

（０ ２９） （０ ２５）（０ ２８）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４∗

（１ ６２） （１ ６７）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６ ０ ０５２

（０ ８７） （０ ９０） （１ ２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９

（－０ ８６） （－０ ９７） （－０ ９５）
０ １７９ ０ １８６ ０ １６０

（０ ８１） （０ ８５） （０ ７４）
－０ ２１０ －０ ２３５ －０ ２３０

（－０ ６１） （－０ ６８） （－０ ６６）
控制变量

区间 １

区间 ２

Ｎ

Ｒ２

Ｆ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０ ３２５∗∗∗ 　 ０ ０９０∗∗ 　 －０ ０４８∗∗ 　

（－２ ７４） （２ ０６） （－２ ３０）

－０ ０５７ ０ １９４∗∗∗ ０ ０７８∗∗

（－０ ５９） （３ ６４） （２ ４９）

６ ６５６ ６ ６５６ ６ ６５６

０ ０１１７ ０ ０１２１ ０ ０１３３

１ ９１ １ ９０ １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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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企业对国内农业企业也存在显著为负的示范效应， 受谨慎思维的影响， 外国投

资者不会一开始就将其最先进的技术引入到合资企业中， 以防止或推迟其合资伙伴

转化为竞争对手。 此外， 中外合资企业还会通过人员流动效应促进国内农业企业创

新， 对于技术差距较小或学习能力较强的国内企业， 其促进作用更大。 同时， 中外

合资企业也会与国内农业企业产生竞争， 技术差距较大的国内企业被挤出市场； 而

技术差距较小的企业可以在与合资企业的竞争中获得激励， 从而促进企业创新。

表 ３　 不同类型外企 ＦＤＩ溢出结果 （门槛变量 ＡＢＣ）

核心变量 合资 ｌａｂｏｒ 合资 ＨＨＩＦ

θ

区间 １

区间 ２

Ｎ

Ｒ２

Ｆ

０ ３４５１∗∗∗ ０ ３４５１∗∗

０ １４１∗∗∗ －０ ５１０

（３ １２） （－１ ４１）

０ ３５９∗∗ １ ２０７

（２ ２６） （０ ５２）

６ ６５６ ６ ６５６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１１９

１ ７５ １ ７８

（三） ＦＤＩ 溢出的区域效应

表 ４ 和表 ５ 为省内外 ＦＤＩ 溢出结果， 表 ５ 同样只列出存在学习能力门槛的溢出

渠道， 其余变量结果与表 ４ 一致。 由于省内外企与本地企业接触较多， 因此更易产

生溢出效应， 距离较近的本地企业先接收到溢出， 再将其扩散到其他地区。 首先，
省内外 ＦＤＩ 均对国内农业企业有显著的示范作用， 不同的是， 省外 ＦＤＩ 产生负向示

范效应， 且受技术差距的影响， 技术差距较小的国内企业受负向影响较小； 而省内

ＦＤＩ 只对学习能力较强的国内企业有正向示范效应， 且其作用比省外 ＦＤＩ 更大， 好

的学习能力和较近的地理位置都有利于从外企获得正向创新溢出效应， 而缩小技术

差距可以减少来自省外 ＦＤＩ 的负向示范效应。 其次， 省内 ＦＤＩ 的人员流动效应也受

学习能力的影响， 学习能力较强的企业可以通过吸引省内外企员工获得正向溢出效

应， 而省外外企员工流入对所有国内企业都可以产生正向人员流动效应， 但其影响

比省内 ＦＤＩ 小， 当一个员工离开外企到国内企业工作时， 很有可能会选择同一地区

的企业， 因此， 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更容易吸引到省内外企员工， 而省外员工流入

多是由于高工资或福利的吸引，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的创新成本， 从而使总

正向溢出减少。 此外， 省内 ＦＤＩ 还会对国内农业企业产生显著的竞争效应和前向溢

出效应。 由于省内外企进入挤占了国内企业市场份额， 提高了当地要素价格， 从而

对国内农业企业创新产生负的竞争效应， 但这种负向竞争效应较小。 对于学习能力

较强的国内企业， 省内上游外企会对其产生积极的前向溢出效应， 考虑到运输成本

的限制， 国内企业通常会从当地购买投入品， 而学习能力较强的企业可以迅速将复

杂的投入品融入到生产中， 从而促进了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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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省内外 ＦＤＩ溢出效应 （门槛变量 ＧＡＰ）

核心变量 省外 Ｈｏｒｉ 省外 ｌａｂｏｒ
θ

Ｈｏｒｉ

ｌａｂｏｒ

ＨＨＩＦ

Ｂａｃｋ

Ｆｏｒ

省内

省外

省内

省外

省内

省外

省内

省外

省内

省外

０ ０８４９∗ ０ ０８４９∗

０ １１２ ０ １０７
（０ ７６） （０ ７４）

－０ １９１∗∗∗

（－３ ２５）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３

（０ ２８） （０ ２４）
０ ２００∗∗∗

（３ ９６）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７∗

（－１ ９３） （－１ ９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１ １１） （－１ １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０ ３５） （０ ３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２９） （－０ １５）
０ ３３４ ０ ３２８

（０ ６７） （０ ６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 （－０ ０２）
控制变量

区间 １

区间 ２

Ｎ
Ｒ２

Ｆ

Ｙｅｓ Ｙｅｓ
－０ ２９８∗∗∗ 　 ０ １３１∗∗∗

（－３ ７０） （２ ９７）
－０ １５６∗∗∗ ０ ２２５∗∗∗

（－２ ８６） （４ ０５）
６ ６５６ ６ ６５６

０ ０１２６ ０ ０１３２
２ ０４ ２ ０３

表 ５　 省内外 ＦＤＩ溢出效应 （门槛变量 ＡＢＣ）

核心变量 省内 Ｈｏｒｉ 省内 ｌａｂｏｒ 省内 Ｈｏｒｉ 省内 ｌａｂｏｒ
θ

区间 １

区间 ２

Ｎ
Ｒ２

Ｆ

０ ３４５１∗ ０ ３４５１∗∗ ０ ３４５１∗ 　 ０ ３４５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４ －０ ２０７
（０ ０８） （－０ ３５） （－０ １０） （－１ １５）
０ ６９０∗ ０ ６６１∗ ２ ９２８∗ １ ２２５

（１ ７５） （１ ８５） （１ ６６） （０ ７４）
６ ６５６ ６ ６５６ ６ ６５６ ６ ６５６

０ ０１３３ ０ ０１７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３２
２ ０１ ２ ０６ １ ９８ １ ９８

四、 结论与启示

（一） 结论

本文考察了 ＦＤＩ 对中国农业企业创新的多种溢出效应， 对传统的水平溢出效应

和垂直溢出效应进行分解， 并进一步考察了逆向溢出效应。 利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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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企业平衡面板数据， 建立门槛模型， 考察了吸收能力对 ＦＤＩ 溢出效应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总体来看， ＦＤＩ 对我国农业企业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 但不

同渠道的溢出效应有明显差异。
第一， ＦＤＩ 对农业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负向示范效应和正向人员流动效应， 且这

两种溢出效应都受吸收能力的影响， 企业吸收能力越强， 获得的正向溢出效应越多。
对于技术差距较小的国内企业， 外企带来的正向人员流动效应要超过负向示范效应，
即总水平溢出效应为正， 而技术差距较大的企业， 其接收的总水平溢出效应为负。

第二， 下游外企除对其本地供应商产生负向影响外， 还会通过逆向溢出效应， 抑制

其他技术差距较小、 学习能力较弱的下游国内农业企业创新。 因此， 农业企业创新不应

依赖于下游外企的技术支持， 而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上游外企对农业企业存在滞后正

向溢出效应， 但对学习能力较强、 地理位置较近的国内企业溢出不存在滞后效应。
第三， 不同类型外企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同， 外商独资企业只产生负的示

范效应， 而中外合资企业虽有负的示范效应， 但强度比独资企业小， 同时还会带来

正向人员流动效应， 国内企业吸收能力越强， 其促进作用越大。 中外合资企业对技

术差距较小的农业企业有积极的竞争效应， 而对技术差距较大的企业存在负的竞争

效应， 企业可以通过缩小其技术差距， 避免被同行业外企挤出市场。
第四， 省内外企对国内农业企业存在负向竞争效应， 但对学习能力较强的本地

企业会产生正向示范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 且其影响远大于负向竞争效应。 此外，
省内上游外企也会对下游学习能力较强的本地企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而省外 ＦＤＩ
对国内农业企业有负向示范效应和正向人员流动效应， 对于技术差距较小的企业，
省外 ＦＤＩ 产生的正向影响更强。

（二） 启示

第一， 总体来看， 外商投资企业对国内农业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 这

与很多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 为此， 政府对于外资进入应持积极态度， 应鼓励外企

发展， 从而推动全社会的技术创新。
第二， 政府应致力于鼓励国内企业自主创新。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与外企技术

差距越小的国内企业， 其获得的正向溢出效应越大， 这也说明国内农业企业应提高

自身技术水平， 缩小与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距离。 同时， 企业对研发和员工培训投

入越多， 其学习能力越强， 通过学习能力的调节， 正向效应也会越大。 有学者提出

应鼓励外企从本地企业购买投入品从而获得积极溢出， 然而这在发展中国家并不适

用， 因为实践表明外企更倾向进口质量更高的中间投入品， 从而对国内供应商产生

挤出效应。 而上游外企投入更好的设备和技术可以促进国内农业企业创新， 因此，
开放国内市场、 减少对 ＦＤＩ 的限制可能会促进农业企业创新。

第三， 政府应鼓励外商建立中外合资企业， 同时鼓励国内企业更多地进入农业

下游领域。 由于中外合资企业虽有负的示范效应， 但其影响要小于独资企业， 同时

合资企业还会带来正向人员流动效应， 因此政府应鼓励外企与国内农业企业的技术

合作， 加强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以促进员工流动， 从而使国内企业获得正向溢出效

应。 另外， 由于负向溢出大量来源于下游外企， 而上游外企可以对农业企业创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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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正向溢出， 因此可通过为中小企业制定发展计划、 提供信贷手段和减税措施、 创

建工业园区等来鼓励国内新企业进入下游行业。
第四， 对于国内农业企业来说， 应根据需要， 积极吸引有外企工作经验的劳动

力。 对于学习能力较强的国内农业企业， 由于省内人员流动对其产生的正向溢出效

应更大， 因此， 应特别关注和吸引当地人才， 同时从上游外企购买高质量投入品和

设备也会对企业创新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而对于学习能力较弱的企业， 可以通过增

加研发和人员培训投入来提升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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