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创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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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合并后的全球并购交易分析库的跨国并购数据和国泰安数据库

的上市企业专利数据， 考察了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渠道。 研究结果表

明： 跨国并购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数量和质量， 且这一作用因企业所属地区、 所有

权性质和资本密集程度不同而存在着异质性； 相对于东部地区企业、 国有企业、 高资

本密集度企业， 跨国并购对中西部地区企业、 民营企业和低资本密集度企业的创新促

进作用较大； 进一步对影响机制的研究显示， 跨国并购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效率， 进而

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本文结论表明， 推动企业 “走出去” 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

重要驱动力， 这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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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 ２００１ 年开始， 中国政府就提出了相关政策， 大力鼓励企业 “走出去”。 在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 随着企业

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 跨国并购作为一种企业重组方式也越来越重要 （Ｄａｖｉｅｓ，
２０１８） ［１］。 十多年来， 我国跨国并购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跨国并购总额波动上

升， ２０１７ 年跨国并购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高达 ７６％， 跨国并购作为一种重

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 给企业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影响 （鞠晓生等， ２０１３） ［２］。 党

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企业创新不仅有利于企业的长久

发展， 还是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同时， 跨国并购可以促进企业进行资源整

合， 使企业快速获得技术知识等创新资源 （Ｓｔｉｅｂａｌｅ， ２０１６［３］； Ｎｏｃｋｅ ａｎｄ Ｙｅａｐｌｅ，
２０１７［４］）。

中国 “走出去” 战略已经实施多年， 对于跨国并购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以及

作用渠道的研究， 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文献， 还有利于更好地理解跨国

并购对企业创新的作用， 帮助企业更好地进行跨国并购决策， 并在此基础上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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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实施 “走出去” 战略提供政策建议。

一、 文献综述

关于跨国并购理论的文献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跨国并购的动因； 二是跨国

并购的经济效应。 在跨国并购经济效应方面， 国外很多学者研究了跨国并购对企业

营业收入、 利润率、 股东价值的影响 （Ａｎｄｒａｄ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５］； Ｂｕｔｔ ａｎｄ Ｑａｍａｒ，
２０１６［６］）， 也有一些国外学者研究了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大部分研究

结果表明， 跨国并购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７］； Ｄｅｓｙｌｌａｓ
ａｎｄ Ｈｕｇｈｅｓ， ２０１０［８］； Ｓｔｉｅｂａｌｅ， ２０１６； Ｎｏｃｋｅ ａｎｄ Ｙｅａｐｌｅ， ２０１７）， 但是关于发达国

家中跨国并购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结论， 可能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

的差异。
国内关于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少。 杜群阳和朱勤 （２００４） ［９］

研究了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的经济效应， 发现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有助于提升我国

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优势，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４） ［１０］提出对外直接投资显著

提高了企业的研发积极性和创新存续期， 吴先明等 （２０１４） ［１１］、 贺哓宇和沈坤荣

（２０１８） ［１２］ 认为跨国并购显著提高了并购企业的创新能力。 此外， 朱治理

（２０１６） ［１３］研究发现跨国并购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 目前国内对于跨国并购与企业

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
与现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如下： 第一， 在研究视角方面， 本文

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两个纬度进行考察， 从而可以更为清晰地阐述跨国并购对

企业创新带来的具体作用； 第二， 在数理模型方面， 本文建立了一个基于企业利

润最大化的研发支出模型， 从理论角度推导跨国并购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并从数

理角度探讨了其作用机制， 提出跨国并购通过改善企业研发效率进而影响企业的

创新能力这一假设； 第三， 在研究技术方面， 本文研究的是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

能力的影响， 但是由于跨国并购与企业创新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选择跨

国并购的企业可能本身就是创新能力比较强的企业， 即存在自选择效应， 本文采

取了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ＤＩＤ）， 这一方法有效避免了样本选择偏差

问题， 得出的结论也较为客观和合理； 第四， 在研究数据方面， 本文主要使用的

数据库是国际并购研究领域较为知名的全球并购交易分析库 （Ｚｅｐｈｙｒ） 和国泰安

数据库 （ＣＳＭＡＲ）， 两个数据库合并之后的样本量较全面， 使本文的研究结果更

加客观和全面。

二、 理论模型分析

本文借鉴周开国 （２０１７） ［１４］的理论模型， 探讨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本

文首先基于企业利润最大化构建了企业最优研发投入的决策模型， 并在此基础上引

入了跨国并购变量， 探讨跨国并购对企业研发投入决策的微观作用机制。
假设企业 ｉ 研发创新活动成功的概率为 ｐｉ， 并且概率满足以下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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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 ＝ αｒｉθｉ Ｍｉ( ) （１）
其中， ｒｉ为企业的研发投入， θｉ为企业的研发效率， Ｍ 代表企业进行跨国并购，

企业研发效率是关于跨国并购的函数 （Ｓｔｉｅｂａｌｅ， ２０１６； Ｎｏｃｋｅ ａｎｄ Ｙｅａｐｌｅ， ２０１７），
α 是一个常数。 由于企业研发投入受到企业资金的约束， 本文假设企业 ｉ 的利润函

数为：

∏ ｉ
＝ ｐｉＶ － ｃｒ２ｉ － Ｆ （２）

其中， Ｖ 为企业研发成功可以得到的期望收益， ｃ 为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
Ｆ 为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活动的固定成本， 如果企业研发活动带来的利润不足以弥补

这部分投入， 企业则选择不研发。 将公式 （１） 代入到公式 （２） 中， 然后将公式

（２） 对研发投入 ｒｉ求一阶条件， 可得最优研发投入为：

ｒ∗ｉ ＝
αＶθｉ Ｍｉ( )

２ｃ
（３）

由公式 （３） 可以看出， 企业研发效率越高， 企业的最优研发投入越大。 将公

式 （３） 代回公式 （２） 可得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所获的最大净利润为：

∏∗

ｉ
＝
α２Ｖ２θ２

ｉ
Ｍｉ( )

２ｃ
－ Ｆ （４）

由于企业只有所获净利润大于 ０ 时， 才会进行研发活动， 因此公式 （４） 中∏ｉ

的值为正时， 企业才会进行研发创新， 此时需满足：
α２Ｖ２θ２

ｉ
Ｍｉ( )

２ｃ
＞ Ｆ （５）

由公式 （５） 可以看出， 企业的创新效率 θｉ 越大， 企业满足 “创新门槛” 的

可能性越大， 选择创新的企业也就越多。 最优研发支出对跨国并购变量进行求偏导

可得：
ｒ∗ｉ
Ｍｉ

＝
ｒ∗ｉ
θｉ

·
θ∗

ｉ

Ｍｉ
（６）

其中， 企业研发效率越高， 其最优研发支出越大， 可以表示为
ｒ∗ｉ
θｉ

＞ ０； 跨国

并购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知识密集度和资源度， 提高企业的研发效率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Ｄｅｓｙｌｌａｓ ａｎｄ Ｈｕｇｈｅｓ， ２０１０； Ｓｔｉｅｂａｌｅ， ２０１６； Ｎｏｃｋｅ ａｎｄ Ｙｅａｐｌｅ， ２０１７），

即
θ∗

ｉ

Ｍｉ
＞ ０， 公式 （６） 的两项因子均为正， 则

ｒ∗ｉ
Ｍｉ

＞ ０， 这说明跨国并购行为可以

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效率， 进而增加企业最优的研发支出， 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基于以上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１： 其他条件不变时， 跨国并购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假说 ２： 其他条件不变时， 跨国并购通过提高企业的研发效率， 进而提高了企

业的最优研发投入水平， 最终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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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变量和样本

（一） 模型估计和计量方法

本文研究的是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但是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时可能存在

自选择效应， 比如生产率和利润率较高的企业可能更倾向于进行跨国并购， 以拓展

国际市场。 本文在研究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对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影响时， 需要考虑

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引致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否则就会将企业在不进行跨国并购

时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归因于跨国并购， 从而高估了跨国并购带来的创新效应， 并

且这些因素与本文要研究的企业创新能力也是相关的， 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找到合适

的方法进行控制。 因此， 为了得到准确和客观的估计结果， 在建立计量模型时就需

要考虑样本选择问题， 如果不考虑这一点， 很可能得到错误的结论。 为了避免这种

情况的发生， 本文采取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ＤＩＤ） 来研究跨国并购对

企业创新的影响， 这种方法可以巧妙地避免企业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本文建立了一个 ｌｏｇｉｔ 跨国并购决策模型， 估计每一个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概

率， 先判断哪些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可能性更大， 对于该问题的研究目前仍然较

少， 但是根据以往研究跨国并购的文献， 进行跨国并购的企业绝不是随机的， 企业

规模、 年龄、 资产收益率、 资产负债率等均是影响企业跨国并购决策的重要因素

（张建红， ２０１０［１５］； 杜群阳和项丹， ２０１３［１６］； Ｄｅｖｉ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因此本文建立

了跨国并购决策模型， 来判断相关变量对企业跨国并购决策的真实影响， 并且估计

出每一个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概率， 然后为每一个跨国并购企业一对一匹配出跨国

并购概率最为相近、 但是并未进行跨国并购的企业。
本文将总体样本分成两组， 一组是进行了跨国并购的企业， 另一组是未进行过

跨国并购的企业， 构建一个二元虚拟变量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０， １｝， 如果企业进行了跨

国并购，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１， 否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０， 从而可以建立一个二值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Ｐ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ｔ ＝ １ Ｘ ｉｔ( ) ＝ Ｆ Ｘ ｉｔβｉ( ) ＝ φ α ＋ Ｘ ｉｔβｉ ＋ δｋ ＋ δｒ ＋ δｔ ＋ εｉｋｒｔ( ) （７）

其中， Ｆ Ｘ ｉｔβｉ( ) 为 “逻辑分布” 的累计分布函数， Ｘ ｉｔ 为控制变量向量集合， 控

制变量向量集合主要包括：
企业年龄 （ａｇｅ）， 以企业当年年份减去开业年份的差值表示， 企业年龄越大，

有着越多的阅历和市场经验， 为了更好地发展和适应市场， 也会更加重视对国际市

场的开拓， 因此预计企业年龄与跨国并购之间正相关。 为了检验控制变量的高阶项

是否对被解释变量有影响， 控制变量还加入了企业年龄的平方项。
企业规模 （ ｓｉｚｅ）， 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形式表示， 企业规模越大， 总资产越

多， 当国内市场已经不能满足其发展的时候， 企业为了长远发展， 开发国际市场的需

求就越强。 大规模企业的资产多， 可以通过抵押贷款等方式获得充足的资金进行跨国

并购活动， 而小规模企业即使想进行跨国并购， 也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 所以大

规模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可能性更大， 预计其估计系数符号为正。 为了检验控制变量

的高阶项是否对被解释变量有影响， 控制变量还加入了企业规模的平方项。
企业融资成本 （ ｃｏｓｔ）， 以企业利息总支出与总负债之比表示， 该值越大，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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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企业的融资成本越高， 企业融资难度越大， 企业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进入国际市

场， 从而不利于企业开展跨国并购活动， 预计其估计系数方向为负。
企业现金流水平 （ｃａｓｈ）， 以当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期初固定资

产净值表示， 该值越大， 企业的现金流水平越高， 企业的财务状况越好， 现金流充

足稳定的企业运转有序， 不确定性小， 资信状况好， 较易获得银行支持， 运转良

好、 资金充足的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更有优势， 预计其估计系数为正。
资产负债率 （ ｌｅｖ）， 用期末负债总额占期末总资产的比重来表示， 该值越大，

则表明企业的偿债能力越低， 企业债务结构失衡越严重， 加大了企业外部融资的成

本， 企业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进行跨国并购活动， 因此预计其估计系数符号为负。
企业总资产周转率 （ａｓｔ）， 采用销售收入与期末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 该值越

大， 表明企业的经营状况越好， 资金越充裕， 从而能够给跨国并购活动提供足够的

资金支持， 因此预计其估计系数方向为正。
企业股权集中度 （ ｔｅｎ）， 用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来衡量， 该值越大， 表示股权越

集中于少数股东手中， 股权集中度不同会影响到企业的运营决策， 也会影响到企业的跨

国并购活动， 由于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而大部分人是风险厌恶者， 当

企业的股权越集中时， 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意愿越小， 因此预计其估计系数符号为负。
资产收益率 （ ｒｏａ）， 用单位资产创造的净利润表示， 该值越大， 表明企业的盈

利能力越强， 企业营业利润作为内部自有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企业进行各项活

动的重要资金来源， 企业获利能力越强， 自有资金越充分， 越有利于其进行跨国并

购活动， 因此预期其估计系数符号为正。
此外， α 和 β 是待估参数。 本文还控制了不可观测的行业、 地区、 时间固定效

应 δｋ、 δｒ 、 δｔ ， εｉｋｒｔ 表示多维度的随机误差项， 在 ｌｏｇｉｔ 模型中假设其服从正态分布。
本文各阶段回归模型涉及的各变量情况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５ ３９８ ２ ４５９ １ ０６８ ０ ６９３ ６ ９０６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５ ３９８ １ ０５１ ０ ９４３ ０ ０００ ５ １８７
Ｌｎｕｔｉｌｉｔｙ ５ ３９８ １ ８３９ １ ２６１ ０ ０００ ６ ８１９
Ｌｎｄｅｓｉｇｎ ５ ３９８ ０ ６７５１ １ ０５６ ０ ０００ ５ ４３４

Ｌｎｖａｌｉｄｐａｔｅｎｔ ５ ３９８ ３ ４７７ １ ２３５ ０ ６９３ ７ ８１０
Ｌｎｒｄｉｎｖｅｓｔ ５ ３９８ １７ ５１１ １ ５２９ ０ ０００ ２５ ０２５

ａｇｅ ５ ３９８ １３ ６１７ ４ ６８２ １ ０００ １８ ６４０
ｓｉｚｅ ５ ３９８ ２１ ９３６ ０ ７９２ １８ ６４０ １ ０００
ｃｏｓｔ ５ ３９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９８ －２ ３０５ ０ ５０１
ｃａｓｈ ５ ３９８ ０ ２９１ ２ １５１ －０ ６０２ ０ ３１９
ｌｅｖ ５ ３９８ ０ ３４４ ０ １９９ ０ ７９７ ２０ ２３９
ａｓｔ ５ ３９８ ０ ６１１ ０ ３１４ ０ ００１ ３ ９６１
ｔｅｎ ５ ３９８ ０ ６２３ ０ １３５ ０ １５９ ０ ９４４
ｒｏａ ５ ３９８ ６ ３６１ ６ ４５３ －６５ ７８３ ５９ 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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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取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ＤＩＤ） 对选择样本进行估计， 考察

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对其创新带来的影响。 此外， 为了方便论述， 本文还构建了二元

虚拟变量 ａｆｔｅｒｉ ＝ ｛０， １｝ ， 其中， ａｆｔｅｒｉ ＝ ０ 和 ａｆｔｅｒｉ ＝ １ 代表企业进行跨国并购之前

和进行跨国并购之后。 用 Δｉｎｏ１
ｉｔ 代表企业跨国并购前后两个时期的创新绩效改变

量， 用 Δｉｎｏ０
ｉｔ 代表未进行跨国并购的企业在这两个时期前后创新绩效的改变量。 企

业的平均处理效应指的是企业 ｉ 在进行跨国并购和没有进行跨国并购两种状态下创

新能力的差异， 表示如下：

σ ＝ Ｅ（Δｉｎｏ１
ｉ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 ＝ １） － Ｅ（Δｉｎｏ０

ｉ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 ＝ １） （８）

其中， Ｅ（Δｉｎｏ０
ｉ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 ＝ １） 表示处理组企业在未进行跨国并购的前提下的

创新绩效变化水平， 而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是 “反事实”。 为了估计式

（８）， 本文采用最近邻倾向得分匹配法为处理组寻找相近的对照组。 经过匹配之后

得到与处理组企业配对的对照组企业集合为 φ（ ｉ） ， 对照组企业创新绩效改变量

Ｅ（Δｉｎｏ０
ｉ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 ＝ ０， ｉ ∈ φ（ ｉ）） 可以作为 Ｅ（Δｉｎｏ０

ｉ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 ＝ １） 的较好的替

代， 因此式 （８） 可以替代为：
σ ＝ Ｅ（Δｉｎｏ１

ｉ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 ＝ １） － Ｅ（Δｉｎｏ０
ｉ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 ＝ ０， ｉ ∈ φ（ ｉ）） （９）

并且， 与式 （９） 等价的经验性检验表达式为①：
ｉｎｏｉｔ ＝ α１ ＋ α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ｔ × ａｆｔｅｒｉｔ ＋ δｉ ＋ φｔ ＋ εｉｔ （１０）

其中， ｉｎｏ 代表企业的创新绩效， 下标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１
时代表进行跨国并购的企业 （处理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０ 时代表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选择

出来的对照组， ａｆｔｅｒ＝ １ 时代表企业进行跨国并购之后， ａｆｔｅｒ ＝ ０ 时代表企业进行跨

国并购之前， 所以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代表处理组企业进行跨国并购之后的状态， 交叉

项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的估计系数 α２ 代表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的因果影响， 也

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如果 α２ ＞ ０， 则意味着在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后， 处理组的

创新能力提高幅度超过了对照组， 即跨国并购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反之， 如果

α２ ＜ ０， 则意味着跨国并购降低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δｉ 代表企业个体固定效应， φｔ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εｉｔ 代表随机误差项。
（二） 数据来源和指标构造

本文主要使用的是全球并购交易分析库 （Ｚｅｐｈｙｒ） 数据库中的企业跨国并购数

据和国泰安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的上市企业数据， 选取的时间跨度是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
年。 Ｚｅｐｈｙｒ 数据库是国际并购研究领域知名的跨国并购数据分析库， 涵盖亚太地区

及中国的交易记录， 其包含了并购双方企业名称、 并购双方企业所在国家 （地
区）、 并购完成状态、 并购交易金额等关键变量。 国泰安数据库包括了我国上市企

业的基本信息、 财务信息、 专利等相关数据。 为了使本文的分析结果更加准确和客

观， 本文在合并数据集的基础上进一步做了以下认定， 即如果一个企业进行了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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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本文在 ＰＳＭ 阶段已经将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变量进行了控制， 即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创新能力上的

差异仅来源于跨国并购这一行为， 因此在 ＤＩＤ 方程中并未加入相关控制变量。



并购， 那么这个企业的当年及以后的每一年都被看作是跨国并购企业。
对于创新绩效的衡量， 本文参考已有文献， 以企业专利授权量作为企业创新数

量的衡量指标 （Ｈａｇｅｄｏｏｒｎ ａｎｄ Ｃｌｏｏｄｔ， ２００３［１７］； 朱治理， ２０１６； 张文菲和金祥义，
２０１８［１８］）， 以有效专利数量作为企业创新质量的衡量指标 （ Ｔｅｅｃｅ ａｎｄ Ｓｈｅｒｒｙ，
２０１７）。

专利是企业创新的成果体现， 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异质性资源， 近年来我国企

业专利授权数量增长迅速 （Ｗｅ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１９］ 。 本文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两

个纬度测量企业的创新绩效。 本文以专利授权量来表示创新数量， 专利包括发明

专利 （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实用新型专利 （ ｌｎｕｔｉｌｉｔｙ） 和外观设计专利 （ ｄｅｓｉｇｎ） 三种类

型。 由于低质量专利很可能提前失效 （Ｔｅｅｃｅ ａｎｄ Ｓｈｅｒｒｙ， ２０１７） ［２０］ ， 因此本文采

取有效专利数量 （ ｖａｌｉｄｐａｔｅｎｔ） 来代表专利质量， 作为创新质量的测度指标。
研发投入是企业创新的必要投入， 通过企业研发资金的投入可以看出企业对创

新的重视程度， 一般来说， 研发资金投入和创新成果之间正相关， 研发投入越多，
企业创新能力越强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ｅｔｅ， １９９７［２１］； 张杰等， ２０１２［２２］； 鞠晓生等，
２０１３； 张璇等， ２０１７［２３］）。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本文以研发投入

作为创新替代指标对本文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四、 实证分析

（一） 跨国并购的动因

在分析企业跨国并购动因前， 本文通过建立 ｌｏｇｉｔ 模型来估计每一个企业进行

跨国并购的概率， 对于该问题的讨论， 可以更好地理解那些进行跨国并购的企业所

具有的特征。 估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利用跨国并购模型可以估算企业进行跨国并购

的概率。 本文建立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显示， 企业年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且通过了 １％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明企业的年龄越大， 企业积累的市场经验越丰富， 企业进行

跨国并购的可能性越大； 企业规模的回归系数也是正的， 并且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

水平检验， 说明企业规模越大， 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概率越大； 企业融资成本的回

归系数为负， 且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 说明企业融资成本越高， 企业进

行跨国并购的概率越小； 现金流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 但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企业

资产负债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并且通过了 １％显著性水平检验， 资产负债率越

高， 企业面临的债务水平越高， 企业的资金状况越不容乐观， 从而不利于企业的跨国

并购活动； 资金周转率的回归系数为正， 并且通过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说明资金

周转速度越快， 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概率越大；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负， 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说明企业股权越集中， 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概

率越小； 净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 说明企业净资产收

益率越高， 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意愿越低， 这与常识并不相符， 可能是由于企业进

行跨国并购存在一定的风险， 如果企业净资产收益率越高， 企业所获利润越多， 企

业冒着风险进行跨国并购的意愿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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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ｌｏｇｉｔ跨国并购模型

ａｇｅ ｓｉｚｅ ｃｏｓｔ ｃａｓｈ ｌｅｖ ａｓｔ ｔｅｎ ｒｏ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３０４∗∗∗　 ０ １６８０∗∗∗　 －１ １８１５∗∗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１９８∗∗∗ 　 －０ ００５２∗　 －０ ５３０４∗∗∗　 －５ ４０３５∗∗∗

（３ ７５４８） （３ ３６９３） （－２ ３６３８） （１ １５６８） （－３ ４１２６） （２ ９９５４） （－１ ７５１２） （－３ ６８０５） （－４ ９９８８）

注： 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的 ｔ 值；∗∗∗、∗∗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与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二） 平衡性检验

本文首先采用最近邻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ＰＳＭ） 为处理组匹配合适的对照组，
为了确保匹配结果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本文进行了 ＰＳＭ 匹配平衡性检验， 匹配平

衡性条件需要满足： 在给定跨国并购倾向得分的条件下， 处理组与其对照组的匹配

变量之间应相互独立。 匹配结果如表 ３ 所示， 一般来说， 如果匹配后的标准偏差的

绝对值小于 ２０％， 本文就认为匹配效果较好， 并且标准偏差越小， 表示匹配效果

越好。 从表 ３ 可以看到， 匹配后处理组与对照组的标准偏差的绝对值均小于 １０％，
并且从 ｔ 值检验结果来看， 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差异均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表

明企业在匹配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检验结果表明匹配是平衡的， 因此匹配满足

了平衡性假设， 匹配效果比较理想， 本文的匹配方法是合理的。

表 ３　 ＰＳＭ匹配样本的平衡性检验

变量名称
均　 　 值

处理组 对照组
标准偏差

ｔ 统计量

ｔ Ｐ＞ ｜ ｔ ｜
ａｇｅ １４ ０９７ １３ ５５３ ０ ０５８ １ １６６ ０ ２１３
ｓｉｚｅ ２２ ０４９ ２２ ００６ ０ ０５６ １ １２５ ０ ２６３
ｃｏｓ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５ ０ ３７３ ０ ７０９
ｃａｓｈ ０ ４１２ ０ ３７１ ０ ０１８ －１ ４５６ ０ １４８
ｌｅｖ ３０ ９４５ ３２ ２２１ －０ ０７２ －１ ４５５ ０ １４８
ａｓｔ ０ ５７６ ０ ５８９ －０ ０４７ －１ ００６ ０ ３２０
ｔｅｎ ６２ ６２７ ６３ ２５５ ０ ００３ ０ ５９９ ０ ５５３
ｒｏａ ７ ０５２ ７ ４０５ －０ ００５ －１ ０６４ ０ ２４６

注： 标准偏差 ＳＢ ＝ （Ｘｔｒｅａｔ
ｉｔ － Ｘ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ｔ ） ／ ０ ５［ｖａｒ（Ｘｔｒｅａｔ
ｉｔ ） ＋ ｖａｒ（Ｘ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ｔ ）］ 。

（三） 跨国并购给母公司带来的创新效应

在 ＰＳＭ 之后， 本文得到了与处理组其他特征均较为相似的控制组 （除跨国并

购行为外）， 在此基础上便可以采用 ＤＩＤ 方法对跨国并购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

行检验， 具体方程形式参见公式 （１０）， 其中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的估计系数 α２是双重

差分估计值， 也是跨国并购对企业带来的创新效应。 具体结果见表 ４， 第 （１） 列

为企业专利总授权量自然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第 （２） — （５） 列

分别为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和有效专利数的自然对数值作为被

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从第 （１） 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在控制了企业个体固定效

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的估计系数为正， 并且通过了 １％显著性水平

的检验， 表明跨国并购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专利总授权量， 即跨国并购显著提高了企

业创新数量。 从第 （２） 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在控制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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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效应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的估计系数为正， 并且通过了 １％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跨国并购提高了企业发明专利数， 由于发明专利技术含量最高，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企业创新质量， 表明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质量。 从第 （３）
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在控制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的估计系数为正， 并且通过了 １％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表明跨国并购显著提高

了企业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 从第 （４） 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在控制了企业个体

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的估计系数为正， 但是没有通过显著

性检验， 说明跨国并购对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的影响不显著。 从第 （５） 列回归结

果可以看出， 在控制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的估

计系数为正， 并且通过了 １％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说明跨国并购显著提高了企业的

有效专利数量， 即跨国并购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质量。 总之， 企业进行跨国并购

后能够显著提高其创新能力， 即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１。

表 ４　 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２）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３） ｌｎｕｔｉｌｉｔｙ （４） ｌｎｄｅｓｉｇｎ （５） ｌｎｖａｌｉｄｐａｔ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０ ３４４∗∗∗ ０ ２２５∗∗∗ ０ ３２４∗∗∗ ０ ０７１　 ０ ４４１∗∗∗

（６ ３２３） （４ ３０８） （５ ４００） （１ ４１０） （８ ９８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 １４１∗∗∗ ０ ７１７∗∗∗ １ ５２４∗∗∗ ０ ６５０∗∗∗ ２ ８７２∗∗∗

（９９ ６２０） （３５ ３２７） （６５ １１８） （３２ ５００） （１４８ ７８３）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５ ３９８ ５ ３９８ ５ ３９８ ５ ３９８ ５ ３９８
Ｒ２ ０ ６４４ ０ ５８０ ０ ６１０ ０ ６９０ ０ ７３７

注： 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的 ｔ 值；∗∗∗表示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选取研发总支出作为企业创新能力的替代变量进

行回归 （张杰等， ２０１２； 鞠晓生等， ２０１３； 张璇等， ２０１７）， 并将相应结果汇报于

表 ５ 的第 （１） 列。 从第 （１） 列结果可以看出， 在控制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

固定效应之后， 关键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 且回归结果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

平检验， 表明跨国并购能够提高企业的研发总支出， 从而促进企业创新。
由于本文采取的是最近邻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匹配， 为了确保不同匹配方式下

得出的结论依然稳健， 本文还分别采取了卡尺匹配法和马氏匹配法进行匹配， 采取

卡尺匹配法匹配后， 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回归结果分别报告于表 ５ 的第

（２） 列和第 （３） 列。 采取马氏匹配法匹配后， 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回归

结果分别报告于表 ５ 的第 （４） 列和第 （５） 列。 由第 （２） 列和第 （４） 列回归结

果可以看出， 在控制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跨国并购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数量； 由第

（３） 列和第 （５） 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在控制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

应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跨国并购显著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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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创新质量。 这表明， 在不同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下， 本文的核心结论仍然稳

健成立， 即跨国并购促进了企业创新， 从而证明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 ５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ｌｎｒｄｓｐｅｎｄｓｕｍ （２）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３） ｌｎｖａｌｉｄｐａｔｅｎｔ （４）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５） ｌｎｖａｌｉｄｐａｔ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０ １７６∗∗∗ ０ ３６５∗∗∗ ０ ４１４∗∗∗ ０ ３１０∗∗∗ ０ ４０７∗∗∗

（４ ４３３） （３ ６２３） （７ ８６９） （２ ６２６） （１８ ９５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６ ９４３∗∗∗ ２ ７６５∗∗∗ １ ７０６∗∗∗ ２ ９５６∗∗∗ ２ ９４９∗∗∗

（１ ０１３ １３８） （２７ ３３９） （８０ ０２８） （２６ ５１３） （１１０ ０６９）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５ ３９８ ５ ３９８ ５ ３９８ ５ ３９８ ５ ３９８

Ｒ２ ０ ８１２ ０ ６９７ ０ ７４４ ０ ６５８ ０ ７９３

注： 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的 ｔ 值；∗∗∗表示在 １％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五） 跨国并购对不同地区企业创新的影响

本文按照企业所处地区进行分类， 将企业分为东部地区企业、 中部地区企业和

西部地区企业， 以检验跨国并购对不同地区企业创新的影响情况， 具体结果如表 ６ 所

示。 表 ６ 第 （１）、 （２） 列报告了不同地区的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对自身创新数量的影

响， 第 （３）、 （４） 列报告了不同地区的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对自身创新质量的影响。
从第 （１） 列可以看出， 在控制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关键解

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并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说明

跨国并购有利于东部地区企业创新数量的提高； 从第 （２） 列可以看出， 在控制了企

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关键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 并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说明跨国并购显著提高了中西部地区企业的

创新数量。 对比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 可以看出， 跨国并购对不同地区创新数量

的促进效应差异较大， 跨国并购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创新促进效应高于东部地区

企业。
从第 （３） 列可以看出， 在控制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关键解

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并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说明

跨国并购有利于东部地区企业创新质量的提高； 从第 （４） 列可以看出， 在控制了企

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关键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 并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说明跨国并购有利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创新质

量的提高。 对比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可以看出， 跨国并购对不同地区企业创新质

量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 跨国并购对不同地区企业创新质量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但是

跨国并购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高于东部地区企业。
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中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东部地区较为落后， 金融服务水

平等与东部发达地区仍然有较大差距， 企业获得创新所需资金的难度相对较大， 再加

上中西部地区较为落后， 难以了解最新市场的需求状况和先进技术进展状况， 因此在

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后， 获取了他国优势资源和更全面的市场信息， 对自身创新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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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作用也较大， 这使得中西部地区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带来的创新提升作用更为明

显。 综上， 跨国并购提高了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 促进了企业创新。

表 ６　 不同地区企业跨国并购对创新的影响

变量
（１） 东部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２） 中西部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３） 东部
ｌｎｖａｌｉｄｐａｔｅｎｔ

（４） 中西部
ｌｎｖａｌｉｄｐａｔ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０ １７１∗∗∗ 　 ０ ３７６∗∗∗ 　 ０ ３７６∗∗∗ 　 ０ ６２４∗∗∗

（２ ８５２） （３ ４３１） （６ ５７２） （６ ５１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７３４∗∗∗ １ ９９６∗∗∗ ２ ９４０∗∗∗ ２ ６７５∗∗∗

（３１ ０７２） （４８ ５６４） （１２７ ７９０） （７５ ６６３）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４ ０５５ １ ３４３ ４ ０５５ １ ３４３
Ｒ２ ０ ５９６ ０ ６２４ ０ ７３７ ０ ７２９

注： 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的 ｔ 值；∗∗∗表示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六） 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

由于企业所有制形式也是影响跨国并购经济效果的因素之一 （张建红， ２０１０；
Ｆｕｒｌ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２４］； Ｄａｖｉ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因此本文按照所有制形式将企业分为国

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 研究企业所有制性质是否会对跨国并购带来的创新效应产生影

响。 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７ 所示，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分别报告了不同所有制企业

进行跨国并购对自身创新数量的影响， 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报告了不同所有制企

业进行跨国并购对自身创新质量的影响。 从第 （１） 列可以看出， 在控制了企业个体

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关键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并

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说明跨国并购有利于国有企业创新数量的提高； 从

第 （２） 列可以看出， 在控制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关键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并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说明跨国并

购有利于非国有企业创新数量的提高； 比较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可以看出， 跨国

并购对国有企业创新数量的提升作用大于非国有企业。

表 ７　 不同所有制企业跨国并购对创新的影响

变量
（１） 国有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２） 非国有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３） 国有

ｌｎｖａｌｉｄｐａｔｅｎｔ
（４） 非国有

ｌｎｖａｌｉｄｐａｔ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０ ４３１∗∗∗ 　 ０ １６４∗∗∗ 　 ０ ６２５∗∗∗ 　 ０ １８８∗∗∗

（４ ２３０） （３ ６９０） （５ ９４３） （６ ４３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 ９１６∗∗∗ ２ ４４５∗∗∗ ２ ８０１∗∗∗ ３ ５８６∗∗∗

（５０ ７５６） （１４１ ６５６） （７１ ８７２） （３１５ １２７）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１ ３９１ ４ ００７ １ ３９１ ４ ００７
Ｒ２ ０ ６４２ ０ ６７２ ０ ７０２ ０ ８８２

注： 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的 ｔ 值；∗∗∗表示在 １％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从第 （３） 列可以看出， 在控制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关键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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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并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说明

跨国并购有利于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提高； 从第 （４） 列可以看出， 在控制了企业个

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关键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并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说明跨国并购有利于非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提

高； 比较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可以发现， 跨国并购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创新

质量的提升作用相差较小， 原因可能在于， 国有企业受到自身性质的影响， 资源整合

利用效率较低 （邵新建等， ２０１２） ［２５］， 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后， 资源整合能力和研发效

率显著提升， 从而较大程度地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七） 对资本密集度不同企业的影响

本文按照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将企业分为高资本密集度和低资本密集度两种类

型， 资本密集度高于均值的企业为高资本密集度样本组， 资本密集度低于均值的企

业为低资本密集度样本组， 研究企业资本密集度是否会对跨国并购创新效应产生影

响。 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８ 所示，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分别报告了不同资本密集

度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对自身创新数量的影响， 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报告了不同

资本密集度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对自身创新质量的影响。 从第 （１） 列可以看出， 在

控制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关键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的回归

系数显著为正， 并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说明跨国并购有利于低资本密

集度企业创新数量的提高； 从第 （２） 列可以看出， 在控制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

时间固定效应后， 关键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的回归系数为正， 但是没有通过显

著性水平检验， 这说明跨国并购对高资本密集度企业创新数量的影响不显著； 比较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可以看出， 跨国并购对低资本密集度企业创新数量的提升

作用大于高资本密集度企业。

表 ８　 不同资本密集度企业跨国并购对创新的影响

变量
（１） 低资本密集度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２） 高资本密集度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３） 低资本密集度

ｌｎｖａｌｉｄｐａｔｅｎｔ
（４） 高资本密集度

ｌｎｖａｌｉｄｐａｔ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０ ４４５∗∗∗ 　 ０ ０７８ 　 ０ ５５６∗∗∗ 　 ０ １９４∗

（６ ７１６） （０ ５９１） （９ １４８） （１ ７３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 ２２３∗∗∗ １ ９５６∗∗∗ ２ ９４９∗∗∗ ２ ７７９∗∗∗

（８９ ２５９） （３６ ５１４） （１３０ ０６９） （６２ １１５）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３ ８５４ １ ５４４ ３ ８５４ １ ５４４
Ｒ２ ０ ６６２ ０ ７４６ ０ ７５２ ０ ８３３

注： 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的 ｔ 值；∗∗∗、∗表示在 １％、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从第 （３） 列可以看出， 在控制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关键

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并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

说明跨国并购有利于低资本密集度企业创新质量的提高； 从第 （４） 列可以看出，
在控制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关键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的回

归系数显著为正， 并通过了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说明跨国并购有利于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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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密集度企业创新质量的提高； 比较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可以发现， 跨国并购

对低资本密集度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大于高资本密集度企业。
综上， 跨国并购对低资本密集度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改善作用更大一些， 这

可能是因为高资本密集度行业本身的技术含量较高， 低资本密集度行业的技术含量相

对较低， 进而改善空间更大， 因此跨国并购对低资本密集度企业创新的提升作用更

明显。
（八） 作用机制

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得出的重要结论是： 企业选择跨国并购之后， 创新数量和

创新质量都明显提高， 即企业跨国并购能够改善其综合创新能力。 由此本文需要进

一步探讨的问题是跨国并购通过何种渠道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本文通过构建理

论模型， 提出其可能的传导机制是跨国并购通过提高企业的研发效率进而提高企业

的创新能力，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研发效率的中介变量对此进行检验， 具体而言，
中介模型需要构建三个方程： 第一个方程为被解释变量对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 第

二个方程为中介变量对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 第三个方程为被解释变量对核心解释

变量和中介变量的回归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６） ［２６］。 本文构建中介模型如下：
ｉｎｏｉｔ ＝ α１ ＋ α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ｔ × ａｆｔｅｒｉｔ ＋ δｉ ＋ φｔ ＋ εｉｔ （１１）
θｉｔ ＝ α１ ＋ α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ｔ × Ａｆｔｅｒｉｔ ＋ δｉ ＋ φｔ ＋ εｉｔ （１２）

ｉｎｏｉｔ ＝ β１ ＋ β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ｔ × Ａｆｔｅｒｉｔ ＋ β３θｉ ＋ δｉ ＋ φｔ ＋ εｉｔ （１３）
其中， θ 代表企业研发效率， 参考温军和冯福根 （２０１８） ［２７］的方法， 用专利量

与企业研发投入之比表示。 具体结果如表 ９ 所示， 第 （１） — （３） 列是对创新数

量的中介模型检验， 研发效率用专利授权量与企业研发投入之比 （ｐａｔｅｎｔ ／ ｒｄ） 表

示。 第 （４） — （６） 列是对创新质量的中介模型检验， 研发效率用有效专利量与

企业研发投入之比 （ｖａｌｉｄｐａｔｅｎｔ ／ ｒｄ） 表示。
第 （１） 列是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 在控制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第 （２） 列回归结果

显示， 在控制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说明跨国并购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效率； 第 （３）
列回归结果显示， 控制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研发效率 θ 的回归系

数显著为正，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但是其数值

比第 （１） 列基准回归模型中的数值小， 根据中介模型的设定， 这表明跨国并购通过

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效率， 进而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数量。
同理， 第 （４） 列是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 在控制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

效应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第 （５） 列回归结

果显示， 在控制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跨国并购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效率； 第 （６） 列回

归结果显示， 控制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研发效率 θ 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正，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但是其数值比第 （１）
列基准回归模型中的数值小， 根据中介模型的设定， 这表明跨国并购通过提高企业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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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效率， 进而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质量。 综上， 跨国并购通过提高企业的研发效率显著提

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即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２。

表 ９　 跨国并购创新效应可能的影响渠道

变量
（１）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２）

ｐａｔｅｎｔ ／ ｒｄ
（３）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４）

ｌｎｖａｌｉｄｐａｔｅｎｔ
（４）

ｖａｌｉｄｐａｔｅｎｔ ／ ｒｄ
（４）

ｌｎｖａｌｉｄｐａｔ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０ ３４４∗∗∗ ０ ２８７∗∗∗ ０ ２１９∗∗∗ ０ ４４１∗∗∗ ０ ３７３∗∗∗ ０ ２４９∗∗∗

（６ ３２３） （４ ３１４） （３ ７８２） （８ ９８２） （３ ７４１） （４ １５７）

θ
０ ３３１∗∗∗ ０ ０８２∗∗∗

（５ ９９３） （７ ７３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 １４１∗∗∗ ０ ９２７∗∗∗ １ ９８０∗∗∗ ２ ８７２∗∗∗ ２ ５３４∗∗∗ ２ ０８４∗∗∗

（９９ ６２０） （１５ ９２２） （３２ ９９４） （１４８ ７８３） （１５ ０７２） （５５ ３４５）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５ ３９８ ５ ３９８ ５ ３９８ ５ ３９８ ５ ３９８ ５ ３９８
Ｒ２ ０ ６４４ ０ ６８２ ０ ８１９ ０ ７３７ ０ ７７３ ０ ７５２

注： 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的 ｔ 值；∗∗∗表示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为了进一步检验本文中介模型的稳健性， 本文参考温忠麟等 （２００４） ［２８］的检验方

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更为严格的检验， 对中介模型进行 Ｓｏｂｅｌ 检验和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 检验， 从

而才能在更高程度上保证本文中介渠道的真实存在。 相关检验方程式如下①：

ｚＳｏｂｅｌ ＝ ａｂ ／ （ａＳｂ） ２ ＋ （ｂＳａ） ２ （１４）

ｔＦｒｅｅｄｍａｎ ＝ （ｃ － ｃ′） ／ Ｓ２
ｃ ＋ Ｓ２

ｃ′ － ２ＳｃＳｃ′ １ － ｒ２ＸＭ （１５）
本文计算了两个中介模型的相关指标， 结果显示融资成本渠道 Ｚ 值分别为

３ ５０３ 和 ４ ３９０， 均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的 Ｓｏｂｅｌ 检验。 此外， 融资成本渠道

的 ｔ 值分别为 ３ ３２８ 和 ４ ５１９， 它们的相伴概率均小于 １％， 从而较好地通过了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 检验。

五、 研究结论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跨国并购已经成为企业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渠道。 而

企业创新又对企业、 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再加上跨国并购数据和专利数据

的可得性也为本文研究跨国并购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本文在微观

企业的基础上研究了跨国并购行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并探讨了其作用机制， 在一

定程度上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 有利于增强企业跨国并购的信心， 更重

要的是， 为政府更好地制定下一步政策提供一些参考。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 跨国并购显著提高了企业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 改

善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跨国并购使企业能够进入他国市场， 接触到更多的市场信息

和核心技术， 通过消化吸收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第二， 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的促

进作用就不同样本分类存在着异质性， 相对于东部地区企业、 非国有企业、 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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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度企业， 跨国并购对中西部地区企业、 国有企业和低资本密集度企业创新能力

的促进作用较大； 第三， 影响机制显示， 跨国并购通过提高企业的研发效率， 进而

推动企业积极参与研发创新活动， 提高企业创新水平。 据此， 本文建议相关部门应

大力鼓励企业 “走出去”， 跨国并购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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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经济探讨， ２０１８ （７）： ７８－８６＋９８．
［１３］ 朱治理， 温军， 李晋  海外并购、 文化距离与技术创新 ［Ｊ］ ． 当代经济科学， ２０１６， ３８ （２）： ７９－８６．
［１４］ 周开国， 卢允之， 杨海生  融资约束、 创新能力与企业协同创新 ［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７， ５２ （７）：

９４－１０８．
［１５］ 张建红， 卫新江， 海柯·艾伯斯  决定中国企业海外收购成败的因素分析 ［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０ （３）：

９７－１０７．
［１６］ 杜群阳， 项丹  资源获取型海外并购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３ （１０）：

１５９－１６６．
［１７］ ＨＡＧＥＲＯＯＲＮ Ｊ， ＣＬＯＯＤＴ Ｍ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ｎ Ａｄ－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Ｕｓ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０３， ３２ （８）： １３６５－１３７９．
［１８］ 张文菲， 金祥义  信息披露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事实与机制———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分析

［Ｊ］ ． 世界经济文汇， ２０１８ （６）： １０２－１１９．
［１９］ ＷＥＩ Ｓ Ｊ， ＸＩＥ Ｚ， ＺＨＡＮＧ Ｘ Ｆｒｏｍ “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ｏ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Ｊ］ ．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０１７， ３１ （１）： ４９－７０．
［２０］ ＴＥＥＣＥ Ｄ， ＳＨＥＲＲＹ Ｅ Ｆ Ｏｎ Ｐａｔｅｎｔ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ｅｓ’：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７ （１４）： １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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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Ｃ， ＳＯＥＴＥ Ｌ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１９９７， ７ （２）： ２１５－２１９．

［２２］ 张杰， 芦哲， 郑文平， 等  融资约束、 融资渠道与企业 Ｒ＆Ｄ 投入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２ （１）： ６６－９０．
［２３］ 张璇， 刘贝贝， 汪婷， 等  信贷寻租、 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７ （５）： １６３－１７６．
［２４］ ＦＵＲＬＡＮ Ｂ， ＯＢＥＲＨＯＦＥＲ Ｈ， ＷＩＮＮＥＲ Ｈ Ａ Ｎｏｔｅ ｏｎ Ｍｅｒｇｅｒ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Ｊ］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６， ２５ （３）： ４４７－４５５．
［２５］ 邵新建， 巫和懋， 肖立晟， 等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战略目标与经营绩效： 基于 Ａ 股市场的评价 ［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２ （５）： ８１－１０５．
［２６］ 毛其淋， 许家云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企业加成率： 事实与机制 ［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６， ３９

（６）： ７７－９９．
［２７］ 温军， 冯根福  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 “增值” 与 “攫取” 的权衡视角 ［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８， ５３

（２）： １８７－２０１．
［２８］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 ［Ｊ］ ． 心理学报， ２００４， ３６ （５）： ６１４－６２０．

（责任编辑　 王　 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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