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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发展迅速袁各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也蓬勃兴起遥 基于中国 30 个省市区的非金融类

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袁以 IDP 理论为基础袁对影响各区域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遥 结果
表明袁经济发展水平尧出口尧吸引外资和政府支持拉动了区域性对外直接投资袁并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袁政府支持将

明显促进各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曰金融市场化水平对区域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遥 各因素的促进作用因地区而异袁
政府支持和出口对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袁经济发展水平和吸引外资的影响则小于中西部地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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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与相关文献综述

自 2002 年中国政府实施野走出去冶战略开始袁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渊下文也称 OFDI冤即表现出迅
速发展的态势袁野一带一路冶战略更为对外投资构筑

了全新格局遥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袁2014 年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 1160 亿美元袁位于全球第三曰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 7295 亿美元袁位于全球第九遥
按照中国叶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曳的规定袁对外直
接投资的统计数据分设中央和地方两部分袁
区的统计数据显示袁

淤

各地

于

至 2014 年的 6.7%遥 非国有企业正是地方企业 OFDI

的生力军袁以华为技术尧联想控股尧大连万达尧复星国
际为代表的大批民营企业由于近年来跨国投资的成
绩斐然而稳居中国非金融类跨国公司百强之内遥 中
国各地区 OFDI 的繁荣兴起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
均衡发展袁在野一带一路冶战略推动下袁区域性对外直

接投资也将掀起新的高潮遥 在当前背景下袁探讨区
域性 OFDI 的驱动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渊IDP冤是研究发展中

区域性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正

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重要理论袁该理论的核心内

比重为 51.1%袁 规模首次超过中央企业和单位曰存

人均 GNP 来反映冤存在系统的相关性关系遥 [1]Andreff

蓬勃发展遥 2014 年地方非金融类 OFDI 流量占全国
量占全国比重从 2004 年的 14.49%上升至 2014 年
的 31.6%遥 2014 年末袁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者
中袁各省市区的投资者占 97%袁中央企业和单位仅

占 3%遥 中央企业 OFDI 的存量规模虽仍占优势袁但

比例正逐渐缩减袁地方企业 OFDI 的增长势态更猛遥
中国 OFDI 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非国有企

业对外直接投资逐年上升袁 从投资者的构成来看袁
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从 2003 年的 43%降

容即一国的净对外投资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渊以
对转型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后指出袁 母国的经
济发展水平是 OFDI 的主要决定因素遥

[2]

黄武俊等尧

朱华的研究都证实了该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遥

[3][4]

区域视角看袁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影响地区 OFDI 的主
要动因遥

[5]

根据 IMF 的统计袁2014 年中国人均 GDP

居全球第 80 位袁总体相对滞后袁但对外直接投资却
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遥在人均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袁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何以取得如此快速的增长袁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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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学者对其中的推动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袁研究

同时以出口和吸引外资代表经济开放水平袁将政府

视角主要基于国家层面袁 也包括企业微观层面袁但

支持和金融市场化水平纳入制度因素的框架袁分析

针对区域层面的分析较少遥 一些学者认为袁制度因

素是推动中国 OFDI 的关键因素袁 母国政府高度的

政策支持有助于弱化企业对外投资的所有权和区
位劣势遥

[6][7]

阎大颖等利用大型工业企业数据袁指出

政府的政策扶植尧海外关系资源尧自身融资能力显

著影响国内企业 OFDI袁这些特殊的野制度性优势冶
因素将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存在并影响企业的对外
直接投资遥

[8]

林治洪等研究表明政府的宏观调控对

OFDI 除直接产生促进作用外袁 还包括间接作用于
各种资源产生的影响遥

[9]

另一些学者从资金来源的

角度指出金融资源的市场化程度是国内企业 OFDI

的重要影响因素袁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有助于缓解
非国有企业的外源性融资困难袁增加企业对外投资
的倾向遥

[10][11]

李磊等对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也

表明袁信贷融资能显著促进国内工业企业的 OFDI袁
[12]

并且民营企业获益更多遥 此外袁国内学者也验证了
多种变量对中国 OFDI 的影响袁 变量的选取多数是

源于经济因素的考虑遥 官建成尧王晓静研究指出中
国 OFDI 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出口和 FDI遥

[13]

邱立成尧

王凤丽认为对外贸易尧劳动力成本尧资源需求对中

国 OFDI 影响显著遥 [14]张建刚通过研究 OFDI 的区域
均衡与动因差异袁指出出口尧能源需求和产业结构
对 OFDI 有重要影响遥

[15]

区域性 OFDI 的动因袁 并创新性地检验不同经济发
展水平下政府支持对区域 OFDI 的影响遥
二尧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渊一冤研究假设
1. 经济因素

随着人均 GDP 的增加袁 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尧

技术水平等随之提高袁对高档消费品和高技术的需
求快速增长袁同时本地市场出现相对饱和尧生产要
素价格明显上升袁地区内企业趋于进行对外投资以
获得经济效益遥 根据邓宁的 IDP 理论袁一国的对外
直接投资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密切袁从区域角
度看袁各地区 OFDI 将随人均 GDP 增加而提高遥

根据 IMF 的数据袁2009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

出口大国袁目前仍保持第一位遥 Mathews 认为新兴国
家的企业通常以出口作为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开始袁

出口有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获取经验并建立广泛
联系遥

Wei 指出积累的出口经验使企业对东道国

[17]

市场的消费习惯更加熟悉袁更易于吸收利用东道国
的市场信息并提升适应市场的能力袁 减少 OFDI 过
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与不确定性遥

[18]

随着外资大量流入中国袁FDI 所含的人力资本尧
研发投入等因素会带来技术的扩散袁有助于提高本

杨恺钧等通过对野金砖四

地企业的生产率和管理水平遥 通过吸引外资所带来

国冶 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袁 表明新兴市场国家的

的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有助于加强国

[16]

内企业的所有权优势袁带动企业对外投资规模的扩

以上研究为从母国视角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

大遥 同时袁中国国内经济中来自国外跨国公司的竞

资的动因积累了丰富成果遥 但已有文献对区域性

争被广泛视为中国跨国公司外向直接投资迅速扩

OFDI 与外资流入量尧技术发展水平有紧密联系遥

OFDI 驱动因素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院第一袁现有
研究成果多是基于国家宏观层面数据袁按照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进行研究袁OFDI 的总量数据
包括中央企业和单位以及各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遥
地方企业的 OFDI 在投资规模尧投资主体尧投资行业
等方面与中央企业存在显著差异袁已有研究难以清

晰揭示各区域 OFDI 的影响因素遥 第二袁多数学者研
究认为制度因素中的政府支持对国内企业 OFDI 有
重要影响袁但由于数据所限袁并未检验不同经济发

展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渊Unctad袁2006冤遥
基于以上分析袁本文提出假设如下院

假设 1院区域性对外直接投资与人均 GDP 正向

相关遥

假设 2院区域性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正向相关遥

假设 3院 区域性对外直接投资与吸引外资正向

相关遥

2. 制度因素

制度 是人类社 会中人们 的 行 为 准 则 袁 诺 斯

展水平下政府支持对 OFDI 的影响遥 为弥补以上研

渊North冤将其定义为博弈规则袁包括正式规则渊宪法尧

献的实证经验袁 利用 2003要2013 年中国各省市自

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袁良好的母国

究的不足袁本文以 IDP 理论为基础袁并基于现有文
治区的面板数据袁 以人均 GDP 代表经济发展水平袁

产权制度和合同冤与非正式规则渊规范和习俗冤遥 中
制度安排会成为企业 OFDI 的驱动力遥

[19]

母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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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会影响外向直接投资决策袁中国的跨国公司
认为本国政府的政策是它们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推

动因素渊Unctad袁2006冤遥 野走出去冶战略之后袁政府通
过各种措施鼓励和支持企业对外投资袁如简化外汇
审批手续尧发布投资指南尧加快投资手续办理尧提供
低利率贷款支持和一定的风险保障等遥 通过政府支
持直接或间接地给予企业补贴袁促进企业的研发和
创新袁提高生产率袁增加企业的竞争优势遥
需要袁因此袁资金问题是企业 OFDI 决策的重要制约
因素遥 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是以银行为主导的袁企
[20]

在国

有银行主导的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下袁非国有企业
的贷款在审批手续尧抵押担保尧利息等方面更容易
遭受野歧视性冶待遇遥 中国作为转型国家袁各领域的市
场化改革都在进行之中袁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有助
于解决非国有企业融资困难袁使企业对外投资的道
路更加通畅遥 姜建刚尧黄志勇等的研究都证明信贷
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有助于提高该地区的 OFDI遥

[10][21]

根据以上分析袁本文提出如下假设院

假设 4院 区域性对外直接投资与政府支持正向

方政府支持对促进 OFDI 的作用袁构建模型 b袁将经
济发展水平渊lngdp冤和政府支持渊gov冤的交乘项加入
模型 a 中袁模型如下院

lnstockit =琢 +茁1lngdpit +茁2lnexit +茁3lnfdiit +茁4govit +

茁5loanit+姿1lngdpit*govit+酌1lnpatit+酌2lnenegit+着it
各变量说明如下院

渊b冤

两种指标袁因为存量数据更具有稳定性袁本文选取
存量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遥 本文按当年时间的平均
汇率和 GDP 平减指数渊2003 为基期冤对各地区非金
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进行折算袁并取其自然对数

渊lnstock冤遥 数据来源为 2003要2013 年度叶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曳遥

本文的解释变量如下院

经济发展水平渊lngdp冤院对各地区的人均 GDP 按

GDP 平减指数折算后取自然对数遥

出口渊lnex冤和吸引外资渊lnfdi冤院对各地区的出

口值尧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按当年平均汇率和 GDP 平
减指数进行折算袁并取其自然对数遥

政府支持渊gov冤院地方政府对企业资金和政策等

相关遥

的支持的主要来源即财政资金袁以各地区当年财政

平正向相关遥

提供支持的能力遥

假设 5院 区域性对外直接投资与金融市场化水
3. 控制变量

支出占 GDP 的比重衡量政府对地区内企业 OFDI

金融市场化水平渊loan冤院以信贷资金在国有和

根据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袁一国进行对外直

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分配来衡量遥 因为缺乏各省或地

接投资应当具备一定的垄断优势袁如技术尧专利尧商

区信贷资金分配的直接数据袁本文参考余官胜等的

标尧管理经验等袁技术进步与创新能力的提高会推

方法袁以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国有企业总负债的比

动地区 OFDI遥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袁经济增长

值来度量各地区金融市场化水平遥

[11]

在国有企业总

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袁国内的资源供给已经无法

负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袁该比值越大袁说明金融机

满足对能源的需求遥 各地区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有助

构为非国有企业提供贷款的能力越强袁信贷资金分

于获取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矿产尧天然气尧石油尧

配的市场化水平越高遥

森林等资源遥 因此袁将各地区的技术创新尧能源消费

同时袁本文引入如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院

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之中袁以使模型更加全面遥

技术创新渊lnpat冤院取各地区历年专利授权数量

渊二冤模型设定

本文选择的时间样本是 2003要2013 年遥 关于

省际层面的数据袁本文共选取 30 个省份渊自治区尧
直辖市冤袁西藏因数据不全未纳入样本之中遥 本文设
定计量模型 a 如下院

的自然对数遥
能源消费渊lneneg冤院取各地区历年能源消费总
量的自然对数袁所指能源包括煤炭尧焦炭尧原油尧燃
料油尧汽油尧天然气等遥

以上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年 叶中国统计年鉴曳尧

lnstockit =琢 +茁1lngdpit +茁2lnexit +茁3lnfdiit +茁4govit +

叶中国金融年鉴曳尧叶中国财政年鉴曳尧叶中国能源统计

其中 i 表示不同截面地区袁t 表示第 t 年袁着 是随

及具体含义遥

茁5loanit+酌1lnpatit+酌2lnenegit+着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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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误差项遥 为进一步验证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地

被解释变量院对外直接投资量包括流量和存量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袁通常有巨大的融资

业融资需求主要依靠银行的贷款机制实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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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曳和各地区统计年鉴遥 表 1 所列为各变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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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变量名称尧符号及含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对外直接投资
经济发展水平
出口
吸引外资
政府支持
金融市场化水平
技术创新

各地区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取对数

lnex

各地区出口值取对数

lngdp

各地区人均 GDP 取对数

lnfdi

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取对数

loan

各地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国有企业总负债的比值

gov

各地区当年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

lnpat

各地区专利授权数量取对数

lneneg

能源消费

含义

lnstock

三尧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袁首先对各变量的相关系
数进行检验遥 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渊VIF冤均
小于 10袁根据经验法则袁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
重共线性问题遥文中以 stata11 作为计量分析工具进
行面板回归分析遥 面板回归的分析方法包括混合最

各地区能源消费总量取对数

0.3244冤遥 由于面板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的异方差尧序
列相关和截面相关问题袁 对于适用随机效应的模
型袁Parks渊1967冤和 Greene渊2000冤提出袁使用可行广
义最小二乘法渊FGLS冤进行估计可减少误差遥
渊一冤全样本 FGLS 回归结果分析

表 2 的回归结果中袁模型 1 中包括控制变量和

小二乘估计尧固定效应估计尧随机效应估计等遥 本文

经济因素的解释变量遥 回归结果表明袁人均 GDP尧出

是固定效应袁结果为拒绝了混合截面回归原假设渊F

实证检验的支持遥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将促进

回归分析中采取 Wald 检验来选择混合截面回归还
渊29袁293冤=31.06袁Prob>F=0.0000冤曰选择 B-P 检验确
定混合截面回归还是随机效应袁结果为拒绝了混合截

面回归原假设渊chi2渊7冤=2090.14袁Prob>chi2=0.0000冤曰
以 Hausman 检验来判定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袁结

果显示应选择随机效应渊chi2渊7冤=8.09袁Prob>chi2=

口和吸引外资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袁假设 1-3 获得了
OFDI 的增长袁 这验证了 IDP 理论在区域层面的适
用性曰出口贸易是各地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先行

者袁同时出口是外汇储备积累的基础袁是 OFDI 的重

要资金保障遥 外资涌入中国所带来的示范效应尧技
术溢出等都带动了区域性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遥 控

表 2 面板模型 FGLS 估计结果及内生性检验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constant

-1.454*

-5.313***

-4.826***

-10.29***

-9.400***

lnpat

0.464***

0.414***

0.392***

0.516***

0.430***

lneneg

0.604***

0.699***

0.684***

1.069***

1.081***

lngdp

0.928***

0.866***

1.253***

0.488***

1.183***

lnfdi

0.120**

0.133**

0.124**

0.185**

0.157**

lnex

0.117*

0.273***

0.259***

0.287**

0.280**

4.714***

5.278***

3.734***

4.175***

-0.022

-0.020

0.071

0.053

gov

(0.809)

渊0.065冤
(0.115)
(0.039)
(0.055)
(0.065)

渊0.070冤
(0.116)
(0.050)
(0.058)
(0.069)
(0.860)

loan

(0.041)

lngdp*gov
Wald chi2

(1.099)

1932.98***

1742.54***

(1.125)

渊0.070冤
(0.116)
(0.169)
(0.058)
(0.069)
(0.889)
(0.041)

-1.374**
(0.580)

1796.2***

注院鄢鄢鄢尧鄢鄢尧鄢分别表示在 1%尧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曰括号中的数值表示标准差遥

(1.855)

渊0.085冤
(0.226)
(0.069)
(0.077)
(0.127)
(1.000)
(0.050)

1863.96***

(1.840)

渊0.088冤
(0.223)
(0.227)
(0.077)
(0.125)
(1.003)
(0.049)

-2.115***
(0.665)

19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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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变量中袁技术创新和能源消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袁并且都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袁说明技术进

渊二冤内生性检验
已有研究表明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会产

步与创新能力的提高会增加地区 OFDI 的所有权优

生一定影响袁这可能使模型产生内生性问题遥 张纪

求动机遥

展中国家的投资都具有贸易创造效应遥

果看袁 所有经济因素解释变量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袁

企业出口占销售的比例和企业出口概率袁具有显著

势袁能源消费的正向影响也验证了 OFDI 的资源寻
模型 2 加入了制度因素的解释变量袁从回归结

制度因素中袁 地方政府支持对各地区 OFDI 有显著

促进作用袁但金融市场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遥 有

关政府支持的回归结果与假设 4 相一致遥 处于市场

化改革过程中的中国袁 政府的干预程度依然较高袁
对外直接投资带有典型的政府及政策推动的特征遥
Wei 指出袁中央和地方政府都积极配合袁努力创造有
利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环境遥

假设 5 未能

[18]

凤等通过构建引力模型袁指出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发
[22]

毛其淋等

利用微观层次的数据袁 研究表明 OFDI 显著提高了
的出口创造效应遥 [23]因此袁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模
型进行再次回归以检验上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袁工
具变量选择滞后一期的出口额遥 文中未考虑其他变
量的内生性问题袁 主要是由于目前中国各地区的

OFDI 还不足以对区域内人均 GDP尧吸引外资尧金融
市场化等因素造成影响遥

将模型 4 与模型 2 进行比较袁发现使用工具变

通过实证检验袁说明金融市场化水平未能促进地方

量法的分析结果与原回归结果无太大差异袁所有经

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遥 从金融发展市场化的数据来

济因素尧政府支持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袁仅系数值和

看袁除上海尧江西尧辽宁尧吉林等少数省份之外袁全国

显著性水平有所变化袁金融市场化水平的影响仍不

大部分省份的金融市场化水平在降低袁金融领域的
市场化改革尚未取得较明显成效遥 信贷资金分配的
市场化不足会增加非国有企业袁尤其是私营企业的
融资困难遥 2013 年末袁地方企业在非金融类对外直
接 投 资 者 中 占 比 96.5% 袁 设 立 的 境 外 企 业 占 比
82.3%袁 但地 方企业 OFDI 存量 只占全国 总比的

显著遥 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袁模型不存在内生性问
题渊P 值为 0.9994冤遥 在模型 5 中加入了交乘项 lngdp*

gov 之后袁其结果与模型 3 的回归结果相比袁也并未
有较大变化遥 这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遥
渊三冤分地区检验
为考察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对国内不同地区

30.35%遥 中央企业和单位虽然在投资者和投资的企

OFDI 影响的差异袁 以及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政

国有企业为主体袁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仍然面临

东部和中西部进行分别检验袁盂结果见表 3遥

业数量方面较少袁但投资金额巨大曰地方企业以非
着资金的门槛袁融资较为困难遥

府支持对地区 OFDI 的影响袁 本文将全样本划分为
模型 6 和模型 8 分别是对东部尧中西部地区的

模型 3 中加入了经济发展水平渊lngdp冤和政府

FGLS 回归结果遥 结果显示袁除东部地区吸引外资对

为正袁交乘项 lngdp*gov 的系数显著为负遥 由此表明

样本检验较为一致袁仅回归系数值产生了一些变化遥

支持渊gov冤的交乘项袁结果显示政府支持的系数显著
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袁 政府支持推动 OFDI

OFDI 的影响不显著之外袁 其他变量的实证结果与全
首先袁关于吸引外资渊lnfdi冤的回归结果袁其原因可能

的效果更明显曰 随着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袁

在于样本数据期内外商直接投资由东部向中西部

政府支持的促进作用将会减弱遥 中国各地区目前的

地区转移的趋势明显袁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占

际竞争力相对不足袁地方政府在财税政策尧信息提

于近年来东部地区的要素资源供给和环境约束趋

人均 GDP 整体水平仍较低袁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国

比从 2003 年的 21.4%上升到 2013 年的 32.7%遥 由

供尧研发扶持尧简化手续等方面的扶持可以弥补这

紧袁而中西部地区随着野中部崛起冶和野西部大开发冶

一劣势袁对企业野走出去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当

战略的持续深入袁对外开放的程度逐渐加深袁投资

地区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时袁市场化程度随之加

环境日趋完善袁因此外资出现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

深袁市场竞争更加充分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

移的趋向遥 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与外资企业存在较大

权优势也不断增强袁与发达国家企业相竞争的能力
显著提升袁地方政府的政策激励对企业海外投资的
影响将趋于下降遥
52

第 15 卷 第 1 期

技术差距袁 后发优势使外资流入加强了企业 OFDI

的所有权优势遥 此外袁将东部地区的其余变量的回
归系数与中西部地区比较后发现袁政府支持和出口

朱玮玮：中国区域性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
经济或制度

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更大袁人均 GDP 增加对中西部地

区影响更突出遥 以上差异产生的原因应该在于东部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尧地方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资金实
力等均高于中西部地区袁并且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

四尧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 2003要201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

省级面板数据袁以 IDP 理论为基础袁对影响区域性

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进行了研究遥

资总量较大袁2013 年末袁 东部地区非金融类 OFDI

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院第一袁经济发展水平尧出口和吸

力的条件下袁 政府支持促进东部地区 OFDI 的作用

展袁金融市场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遥 各因素的促

攒了丰富经验袁并能更便利地获得市场信息遥 中西

OFDI 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袁经济发展水平和 FDI

占地方总量的比重为 76%遥 在具备更强对外投资能

引外资尧政府支持带动了区域性对外直接投资的发

更明显遥 大量的出口贸易也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积

进作用因地区而异袁 政府支持和出口对东部地区

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偏低袁地方企业参与国
际竞争的能力较为欠缺袁因此袁地区经济水平的上
升是 OFDI 发展的关键因素遥

constant

渊7冤

水平较低时袁政府支持推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更
卓著曰随着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袁其促进作
用趋于减弱遥 分地区来看袁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

表 3 分地区 FGLS 估计结果

渊6冤

的影响则小于中西部地区遥 第二袁当地区经济发展

平偏低袁 政府扶持明显拉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曰东

渊8冤

渊9冤

(1.639)

(1.617)

持的作用并未显著减弱遥

(0.0939)

府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支持和引导作用遥 各

-2.119

lnpat

0.527***

0.529***

0.307***

0.306***

lneneg

0.655***

0.649***

1.108***

1.132***

lngdp

0.585***

0.634*

0.815***

1.197***

lnfdi

-0.289

-0.308

0.128*

0.093*

时发布境外投资信息袁 在东道国建立经济合作区

0.224**

0.249***

障遥 其次袁推进地区经济袁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发

(1.948)
(0.116)
(0.200)
(0.137)
(0.187)

(1.993)
(0.125)
(0.202)
(0.418)

-7.292*** -7.542***

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虽高于中西部地区袁但政府支

-2.617

(0.0938)
(0.207)

(0.0613)

(0.190)

(0.0701)

(0.152)

(0.0930)

(0.203)
(0.188)

(0.0698)

据此袁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院首先袁进一步发挥政
地区政府应继续坚持财税尧 投资等方面的扶持政
策袁并完善相应的配套服务措施袁加快有关对外投
资的法律法规制定袁 规范企业对外投资的行为袁适
域袁 并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必要的风险保

lnex

0.425***

0.411***

gov

9.705***

9.708***

4.101***

4.657***

展袁缩小地区经济的不平衡袁通过经济发展水平的

loan

-1.284

-1.275

2.977

3.050

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的趋势袁中西部地

(0.146)
(2.632)

lngdp*gov
Wald chi2

(7.601)

521.22***

(2.776)
(5.511)
-0.134

渊1.422冤

495.11***

(0.953)
(5.511)

816.82***

(0.0922)
(0.972)

提升推动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遥 顺应近年来 FDI 由

(5.425)

区应把握机遇袁引导优质外资进入袁充分发挥外资

-1.434**
渊0.660冤

849.92***

注院鄢鄢鄢尧鄢鄢尧鄢分表表示在 1%尧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曰括号

中的数值表示标准差遥

模型 7 和模型 9 分别在模型 6尧 模型 8 基础上

加入交乘项 lngdp*gov遥 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尧政
府支持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袁中西部地区的交乘项系

数显著为负袁 东部地区的交乘项系数虽为负值袁但
并不显著遥 上述差异表明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

水平偏低袁政府扶持对地区企业 OFDI 的拉动明显袁
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虽高于中西部地区袁但总
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较为落后袁因此随着地区
人均 GDP 的增加袁政府支持的作用并未明显减弱遥

的技术溢出效应遥 野一带一路冶的大战略为各地区的
对外投资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袁西部地区和沿边地

区的企业应该在政府的引导和鼓励下积极主动地
融入袁加快野走出去冶的步伐遥 最后袁促进金融体系的
深化改革袁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袁实现信贷资金的
更有效配置袁引导信贷资金更多流向有活力有潜力
的中小民营企业遥 积极拓宽企业对外投资的融资渠
道袁除目前主要依靠的银行贷款机制外袁为国内企
业通过债券和股权等方式融资创造有利环境遥
注 释院
淤 商务部尧国家统计局与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印发的叶对外

直接投资统计制度曳渊2015 年 1 月 1 日执行冤中规定院野各省
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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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袁管理本行政区域内非金融业境内投资者渊不包括该行
政区域内中央管理的企业冤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工作遥 冶

于 数据均来源于叶201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曳遥

盂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尧天津尧河北尧辽宁尧上海尧江苏尧浙江尧

福建尧山东尧广东尧海南曰中西部地区包括除了西藏之外的
其余 19 个省渊市尧自治区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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