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ＦＤＩ 质量特征对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影响研究

胡雪萍　 　 许　 佩

摘要：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其质量特

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以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年中国 ３０ 个省、 直

辖市、 自治区为研究样本， 研究五个不同 ＦＤＩ 质量变量 （ＦＤＩ 盈利能力、 ＦＤＩ 管理

水平、 ＦＤＩ 技术水平、 ＦＤＩ 出口能力和 ＦＤＩ 规模）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研究

结果表明： 盈利能力强的 ＦＤＩ 能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可或缺的资本要素进而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 管理能力强的 ＦＤＩ 具有完善健全的管理体系， 能合理有效地分配

资源，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助于国内企业以承担最小成本

和风险的方式来提升自身技术水平， 推动创新型经济发展； ＦＤＩ 出口能力并未显著

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与当前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和质量有关； 大规模 ＦＤＩ 流入

杠杆高的房地产行业以及污染严重的交通运输和电力生产行业， 显著抑制了经济高

质量发展； 各 ＦＤＩ 质量特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东、 中、 西部地区呈现出不

同的规律。 因此， 本文建议侧重引进盈利能力强、 管理能力强、 技术水平高的

ＦＤＩ。 同时， 应因地制宜， 在不同地区侧重引进不同质量特征的 ＦＤＩ， 从而更好地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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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攻坚期， 如何实现向

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过渡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高质量发展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体现了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 （景
维民等， ２０１９） ［１］。 在开放型经济中， ＦＤＩ 质量必然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高低。
由于不同类型的 ＦＤＩ 在来源地、 投资目的、 技术水平、 管理经验和研发能力等方面的

不同， 其在质量上的差异是显然存在的 （郭熙保和罗知， ２００９） ［２］。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 ＦＤＩ 与经济发展的效率、 结构和绿色发展等因果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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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有学者将 ＦＤＩ 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进行深入探讨。 究其原因， 一方

面， 由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丰富， 其概念界定尚未统一， 且现阶段也没有一套

统一的指标体系对其进行评价； 另一方面， ＦＤＩ 质量比 ＦＤＩ 数量更难量化， 数据更

难获得。 但是， 在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背景下，
从 ＦＤＩ 质量角度切入， 探讨不同 ＦＤＩ 质量特征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因果关

系尤为重要。 本文从 ＦＤＩ 盈利能力、 ＦＤＩ 管理能力、 ＦＤＩ 技术水平、 ＦＤＩ 出口能力

以及 ＦＤＩ 实际规模五个方面考察各 ＦＤＩ 质量特征对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影响， 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文献述评。
一是经济发展的效率方面。 效率体现在 ＧＤＰ 总量增加、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以

及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提升上 （王薇和任保平， ２０１５） ［３］。 ＦＤＩ 的规模效应和技

术效应是促进 ＧＤＰ 增长的核心因素 （刘宏和李述晟， ２０１３［４］；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５］；
Ｓｉｌａｊｄｚｉｃ ａｎｄ Ｍｅｈｉｃ， ２０１６［６］； Ｋｈａｎ ａｎｄ Ｍｅｈｂｏｏｂ， ２０１４［７］）。 技术是全要素生产率提

升的动力引擎 （杨向阳和童馨乐， ２０１３） ［８］， ＦＤＩ 技术外溢有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

转变 （洪银兴， ２０００［９］； 赵文军和于津平， ２０１２［１０］ ）， 且技术外溢通过不同机制

会形成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 进而对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 （傅元海等，
２０１０） ［１１］。 ＦＤＩ 能否发挥技术效应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依赖于发

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 （代谦和别朝霞， ２００６） ［１２］。 何兴强等 （２０１４） ［１３］ 指出，
现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还没有达到有效吸收 ＦＤＩ 先进技术的水平，
ＦＤＩ 并没有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可见， ＦＤＩ 有利于提升经济发展效率，
但受限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

二是经济发展的结构方面。 结构体现在要素分布、 区域和产业结构发展上

（陶静和胡雪萍， ２０１９） ［１４］。 大规模 ＦＤＩ 给东道国带来了生产所需的资本要素， 从

而形成规模经济并促进资本积聚。 同时， ＦＤＩ 技术外溢有助于本土企业的技术创

新。 因此， ＦＤＩ 有助于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转型升

级 （文东伟等， ２００９） ［１５］。 由于不同产业的生产结构与比较优势不同， ＦＤＩ 对不同

产业的影响也呈现出不同的规律。 王燕飞和曾国平 （２００６） ［１６］ 发现， ＦＤＩ 能够促进

第二产业就业及就业人口非农化， 但对第三产业的影响不足， 不利于中国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转移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人力资源是 ＦＤＩ 技术溢出的载体， 学习模仿

ＦＤＩ 的先进技术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 ＦＤＩ 发生作用有一定的滞后性 （陈建军等，
２００９） ［１７］。 曲秋霞 （２０１０） ［１８］ 发现， 第三产业的 ＦＤＩ 对 ＧＤＰ 的增长存在滞后性，
而第一、 二产业当年 ＦＤＩ 对 ＧＤＰ 增长的影响要超过上期 ＦＤＩ 的影响。 可见， ＦＤＩ
有助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但在不同产业中表现差异较大。

三是经济绿色发展方面。 绿色发展要求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胡鞍钢和周绍

杰， ２０１４） ［１９］。 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围绕 “污染天堂” 假说展开， 大量学者对该假

说进行了实证检验， 但并未得出一致结论。 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环境规制较弱， 污

染成本较低， 发达国家将污染产业转移至中国， 加剧了中国环境污染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２０］。 李斌等 （２０１６） ［２１］研究发现， ＦＤＩ 既不利于绿色技术进步也未能有

效提升绿色技术效率。 但是， 部分学者认为 “污染天堂” 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

２３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



许和连和邓玉坪 （２０１２） ［２２］研究了中国省域 ＦＤＩ 和环境的空间关系， 发现 ＦＤＩ 高值

集聚区一般是中国环境污染的低值集聚区， ＦＤＩ 低值集聚区却是中国环境污染的高

值集聚区。 在以中国城市为样本进行研究时， 聂飞和刘海云 （２０１５） ［２３］ 依然发现

ＦＤＩ 进入有利于改善城市环境， 可见 ＦＤＩ 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综上， 已有研究集中探讨了 ＦＤＩ 对经济发展的效率、 结构、 绿色等具体某一方

面的影响， 且主要基于 ＦＤＩ 技术效应、 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的角度。 相比之下， 有

关 ＦＤＩ 质量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十分匮乏。 郭熙保和罗知 （２００９） 在基

准计量模型中引入了包含 ＦＤＩ 规模、 ＦＤＩ 投资比重、 ＦＤＩ 出口能力以及 ＦＤＩ 技术水

平四个维度的 ＦＤＩ 质量因素， 发现 ＦＤＩ 质量直接影响着 ＦＤＩ 对中国 ＧＤＰ 增长的程

度和方向。 在同样的 ＦＤＩ 质量指标体系下， 邹建华和韩永辉 （２０１３） ［２４］发现 ＦＤＩ 质
量对珠三角地区 ＧＤＰ 增长率有显著正向影响。 白俊红和吕晓红 （２０１７） ［２５］ 构建了

包含 ＦＤＩ 盈利能力、 ＦＤＩ 科技水平、 ＦＤＩ 管理水平、 ＦＤＩ 实际规模以及 ＦＤＩ 出口能

力五个方面的综合 ＦＤＩ 质量指标， 并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 发

现综合 ＦＤＩ 质量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可见， 即使有学者开始从

ＦＤＩ 质量角度切入， 但现有研究仍局限于研究 ＦＤＩ 质量对经济发展某一方面的影响。
五大发展理念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不谋而合， 包含了经济发展的结构、 效

率以及可持续性等方面 （景维民等， ２０１９）。 基于此， 本文从五个 ＦＤＩ 质量特征出

发， 考察各 ＦＤＩ 质量特征对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与以往

文献的区别在于： 第一， 本文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发展的某一方面 （效率、 结构

等）， 而是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并从五大发展理念角度切入， 构建综合

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指标， 为现阶段中国经济转型提供参考依据； 第二， 借

鉴白俊红和吕晓红 （２０１７） 对 ＦＤＩ 质量特征的分类， 本文分析各项 ＦＤＩ 质量指标

而非整体 ＦＤＩ 质量指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同影响。

一、 理论机制分析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不

谋而合， 本文将基于五大发展理念， 阐述 ＦＤＩ 质量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

机制。
高质量 ＦＤＩ 促进创新发展。 技术创新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且资金回收周期

长、 风险高。 通过学习和模仿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具有成本最小、 风险最低的显著

优点。 本土企业通过学习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 有助于提高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
另外， 技术水平高的外资企业对中间产品的技术要求也比较高， 有助于倒逼本土企

业进行研发创新， 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进行新一轮的技术革命。 ＦＤＩ 盈利能力越

强， 代表企业经济实力越强， 有足够资金购买用于科技创新的高科技产品， 从而进

一步促进创新发展。 管理能力强的外资企业拥有完善的管理体系和激励机制， 这有

利于提高员工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多利润。 企业有更多资金投入到研发

活动中， 从而促进创新发展。
高质量 ＦＤＩ 促进协调发展。 ＦＤＩ 的产业导向政策和区域导向政策可以加速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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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各地区间的要素流动， 平衡区域间的经济发展。 如果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引

进高质量的 ＦＤＩ， 则 ＦＤＩ 的高盈利能力在使企业自身获利的同时也会增加当地政府

税收。 政府税收增加可以改善当地基础设施水平， 这又会吸引高质量 ＦＤＩ， 进一步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形成良性循环， 缩短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大规模的 ＦＤＩ 可以缓

解资金缺口问题， 扩大就业， 加速要素在不同地区间的流动。 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最终必然会使要素在各个地区的回报趋于相等， 进一步缩小不同地区间的贫富差

距。 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 管理经验会产生正的外部性， 有助于带动当地企业群的快速

发展， 从而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高质量 ＦＤＩ 促进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依据波特假

说， 技术水平高的外资企业率先进行生产创新，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强企业核心竞

争力。 本土企业为了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也会投入大量研发资金， 进行节能减

排创新。 另外， 管理水平高的外资企业管理层更倾向于制定积极承担环境责任的管

理决策， 给本土企业起到示范作用， 带动更多企业积极承担环境责任。 ＦＤＩ 实际规

模越大， 越容易形成规模经济， 有助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突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ＥＫＣ） 的临界值， 从而实现绿色发展。
高质量 ＦＤＩ 促进开放发展。 中国的出口贸易主要依靠劳动力比较优势， 但中国

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 长期依靠低劳动成本的出口优势难以为继。 外资企业的

技术外溢以及对员工的职业培训有助于本土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 从而使得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成为国际贸易中新的比较优势， 实现产品出口结

构转型升级。 ＦＤＩ 的出口能力强， 有助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 从而进一步扩大对

外开放规模。
高质量 ＦＤＩ 促进共享发展。 共享经济的本质是经济成果人人共享， 其前提条件

是经济的发展。 ＦＤＩ 的实际规模越大， 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越高， 就业率越高。 就

业是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能够有效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 技术水平越高的外资企

业对员工素质的要求越高， 因而会对企业员工进行职业培训。 职业培训是教育的另

一表现形式， 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 ＦＤＩ 的盈利能力能够带动当地经济的发

展， 增加当地政府的收入。 政府收入增加就会有更多资金投入到改善民生的各项基

础设施建设中， 包括公路的修建、 公共医疗保障、 教育的投入等， 有助于人人共享

经济发展的红利。

二、 研究方法、 模型和数据

（一） 实证研究设计

本文秉承五大发展理念， 据此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 以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年中国

３０ 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为样本①， 分析 ＦＤＩ 盈利能力 （ ｐｒｏｆｉｔ）、 ＦＤＩ 管理水平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ＤＩ 技术水平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ＤＩ 出口能力 （ ｅｘｐｏｒｔ） 以及 ＦＤＩ 规模

（ｓｃａｌｅ） 如何影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首先， 设计一般静态模型初步分析各 ＦＤＩ 质

４３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

①不包括西藏自治区、 台湾省、 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量变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果关系； 其次， 考虑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态规律及

ＦＤＩ 质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设计差分 ＧＭＭ 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
一般静态实证模型为：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ｔ ＝ α０ ＋ α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ｔ ＋ α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ｔ ＋ α３ ｈｃｉｔ ＋ α４ ｅｒｉｔ

＋ α５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ｔ ＋ α６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 ＋ α７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ｔ ＋ λ ｉ ＋ ｕｔ ＋ εｉｔ （１）
差分 ＧＭＭ 实证模型为：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ｔ ＝ β０ ＋ β１ 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ｔ ＋ β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ｔ ＋ β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ｔ

＋ β４ ｈｃｉｔ ＋ β５ ｅｒｉｔ ＋ β６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ｔ ＋ β７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

＋ β８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ｔ ＋ λ ｉ ＋ ｕｔ ＋ εｉｔ （２）
其中， 下标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省份和时间；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代表了五种 ＦＤＩ 质量变量，

包括 ＦＤＩ 盈利能力 （ｐｒｏｆｉｔ）、 ＦＤＩ 管理水平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ＤＩ 技术水平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 ＦＤＩ 出口能力 （ ｅｘｐｏｒｔ） 以及 ＦＤＩ 规模 （ ｓｃａ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表示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表示国内固定投资； ｈｃ 表示人力资本水平； ｅｒ 表示环境规制

水平；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表示产业结构； ｅｘｐｅｎｄ 表示当地财政支出；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表示人口增长

率； εｉｔ 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 变量设计与数据来源

１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设定

本文以五大发展理念为理论依据， 从五个方面设立量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

体系。
（１） 创新发展指标。 坚持创新发展， 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

置，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 科技创新、 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 新增长理

论表明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而知识是技术创新、 理论创新、 文化创新等的

源泉。 一方面， 创新需要消耗大量人力和物力， 是生产成本的一种表现形式； 另一

方面， 对各种创新成果最直接的保障以及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力的方式是对专利的保

护。 本文选取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以及研发经费支出来衡量创新发展水平。
（２） 协调发展指标。 协调发展强调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

及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各主体间协调发展必须依

靠资金、 人员和其他要素的流动。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借鉴白俊红和蒋伏心

（２０１５） ［２６］的处理方法， 分别用地区研发资金中政府资金的比重和金融机构资金的

比重来表征协调发展指标。
（３） 绿色发展指标。 绿色发展是针对 “高投入、 高排放” 的粗放型经济发展

方式向 “低投入、 低排放” 的可持续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提出的新型发展模式。
绿色发展体现了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宗旨， 强调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 因

此， 本文采用二氧化硫 （ＳＯ２） 减排率和工业废水减排率来表征绿色发展指标。
（４） 开放发展指标。 开放发展是顺应全球一体化的趋势、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

放战略， 也是提升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发展方式。 开放经济包括出口和进口两方

面， 体现了外贸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 因此本文采用外贸依存度来表征开放发

展指标。

５３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 经贸论坛



（５） 共享发展指标。 共享发展是指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经济发

展成果为全民共享。 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以及全民幸福指数的提高， 必须依靠政

府来落实发展成果并为全民共享。 要想全体人民享受经济发展的红利， 必须加强

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公路、 医疗、 教育是对民生的基本保障， 本文采用公路设

施、 医疗设施以及教育设施来表征共享发展指标。 表 １ 展示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指标体系。

表 １　 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创新发展指标

指标名称 衡量方法

专利申请 各地区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 ／ 全国工业企业专业申请数

研发经费支出 Ｒ＆Ｄ 研发经费支出 ／ 地区财政支出

协调发展指标
政府间援助 来自政府研发资金支出 ／ 地区研发资金

金融机构援助 来自金融机构资金支出 ／ 地区研发资金

绿色发展指标
二氧化硫减排贡献 （当年 ＳＯ２ 排放量－去年 ＳＯ２ 排放量） ／ 去年 ＳＯ２ 排放量

工业废水减排贡献 （当年工业废水排放量－去年工业废水排放量） ／ 去年工业废水排放量

开放发展指标 外贸依存度 各地区进出口总值 ／ 地区生产总值

共享发展指标

公路设施 公路里程 ／ 土地面积

医疗设施 卫生费用政府财政支出 ／ 地区生产总值

教育设施 教育支出 ／ 地方财政支出

本文采用熵权法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ｍｅｔｈｏｄ）， 运用各指标的信息熵来计算各指标的权

重， 最后得出综合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
第一步， 先将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标准化处理指标时，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

标体系中包括两类指标 （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 处理方式如下：

ｘ′ｉｊ ＝
ｘｉｊ － ｍｉｎ ｛ｘ１ｊ， …， ｘｎｊ｝

ｍａｘ ｛ｘ１ｊ， …， ｘｎｊ｝ － ｍｉｎ ｛ｘ１ｊ， …， ｘｎｊ｝
（正向指标）

ｘ′ｉｊ ＝
ｍａｘ ｛ｘ１ｊ， …， ｘｎｊ｝ － ｘｉｊ

ｍａｘ ｛ｘ１ｊ， …， ｘｎｊ｝ － ｍｉｎ ｛ｘ１ｊ， …， ｘｎｊ｝
（负向指标）

表 １ 中， 除二氧化硫减排贡献与工业废水减排贡献是负向指标外， 其他指标均

为正向指标。
第二步， 计算各指标权重， 计算第 ｊ 项指标下第 ｉ 个地区占该指标的比重：

ｐｉｊ ＝
ｘ′ｉｊ

∑ ｎ

１
ｘ′ｉｊ

（３）

计算第 ｊ 项指标的熵值：

ｅｊ ＝ － ｋ∑ ｎ

１
ｐｉｊ ｌｎ（ｐｉｊ） （４）

其中， ｋ ＝ １ ／ ｌｎ（ｎ）， 满足 ｅｊ ⩾ ０。
计算信息熵冗余度：

ｄ ｊ ＝ １ － ｅｊ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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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

ｗ ｊ ＝
ｄ ｊ

∑ｍ

１
ｄ ｊ

（６）

第三步， 计算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得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 ＝ ∑ｍ

１
ｗ ｊ ｐｉｊ （７）

２ ＦＤＩ 质量指标体系的设定

本文借鉴白俊红和吕晓红 （２０１７） 的处理方法， 从 ＦＤＩ 的盈利能力、 管理水

平、 技术水平、 实际规模以及出口能力等方面构建量化 ＦＤＩ 质量的指标体系。
ＦＤＩ 盈利能力指标是衡量企业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后获得利润的能力。 ＦＤＩ

盈利能力越强， 代表外资企业有足够的资金进行研发与技术创新。 本文采用 ＦＤＩ
工业行业①的成本费用利润率 ／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来表示盈利

能力。
ＦＤＩ 管理水平指标是对企业内部运行效率的衡量。 管理水平高的外资企业能有

效管理企业的资源， 提升组织内部运行效率， 从而获得更多利润。 本文采用资产贡

献率 ／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的资产贡献率来衡量管理水平。
ＦＤＩ 技术水平指标是对外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衡量。 本文采用 （ＦＤＩ 工业行

业产值 ／ ＦＤＩ 工业从业人数） ／ （规模以上工业行业产值 ／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数）
来衡量技术水平。

ＦＤＩ 实际规模即实际利用外资额。 实际规模越大代表外资企业的资金越充足，
实力越强。 本文采用实际利用外资额 ／项目数来衡量实际规模。

ＦＤＩ 出口能力指标代表了外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竞争力越强的企业越能占据

国际市场， 扩大出口。 本文用 ＦＤＩ 行业出口额 ／地区总出口额表示出口能力。
３ 控制变量选取与处理

本文选取的主要控制变量如下： 国内固定投资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本文采用 （地
区总投资－外商投资） ／地区生产总值来表征国内固定投资； 环境规制水平 （ ｅｒ），
本文用污染治理投资完成总额 ／地区生产总值来表征环境规制水平； 产业结构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本文采用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 ／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来表征地区的产业

结构； 人力资源 （ｈｃ）， 本文采用地区研发人员数量 ／地区从业人数来表征地区的

人力资本水平。 另外， 本文借鉴郭熙保和罗知 （２００９） 的方法， 同时将政府财政

支出 （ｅｘｐｅｎｄ）、 人口增长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回归模型中。 表 ２
展示了实证分析的变量及相应的衡量指标。

本文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

统计年鉴》 《中国人口与卫生统计年鉴》 以及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统计年鉴。 所

有用货币表示的非比例形式的指标最终均进行 ＧＤＰ 平减处理以消除通货膨胀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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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各变量及相应量化指标

变量名称 衡量方法

经济高质量发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 ＝ ∑ｍ

１
ｗ ｊ ｐｉｊ

ＦＤＩ 盈利能力 （ｐｒｏｆｉｔ） ＦＤＩ 工业行业的成本费用利用率 ／ 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的成本费用利用率

ＦＤＩ 管理水平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资产贡献率 ／ 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的资产贡献率

ＦＤＩ 技术水平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ＤＩ 工业行业产值 ／ ＦＤＩ 工业从业人数） ／
（规模以上工业行业产值 ／ 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数）

ＦＤＩ 实际规模 （ ｓｃａｌｅ） 实际利用外资额 ／ 项目数

ＦＤＩ 出口能力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ＤＩ 行业出口额 ／ 地区总出口额

环境规制水平 （ｅｒ）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总额 ／ 地区生产总值

产业结构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地区第三产业产值 ／ 地区第二产业产值

人力资源 （ｈｃ） 地区研发人员数量 ／ 地区从业人数

国内固定资本投资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地区总投资－外商投资） ／ 地区生产总值

人口增长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当年人口总数－去年人口总数） ／ 去年人口总数

财政支出 （ｅｘｐｅｎｄ）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 地区生产总值

三、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比较

本文统计了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年中国 ３０ 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的经济发展质量高低

排名情况①。 排在前五的省份分别是北京市、 广东省、 上海市、 江苏省和青海省。
除了青海省以外， 其余四个省、 直辖市均是经济高度发达的东部地区， 且涵盖了中

国的特大城市群， 这说明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传统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子系统。 经济发达地区拥有各类优质要素包括人力资本以及完善的基

础设施。 人力资本是技术创新的载体， 技术创新尤其是绿色创新有利于提高环境全

要素生产率。 基础设施投资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升当

地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 （郭凯明和王藤桥， ２０１９） ［２７］。 排在最后的五个省份分别是

山西省、 江西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河北省和福建省， 涵盖了东、 中、 西三个地

区， 这表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并没有形成明显的东、 中、 西区域分层现象。 同属

东部地区， 北京市排名第一， 而河北省和福建省却排在最后。 这说明同一区域的不

同省份之间发展差距较大。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两种方向

相反的效应， 会对相邻省份产生正向或负向的外部效应， 这取决于扩散效应和回波

效应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
具体到五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二级指标， 即创新发展、 协调发展、 绿色发展、

开放发展与共享发展②， 本文发现 ３０ 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的绿色发展水平基本

一致。 一方面， 经济发达地区一般工业也较发达， 工业生产活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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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另一方面， 经济发达地区有实力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污染治理。 所以， 中国

３０ 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的绿色发展并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 但是， 在创新发展

方面， 排在前五的省份分别是北京市、 广东省、 江苏省、 浙江省和上海市。 这五个

省份是经济高度发达地区， 高素质人才集聚使得这些地区创新发展水平较高。 在开

放发展方面， 排在前五的省份分别是上海市、 广东省、 北京市、 天津市和江苏省。
东部沿海地区的独特地理优势使其对外开放经济较为发达。 而在协调发展与共享发

展方面， 东、 中、 西部地区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二） 一般静态模型回归分析

表 ３ 展示了固定效应模型 （ＦＥ） 的实证回归结果。 模型 １ 检验了 ＦＤＩ 盈利水

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结果表明 ＦＤＩ 盈利能力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盈利能力强的 ＦＤＩ 有更多剩余资本投入到技术创新， 提高劳动生产率， 进行产业优

化升级。 尤其是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攻坚期， 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尤为关键。 绿色技术创新能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 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保持

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资本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盈利能力强的 ＦＤＩ 能够为东道国

经济发展解决资金缺口问题。 同时， ＦＤＩ 盈利能力强能够增加地方政府收入， 地方

政府会投入更多资金进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 有助于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 （郭凯明和王藤桥， ２０１９）。
模型 ２ 检验了 ＦＤＩ 管理能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结果表明 ＦＤＩ 管理能力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 资源有限性是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 实现资源

效率的提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城市之间的资源配置扭曲是引致中国城

市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管理能力越强表示对资源有效配置的能力越强， 资

源在不同地区的有效配置有助于促进区域间协同发展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经济福利。
模型 ３ 检验了 ＦＤＩ 技术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结果表明 ＦＤＩ 技术水平

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一结果与众多学者得出的结论一致 （赵文军和于

津平， ２０１２）。 由于技术创新需要前期投入大量资本且资本回报周期很长， 风险较

高。 东道国通过引进并模仿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 能有效提升本国的技术水平。 这

种技术提升的成本远小于东道国自身进行技术创新的成本， 且又能够在短期内实现

技术飞跃。 技术进步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和竞争力， 是实现经济绿色发展

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低碳经济、 绿色经济都依赖于技术创新的实现。
模型 ４ 检验了 ＦＤＩ 出口能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ＦＤＩ 出口能力并没有显

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外资出口能力衡量了 ＦＤＩ 企业在东道国出口贸易中的比

重。 比重越大表示在全球贸易中的出口创汇能力越强。 ＦＤＩ 出口能力越强表示其竞

争力越强， 有助于加速各要素的自由流动， 为经济发展寻找新的市场。 虽然中国产

品出口结构正由劳动力比较优势集中、 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向工艺复杂且附加值高

的高新技术产品转型， 但是， 高新技术产品比较优势并不明显， 且出口产品质量偏

低， 对 ＦＤＩ 的依赖较大 （谢申祥和冯玉静， ２０１９） ［２８］， 这些加大了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的难度。 在强调可持续性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 ＦＤＩ 出口能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作用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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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各 ＦＤＩ质量特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固定效应模型）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０）

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０ １２８∗∗ ０ １２７∗∗ ０ ０９８∗∗ ０ １３８∗∗ ０ １３１∗∗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２） （０ ０４７）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２）

ｈｃ
－３ ５７９∗∗∗ －３ ５９６∗∗∗ －３ ６０２∗∗∗ －３ ５５２∗∗∗ －３ ４３８∗∗∗

（０ ４５２） （０ ４５０） （０ ４３８） （０ ４５５） （０ ４６５）

ｅｒ
０ ２３６ ０ ２２７ ０ ３４４ ０ ２１２ ０ ２９８

（０ ４２７） （０ ４２６） （０ ４６１） （０ ４７１） （０ ４０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０ ０６０ ０ ０５９ ０ ０４０ ０ ０６２∗ ０ ０５４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７）

ｅｘｐｅｎｄ
－０ ０７８ －０ ０７２ －０ ０５４ －０ ０９２ －０ ０６２

（０ ２０２） （０ １９９） （０ １７３） （０ ２０５） （０ ２１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 １７３ －０ １７７ －０ １７５ －０ １０８ －０ １３４

（０ ５８２） （０ ５７８） （０ ５６３） （０ ５４５） （０ ５７３）

常数项
－１８ ３９８∗∗∗ －１８ ５９４∗∗∗ －２３ １４７∗∗∗ －１７ ８４６∗∗∗ －１９ ９５０∗∗∗

（４ ４６０） （４ ４９８） （４ １２２） （４ ３８６） （４ ７３６）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４６７ ０ ４６９ ０ ４８６ ０ ４６９ ０ ４７４

观测值 ４７７ ４７８ ４７８ ４７８ ４７６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１０％显著水平，∗∗表示 ５％的显著水平，∗∗∗表示 １％的显著水平。

模型 ５ 检验了 ＦＤＩ 规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ＦＤＩ 规模显著

抑制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与大部分学者认为 ＦＤＩ 规模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

观点不一致 （Ｋｈａｎ ａｎｄ Ｍｅｈｂｏｏｂ， ２０１４）。 究其原因， 主要是考察的核心变量不一

致， 前期学者考察的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产量方面即经济增长。 经济高质量发

展是由传统的经济增长向重发展质量的可持续发展的不断过渡。 ＦＤＩ 规模越大越易

形成规模经济， 在增加经济增长规模的同时降低平均生产成本。 但是， 规模经济并

没有考虑外部环境成本。 国外将大量的污染型产业转移至中国， ＧＤＰ 增长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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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资源过度消耗、 环境污染严重以及生态承载能力下降。 众多学者认为相对宽松

的环境规制使得中国成为污染型外资企业的 “污染避难所” （ 聂飞和刘海云，
２０１５）。 因此， 当综合考察经济发展质量时， 本文发现 ＦＩＤ 规模显著抑制了经济高

质量发展。
进一步分析 ＦＤＩ 规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统计了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年间

ＦＤＩ 投资规模排名前三的行业①。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间， 排名前三的行业集中在房地产行

业， 电力、 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金融业。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间， 排名前三的行

业集中在房地产行业， 电力、 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

业。 尤其是房地产行业， 除个别年份外， 在整个样本期间长期居于第一。 这表明大规

模 ＦＤＩ 流入房地产行业， 这也与中国近些年来过热的房地产市场表现一致。 房地产市

场容易产生泡沫经济， 挤占其他行业的 ＦＤＩ 流入， 对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产生极为不利

的影响。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引致的大气污染问题也不容忽视， 电力、 燃气及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的高投入、 高排放， 引致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恶化， 经济发展面

临强大的转型压力。 因此， ＦＤＩ 规模的增加抑制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 动态模型与内生性处理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因此， 本文加入被解释

变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的滞后一期， 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进一步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逻辑。 考虑到各 ＦＤＩ 质量特征与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所引致

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差分 ＧＭＭ 模型， 同时处理动态模型和内生性问题， 回归

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在差分 ＧＭＭ 模型中， 本文汇报了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以及 ＡＲ （１）、 ＡＲ （２） 检验，

以此来识别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根据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 ＡＲ （１）
和 ＡＲ （２） 的检验结果， 各回归模型均无法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是有效的原假设，
且均不存在二阶自相关问题。 在表 ４ 中， 被解释变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的一阶滞后项均显

著为正， 说明本文设定的动态面板模型是合理的， 从而验证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循

序渐进性。
进一步分析各 ＦＤＩ 特征变量的回归结果。 本文发现表 ４ 中各 ＦＤＩ 特征变量的回

归结果与表 ３ 的结果保持一致， 表明无论在静态模型还是动态模型中， 本文的实证

结果都是稳健的。 在考虑各 ＦＤＩ 特征变量内生性的前提下， 使用变量本身的滞后期

作为其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ＦＤＩ 盈利能力、 ＦＤＩ 管理水平与 ＦＤＩ 技术水平均显

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ＦＤＩ 盈利能力越强， 资本增值能力越强， 进行资本折旧

后依旧有剩余资本投入到经济生产活动尤其是绿色科技创新中， 进而提高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 ＦＤＩ 管理水平反映了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 资源的最优配置能够有效改

善资源利用效率， 节约资源。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的核心是节约

资源、 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并重。 在现有技术存量下， 资源的稀缺性使得经济增长

只能在既定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内生产。 资源效率的提高能够扩宽生产可能性曲线的

１４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 经贸论坛

①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并未列出， 备索。



边界， 促进经济增长。 ＦＤＩ 技术的正外溢性能够使得东道国在最短的时间内承担最

低的风险来改善本国的技术水平。 技术水平不仅是传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更是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要素。 因此， ＦＤＩ 盈利能力、 ＦＤＩ 管理水平与 ＦＤＩ 技
术水平均能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表 ４　 各 ＦＤＩ质量特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差分 ＧＭＭ模型）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０ １２８∗∗ ０ １４５∗∗ ０ ３１０∗∗∗ ０ ２３２∗∗∗ ０ １８８∗∗∗

（０ ０５８）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８） （０ ０７１） （０ ０６０）

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６）

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ＡＲ （１）
－４ ４４ －４ ２０ －４ ６７ －４ ４０ －４ ４９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ＡＲ （２）
－０ ９７ －１ ０２ －０ ８７ －０ ３５ －０ ８０
（０ ３３） （０ ３１） （０ ３８） （０ ７３） （０ ４３）

Ｈａｎｓｅｎ
２６ ８４ ２７ ８６ ２８ ６０ ２７ １２ ２８ ５３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Ｗａｌｄ ４１２ ５３ ４９５ １４ ４４５ ０８ ２８６ ２７ ３４０ ５７

观测值 ４１５ ４１６ ４１６ ４１６ ４１２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Ｈａｎｓｅｎ、 ＡＲ （１） 和 ＡＲ （２） 检验的第二行数值为相应统计量的概率；∗ 表示

１０％的显著水平，∗∗表示 ５％的显著水平，∗∗∗表示 １％的显著水平。

ＦＤＩ 出口能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与现阶段中国出口产品的

结构和质量有关。 虽然中国在出口产品由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向技术含量高、 附加

值高的制成品转型上取得了较大成就， 但出口对 ＦＤＩ 依赖程度较大。 另外， 中国出

口产品质量依然偏低， 制成品质量的相对优势不大，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质量有

待进一步提高 （谢申祥和冯玉静， ２０１９）。 ＦＤＩ 规模 （ ｓｃａｌｅ） 显著抑制了经济高质

量发展。 这与大规模 ＦＤＩ 投入的行业有关。 大量外资进入房地产行业， 可能造成中

国房地产行业的泡沫经济。 相对宽松的环境规制吸引大规模 ＦＤＩ 进入高污染行业。
ＦＤＩ 的规模经济并不足以抵消房地产行业、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以及电力、 燃

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造成的环境污染， 如雾霾污染。 雾霾污染通过影响人力资本

以及城市化进一步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 （陈诗一和陈登科， ２０１８） ［２９］。
（四） 异质性分析

我国各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各 ＦＤＩ 质量特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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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否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规律。 受限于实证样本观测值的

大小， 本文依旧按照传统东、 中、 西部地区划分进行分样本回归。 表 ５、 表 ６、 表

７ 分别展示了东、 中、 西部三个地区各 ＦＤＩ 特征变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回归

结果。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以西部地区样本进行实证回归时， 当仅加入被解释变

量的一阶滞后项 （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时， 模型 （２１） — （２５） 的 ＡＲ （２） 统计值对

应的 Ｐ 值均小于 ０ ０５。 当同时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项和滞后二阶项

（Ｌ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时， ＡＲ （１） 与 ＡＲ （２） 检验表明不存在自相关问题。 因此， 在

西部地区的实证回归中同时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变量和滞后二阶变量。

表 ５　 东部地区各 ＦＤＩ质量特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差分 ＧＭＭ模型）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０ ５５５∗∗∗ 　 　 ０ ５９１∗∗∗ 　 　 ０ ５５１∗∗∗ 　 　 ０ ２３７∗∗ 　 　 ０ ３１０∗∗∗

（０ ０８３） （０ ０８３） （０ １０６） （０ ０９４） （０ ０８２）

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６）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４５∗

（０ ０２５）

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ＡＲ （１）
－２ ７１ －２ ４７ －２ ７９ －２ ８８ －３ ０４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ＡＲ （２）
０ １４ ０ ０９ ０ １７ ０ ０８ －０ ３９

（０ ８９） （０ ９３） （０ ８７） （０ ９４） （０ ６９）

Ｈａｎｓｅｎ
１ ５２ ７ ９０ ２ ７３ ８ ３４ ６ ０４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Ｗａｌｄ ４２０ ６７ １５ １５９ ７８ ６ ３５１ ０６ １ ３３３ １３ １ ８００ ０９

观测值 １５２ １５２ １５２ １５２ １５２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Ｈａｎｓｅｎ、 ＡＲ （１） 和 ＡＲ （２） 检验的第二行数值为相应统计量的概率；∗ 表示

１０％的显著水平，∗∗表示 ５％的显著水平，∗∗∗表示 １％的显著水平。

东部地区的 ＦＤＩ 管理能力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管理能力强的 ＦＤＩ 企业

具有完善健全的管理体系， 能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 使资源利用效率尽可能实现最

优， 有助于缓解资源错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资源效率提升能够从根本上解决

资源滥用问题， 打造节约型社会。 ＦＤＩ 盈利指标和 ＦＤＩ 技术指标的回归系数在统计

上不显著， 但系数依然为正， 这很有可能由实证回归的样本观测值太少 （１５２） 所

致。 另外， 本文同样发现 ＦＤＩ 规模指标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 １％的置信水平上显

著。 说明 ＦＤＩ 规模显著抑制了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规模的 ＦＤＩ 流入房地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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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容易引起房地产行业的泡沫。 同时， 大规模 ＦＤＩ 流入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以及电力、 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ＦＤＩ 的规模经济并不

足以抵消环境成本， 进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 与主回归结果不同的是， 东部地区

的 ＦＤＩ 出口指标 （ｅｘｐｏｒｔ） 显著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可能的原因是现阶段出口

产品结构中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加工占比依然较高、 出口产品质量偏低所致。 因

此， 经济结构更需要向技术水平高、 工艺复杂、 高附加值产品转型， 提升自身的产

品质量， 减少对 ＦＤＩ 的依赖。

表 ６　 中部地区各 ＦＤＩ质量特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差分 ＧＭＭ模型）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０ ５４０∗∗∗ 　 ０ ４８１∗∗∗ 　 ０ ５１６∗∗∗ 　 ０ ５００∗∗∗ 　 ０ ４９５∗∗∗

（０ ０６７） （０ ０７５） （０ ０５９） （０ ０７８） （０ ０７８）

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０ ０５１∗∗∗

（０ ０１７）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５３∗∗

（０ ０２３）

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ＡＲ （１）
－２ ６９ －２ ６９ －２ ５３ －２ ５４ －２ ６９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ＡＲ （２）
１ ２７ １ １３ １ ０５ ０ ７４ １ ３５

（０ ２０） （０ ２６） （０ ２９） （０ ４６） （０ １８）

Ｈａｎｓｅｎ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Ｗａｌｄ ２７８ ５４ １１７ ６８ １ ４２８ ４７ １４２ ２０ ２１４ ０５

观测值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１２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Ｈａｎｓｅｎ、 ＡＲ （１） 和 ＡＲ （２） 检验的第二行数值为相应统计量的概率；∗∗表示 ５％
的显著水平，∗∗∗表示 １％的显著水平。

中部地区的 ＦＤＩ 盈利指标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相较于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的经

济发展水平相对次之。 资本依然是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 ＦＤＩ 盈利能力越

强表示资本进入生产环节产生的剩余价值越多， 因而有更多资金投入到环境治理。
当经济发展水平跃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ＥＫＣ） 的顶点时，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

能实现双赢。 ＦＤＩ 管理指标能显著促进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一回归结果与全样

本和东部地区样本的回归结果一致。 ＦＤＩ 技术指标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中部地区经

济发展与技术水平较东部地区相差较大， 中部地区自我技术创新受到经济发展水平

的制约。 通过模仿 ＦＤＩ 的先进技术， 该地区能够在创新资金投入不足的限制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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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小成本提高技术水平，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与东部地区不同的是， 该地区的

ＦＤＩ 出口指标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出口能力增强能够缓解该地区产能过

剩， 拉动经济增长。 现阶段出口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 比重维持在 ９０％以上， 遥

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 （谢申祥和冯玉静， ２０１９）， 适度的出口能力提升有助于中部

地区经济增长而又不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伤害。
西部地区的 ＦＤＩ 盈利指标与 ＦＤＩ 管理指标均显著促进了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而 ＦＤＩ 规模指标抑制了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一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保持一

致。 ＦＤＩ 技术指标与 ＦＤＩ 出口指标均没有在统计意义上表现出显著影响。 一方面，
这可能是由于样本观测值过少所致； 另一方面， 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较低， 人力

资本水平还没有达到有效吸收 ＦＤＩ 先进技术的水平。 相比东、 中部地区而言， 西部

地区的出口规模占比最少， 从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并未产生显著促进作用。

表 ７　 西部地区各 ＦＤＩ质量特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差分 ＧＭＭ模型）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０ ３７１∗∗∗ ０ ４０９∗∗∗ ０ ２８５∗∗∗ ０ １４９∗ ０ ２４０∗∗∗

（０ ０６４） （０ ０７７） （０ ０６８） （０ ０８６） （０ ０９０）

Ｌ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０ ０８６ －０ ０９１ －０ １９７∗∗ －０ ２６８∗∗∗ －０ １７９∗∗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６） （０ ０８０） （０ ０５７） （０ ０７９）

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５）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５）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３）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１０５

（０ ０８４）

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ＡＲ （１）
－２ ８５ －２ ８０ －２ ７４ －２ ７０ －２ ６３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ＡＲ （２）
－１ ２７ －１ １８ －０ ７９ －０ ４１ －０ ５１
（０ ２１） （０ ２４） （０ ４３） （０ ６８） （０ ６１）

Ｈａｎｓｅｎ
０ ０１ １ ６４ ３ ７１ ０ ７５ ０ ３５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Ｗａｌｄ １９ １９７ ８７ ３ ３１６ ９１ １ １０３ ２９ ２２ ００４ ９４ ３３０ ９５

观测值 １４１ １４１ １４１ １４１ １３７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Ｈａｎｓｅｎ、 ＡＲ （１） 和 ＡＲ （２） 检验的第二行数值为相应统计量的概率；∗ 表示

１０％的显著水平，∗∗表示 ５％的显著水平，∗∗∗表示 １％的显著水平。

（五）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实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通过改变回归方法来进行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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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考虑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性以及核心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采用系统

ＧＭＭ 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分别如表 ８ 与表 ９ 所示。

表 ８　 各 ＦＤＩ质量特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系统 ＧＭＭ模型）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０ ５４０∗∗∗ ０ ５１４∗∗∗ ０ ６４９∗∗∗ ０ ６８５∗∗∗ ０ ６２３∗∗∗

（０ １０８） （０ １０９） （０ ０７９） （０ ０６６） （０ ０７３）

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２）

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常数项
－２３ ９４８∗∗∗ －２３ ５５１∗∗∗ －２７ ８２６∗∗∗ －２５ ５４０∗∗∗ －２８ ５７２∗∗∗

（５ ４６８） （６ １０２） （４ ４９１） （３ ０２４） （３ ５１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ＡＲ （１）
－４ ５２ －４ ４４ －４ ５３ －４ ５１ －４ ６５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ＡＲ （２）
－０ ４０ －０ ２９ －１ ２７ －１ ０１ －０ ６９
（０ ６９） （０ ７７） （０ ２１） （０ ３１） （０ ４９）

Ｈａｎｓｅｎ
２８ ５６ ２８ ９４ ２７ ９５ ２６ ３０ ２６ ０５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Ｗａｌｄ １ ０６０ ６０ １ ０６０ ６０ ９０４ ７３ １ ０２８ ００ ９１６ ８０
观测值 ４４７ ４４８ ４４８ ４４８ ４４６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Ｈａｎｓｅｎ、 ＡＲ （１） 和 ＡＲ （２） 检验的第二行数值为相应统计量的概率；∗∗表示 ５％

的显著水平，∗∗∗表示 １％的显著水平。

系统 ＧＭＭ 模型的回归结果与主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而 ２ＳＬＳ 模型回归结果除

ＦＤＩ 规模指标之外， 其余四个 ＦＤＩ 质量指标均与主回归结果一致。 因此， 本文的主

回归结果是十分稳健的。
从稳健性的回归结果来看， ＦＤＩ 盈利指标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ＦＤＩ 盈

利水平越高， 利润越多，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资本要素的能力越强。 剩余资本投

入技术创新尤其绿色创新有助于结构调整、 产业优化升级。 ＦＤＩ 管理指标显著促进

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管理水平高的外资企业能有效合理配置资源， 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 有助于节约资源。 ＦＤＩ 技术指标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是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核心竞争力， 经济结构转型、 产业优化升级以及绿色全要生产

率提高都需要依赖科技创新， 引进技术水平高的 ＦＤＩ 有助于快速促进中国技术进

步，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整体看， ＦＤＩ 出口指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

著。 一方面， 外资企业出口产品增加了产品竞争力， 扩宽海外市场， 促进了中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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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 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中技术含量低、 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

占比较大， 出口产品质量偏低且对 ＦＤＩ 依赖较高， 这不利于产业结构向高新技术产

业转型。 ＦＤＩ 规模指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受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影

响。 一方面， 大规模的 ＦＤＩ 能实现规模经济， 节约经济成本； 另一方面， 大规模

ＦＤＩ 主要流入房地产行业和污染严重的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以及电力、 燃气和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这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及可持续性。

表 ９　 各 ＦＤＩ质量特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２ＳＬＳ模型）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０ ６４０∗∗∗ ０ ６２７∗∗∗ ０ ５６０∗∗∗ ０ ６０３∗∗∗ ０ ６１８∗∗∗

（０ ０６６） （０ ０６６）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７） （０ ０５５）

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８）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３）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６５）

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３）

常数项
－１８ ０６１∗∗∗ －１９ ３２８∗∗∗ －２３ １２５∗∗∗ －１８ ０３２∗∗∗ －１６ ２４６∗∗∗

（３ ２５４） （３ ３４５） （２ ８７５） （２ ５７８） （２ ９０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Ｗａｌｄ １９ １９７ ８７ ３ ３１６ ９１ １ １０３ ２９ ２２ ００４ ９４ ３３０ ９５
观测值 ４４６ ４４８ ４４８ ４４８ ４４４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１％的显著水平。

四、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在新时代下， 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体现产品的创新性、 城乡地区以及其他经济领

域的协调性、 环境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 经济发展的对外开放性和发展成果的可共

享性。 本文研究发现， 整体而言，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较高， 尤其是北京市、 广

东省、 上海市等特大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排名领先。 但是， 即使在同一地区， 如东

部地区， 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质量差距较大， 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并未呈现集聚的

现象。 具体到五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二级指标， 即创新发展、 协调发展、 绿色发

展、 开放发展与共享发展， 本文发现 ３０ 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的绿色发展水平基

本一致。 在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方面， 东部省份发展较好， 在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

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
本文研究了五个 ＦＤＩ 质量特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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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ＤＩ 盈利能力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盈利能力强的 ＦＤＩ 能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不

可或缺的资本要素； 第二， ＦＤＩ 管理水平能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管理水平较强代

表更加健全的管理体系， 完善的管理体系既能有效激励并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也能够约束并规范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使企业经营按照符合国家发展要求的方向进

行； 第三， ＦＤＩ 技术水平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技术创新的外溢性， 东道国

通过引进并模仿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 能有效促进本国的技术水平， 这种技术提升的成

本远小于东道国自身进行技术创新的成本， 能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四， ＦＤＩ 出
口能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受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东部地区 ＦＤＩ 出口

能力抑制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东部地区出口规模较大， 但是出口质量较低， 高新技术

制成品出口比较优势并不明显， 且对 ＦＤＩ 依赖较高， 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中部地

区 ＦＤＩ 出口能力却促进了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外资出口能力强有助于缓解当地产能过

剩， 加速各要素的自由流动， 为经济发展寻找新的市场， 由于西部地区出口占比最少，
ＦＤＩ 出口能力并未显著影响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五， ＦＤＩ 规模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发

展， 大规模外资流入房地产行业，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以及电力、 燃气和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 房地产行业容易产生泡沫经济， 挤占其他行业的 ＦＤＩ 流入， 不利于经济长期

稳定发展， 其他行业的 “高投入、 高排放” 造成资源滥用和环境污染， 经济发展面临

着较大的转型压力。
（二） 对策建议

第一， 应引进盈利能力强的 ＦＤＩ。 盈利能力强的 ＦＤＩ 能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更多资本积累。 目前，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很大程度依赖于大规模的资本投入，
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外部成本比如环境污染， 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

行污染治理。
第二， 应大力引进技术先进的 ＦＤＩ。 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时期，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 必须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 基于技术的外溢性， 通过学习并模仿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能实现以

最小成本且在最短时间内提升本国技术水平的目的。 同时， 本国的创新型人才通过

消化吸收 ＦＤＩ 的先进技术， 并结合本国经济发展特征， 推动新一轮技术创新， 从而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 应引进管理水平高的 ＦＤＩ。 先进的管理系统能够形成健全的激励机制和

约束机制， 保障资源最优配置以及加强企业的竞争力。 资源是有限的， 长期依靠投

资拉动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 必须强化对有限资源的管理， 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经

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四， 应根据东、 中、 西部地区不同的产品出口现状， 因地制宜地引进 ＦＤＩ。

就东部地区而言， 应该引进出口附加值高的 ＦＤＩ， 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减少对 ＦＤＩ
的依赖； 对于中部地区， 可以适度增强对出口能力强的 ＦＤＩ 的引进， 避免引进污染

型的 ＦＤＩ； 对于西部地区， 由于其出口占比很少， 应主要集中引进盈利能力强、 管

理水平高以及技术先进的 ＦＤＩ。
第五， 要符合国家整体发展方向， 积极引导大规模的 ＦＤＩ 投向保障经济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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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核心产业。 减少 ＦＤＩ 投向风险高的房地产行业， 同时也要避免发达国家将高污染、
高耗能的落后产业转移到中国， 避免成为发达国家污染企业的 “污染避难所”。 经济高

质量发展强调的是经济发展的质量， 传统的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难以为

继， 应通过环境规制手段积极引导外资企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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