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院本文利用 1985要2012 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数据袁实证分析中国在美技术获取型 FDI 的逆向溢出效应遥
同时袁从吸收能力视角考察人力资本尧经济开放度尧金融发展程度与技术差距对中国在美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

影响遥 研究结果表明袁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袁 中美适度的技术差距促进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曰但中国高级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和经济开放度及金融发展程度不深制约了中国企业有效吸收先进

技术的能力袁阻碍了中国对美 OFDI 逆向技术溢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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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和文献综述

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渊FDI冤已经成为各国

跨国公司进入海外市场袁主动获取新的技术资源和

战略资产的一条重要途径遥 国外众多学者从实证研

究中都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技术寻求的重

要动机袁且企业的技术寻求与获取行为会促进投资

母国企业尧产业及国家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袁即证

明了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遥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袁国
际学术界开始对逆向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遥 [1-7]大
量文献表明袁国际研发溢出效应与技术接受国的吸

收能力密切相关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渊OFDI冤渠道产

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也会受到接受国吸收能力

的影响袁即投资国的吸收能力越强袁越能促进逆向

溢出效应的成功吸收遥 一些学者试图从技术接受国

吸收能力的角度来解释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遥
关于吸收能力的观点主要有三种院基于技术能

力的吸收能力尧基于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以及扩展

的吸收能力遥 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吸收能力

对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遥
渊一冤基于技术能力的吸收能力对 OFDI 逆向溢

出效应的影响

投资国的技术能力与国内研发渊R&D冤投入密

切相关遥 大量研究文献表明袁国内的研发投入对逆

向技术扩散影响显著遥 [8-14]学者们把国外 R&D 存量

与本国 R&D 强度结合起来袁 考察本国研发支出对

国外技术溢出的影响袁研究表明袁本国研发强度对国

外 R&D 溢出存在正向影响遥 本国研发投入越大袁吸
收国际技术溢出的效果越好遥

此外袁投资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反映

了投资国的技术能力袁决定了母国企业获取尧吸收技

术的效果以及开发技术的能力袁 因而影响 OFDI逆
向技术溢出效应遥在技术溢出与技术差距的关系上袁
学者们各持己见遥Findlay尧[15]Wang与 Blomstrom[16]认为

技术溢出与技术差距正相关遥 技术差距越大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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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国家的企业学习尧模仿先进技术的空间与潜力

越大袁即技术溢出越大遥 而 Kokko尧[17]Glass 与 Saggi[18]
则认为技术溢出是技术差距的减函数院技术差距过

大时袁无技术优势企业将不具备有效吸收尧模仿先进

知识的能力袁 难以获取技术溢出 遥 Sjoholm尧 [19]

Nakamura尧[20]刘明霞[21]则提出另一种观点院技术溢出

与技术差距之间并非呈现一种单调变化的线性关

系袁而是非线性关系遥 在一定范围内袁技术差距越大

意味着学习和模仿的机会多袁有利于技术外溢的吸

收曰但超过一定程度后袁因为技术接受方没有足够

的技术能力去吸收袁 反而会使技术外溢效果下降袁
中间存在一个拐点遥 李梅和柳士昌认为技术差距对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野门槛式冶影响遥 [22]

渊二冤基于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对 OFDI 逆向

溢出效应的影响

研究证实袁人力资本是技术吸收能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袁投资母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将直接决定母国

的技术吸收能力袁并深刻影响来自东道国的逆向技

术溢出遥Benhabib与 Spiegel研究发现袁人力资本不仅

仅对生产效率具有直接提升作用袁更有利于海外先

进技术的吸收和提高国内研发效率袁促进企业自主

技术的创新遥[23]Borensztein 等尧[24]Bin Xu[25]检验了基于

人力资本考量的吸收能力野门槛冶效应袁发现当东道

国人力资本达到一定存量水平时袁通过 FDI 渠道的

技术外溢效应才存在遥 李梅和柳士昌认为中国人力

资本积累未能达到一定门槛袁 致使企业无法有效吸

收 OFDI 传导的国际技术溢出遥 [22] 此外袁Nelson 与

Phelps尧[26]Keller 等尧[11]Bin Xu 与 Eric[27]检验了人力资

本吸收能力对与 FDI 相关的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袁
得出了相似结论院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的水平是决定

其吸收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遥
渊三冤基于扩展的吸收能力对 OFDI 逆向溢出

效应的影响

一些学者从知识产权保护尧 经济开放程度尧金
融市场效率尧市场化进程等多个角度对东道国的吸

收能力进行了全面尧深入研究袁使吸收能力的内涵

与范围大大拓宽遥
知识产权的保护政策与贸易开放政策作为一

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将影响这个国家的对

外直接投资袁对一国的技术转移与扩散有着更深刻

的影响遥 Olfsdotter尧[28]Saggi 等尧[29]Bin Xu 等[27]研究认

为袁有关贸易开放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将对中低

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溢出起显著作用遥 国

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于经济开放度对逆向技术

溢出的影响给予了说明遥 [14][30-31]

此外袁一国的金融市场效率尧市场化进程也会

形成吸收能力影响 OFDI 逆向技术溢出遥 Hermes 与
Lensink尧[32]Alfaro 等[33]认为袁东道国的金融市场效率

越高袁融资成本就越低袁东道国技术领先企业就能

及时获取足够的 R&D 资金以实现对技术的持续性

升级曰同样袁技术寻求企业也能以有限的成本获得

充足的资金实施技术学习尧 吸收与进一步创新遥
Koske 认为袁 发达的金融市场能有效促进国际技术

外溢遥 [34]周春应持相同观点袁他认为有效率的金融市

场为企业融资提供一个有效环境袁支持企业获取吸

收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遥 [35]阚大学引入市场化

进程作为制度因素袁强调完善的市场制度能使人力

资本得到合理回报袁企业乃至社会的技术活动富有效

率袁进而增强企业对技术的吸收能力袁有效发挥 OFDI
逆向技术外溢效应遥 [36]

还有一些学者从更加综合的角度总结吸收能

力遥 Olfsdotter 认为袁投资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尧政府政

策尧人口增长率尧基础设施状况乃至行政效率都是

决定一国的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遥 [28]Siotis 则指

出国际市场环境尧国家竞争力和微观企业的具体活

动都可以决定一国的技术吸收能力袁最终会影响投

资国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遥 [3]国内学者陈菲琼和虞

旭丹尧[37]陈岩[14]持有相似观点遥
虽然对于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

素的讨论已日臻完善袁但在观点与结论上并未达成

一致袁且鲜有文献联系中国 OFDI 发展新的趋势袁特
别是中国对发达国家如美国的技术获取型 FDI袁论
证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遥 事实上袁由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联合多家机构开展的叶2013
年度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情况及意向调查曳揭示了中

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新特点遥 其中袁提
升品牌尧获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成为一大投资动

力曰欧盟尧北美等地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增强遥 16%
的受访企业将美国作为投资目标袁15%的企业选择

在欧盟从事 OFDI遥 在中国企业对美国进行以获取

技术尧 提升品牌为主要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

中袁会产生怎样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钥 中国的吸收

能力因素会怎样影响在美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

应钥 这正是本文研究的两个重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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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模型建立与数据处理

渊一冤基本模型的建立

国际 R&D 溢出的测量方法主要分为 CH 方法[38]

和 LP 方法袁[5]其他实证研究主要是这两种方法的应

用和拓展遥 本文基于 LP 的国际 R&D 溢出回归模

型袁 构建以下模型考察中国对美国技术获取型 FDI
的逆向溢出效应和吸收能力对 OFDI 逆向溢出效应

的影响遥
基础模型院

= + 1 + 2 + 3
+ 渊1冤

基于技术差距的吸收能力模型院
= + 1 + 2 +

3 + 渊2冤
基于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模型院

= + 1 + 2 +
3 + 渊3冤

基于经济开放度的吸收能力模型院
= + 1 + 2 +

3 + 渊4冤
基于金融发展程度的吸收能力模型院

= + 1 + 2 +
3 + 渊5冤

模型渊1冤中袁 代表时期袁 代表截距项袁 为随

机误差项袁 表示中国第 期的全要素生产率袁
为第 期的中国国内研发支出占 GDP 比重袁

代表国内研发活动曰 尧 分别表示中

国通过对美 OFDI 渠道尧IFDI 渠道溢出的美国研发

资本存量遥 1尧 2尧 3 表示国内研发活动尧对美国直接

投资产生的逆向溢出研发资本和引进美国直接投

资溢出的研发资本对 TFP 的弹性系数遥 如果 2 为
正袁 则表明中国对美国 OFDI 渠道的逆向技术外溢

存在袁且对中国的技术提升有积极影响遥
尧 尧 尧 分别表示第 t 期中国与美国

的技术差距尧中国的人力资本变量尧经济开放度及

金融发展程度遥 交叉项 窑 尧 窑
尧 窑 尧 窑

前面的系数分别表示技术差距尧人力资本尧经济开

放度尧 金融发展程度与对美 OFDI 渠道溢出的国外

研发资本存量的结合对全要素生产率渊TFP冤的影响遥
在这 5 个模型中袁通过 OFDI 渠道溢出的美国研

发资本存量 USOFDI 的估算是研究逆向溢出效应的

关键遥基于 LP 对国外知识溢出的测算方法袁[5]建立中

国对美国技术溢出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院
= 渊6冤
= 渊7冤

表示 t 期美国流向中国的直接投资袁
表示 t 期中国流向美国的直接投资袁 表示

t 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袁 表示 t 期美国研发资本

存量遥
渊二冤变量内涵与数据测算

1. 全要素生产率渊TFP冤的测算

假定两种生产要素的柯布要道格拉斯生产函

数为院
= 渊8冤
尧 尧 分别表示一国在 t 期的产出尧 实物资

本尧 劳动力袁 代表一国在 t 期的技术水平袁 尧 分

别表示资本尧劳动力的产出弹性遥将全要素生产率TFP
定义为 / 袁并以 TFP 表示一国技术进步水平遥
在大量文献研究中袁取 =0.4袁 =0.6袁本文亦如此遥

Y 依据历年 GDP 指数渊来自叶2013 年中国统计

年鉴曳冤 折算为以 1985 年为基期的实际 GDP袁L 数据

来源于中国历年统计年鉴遥 资本存量 K 采用 Gold鄄
smith[39]开创的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袁基本公式为院

= / +渊1- 冤 -1 渊9冤
其中袁 为 t 期固定资本存量袁 为 t 期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袁 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袁 表示 t
期的资本折旧率袁 -1 表示上一期固定资本存量遥

第一袁对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袁由于中国

统计年鉴上仅有 1991 年后各年份数据袁 本文结合

张军尧章元[40]以 1985要1991 年估算的价格指数统一

折算为以 1985 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

数遥 第二袁基期固定资本存量袁本文 1985 年的资本

存量取自具有代表性的张军尧章元的研究袁[40]并折算

成 1985 年的不变价格遥 第三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从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可以获得遥 第四袁采用国际上的

惯常做法袁将折旧率取值 5%遥 根据公式渊9冤袁可以测

算出 1985要2012 年中国资本存量遥
然后将 琢尧茁 值代入公式 渊8冤袁 即可得出中国

1985要2012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遥
2. 国内研发活动渊RDP冤的测算

从叶中国主要科技指标数据库曳获得中国 1987要

黄 颖：中国对美国技术获取型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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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的研发支出占GDP 比重袁1985 年和 1986 年

的数据缺乏袁本文取 1987要1990 年的平均值遥
3. 技术差距渊TD冤的确定

投资母国渊企业冤与东道国渊企业冤之间的技术差

距决定了企业获取尧吸收技术的潜力与效果以及开

发技术的能力袁因而影响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遥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袁用中国国内劳动生产率与美

国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来衡量技术差距袁该比值小于

1 表示国内技术水平落后于国外袁 在 0 到 1 间的比

值越大表示技术水平越高袁与国外的技术差距越小遥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用平减后并折算成美元的

GDP 除以就业人数得到曰历年就业人数来源于叶中
国统计年鉴曳曰 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数据来源于历年

叶国际统计年鉴曳遥
4. 人力资本渊H冤的确定

人力资本的积累深刻影响国际技术溢出遥 技术

的创新及提升不仅依赖于各种层次的人力资本积

累袁更重要的取决于高技术人才对海外先进技术的

消化吸收和进一步创新遥 本文选取了 R&D 人员占

总人数比重作为人力资本度量指标袁代表高技术人

才的积累袁 对中国在美 OFDI 逆向溢出效应的影响

进行实证分析遥
中国 1987要2012 年历年的 R&D 人员数来自

叶中国主要科技指标数据库曳袁 但由于缺失 1985要
1986 年的数据袁 本文首先计算出 1987要2012 年

R&D 人员的年平均增长率袁再根据各指标的年平均

增长率倒推其 1985要1986 年的数据遥
5. 经济开放度渊OPEN冤尧金融发展程度渊FD冤的

确定

经济开放度反映了在开放条件下一国同外界

国家的联系程度袁将影响投资母国在经济全球化的

环境中吸收逆向技术溢出并从中获益的程度遥 本文

以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来测度经济开放度

渊OPEN冤袁它是影响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一个

重要吸收能力因素遥
金融发展水平往往衡量了一国货币市场的自

由化程度袁将决定投资母国和企业的融资成本及能

力袁进而影响其技术吸收能力及逆向技术溢出的获

取遥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袁本文采用金融机构年底贷款

余额占 GDP 的比重来测度金融发展水平渊FD冤遥 金

融发展水平渊FD冤也是深刻影响 OFDI 逆向技术溢

出的吸收能力因素之一袁增强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

能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袁从而提高企业的研发效率

和技术积累水平袁 加速 OFDI 逆向技术的扩散与转

移遥
6. 中国通过 OFDI尧IFDI 渠道溢出的美国研发

存量 USOFDI尧USIFDI 的确定

首先袁获取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存量和来自美

国的直接投资存量数据遥 1990要2002 年中国对美国

直接投资存量来自各年度 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

鉴曳 中批准海外直接投资中方投资的存量数据袁
2003要2012 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存量来自各年

度 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曳袁 由于缺乏 1990
年前的数据袁 本文参照 1990 年以后中国对美 FDI
存量数据测算 1985-1989 年投资在美国的资本存

量遥 中国引进美国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来自叶中国

统计年鉴曳遥
其次袁获取并测算美国研发资本存量和 GDP 数

据遥依据永续盘存法,美国历年研发资本存量的计算

公式为院
=渊1- 冤 -1+ 渊10冤

其中袁 为美国第 t 年研发资本存量袁 为

R&D 资本存量的折旧率袁取值 5%遥 为美国以

1985 年为基期折算的历年研发资本支出遥 其中袁
1985要2003 年研发资本存量来自李平的研究袁[41]

2004要2012 年的研发资本存量数据由本文测算袁采
用以下步骤院首先袁美国的 GDP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

行数据库袁R&D 支出占 GDP 比重来自叶中国主要科

技指标数据库曳袁 由此可得美国历年的 R&D 支出遥
然后对美国研发支出按消费价格指数折算为 1985
年不变价格的历年研发资本开支袁美国历年消费者

价格指数取自叶国际统计年鉴曳曰最后按照公式渊10冤
测算美国研发资本存量遥

最后袁依据公式渊6冤和渊7冤测算 OFDI 和 IFDI 溢
出的美国研发资本存量遥

三尧计量分析结果及解释

渊一冤单位根检验

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袁使用带随机趋势

的非平稳数据进行估计会引起伪回归问题遥 因此在

对各经济变量间的关系进行估计和检验之前袁必须

检验各变量是否具有平稳的特征遥 首先对各变量进

行单位根检验遥运用 ADF 检验方法对相关变量的原

始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袁 结果如表 1 所

示遥从表 1 可以看出,各变量的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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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却都是平稳的,即都是 1 阶单

整遥 以下来检验各经济变量间的长期关系遥
渊二冤协整检验

本文使用恩格尔要葛兰杰法进行协整检验上

述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尧稳定的均衡关系遥 首先

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变量的协整回归袁再对协整

回归所得的残差进行 ADF 检验遥 用 Eviews6.0 对模

型渊1冤至模型渊5冤进行回归袁各参数的回归结果及显

著性检验见表 2遥协整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袁ADF 值

分别小于置信水平为 1%尧5%的临界值遥 所以袁估计

的残差序列分别在 1%尧5%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袁即
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论遥 因此袁可以确定估计的

残差为零阶单整遥 上述结果表明院解释变量和被解

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遥
四尧回归结果分析

渊一冤中国对美国技术获取型 FDI 的逆向溢出

效应

模型渊1冤结果见表 2 中第 2 列袁DW 为 1.43袁不
存在自相关性遥 结果表明国内研发投入尧美国来华

直接投资尧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外溢

均是推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遥
其中袁LnRDP系数为 0.428袁表明中国研发资本占GDP
比重每增加 1 个百分点袁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0.428
个百分点袁 中国技术提升与研发投入密切相关遥

LnUSIFDI 系数为 0.139袁表明来自美国的 IFDI 存在

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袁 引进美国直接外资每上升

1%袁可以推动 TFP 增长 0.139%遥 LnUSOFDI 的系数

为 0.121袁显著且通过检验袁表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

存在明显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袁但国内研发投入比

重的提升对 TFP 的促进作用更重要遥
渊二冤吸收能力对中国在美 OFDI 逆向技术溢出

的影响

模型渊2冤结果显示袁LnTD*LnUSOFDI 的系数为

负袁 表明技术差距对逆向技术溢出产生了负面影

响袁即技术差距提高时袁中国企业对美 OFDI 逆向溢

出减小遥 假设在美国技术水平既定的情况下袁国内

技术水平越高即与美国技术差距越小时袁逆向技术

溢出效应越大遥 因为国内较高的技术积累有利于投

资企业更好地吸收和获取 OFDI 渠道产生的技术溢

出袁也有助于企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技术创新遥 中

国企业对美技术获取型投资是提升国内全要素生

产率的途径之一袁但前提是中国企业要有较高的技

术水平和吸收能力遥
模型渊3冤结果表明袁R&D 人员比重渊H冤与 USOFDI

的交叉项系数为负值渊-0.060冤袁表明当前中国高技

术人才的积累不足袁人力资本积累仍未达到有效吸

收逆向技术外溢的门槛袁 在中国对美 OFDI 渠道的

技术溢出中未能发挥理想的正面效应遥

LnTFP
LnUSOFDI
LnUSIFDI
LnRDP
LnTD*LnUSOFDI
LnH*LnUSOFDI
LnOPEN*LnUSOFDI
LnFD*LnUSOFDI
D lnTFP
D lnUSOFDI
D lnUSIFDI
D lnRDP
DLnTD*LnUSOFDI
DLnH*LnUSOFDI
DLnOPEN*LnUSOFDI
DLnFD*LnUSOFDI

-0.143923
3.420248

-1.444021
-0.199645
1.701076
0.759824

-0.454282
-2.040711
-3.370353鄢鄢
-3.451056鄢鄢
-3.630451鄢鄢
-3.152918鄢鄢
-4.750478鄢
-5.524659鄢
-5.658162鄢
-4.828406鄢

-3.724070
-3.699871
-3.699871
-3.711457
-3.699871
-3.699871
-3.699871
-3.699871
-3.711457
-3.711457
-3.711457
-3.711457
-3.711457
-3.711457
-3.711457
-3.711457

-2.986225
-2.976263
-2.976263
-2.981038
-2.976263
-2.976263
-2.976263
-2.976263
-2.981038
-2.981038
-2.981038
-2.981038
-2.981038
-2.981038
-2.981038
-2.981038

-2.632604
-2.627420
-2.627420
-2.629906
-2.627420
-2.627420
-2.627420
-2.627420
-2.629906
-2.629906
-2.629906
-2.629906
-2.629906
-2.629906
-2.629906
-2.629906

不平稳

不平稳

不平稳

不平稳

不平稳

不平稳

不平稳

不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变量 ADF 统计量 1%
临界值

5% 10% 结论检验类型渊c袁t袁k冤
渊c袁0袁2冤
渊c袁0袁0冤
渊c袁0袁0冤
渊c袁0袁0冤
渊c袁0袁0冤
渊c袁0袁0冤
渊c袁0袁0冤
渊c袁0袁0冤
渊c袁0袁1冤
渊c袁0袁0冤
渊c袁0袁0冤
渊c袁0袁0冤
渊c袁0袁0冤
渊c袁0袁0冤
渊c袁0袁0冤
渊c袁0袁0冤

表 1 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检验类型渊c袁t袁k冤分别表示 ADF 检验中是否会有常数项 c尧时间趋势项 t 以及滞后阶数 k袁滞后阶数的选择基于 AIC 和 SC 值确定遥 鄢尧
鄢鄢分别表示该值在 1%尧5%的水平上平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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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渊4冤尧渊5冤分别考察了经济开放度和金融发

展水平为度量指标的中国对美 OFDI 逆向技术溢出

的吸收能力袁LnOPEN*LnUSOFDI 的系数为-0.153袁
LnFD*LnSOFDI 的系数为-0.155袁均为负遥 这一结果

表明院基于经济开放度尧金融发展程度吸收能力的

中国对美 OFDI 逆向技术溢出存在袁 但对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未能产生积极影响袁这说明中国经济开放

度尧金融市场化程度和融资效率还不高袁制约了本

国有效吸收海外技术的能力遥
五尧结论和建议

本文在中国对美国技术获取型 FDI 日益增加

的现实背景下袁 基于 LP 的国际 R&D 溢出回归模

型袁[5]实证分析了中国企业在美 OFDI 的逆向技术溢

出效应及其吸收能力影响因素袁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院
第一袁中国对美技术获取型投资产生的逆向溢

出效应显著存在遥 中国对美技术获取型 FDI 对中国

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且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遥
这说明中国企业通过在美国 OFDI 能够促进本国技

术进步袁通过向美国企业学习和积累技术能更加直

接地获取美国的先进技术遥 相对美国在华直接投资

的技术溢出效应来说袁 对美 OFDI 对技术水平提升

的贡献较小遥 另外袁国内研发投资占 GDP 比重对国

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大于国际研发溢出遥
第二袁 技术差距对中国在美 OFDI 逆向技术溢

模型渊1冤 模型渊2冤 模型渊3冤 模型渊4冤 模型渊5冤
C -0.390320鄢

(-11.59694)
-0.299602鄢
( -4.733670)

-0.338696鄢
渊-12.01889冤

-0.382300鄢
渊-13.63857冤

-1.192355鄢
渊-7.461633冤

lnRDP 0.428462鄢
渊8.428437冤

0.231441鄢鄢
(2.138270 )

0.314803鄢
渊6.750461冤

0.274760鄢鄢
渊4.576707冤

0.575927鄢
渊9.676985冤

LnUSIFDI 0.138558鄢
渊18.19359冤

0.124900鄢
渊11.13954冤

0.106455鄢
渊13.79305冤

0.086287鄢
渊8.192087冤

-0.099027
渊-1.455199冤

LnUSOFDI 0.121487鄢
渊6.022813冤

LnTD*lnUSOFDI -0.086536鄢
渊-4.636114冤

LnH*lnUSOFDI -0.060306鄢
渊-9.025724冤

LnOPEN*lnUSOFDI -0.153246鄢
渊-7.589282冤

LnFD*lnUSOFDI -0.155055鄢鄢鄢
渊-1.827189冤

R2 0.986444 0.982091 0.992035 0.989812 0.969333
调整后 R2 0.983431 0.978111 0.990264 0.987548 0.964000

F 327.4503 246.7685 560.4424 437.1940 181.7501
DW 1.425331 1.473558 2.152755 1.980575 1.519769

表 2 中国对美国技术获取型 FDI逆向溢出效应及其吸收能力因素影响的估计结果

注院回归所使用的软件为 Eviews6.0袁鄢尧鄢鄢分别表示该值在 1%尧5%的水平上平稳遥

变量 检验类型渊c袁t袁k冤 ADF 统计量
临界值

结论1% 5% 10%
Resid1
Resid2
Resid3
Resid4
Resid5

渊c袁0袁0冤
渊c袁0袁0冤
渊c袁0袁0冤
渊c袁0袁0冤
渊c袁0袁0冤

-4.185178鄢
-3.741095鄢鄢
-5.330504鄢
-4.428752鄢
-3.635276鄢鄢

-3.769597
-3.769597
-3.769597
-3.769597
-3.699871

-3.004861
-3.004861
-3.004861
-3.004861
-2.976263

-2.642242
-2.642242
-2.642242
-2.642242
-2.627420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注院鄢尧鄢鄢尧鄢鄢鄢分别表示该值在 1%尧5%尧10%的水平上平稳遥
表 3 残差的 ADF检验结果

22



出的影响显著遥 中美技术差距的存在阻碍逆向技术

溢出袁即技术差距提高时袁中国企业对美 OFDI 逆向

溢出减小遥 中美企业之间应保持适度的技术差距袁
促进中国企业在美投资获取知识资产遥

第三袁吸收能力对中国在美技术获取型 FDI 的
逆向溢出效应影响显著遥 人力资本尧经济开放度及

金融发展程度对中国在美技术获取型 FDI 的逆向

溢出并未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袁这说明我国高层次

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相对不足袁使得我国的人力资

本水平还未达到有效吸收 OFDI 传导的国际技术溢

出的要求遥 此外袁虽然中国长期坚持自由开放的对

外经济政策袁但在中美经济开放方面特别是在技术

密集型产业的投资领域需进一步深化袁以提高中国

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曰加之袁中国金融市场化程度

和融资效率还不高袁制约了本国有效吸收海外技术

的能力遥
本文结论对中国企业在美国技术获取型直接

投资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院首先袁中国企业应加大

在美技术获取型 FDI 的规模遥 在不断加快对外直接

投资步伐的同时袁中国企业应增强技术获取的投资

动机袁 加大技术获取型 FDI 规模与企业海外研发尧
创新活动的投资力度袁特别是深入美国等研发存量

丰富的发达国家进行大胆投资袁主动获取国际最新

技术遥 其次袁国内研发投资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

力量遥 中国应高度重视科研开发袁加大研发经费的

投入比例袁有效提高中国企业在美国吸收新技术和

智力资源的能力袁强化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遥 再次袁
中国应注重提升技术的吸收能力遥 一方面袁中国要高

度重视科技人员和 R&D 人才的投入和积累袁 以发

挥人力资本在提升中国对美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

应中的重要作用曰中美之间应坚持实施更开放的对

外经济政策并继续深化金融市场改革袁加强中美之

间跨国公司的交流与合作袁提高金融市场资源配置

效率袁增强中国企业对美国研发成果的吸收遥 另一

方面袁中国应与美国保持适度的技术差距袁促进中

国企业在美投资尧学习模仿尧创新袁实现技术赶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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