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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理论与实践均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有着深远的影响。青岛作为我国沿海

发达城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在分析青岛市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的发展历程、特点及

现状的基础上，应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对青岛市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要进一步提高青

岛市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应着力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力度，优化引资结构，并加强自我提升以创造有利环境

促进优质外资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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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资本增长和技术进

步是经济保持不断增长的根源所在，而多项研究表

明，外商直接投资（FDI）通过资本形成和技术促进

作用促进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是经济增长

的重要表现，因此可以认为FDI对产业结构具有明

显的优化作用。FDI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

途径有两点：一是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即资本

增加效应有效改善东道国的投资结构；二是通过引

入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模式等带来技术溢出效应

而提升东道国的产业技术水平，而后由资金的引进

以及先进的管理模式、技术的引进等多方面综合运

用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青岛作为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发展迅速，其

GDP 由 1978 年的 38.43 亿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10011.29亿元，增长了200多倍。从1990年到2016
年，青岛实际利用FDI由4839万美元增加至700227
万美元，增长了约 145倍，目前，FDI已经成为青岛

市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而且FDI的投资

结构也在不断调整；与此同时，青岛市的产业结构

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第一、二、三产业各自占GDP
的比重由 1990 年的 21.7%、48.0%、30.3%变化为

2016年的3.7%、41.6%、54.7%。

青岛作为山东省乃至全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FDI对青岛市支柱性产业的形成和强化起着非常重

要的促进作用。近几十年来，外资企业所涉及的领

域从初期的制造工业等少数行业发展到现在的第

一、二、三产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在青岛市具有相

对高竞争能力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电气制造

业、化学原料业、房地产业等方面得到不断发展。

这说明FDI在推动青岛市产业结构向合理化方向发

展上的作用不可忽视。但是，青岛市在利用FDI方
面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过于集中在制造

业、引进技术层次低等，都使得FDI不能深入促进青

岛市产业结构的优化。研究FDI与青岛市产业结构

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青岛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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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关系，有助于深刻把握青岛市FDI与产业结

构的变迁轨迹，利用FDI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

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青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增强青岛市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一、相关文献综述

20世纪 60年代，钱纳里（1966）提出了著名的

“双缺口理论”，指出国家经济发展会受到资源不足

的制约，而引进外资将弥补国内的储蓄和外汇缺

口，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 [1]。之后又出

现了赫尔希曼的三缺口理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

张理论、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研究成果，它

们都对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作用进行了探讨[2]。

在此基础上现代学者进行了越来越深入的研究。

部分学者通过分析FDI与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关

系来研究 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Akbar和 Bride
（2004）研究了匈牙利银行业外资公司的对外投资

行为，指出这类公司的FDI以市场为导向，而这种导

向的FDI对东道国经济在长期中的发展做出了有益

贡献，而以资源为导向的FDI不利于东道国的产业

结构升级，所以东道国对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不同目

的FDI的引进要有所取舍[3]。

也有一些学者通过分析FDI与东道国市场结构

来研究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Das（2007）研究表

明：从短期来看，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行为有可能

强化东道国的市场垄断，但从长期来看，它必然在

当地产生技术外溢现象，提升当地企业的竞争力，

优化当地的市场结构，促进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并最终增加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力[4]。Jaehwa（2009）
从 1975—2004年 2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出发，分析

和比较了国际贸易和FDI的集聚作用，结果发现国

际贸易和FDI导致了东道国制造业的生产力集聚；

但从发展中国家的统计结果来看，国际贸易的生产

力集聚作用比FDI更大[5]。

另有一些学者从FDI对产业结构影响的作用途

径角度出发做了大量研究。Branstetter（2002）对

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分析，指出 FDI的这一效

应在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从而推动了

东道国产业结构的调整[6]。Apersis（2006）从资本供

给效应的角度出发，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FDI
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结果表明，FDI
在发展中国家内表现出挤入效应，而在发达国家内

却表现出挤出效应[7]。

近十几年，国内学者就 FDI与产业结构的相关

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陈飞翔等（2010）在

分析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基础上探析了FDI对我国产

业结构的影响，认为要合理地引导外资投向，促进

产业结构升级[8]。韩刚（2009）通过对产业结构变动

与 FDI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FDI对第二产业的内

部结构优化升级起到了良好作用，但对于三次产业

整体结构变化作用不明显[9]。郭克莎（2005）用面板

数据模型分析了我国FDI三次产业间构成以及产业

内构成，结果发现FDI本身就具有结构性倾斜，而这

种倾斜更加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性偏差[10]。于津平

等（2011）对 FDI的激励政策与 FDI的资本供给、技

术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完全开放

的市场中，FDI优惠政策短期、长期内都有利于东道

国经济发展，但其技术外溢效应短期内会造成福利

水平下降[11]。金源等（2017）在研究FDI动机对新兴

市场企业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时，提出利用自身进

行FDI来获取目的国的研发资源来服务本国的产业

结构调整的新奇思路 [12]。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就

FDI对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并不久，而通过实证分

析的方法探讨某地域引导FDI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

如何发挥作用的研究不够深入，所以本文将针对这

个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二、青岛市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现状

对外开放近 40年来，青岛市GDP总量快速增

长，三次产业生产总值也不断上升，各自占GDP的

比重逐渐变化并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同时利用外

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外资项目的技术含量逐渐提

高。截至2016年底，青岛市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分别

为 4.4%、45.48%、50.12%，第三产业产值已经超过

了第二产业。

（一）青岛市利用FDI的历程及现状

1. 青岛市利用FDI的发展历程

青岛利用FDI起步于1984年，除了两次金融危

机带来的浮动以外，青岛市实际利用FDI大致保持

增长的态势，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 2009年以来一

直保持15%以上的增长率。截至2016年，青岛利用

FDI的规模由仅仅 130万美元上升到逾 70.02亿美

元，32年间增长了5386倍。

通过图 1可以看出，FDI进入青岛市可以大致

划分为以下几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

80年代到 90年代初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青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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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很小，发展相对缓慢；第

二个阶段是 1992年到 1999年，这一区间中国改革

开放的步伐加快,青岛市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出现了

迅速巨大的增长,虽然受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影响，

1997年和1998年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波动,但整体

情况比较好,投资的领域不断扩大，来源不断增加；

第三个阶段是 2000年到 2006年的高速发展阶段，

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在合同金额还是在实

际金额方面都达到了最高值，这一阶段累计外商直

接投资项目13880个,实际金额389.3594亿美元；第

四个阶段是2008年至今,受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

影响，青岛市吸收 FDI在 2008、2009年短暂地下降

后，从 2010年开始迅速回升，2016年青岛吸收 FDI
总量达到70亿之多，实现了连上四个10亿级台阶，

呈现稳定较快增长态势。

图1 青岛市直接利用外资投资走势图

2. 青岛市利用FDI现状

自 1984年以来，青岛利用 FDI经历了从无到

有，由少至多，投资方式、投资来源（国别）、投资领

域不断拓展，从摸索到快速发展并不断调整的过

程。FDI对青岛市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青岛

市利用FDI呈现出如下特点：

（1）投资项目规模扩大，质量提高

目前有关FDI的政策法规不断完善，青岛市利

用外资的内外环境得到改善，外资项目的质量也大

大提升，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外企明显增多。青岛

市历年统计年鉴显示，从外资引进初期至今，青岛

引进的外资项目由单个项目十几万美元上升至多

达上千万甚至上亿美元，并吸引大批国际著名的跨

国企业进入青岛，许多大型外商投资企业以先进技

术和强大的研发能力引领自身行业快速发展，加快

了全市产业优化升级的步伐。

（2）投资分布多元化，产业结构调整作用日益

显现

FDI的多元化表现在投资形式、投资国别以及

投资领域三个方面。从投资形式上看，从最初的中

外合作、中外合资发展到后来的外商独资，青岛现

在的FDI呈现“三资并举”的投资形态，而外商独资

的投资形式逐渐受到外来投资者的青睐，截至2016
年，外商独资项目已达到FDI总量的近 76%。究其

原因，随着立法制度的不断完善，加上外商在青岛

已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他们越来越不需要与中方进

行合作来保护自己，而且越来越强调己方对企业的

控制权，使外商独资企业占据了七成以上（见表1）。
表1 2016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类型分布

项目数

比重

中外合资

157
23.09%

中外合作

5
0.7%

外商独资

518
76.21%

合计

680
100%

从投资国别看，虽然来青岛投资的国别依然以

几个亚洲的国家和地区为主，但总体上还是出现了

很大变化：由于发展初期青岛FDI来源地呈现明显

的区域集中性，出于对长远发展、经济安全等因素

的考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大了对世界上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招商引资力度，使欧美投资的比重

有所增加，FDI地域均衡性有所加强，从而形成了以

亚洲国家为主体，欧美地区投资份额不断增加，新

型市场加速发展的引资结构。从2008年开始，中国

香港超过韩国成为青岛FDI的第一大来源地，并且

将这一差距不断拉大，到2016年中国香港对青岛的

直接投资已达到202763万美元，而韩国作为第二位

仅为56374万美元。2016年青岛FDI的前七大来源

地分别是中国香港、韩国、日本、美国、中国台湾、英

属维尔京群岛、新加坡。

从投资领域上看，青岛FDI在第一、二、三产业

中的分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1984年到90年
代中期，青岛引入的FDI有80%集中在制造业，其余

分散在批发零售、电子、房地产、化学等产业。但在

之后二十年间，青岛FDI投资领域不断拓展，第一、

三产业引资力度不断加大，在货贷仓储、物流码头、

金融、商务服务、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服务外包等现

代服务业领域的投资取得突出进展，NYK、马士基

等船务公司，丽东化工、三莹电子、安德烈斯蒂尔等

公司的建立或引进，增强了青岛造船、石化、电子、

橡胶、机械等重点领域的竞争力，使产业结构和产

业技术层次得到了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截至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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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市第三产业吸引FDI的比重提高至46.4%，

较之2003年的12%有了大幅增长，说明FDI对青岛

市产业结构优化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3）经济园区体系进一步促进FDI发展

通过特色经济园区的建立促进外资引进也是

青岛市发展经济、拉动外资的一大亮点。目前，青

岛已建成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岛保税区、青岛

高新技术产业区、青岛市出口加工区这四个国家级

开发区，还包括若干省级及下属开发区。2014年，

为深化对外资的审批改革，青岛市经济园区开展新

举措对外资开启“绿色通道”，此举有利于进一步加

快推进经济园区外商投资便利化的步伐。这种便

利性使得园区内FDI利用量大增，各经济园区利用

FDI总量在青岛市 FDI总量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

青岛市各类经济园区发挥带动作用，不断促进FDI
发展。

（二）青岛市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随着青岛市经济增长的步伐不断加快，青岛地

区的产业结构也加速转变。如今三次产业总产值

整体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到2016年，青岛第一产

业产值由139亿增加到371亿，第二产业产值由560
亿增加到 4160亿，第三产业产值由 450亿增加到

5479亿。

衡量产业结构的指标有很多，其中产值结构与

就业结构最为直观，产值结构即三次产业占GDP的

比重，而就业结构是指三次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

人数的比重，本研究将从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角

度出发探讨青岛市的产业结构演变。

1. 青岛市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

2016年全市生产总值 10011.29亿元，跨入“万

亿俱乐部”，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7.9%。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 371.01亿元，增长 2.9%；第二产业增

加值 4160.67 亿元，增长 6.7%；第三产业增加值

5479.61亿元，增长9.2%。三次产业比例为3.7:41.6:
54.7。近年发展趋势具体情况见图2和图3。

图2 青岛市GDP总量及三次产业产值演变走势

比
重

图3 青岛市三次产业占比演变走势

由图2 可以看出，青岛市的三次产业GDP一直

保持不断增长，其中第一产业涨势最缓，第二、第三

产业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而

近几年来，第三产业的增速和比重均已超过第二产

业。由图 3可以看出，青岛市三次产业产值变化波

动较大，但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十年来看也存在一

定的规律性：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保持在 50%上下，

一直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变化

与第三产业呈相反趋势，分别表现逐年下降和逐年

攀升的态势。2011年，青岛市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达

到 47.8%，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的 47.6%，此后这一趋

势始终保持，到2016年年底，第三产业比重已过半。

“十二五”以来，青岛市随着经济持续稳定发

展，就业规模也不断扩大，结构调整成效显著。

2016年全社会就业人员达到 726.67万人，较 2015
年多出68万人，年均增长2.7%；其中第三产业2016
年新增就业人员42.5万人，同比增长5%，第二产业

新增就业人员19.3万人，同比下降4.7%。连续三年

第三产业成为全市吸纳就业主力，并拉动全社会就

业提速增长。近年来就业结构发展情况见图4。

比
重

图4 青岛市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演变走势

由图4看出，自2000年以来青岛市就业结构呈

现以下变化趋势：第一产业就业人员逐年下降，至

2012年以后保持大致稳定；第二产业自 2014年以

来保持稳定的缓步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则自2008年
以来保持稳定的缓步上升趋势。对比图 3 可以看

出，青岛市的就业结构变化与产值结构变化大致呈

现相同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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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青岛市产业结构偏离度

产业结构偏离度是用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程

度的指标，主要用来考察各产业劳动力就业结构与

产值结构之间的对称状况。其计算公式为：

产业结构偏离度=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三次产业

就业比重-1
产业结构偏离度的意义是：当某产业结构偏离

度=0，该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达到均衡状

态；某产业结构偏离度＞0，该产业就业率不足；某

产业结构偏离度＜0，该产业已经开始存在隐性失

业，应该把多余的劳动力转移到其他产业。青岛市

近年产业结构偏离度演变情况如图5所示。

图5 青岛市产业结构偏离度演变走势

图 5表示了 2000年以来青岛市三次产业的产

业结构偏离度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三次产业结构

偏离度都趋向于零，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正趋向于

均衡状态，但此趋势近几年不断放缓，第二产业的

偏离度甚至有提高的走向，说明青岛的产业结构还

处于不合理的状态。具体来讲，第一产业劳动力过

剩，而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仍显力度不够。

三、青岛市FDI对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1. 变量选取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描述产业结构变化最直观

的指标就是三次产业GDP的增加值的变化。本研

究选择三次产业GDP的增加值占GDP总增加值的

比重GDPit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 i=1，2，3，分别表示

第一、二、三产业；t表示不同时期。

一般而言，FDI通过两个效应调整产业结构，分

别是资本供给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为衡量 FDI
的资本供给效应，引入下式（1）：

FDIcit = FDIit
Kit（i = 1,2,3；t = 2000,2001,…,2016）

（1）
其中，FDIcit 表示 t时期第 i产业 FDI的资本供

给效应；FDIit 表示 t时期的 i次产业实际利用 FDI

值；Kit指 t时期 i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为衡量技术

溢出效应，本研究在参考Coe、Helpman等对外商直

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方法基础上引

入下式（2）：
FDIrdt = St

Kt（i = 1,2,3；t = 2000,2001,…,2016）
（2）

其中，FDIrdt 指 t时期青岛市FDI的技术溢出效

应，St指 t时期青岛市外商R&D投入，Kt指 t时期的

固定资产投资总量。

2. 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反映FDI利用情况的指标时选用三次

产业实际利用FDI而非还停留在文件阶段的合同利

用FDI。另外，由于三次产业R&D研发投入数据以

及 2000年以前的三次产业实际利用 FDI数据不可

得，因此选取2000年至201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并

考虑外商R&D 投入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总投入比作

为解释技术溢出效应的指标。为实现单位统一，使

结果更具说服力，实际利用FDI 值按当年汇率统一

折算成人民币亿元，三次产业增加值也按照GDP平

减指数（1995年作为100）作出调整。

（二）模型假定

陈继勇、盛杨怿（2008）从资本形成、技术溢出

的视角研究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时，以三次产业

的GDP比重表示产业结构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实际

利用外资总额占固定资产总额的比重表示资本供

给效应，以R&D研发投入占固定资本增量的比重表

示技术溢出效应分别作为解释变量[13]。本文根据青

岛市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情况，在借鉴其模型基础

上构建了更为符合本研究实际的回归模型。

根据上文讨论，本文设定以下模型（式 3）对青

岛市FDI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进行分析。

GDPit=ait + bitFDIcit + CitFDrdt + μit (i=1,2,3;t=2000,
2001,…,2016) （3）

GDPit为 t时期第 i产业GDP增加值占GDP总增

加值的比重；FDIcit表示 t时期第 i产业的FDI资本形

成效应；FDIrdt表示 t时期的技术溢出效应；μit为青岛

市的技术水平、需求、政府政策等国内因素。为了

单独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青岛市的产业结构升级

的影响，在此假设μit因素的作用是既定不变的。另

外，为消除数据的异方差性同时不影响变量本身的

相关关系，对各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那么，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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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模型可以设计为：

ln(GDPit)=ait+bitln(FDIcit)+Citln(FDrdt)+ μit (i=1,2,3;
t=2000,2001,…,2016) （4）

（三）模型建立

1. 单位根检验

为了保证模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首先需要对

模型中的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取ADF
方法进行检验。各变量都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时间

趋势，所以在进行单位根检验时选用含截距、不含

时间趋势的检验方式，模型滞后期数依据AIC原则

选取，得到的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三次产业GDP
比重数列在 10%显著水平下原序列平稳，FDI资本

供给效应数列与技术溢出效应数列原序列均不平

稳；而对三个数列进行一阶差分检验后，显示其一

阶差分序列均在5%显著水平下平稳。由此得出原变

量的选取是有效的，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2. 协整检验

既然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之间同属于

一阶单整，则可以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以验证变量

间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引入 Johansen协
检验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得到的检验结果

如表3、表4、表5 所示。

由检验结果可知, 三个变量之间具有三个协整

关系，即青岛市三次产业GDP增加值比重与FDI的
资本供给效应与技术外溢效应之间存在三个协整

关系，也就表明变量间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是存在

的，可以进一步分析它们之间的具体效应。

3. 回归分析

运用 Eviews7.2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到如下结

果：

ln(GDP1) =- 0.0098*ln(FDIc1)- 0.1855*ln(FDIrd1)-
4.8025 （5）

ln(GDP2) =0.1419*ln(FDIc2) + 0.0031*ln(FDIrd2)-
0.9382 （6）

ln(GDP3) =0.2587*ln(FDIc3 )- 0.0551*ln(FDIrd3)-
0.3400 （7）

变量

ln(GDPit)
ln(FDIcit)
ln(GDPrdt)

水平检验结果

检验形式

（C,0,0）
（C,0,0）
（C,0,0）

ADF值

11.1703
4.87898
5.90740

P值

0.0833
0.5594
0.4336

一阶差分检验结果

检验形式

（C,0,1）
（C,0,1）
（C,0,1）

ADF值

26.4053
24.9038
16.8900

P值

0.0002
0.0004
0.0097

Hypothesized No. of CE(s)
None*
At most 1*
At most 2*

Prob.
49.8862
10.4822
1.6685

Trace Test Statistics
0.0001
0.2455
0.1965

Max-Eign Test Statistics
39.4040
8.8138
1.6685

Prob.
0.0001
0.3020
0.1965

表2 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概率值<0.01 表明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概率值<0.05 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概率值<
0.1 表明在10%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

Hypothesized No. of CE(s)
None*
At most 1*
At most 2*

Prob.
38.1903
13.4847
3.4968

Trace Test Statistics
0.0043
0.0982
0.0615

Max-Eign Test Statistics
24.7056
9.9879
3.4968

Prob.
0.0150
0.2127
0.0615

Hypothesized No. of CE(s)
None*
At most 1*
At most 2*

Prob.
37.4348
18.3663
2.4728

Trace Test Statistics
0.0054
0.0180
0.1158

Max-Eign Test Statistics
19.0685
15.8935
2.4728

Prob.
0.0949
0.0274
0.1158

表3 第一产业数据 Johansen检验结果

表4 第二产业数据 Johansen检验结果

表5 第三产业数据 Johansen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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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0.948740，调整后的R2=0.935070，说明方程

拟合优度良好。从模型拟合的残差序列相关性来

看，D-W值为2.248，大于序列无自相关的标准值2，
所以判断回归残差不存在序列自相关。

从三个方程的整体回归结果来看，FDI对青岛

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但FDI的
资本供给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存在较大区别。

分别比较FDI资本供给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对

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可以看出，FDI对青岛市三次

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与青岛市目前 FDI的结构即

FDI集中于第二、第三产业，对第一产业投资规模很

小，对第三产业投资比重逐渐超越第二产业的现状

是相对应的。从资本供给效应来看，FDI对第一产

业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负向作用，于第二、第三产

业的发展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而且FDI对于第三产

业发展的影响力偏大。因此，FDI对于青岛市产业

结构优化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FDI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对青岛市产业结构调

整和优化的作用并不明显，具体来讲，技术溢出对

于第二产业有正面效应，而对第一、第三产业的影

响为负。这与青岛市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引资

结构有关，由于相对于另外两个产业，第二产业长

期作为主导产业，其产业发展水平相对更高，经济

技术装备相对也更完善，FDI知识溢出对其产业发

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影响也并不大。而FDI
对第一产业带来的技术溢出负向相应较大，说明

FDI在第一产业的投入集中在低技术含量领域。虽

然目前外商投资在向第三产业发展，但其发展水平

依然有限，技术水平还较低，使其表现出负效应。

4. 误差修正模型

在得到协整的长期均衡关系后，通过建立包括

误差修正项(EC)在内的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模型的

短期动态特征。通过估计，得到相对应的误差修正

模型：

d(ln(GDP1)) =- 0.4608*d(ln(FDIc1))- 0.0307*d(ln
(FDIrd1))-0.7926*ECM(-1)-0.1546 （8）

d(ln(GDP2)) =- 0.0768*d(ln(FDIc2)) + 0.0022*d(ln
(FDIrd2))-0.5795*ECM(-1)+0.0204 （9）

d(ln(GDP3)) =0.1081*d(ln(FDIc3))- 0.0070*d(ln
(FDIrd3))-0.4714*ECM(-1)-0.01566 （10）

三组实证方程误差修正模型的误差修正项系

数均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而且调整速度较

快。从误差修正项的系数来看，第一产业上一年的

GDP增量比与资本供给比、技术溢出比非均衡误差

以0.7926的比率对今年的GDP增量比做出修正；相

对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分别以 0.5795、0.4714的
比率做出调整。

从短期来看，FDI的资本供给效应与长期效应

存在一定的差别。短期FDI对第一、第二产业分别

产生较大和较小的负向效应，而对第三产业产生较

大的正向作用，这与目前青岛市第一产业产值比重

保持下降、第二产业产值比重逐渐下降至低于第三

产业产值水平、第三产业产值不断增加的现状是相

符的。

FDI的知识溢出效应与长期情况表现大致相

同：FDI对三次产业也依次产生了较小的负向、正向

和负向的知识溢出效应。这与青岛市目前的引资

结构与引资质量有关。由于在第一产业范围内青

岛市引进的外资主要集中在较低层次，对青岛市农

林牧渔等行业的现代化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而

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一、第三产业具有较好的经济技

术装备和较高的产业发展水平，FDI知识溢出对其

产业发展在短期内具有相对的促进作用；目前青岛

市第三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仍处于成长阶段，引

进的FDI未能更加有效地集中于高新技术产业、服

务业等行业，因此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优化青岛市产业结构的

对策建议

（一）改善引资策略

1. 加强对FDI的产业导向力度

首先，青岛市FDI过多集中于制造业，这没有很

好地起到调整青岛市产业结构的作用,因为很多外

资投资的制造业技术附加值低，引进层次较低，没

有先进的技术，也缺乏先进的管理水平，没有很好

地提供当地经济发展所急需的科技、管理等要素。

因此，需要注重加强对引进外资的技术要求，将外

资更多地引入高新技术产业等技术密集型以及资

本密集型产业，努力实现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

的项目转移。其次，利用政策引导FDI的投资方向，

促进FDI投向青岛的城郊区县，这样不仅有利于推进

城郊区县的城市化，而且有利于扩大农林渔牧产业

的对外开放、增加农民收入，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14]。

2. 优化引资结构

青岛市的外资主要来源集中在韩国、日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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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青岛市应在

继续保持从这些地方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基础上

加强从欧盟、北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外资的力

度,这样既能改变青岛市外资来源过分集中的问题，

又能进一步提高外资引入的规模，还能提高FDI的
质量。当然，要提高引入外资的质量，也应该做到

以下两点：首先，要选择外商投资规模大、资金到位

率高的项目，改变资金到账率较低的问题；其次，要

积极引进技术密集型项目，努力实现向技术密集

型、附加值大的项目转移，改变目前一般加工工业

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二）加强自我提升

1. 技术创新

相关产业产业化不足是制约青岛市引进FDI的
重要原因。比如FDI在青岛市第一产业中的技术溢

出效应一直为负，正是由于青岛市第一产业整体水

平不高、技术相对不强导致。所以，青岛企业要在

国际市场上具备核心竞争力必须加快技术创新，引

进优秀人才，同时提倡产品的结构升级，从而吸引

大量的优质外资。青岛企业要积极参与国际品牌

的展示，学习国际先进技术、管理和营销经验，同时

要加强自主研发，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争取走中高端路线。

2. 吸引R&D投入

R&D投入欠缺也是制约青岛产业结构升级的

一个要素。提高R&D投入能有效地促进 FDI在青

岛市发挥技术溢出效应，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发展。

近年来中国也成为跨国公司重要的海外R&D基地

之一，在华R&D投资成为新一轮的热点。为了吸引

更多的跨国公司的技术研发投入，青岛市应该制定

相关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吸引R&D投资，比如可以适

度放宽跨国公司参与国内研究项目招投标的限制，

也可以吸引跨国公司来青岛参与技术创新的合作

共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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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FDI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Taking Qingdao as Example

SHEN Ke-zheng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show tha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has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economic develop⁃
ment of the host country and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Qingdao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as a coastal devel⁃
oped city,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expanded rapidly. In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Qingdao FDI and industry struc⁃
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tatus quo, on the ba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ethod for the demonstration analy⁃
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Qingdao, it is concluded that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the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in Qingdao, we shoul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of FDI industry guide, optimize capital structure, and
strengthen self-improvement in order to create favorable environment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foreign capital introduction.

Key words: FDI; industrial structure; Qingdao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