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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一直都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ꎬ基于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中

国高技术产业五大行业的面板数据对 ＦＤＩ 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ꎻ同时利用门槛回归模型检
验了 ＦＤＩ 对创新的门槛效应ꎮ 研究结果表明: ＦＤＩ 能促进中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ꎻ ＦＤＩ 对自主创新的影响存在
着门槛效应ꎮ 科技水平越高ꎬ ＦＤＩ 对中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溢出效应越大ꎻ当 ＦＤＩ 水平较低的时ꎬＦＤＩ 对自主
创新是促进作用ꎬ在 ＦＤＩ 持续增加的过程ꎬ它对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溢出效应逐渐减弱ꎻ当企业创新能力比较低
时ꎬＦＤＩ 促进着企业自主创新ꎻ当创新水平逐渐提高时ꎬＦＤＩ 对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随之增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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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大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ꎬ实
际引用外资额从 １９８５ 年的 １９.５６ 亿美增长到 ２０１５ 年

概念是由 ＭａｃＤｏｕｇａｌｌ 在 １９６０ 年首次提出的ꎬ此后引

起广大学者的关注ꎮ 通过大量的理论和经验分析ꎬ
大部分学者认为 ＦＤＩ 技术溢出主要是通过示范效
应、竞争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等方式发生作用

的 １ ２６２.２７ 亿美元ꎬ对外开放程度日益扩大ꎬ已成为

( Ｋｏｋｋｏꎬ１９９２) ꎮ 同时ꎬＦＤＩ 还会因为产业关联等因

ＦＤＩ 的平均年增长量变缓ꎬ 但 ＦＤＩ 的总量仍在 增

( Ｋａｔｚꎬ１９６９ꎻＫｕｇｌｅｒꎬ２００１) ꎮ 目前大部分对于溢出

吸引外资 最 多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之 一ꎮ 近 几 年ꎬ 虽 然
加ꎮ 许多经验表明ꎬ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增强自主

素对东道国的相关产业发生跨行业的技术外溢效应
效应的相关研究关注的是产业内的溢出ꎬ即通过同

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ꎬ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

一产业内的外企与本土企业之间各类形式的正式和

占有重要的地位ꎮ 外资能够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本

非正式的关联发生作用ꎬ特别是在价值链的环节间

和就业ꎬ同时还能够通过溢出效应间接刺激本土企

存在着分工关系的外企和国企之间ꎮ 溢出效应的主

业的创新和发展ꎮ 如今ꎬ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
了新时期ꎬ随着“ 一带一路” 战略的提出ꎬ供给侧结
构改革的逐步发展ꎬ同时中国自身的创新能力的不
断提高的过程中ꎬ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了新的特点ꎮ

要来源是投资的外部效应( Ｍｅｒｅｉꎬ１９７６) ꎮ 也有学者

将其定义为外资企业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能
力产生的无意识的影响( 何洁ꎬ２０００) ꎮ

在中国成为世界主要外资流入国的同时ꎬ高技

而在这样的新时期ꎬＦＤＩ 如何影响自主创新能力ꎬ可

术产业发展迅速ꎬ然而也受到了“ 以市场换技术” 引

以从 ＦＤＩ 技术溢出的作用机制这一角度进行研究ꎮ

资战略的影响ꎮ 中国的高技术产业与发达国家之间

溢出效应可以理解为对某一项活动产生的预期

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ꎬ特别在核心技术和自主研发

之外的结果ꎬ 或会对活动之 外 的 人 或 社 会 产 生 影

方面ꎮ 目前ꎬ高技术产业是外商直接投资最集中的

响ꎮ 相关研究认为ꎬ技术要素具备外部性ꎬ本质上表

领域之一ꎮ 因此ꎬ如何有效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技

现为信息和知识ꎬ会在生产过程当中发生扩散和对

术溢出弥补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不足已成为

外传播ꎬ这是溢出产生的根本ꎮ ＦＤＩ技术溢出这个

政府和企业关注的问题ꎮ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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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产业是机遇亦或是挑战? ＦＤＩ 技术溢出对中国高
技术产业自主创新是否存在正向影响? 是否还存在
着“ 门槛效应” ? 理清 ＦＤＩ 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
创新的影响就能回答以上这些问题ꎬ同时对中国高
技术产业发展有重大意义ꎮ
另一方面ꎬ研究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溢出也可以

１０

汪泉等:ＦＤＩ 对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

深入了解外资的溢出效应ꎮ ＦＤＩ 技术溢出效应主要

新产出产生了正面的溢出效应ꎮ

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间的相互作用

对 ＦＤＩ 的溢出效应的研究不仅只关注在产业

上ꎬ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间的生产活动和技术进步

内ꎬ对于产业之间的溢出问题也有很多学者进行了

关联度很高ꎬ这些关联活动就是溢出效应的主要来

深入的研究ꎮ 对于中国产业之间的技术溢出问题的

源ꎮ 所以研究中国高技术产业的 ＦＤＩ 技术溢出效应

研究ꎬ学者李平(１９９９) 通过对 １２ 个制造业产业各

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外资的溢出效应有很大意义ꎮ

１

文献综述
ＦＤＩ 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一直是国内外学

部门内不同产业之间的技术溢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
研究ꎬ得出了绝大多数产业之间均存在着一定的资
本内含型技术溢出效应的结论ꎮ 陈涛涛(２００３) 通
过对溢出效应实现的条件进行分析ꎬ证明了溢出效

者较为关注的热点问题ꎬ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

应在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较小的行业中更为显著ꎮ

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ꎮ 在大多关于外资对发展中

还有一些学者以大型外资企业的调查为基础来分析

国家的间接效应的研究成果中ꎬ认为溢出效应主要

中国引进技术的水平和外商投资企业对相关产业产

表现在出口方式的扩大、本地企业的技术提升以及

生的技术溢出效应ꎮ

企业管理运营的改善等方面ꎮ 还有一些研究从技术

第二ꎬＦＤＩ 对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没有正向的

的转移和扩散对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分析ꎮ 由

溢出效 应ꎮ Ｈａｄｄａｄ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１９９３) 利 用 摩 洛 哥

于研究方法和对象的差异ꎬ得出的结论大有不同ꎮ
在许多关于 ＦＤＩ 对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的研究中ꎬ溢

１９８５ 年到 １９８９ 年的 １５ 个制造业的数据证明了外资

的存在不能有效促进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增长ꎮ 这是

出效应都是作为积极效应ꎬ认为溢出为正ꎮ 但也有

因为当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较大的

一些论文认为外资企业给当地企业带来了负面效

话ꎬ国有企业就无法从外资企业的技术中得到积极

应ꎬ得出溢出不显著甚至为负的结论ꎮ 现有的实证

的影响ꎮ 沈桂龙ꎬ于蕾(２００５) 研究发现ꎬ一些行业

研究总结起来有以下三种结论ꎮ

在引进 ＦＤＩ 后ꎬ创新程度反而降低ꎮ 杨克泉、 吉昱

第一ꎬＦＤＩ 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正向的溢

华和马松(２００５) 提出了“ 技术锁定” 和“ 技术陷阱”

出效应ꎮ Ｂｌｏｍｓｔｒｏｅｍ Ｐｅｒｓｓｏｎ(１９８３) 通过将墨西哥

的相关概念ꎮ 技术陷阱就是当本土企业过度依赖外

的 ２１５ 个制造产业分成国有企业、国内私营企业和

国企业的技术转移时ꎬ会导致技术来源集中化ꎬ从而

外国企业ꎬ得出了外国企业对本土企业存在着正向

降低了本土技术战略的主动性ꎬ甚至导致更严重的

溢出效应的结论ꎬ开始了国内外学者对发展中国家

技术依赖ꎮ 也有研究表明ꎬ由于存在“ 门槛效应” 以

产 业 间 外 资 溢 出 效 应 的 实 证 研 究ꎮ Ｃｈｅｕｎｇ 和

及中国自身因素的限制等原因ꎬＦＤＩ 对中国技术创

Ｌｉｎ(２００４) 通过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０ 年的中国省际数据研

新并无明显的作用ꎮ 陈柳和刘志彪(２００６) 的研究

究 ＦＤＩ 对创新的溢出效应ꎮ 结果表明ꎬＦＤＩ 不仅促

表明ꎬ ＦＤＩ 产生的技术溢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进了中国的研发活动ꎬ同时提升了企业自身的创新

不显著ꎬ只有在人力资本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ꎬ才能

能力ꎮ 一些学者则运用 ＦＤＩ 的生产函数ꎬ计算 ＦＤＩ

利用 ＦＤＩ 促进经济增长ꎮ 李斌、李倩和祁源(２０１６)

对 ＧＤＰ 的贡献率ꎬ也有学者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来计

运用中国高技术产业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模型ꎬ

算技术进步和 ＦＤＩ 的相关性ꎬ得出 ＦＤＩ 对中国技术

证明 ＦＤＩ 对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溢出存在金融发展和

进步存在正向溢出的结论( 赖明勇和包群ꎬ２００３ꎻ潘

吸收能力“ 门槛效应” ꎮ 马天毅等(２００６) 采用中国

文卿ꎬ２００３ꎻ金祥荣和李有ꎬ２００５) ꎮ 徐涛(２００３) 通

３０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ꎬ证明了 ＦＤＩ 对中国工

国的自主创新有正向作用ꎬ可以引进 ＦＤＩ 来提高中

(２００７) 认为 ＦＤＩ 不存在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ꎬ甚至

过 ＦＤＩ 增长率对专利增长率的分析ꎬ得出 ＦＤＩ 对中
国技术创新能力的结论ꎮ 钟昌标(２０１０) 采用面板
模型证明了 ＦＤＩ 对中国区域创新的溢出效应为正ꎮ

范如国和蔡海霞(２０１２) 通过对 ２００４ 年到 ２００８ 年中
国 ３０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ꎬ分析 ＦＤＩ 对中国企
业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ꎮ 结果表明ꎬＦＤＩ 对中国创

业企业的创新能力没有明显的溢出效应ꎮ Ｈａｓｋｅｌ 等
在某些地方出现负溢出效应ꎮ

第三ꎬ ＦＤＩ 对中国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的影响

较为复杂ꎮ 李梅和谭力文 (２００９) 通过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证明了 ＦＤＩ 的溢出
存在地区差异ꎮ 刘云、夏民和武晓明(２００３) 研究发

汪泉等:ＦＤＩ 对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

１１

现ꎬ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专利申请具有垄断性ꎬ这是

产生的具体过程很难观察ꎬ主要包含生产关联与技

由于专利技术外溢性的特点ꎬ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

术关联( 黄烨菁ꎬ２００６) ꎮ 生产关联为外商企业与本

的专利申请对中国自主创新有积极的影响ꎬ但与国

土企业形成的生产链内部供货或者生产合作关系ꎮ

内专利申请之间存在替代和竞争的关系ꎮ 蒋殿春和

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信息交流、技术扩散以及人员流

夏良科(２００５) 利用面板模型发现 ＦＤＩ 的竞争效应

动ꎮ 对于技术关联而言ꎬ主要是跨国公司建立的本

不利于提高国内企业创新能力ꎬ但示范效应和人员

地 Ｒ＆Ｄ 中心ꎬ在技术关联过程中会产生学习效应ꎮ

流动会 促 进 本 土 企 业 的 研 发 活 动ꎮ 此 外ꎬ 冷 民

结合前面溢出效应包含的具体内容ꎬＦＤＩ 技术溢出

(２００５) 利用台湾微电子产业分析发现 ＦＤＩ 只是发

起来主要通过以下途径产生作用ꎮ

展中东道国提高创新能力的辅助途径ꎬ真正能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是企业自身的发展ꎮ 还有有关的实证

２.１.１

示范效应

示范效应是指外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由于

研 究发现溢出效应的“ 逆转” 现象ꎮ Ｄｒｉｆｆｉｅｌｄ＆

存在技术差距ꎬ东道国可以学习和模仿外资企业的

Ｌｏｖｅ(２００２) 研究了 ＦＤＩ 对英国制造业的溢出效应ꎬ

新技术、新产品和生产流程从而提高自身的技术水

研究表明外资企业从本地企业获得了较高的生产率

平ꎮ 示范效应的作用机制在于 ＦＤＩ 的流入增加了本

溢出ꎬ但这个溢出效应主要集中在技术密集型的产

土企业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机会ꎮ

业ꎬ而且溢出效应会被市场竞争环境下的“ 市场偷

２.１.２

窃” 带来的负面效应所抵消ꎬ即溢出效应的“ 逆转”
现象ꎮ

竞争效应

竞争效应包括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ꎮ 正向作用

是指外资企业为了和本土企业争夺市场资源而加大

综上ꎬ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文献来看ꎬ对发展中

研发投入ꎬ加快更新技术和生产设备ꎬ也打破了一些

国家的 ＦＤＩ 溢出效应难以得到一致性的结论ꎮ 这

企业的垄断地位ꎬ提高了社会总体福利水平ꎮ 负向

可能是因为受行业、 地区和 技 术 水 平 等 方 面 的 影

作用则是指挤出效应ꎬ即外资企业凭借自身优势挤

响ꎮ 但总结起来ꎬＦＤＩ 技术溢出效应大致可分为正

占了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ꎬ从而抑制了竞争ꎮ

向溢出和负向溢出两大类ꎮ 正向溢出主要是从模仿

２.１.３

吸收和学习国外先进水平这一角度进行分析ꎬ而负

联系效应

联系效应是一种产业间的溢出效应ꎬ发生在跨

向溢出主要是因为本国企业过度依赖外资企业的先

国公司与东道国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联系过程

进技术ꎬ不愿进行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ꎮ 因此ꎬ为了

中ꎬ后者可能从前者的先进产品和技术以及市场知

明确 ＦＤＩ 对自主创新的影响ꎬ要确定研究的对象ꎬ从

识中“ 免费搭车” ꎬ产生溢出效应ꎮ 其中外资企业与

ＦＤＩ 的作用机制出发ꎮ 现有的研究大多都是分析
ＦＤＩ 对自 主 创 新 的 线 性 作 用ꎬ 但 是 一 些 研 究 发 现
ＦＤＩ 只有在充足的人力资源、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
稳定的经济条件下才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ꎬ 即 ＦＤＩ

与销售企业发生前向联系ꎬ与东道国上游企业发生
后向联系ꎮ
２.１.４

人员流动效应

外资企业在东道国投资时ꎬ会对员工实施本土

技术溢出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ꎮ 所以本文通过面

化战略ꎬ尤其是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会进行必要的

板回归和门槛回归两种模型ꎬ从 ＦＤＩ 溢出效应的综

培训ꎮ 当经过培训这些员工被本土企业雇佣或者自

合机制和门槛机制两个方面进行分析ꎬ更加全面地

主创业时ꎬ他们所获得的知识就发生了扩散ꎬ形成流

解释 ＦＤＩ 对自主创新的影响ꎮ 同时ꎬ本文将利用中

动效应ꎮ 此外ꎬ人力资本具有外部效益ꎬ相互之间可

国高技术产业五大行业面 板 数 据ꎬ 实 证 分 析 中 国

以传递ꎮ

ＦＤＩ 与创新能力的关系ꎮ

２.１.５

２

２.１

ＦＤＩ 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
综合作用机制
溢出效应发生的过程和机理是复杂和不确定

的ꎬ所以通常把这个溢出过程看作一个“ 黑箱” ꎬ“ 黑
箱” 的两边分别是外商企业和本土企业ꎮ 溢出效应

集聚效应

ＦＤＩ 集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ꎬ 主要呈现两种情

况ꎬ一是特定投资国的集聚ꎬ二是特定产业的集聚ꎮ
当这两种集聚逐渐产生时ꎬ就会进一步导致相关产
业的外国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形成 ＦＤＩ 集聚效应ꎮ 在
这种效应下会对增量 ＦＤＩ 起到示范作用ꎬ从而增加
ＦＤＩ 的流入ꎬ本国企业就会在集聚效应的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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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受益ꎮ
综上ꎬ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如图 １ 所示ꎬ 其中

“ ＋ ” 表示促进本土企业创新ꎬ“ － ” 表示抑制企业创

联系效应能更好的发挥他们的正向效应ꎬ 使得 ＦＤＩ
技术溢出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更大ꎮ 为此ꎬ可以提出
假设ꎻ
Ｈ２:科技水平越高ꎬＦＤＩ 对中国高技术产业自主

新ꎮ

创新的溢出效应越大ꎮ

２.２.２

不同 ＦＤＩ 水平下ꎬＦＤＩ 技术溢出对自主创新

的影响分析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 ＦＤＩ 自身的非线性效应ꎬ或
者说 ＦＤＩ 自身的门槛效应ꎮ 从 ＦＤＩ 的溢出效应机制
分析已经知道ꎬＦＤＩ 技术溢出包括正向作用和负向
作用ꎬ但一般情况下都是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ꎮ
所以ꎬ当 ＦＤＩ 的数量在增大时ꎬＦＤＩ 的正向作用和负
向作用也在同时增大ꎮ 由于 ＦＤＩ 的正向作用原本就

图１

ＦＤＩ 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

根据以上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ꎬ本研究提出如
下假设:
Ｈ１:ＦＤＩ 对中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存在正向
的溢出效应ꎮ
２.２

相对于负向作用大很多ꎬ在 ＦＤＩ 增大过程中ꎬ有可能
ＦＤＩ 的正向作用的增长速度小于负向作用的增长速
度ꎬ从而导致 ＦＤＩ 对自主创新的溢出效应逐渐变
小ꎮ 所以ꎬＦＤＩ 的数量应该存在一个最佳的规模ꎬ在
这个最佳规模下ꎬＦＤＩ 对自主创新的作用最大ꎬ为此
提出假设三:
Ｈ３:ＦＤＩ 规模越大ꎬＦＤＩ 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

门槛机制
有些学者从吸收能力角度研究 ＦＤＩ 技术溢出

效 应ꎬ发现了“ 门槛效应” ꎮ Ｂａｌａｓｕｂｒａｎａｎｙａｍ
(１９９８) 认为ꎬ东道国只有在充足的人力资源、 完善

自主创新的影响越小ꎮ
２.２.３

不同创新能力水平下ꎬＦＤＩ 技术溢出对自主

创新的影响分析

的基础设施和稳定的经济环境下ꎬＦＤＩ 才能够有效

在企业创新水平比较低的时候ꎬ本土企业大多

发挥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ꎮ Ｂｏｒｅｎｚｔｅｉｎ(１９９８) 把这

过度依赖外商直接投资ꎬ也不愿投入更多时间和资

一个现象称为“ 门槛效应” ꎬ即只有当某个指标超过

金在自主研发上ꎬ 相应的 ＦＤＩ 的溢出效应相对较

溢效应ꎮ “ 门槛回归” 不仅可以估计门槛值ꎬ 还能

的吸收和利用 ＦＤＩ 带来的新技术和新知识ꎬ将其转

对门槛值和“ 门槛效应” 进行检验ꎮ 所以ꎬＦＤＩ 对自

化为促进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催化剂ꎬ加

主创新的影响可以从非线性效应的角度进行分析ꎮ

速企业的创新发展ꎮ 所以ꎬ 企业的创新能力越高ꎬ

２.２.１

ＦＤＩ 的溢出效应应该会越大ꎬ为此提出假设四:

了某一 “ 门槛” 水平ꎬ才可能充分的利用 ＦＤＩ 的外

不同科技水平上 ＦＤＩ 技术溢出对自主创新

小ꎮ 而当创新水平逐渐提高以后ꎬ企业有能力更好

Ｈ４:企业创新能力越高ꎬＦＤＩ 对高技术产业自主

的影响分析
这其实就是 ＦＤＩ 技术溢出的时间门槛效应ꎮ 随
着中国经济的发展ꎬ科技水平的提高ꎬＦＤＩ 技术溢出
对自主创新能力的贡献是会呈现不同阶段的变化
的ꎮ 在科技水平比较低的阶段ꎬ或者说是距离现阶
段较远的时间里ꎬＦＤＩ 对创新能力的作用应该并没
有现阶段 ＦＤＩ 对创新的作用大ꎮ 因为现阶段经济和

创新的贡献越大ꎮ

３

３.１

研究方法与数据
ＦＤＩ 对自主创新的技术溢出估计

首先建立研发活动的产出函数ꎬ这里引用的是

知识生产函数:Ｙ ＝ ｆ( ＬꎬＫꎬＦＤＩ)

科技发展水平都比较高ꎬ并且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

其中ꎬＬ 代表研发活动的劳动力ꎬＫ 代表研发活

阶段ꎬ可以更好的接受和吸收 ＦＤＩ 带给本土企业的

动的资本投入ꎬＹ 表示研发活动的成果ꎮ 以此函数

新知识新技术ꎬ 能为提高创 新 能 力 增 加 更 多 的 动
力ꎮ 所以ꎬ在更高的科技水平上ꎬＦＤＩ 的示范效应、

为基础ꎬ采用对数模型对其进行回归:ＬｎＹ ｉｔ ＝ Ｃ ０ ＋
Ｃ １ ＬｎＫ ｉｔ ＋ Ｃ ２ ＬｎＬ ｉｔ ＋ Ｃ ３ ＬｎＦＤＩ ｉｔ ＋ 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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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ＦＤＩ 的时间门槛效应估计

对自主创新的弹性系数呈现显著差异ꎮ

类似地ꎬ为了估计不同年份下的 ＦＤＩ 对创新产

{

出的弹性系数是否存在差异ꎬ以单门槛为例ꎬ若存在
一个时间门槛水平ꎬ使得对于时 Ｈ ≤ τ 和 Ｈ > τ( Ｈ

代表年份) ꎬＦＤＩ 对自主创新的弹性系数呈现显著差
异ꎮ

{

ｌｏｇ( Ｙ)
ｌｏｇ( Ｙ)

Ｈ≤τ
Ｈ>τ

＝ ｃ０ θ１ ｌｏｇ( ＦＤＩ １ ) ＋ ｃ１ ｌｏｇ( Ｋ) ＋ ｃ２ ｌｏｇ( Ｌ)
＝ ｃ０ θ２ ｌｏｇ( ＦＤＩ １ ) ＋ ｃ１ ｌｏｇ( Ｋ) ＋ ｃ２ ｌｏｇ( Ｌ)

当 Ｈ ≤ τ 时ꎬＦＤＩ 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回归系数为

ｌｏｇ( Ｙ)

Ｙ≤τ

ｌｏｇ( Ｙ)

Ｙ>τ

＝ ｃ０ θ１ ｌｏｇ( ＦＤＩ １ ) ＋ ｃ１ ｌｏｇ( Ｋ) ＋ ｃ２ ｌｏｇ( Ｌ)
＝ ｃ０ θ２ ｌｏｇ( ＦＤＩ １ ) ＋ ｃ１ ｌｏｇ( Ｋ) ＋ ｃ２ ｌｏｇ( Ｌ)

当 Ｙ ≤ τ 时ꎬＦＤＩ 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回归系数为

θ １ ꎻ当 Ｙ > τ 时ꎬＦＤＩ 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回归系数为
θ ２ ꎬ如果存在多个门槛ꎬ可以进一步引入更多的 τꎬ原
理基本类似ꎮ
３.５

指标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在统计性实证分析中ꎬ由于受到统计指标和数

θ １ ꎻ当 Ｈ > τ 时ꎬＦＤＩ 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回归系数为

据获取的限制ꎬ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一般采用专利

θ ２ ꎬ如果存在多个门槛ꎬ可以进一步引入更多的 τꎬ原

申请( 或授权) 量( Ｃｈｅｕｎｇ 和 Ｌｉｎꎬ２００４ꎻ 马天毅、 马

理基本类似ꎮ

野青和张二震ꎬ２００６ꎻ 范如国和蔡海霞ꎬ２０１２) 或者

３.３

新产品销售额(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ꎬ２００１) ꎮ 根据对 ＦＤＩ 与中

ＦＤＩ 自身的门槛效应估计

Ｈａｎｓｅｎ 的非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检验ꎬ即

国创新能力关系的研究ꎬ本文选择专利申请量作为

将门槛值作为一个未知变量ꎬ构建 ＦＤＩ 技术溢出系

研发活动成果的指标ꎬ研究 ＦＤＩ 对中国高技术产业

数的分段函数ꎬ对门槛值及“ 门槛效应” 进行估计和

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ꎮ 选择这个指标ꎬ一方面是因

检验ꎮ

为中国专利保护制度和法律体系不断完善ꎬ更多的

根据这一思想ꎬ为了估计 ＦＤＩ 自身是否存在门

研究成果会申请专利进行自我保护ꎬ所以专利申请

槛效应ꎬ即不同 ＦＤＩ 水平下 ＦＤＩ 对创新能力的弹性

数具有较强的代表性ꎻ另一方面ꎬ专利数据较为全面

对于 ＦＤＩ 而言ꎬ若存在一个创新数量门槛水平 τꎬ使

保指标的合理性ꎬ同时选取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稳

系数是否存在差别ꎬ 首先假设存在“ 单门槛效应” ꎬ

也更加容易获取( 范如国和蔡海霞ꎬ２０１２) ꎮ 为了确

得对于 ＦＤＩ ≤ τ 和 ＦＤＩ > τ 时ꎬＦＤＩ 对自主创新的弹

健性检验的指标ꎮ
对 ＦＤＩ 的指标选取ꎬ本研究采用历年实际外商

性系数呈现显著差异ꎮ

{

ｌｏｇ( Ｙ)

ＦＤＩ≤τ

ｌｏｇ( Ｙ)

ＦＤＩ > τ

＝ ｃ０ θ１ ｌｏｇ( ＦＤＩ) ＋ ｃ１ ｌｏｇ( Ｋ) ＋ ｃ２ ｌｏｇ( Ｌ)
＝ ｃ０ θ２ ｌｏｇ( ＦＤＩ) ＋ ｃ１ ｌｏｇ( Ｋ) ＋ ｃ２ ｌｏｇ( Ｌ)

投资额指标ꎬ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由于该指标缺失ꎬ故用
三资企业投资额来代替实际外商投资额ꎮ 同时用

当 ＦＤＩ １ ≤ τ 时ꎬＦＤＩ 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回归系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代表创新的资本投入ꎻ用每年从

系数为 θ ２ ꎬ如果存在多个门槛ꎬ可以进一步引入更多

按工作量折算为全时人员数的总和) 代表创新的劳

数为 θ １ ｌꎻ当 ＦＤＩ > τ 时ꎬＦＤＩ 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回归

Ｒ＆Ｄ 人员的全时当量( 即全时人员数加非全时人员

的 τꎬ原理基本类似ꎮ

动力投入ꎮ 样本数据选取的是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中国

３.４

ＦＤＩ 的创新能力门槛效应估计

高技术产业五大行业的板块数据ꎬ数据均来源于各

为了估计不同创新能力下的 ＦＤＩ 对创新产出的

弹性系数是否有差别ꎬ以单门槛为例ꎬ若存在一个自
主创新门槛水平 τꎬ使得对于 Ｙ ≤ τ 和 Ｙ > τ 时 ＦＤＩ
表１
变量
Ｙ
ＦＤＩ

变量含义
专利申请量( 件)
外商直接投资( 亿元)

Ｋ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 万元)

Ｌ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 人年)

Ｉ

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年«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ꎬ相关描述性统计见
表 １ꎮ

相关变量统计性描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１１６１１.５１

１９８０９.３６

９８５７３

７９

１６６２４０１

２５６０５６４

１３７９０５６９

４２８２７

４５６８５８７８

２５２０７９５３６.８

６２６５１８

２１２.３３３

６０６４１.５６

２８７４９７３４

３２１.３３４

７４９０６.３９

１３０３.６１
３４４９９７

１.２５

３９４１

１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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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的问题ꎮ 本文采用单位根检验ꎬ通过 Ｌｅｖｉｎ 检验、

实证结果

４.１

ＡＤＦ 检验、ＰＰ 检验这三种方法进行检验ꎬ结果如表

面板数据需要通过检验数据的平稳性避免伪回
表２

Ｌｅｖｉｎ 检验值

ＡＤＦ 检验值

ＰＰ 检验值

结果

ｌｏｇ( Ｙ)

－ ０.２７９
－ ０.６４６

４.３５２

２.７９６

不平稳

０.８２９

０.２９２

不平稳

Ｌｏｇ( Ｌ)

７.８１２

Ｌｏｇ( Ｉ)

△ｌｏｇ( Ｙ)

△Ｌｏｇ( ＦＤＩ)
△Ｌｏｇ( Ｋ)
△Ｌｏｇ( Ｌ)
△Ｌｏｇ( Ｉ)

△２ｌｏｇ( Ｙ)

△２Ｌｏｇ( ＦＤＩ)
△２Ｌｏｇ( Ｋ)
△２Ｌｏｇ( Ｌ)

４.２

５.５９１

９.５６６
－ ０.００３

Ｌｏｇ( Ｋ)

注: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变量
Ｌｏｇ( ＦＤＩ)

∗

２ 所示ꎬ所有变量经过二阶差分后均是平稳的ꎮ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２Ｌｏｇ( Ｉ)

表示在 １０％ 的水平下统计检验显著ꎻ

１.０３７

－ ７.２９３ ∗∗∗
－ ０.００９
－ ４.７０ ∗∗∗
－ ３.０２０ ∗∗∗
－ ９.２４６ ∗∗∗
－ ６.４１２ ∗∗∗
－ ５.４７８ ∗∗∗
－ ５.６３８ ∗∗∗
－ ９.９２８

∗∗

∗∗∗

８.０２６

５.１２１

２.０１２

０.８０９

２６.８２６ ∗∗∗

５０.９８２ ∗∗∗
１０.８２２

５７.３０５ ∗∗∗
１４.１４１

３８.５５７ ∗∗∗

２８.４８３

６６.９１９ ∗∗∗
５１.７３８
４７.７４７

∗∗∗

平稳
不平稳
平稳

∗∗∗

平稳

６８.９４５ ∗∗∗

２０４.３３３

４８.７６８ ∗∗∗
７１.２１２

不平稳
部分平稳

３９.６１６ ∗∗∗

∗∗

∗∗∗

不平稳

０.６４１

２３.４７０ ∗∗∗

２０.７８７

不平稳

平稳

∗∗∗

平稳

８５.２３４ ∗∗∗
８３.３２４

１３１.０７９

∗∗

表示在 ５％ 的水平下统计检验显著ꎻ

∗∗∗

平稳

∗∗∗

平稳

∗∗∗

平稳

表示在 １％ 的水平下统计检验显著

为了验证将专利申请量这一指标代表企业创新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以及平稳性检验
本文首先使用 ＥＶＩＥＷＳ 软件对模型(１) 进行面

能力的合理性ꎬ本文再选取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代

板回归分析ꎬ对于面板数据的实证通常有混合最小

表创新能力的指标ꎬ进行稳健性检验ꎬ即将新产品销

二乘法、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三种模型可供选择ꎬ实

售收入作为解释变量进行面板回归ꎬ结果见表 ４ꎮ

证时应根据样本数据情况进行选择ꎬＨａｕｓｅｍａｎ 检验
值为 １０７.１４６ꎬ相伴概率为 ０.０００ꎬ拒绝了随机效应原

表４

假设ꎬ因此本文最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ꎬ这也符合数
据总体原则ꎬ结果见表 ３ꎮ

Ｃ

变量

表３

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含义
常数项

ＬＯＧ( ＦＤＩ)

外商直接投资

ＬＯＧ( Ｋ)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

ＬＯＧ( Ｌ)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

Ｈａｕｓｅｍａｎ
Ｐ值
Ｒ２

Ｈａｕｓｅｍａｎ 检验值
相伴概率
拟合优度

固定效应
－ ９.１９９ ∗∗∗
( － １２.７６８)
０.２０２ ∗∗
(２.０１０)
１.２４３ ∗∗∗
(８.６７２)
－ ０.０３０
(０.１５５)
１０７.１４６
０.０００
０.９６６

注: ∗ 表示在 １０％ 的水平下统计检验显著ꎻ ∗∗ 表示在 ５％ 的水平下
统计检验显著ꎬ ∗∗∗ 表示在 １％ 的水平下统计检验显著

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变量

含义

混合效应
３.９１２ ∗∗∗
(８.８１９)

Ｃ

常数项

ＬＯＧ( ＦＤＩ)

外商直接投资

ＬＯＧ( Ｋ)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

ＬＯＧ( Ｌ)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

Ｈａｕｓｅｍａｎ

Ｈａｕｓｅｍａｎ 检验值

Ｐ值

相伴概率

２

拟合优度

Ｒ
注:

∗

表示在 １０％ 的水平下统计检验显著ꎻ

统计检验显著ꎬ

∗∗∗

∗∗

０.２８４ ∗∗∗
(７.４２７)
０.７５６ ∗∗∗
(６.９５１)
０.０６

(０.４５３)
２６.５７１
０.０００
０.９７０

表示在 ５％ 的水平下

表示在 １％ 的水平下统计检验

由结果可知ꎬ将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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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将专利申请量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大
致相同ꎬ说明了专利申请量作为创新产出的解释变
量的合理性ꎮ

４.３

门槛效应回归分析

４.３.１

ＦＤＩ 的时间门槛效应分析

然后为了对 ＦＤＩ 的时间门槛效应进行分析ꎬ继

表 ３ 的回归结果表明ꎬＦＤＩ 对中国高技术产业

续进行面板数据门槛模型估计检验ꎮ 单门槛检验表

ＦＤＩ 每增加 １％ꎬ会使得高技术产业的专利申请量增

门 槛效应ꎮ 然后进行双门槛检验ꎬＦ检验值为

创新有正向的溢出效应ꎬ 且相 关 系 数 为 ０.２０２ꎬ 即

明ꎬＦ 检验值为 １４.２４９ꎬｐ 值小于 ０.００１ꎬ说明存在单

加 ０.２０２％ꎬ说明 ＦＤＩ 能显著提高中国高技术产业的

５.５２６ꎬｐ 值为 ０.０１８ꎬ拒绝原假设ꎬ说明存在双门槛ꎬ

自主创新ꎬ即假设 １ 成立ꎮ

变量

结果见表 ６ꎮ
表５

ＦＤＩ 的时间门槛效应估计

含义

回归系数

Ｔ 检验值

相伴概率

数据个数

０.９５７
－ ０.１１０

６.８０４
－ ０.１０１

０.０００

———

０.３２０

３.１０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３

１０

Ｌｏｇ( Ｋ)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

Ｌｏｇ( Ｌ)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

Ｌｏｇ( ＦＤＩ)
Ｌｏｇ( ＦＤＩ)
Ｌｏｇ( ＦＤＩ)

且都通过统计检验ꎬ所以选择双门槛模型进行回归ꎬ

外商直接投资( ｒ ⩽ ２００１)
外商直接投资( ｒ ⩽ ２００８)

外商直接投资( ｒ > ２００８)

由表 ６ 可知ꎬ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间ꎬＦＤＩ 一直都

促进着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ꎬ并且存在两个时
间门槛值ꎬ分别是 ２００１ 和 ２００８ 年ꎬ低于 ２００１ 年的数

０.２４１

２.１２３

０.４３７

３.６４１２

０.３１７
０.００５

———
３５
３０

的作用ꎬ是企业提高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ꎮ
４.３.２

ＦＤＩ 自身的门槛效应分析

为了对 ＦＤＩ 自身的门槛效应进行分析ꎬ 使用

据有 １０ 个ꎬ在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０８ 年的数据有 ３５ 个ꎬ２００８

Ｓｔａｔａ 软件面板数据门槛模型进行估计ꎮ 单门槛检

对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

单门槛效应ꎬ但是第一阶段 ＦＤＩ 没有通过检验ꎮ 所

年以后的数据有 ３０ 个ꎮ 并且从表中可以看出 ＦＤＩ

著ꎮ 所以在高技术产业领域ꎬ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ꎬ
ＦＤＩ 技术溢出对自主创新的贡献增大ꎬ 证明了假设
二ꎮ 也说明 ＦＤＩ 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有着举足轻重
表６
变量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

Ｌｏｇ( Ｌ)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

Ｌｏｇ( ＦＤＩ)
Ｌｏｇ( ＦＤＩ)
Ｌｏｇ( ＦＤＩ)

以 进行双门槛检验ꎬＦ 检验值为１０ . ９１２ ꎬｐ 值 为

０.０００ꎬ拒绝原假设ꎬ说明存在双门槛ꎬ且都通过统计
检验ꎬ所以选择双门槛模型进行回归ꎬ结果见表 ５ꎮ

ＦＤＩ 自身门槛效应估计

含义

Ｌｏｇ( Ｋ)

验表明ꎬＦ 检验值为 １４.２５３ꎬｐ 值为 ０.００１ꎬ说明存在

外商直接投资( ｒ ⩽ ３.３３９)
外商直接投资( ｒ ⩽ ４.６９１)

外商直接投资( ｒ > ４.６９１)

回归系数

Ｔ 检验值

相伴概率

数据个数

１.１８８

１０.９１８

０.０００

———

０.３９９

４.０９０

０.０００

２１

０.２９３
０.２５４
０.１７４

２.４６５
３.０１０
２.０９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１

———
２０
３４

表 ５ 的回归结果表明ꎬＦＤＩ 在自身程度上存在

竞争来挤占国内部分投资ꎬ使得本土企业与外企的

第一类 ＦＤＩ 规模较小ꎬ数据有 ２１ 个ꎬ第二类 ＦＤＩ 中

术产生依赖ꎬ从而抑制了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ꎮ 也

３４ 个ꎮ 由表可知在 ＦＤＩ 持续增加的过程ꎬ它对高技

长速度ꎬ使得 ＦＤＩ 规模越大ꎬ对企业自主创新的贡献

着双门槛效应ꎮ 两个门槛值分别是 ３.３３９ 和 ４.６９１ꎬ

技术差距增大ꎻ另一方面会让本国企业对外商的技

等水平ꎬ数据有 ２０ 个ꎬ第三类 ＦＤＩ 规模较大ꎬ数据有

就是 ＦＤＩ 的负向作用的增长速度大于正向作用的增

术产业自主创新一直都存在正向溢出ꎬ但是溢出效

越小ꎬ假设三成立ꎮ

应却在逐渐减弱ꎮ 这说明 ＦＤＩ 的增加一方面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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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３

ＦＤＩ 的创新能力门槛效应分析

在单门槛效应ꎮ 然后进行双门槛检验ꎬＦ 检验值为

最后ꎬ为了对 ＦＤＩ 的创新能力门槛效应进行分

析ꎬ继续进行面板数据门槛模型估计检验ꎮ 单门槛
检验表明ꎬＦ 检验值为 ３２.６４６ꎬｐ 值为 ０.０００ꎬ说明存
表７
变量

含义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

Ｌｏｇ( Ｌ)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

Ｌｏｇ( ＦＤＩ)

且都通过统计检验ꎮ 最终选择单门槛模型进行回
归ꎬ结果见表 ７ꎮ

ＦＤＩ 的创新能力门槛效应估计

Ｌｏｇ( Ｋ)
Ｌｏｇ( ＦＤＩ)

１５.２１３ꎬｐ 值为 ０.０００ꎬ拒绝原假设ꎬ说明存在双门槛ꎬ

外商直接投资( ｒ ⩽ ８.９０６)

外商直接投资( ｒ > ８.９０６)

回归系数

Ｔ 检验值

相伴概率

数据个数

１.２４１
－ ０.３１３

１１.９９６
－ ２.７８０

０.０００

———

０.２５４

３.９５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４９

０.２２１

２.７６０

０.００７

———
２６

回归结果表明ꎬＦＤＩ 对中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

第三ꎬＦＤＩ 对中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影响

新的影响在创新能力上存在着单门槛效应ꎮ 门槛值

存在着 ＦＤＩ 自身程度的双门槛效应:在 ＦＤＩ 程度比

是 ８.９０６ꎬ创新水平较低的数据有 ４９ 个ꎬ创新水平较
高的数据有 ２６ 个ꎮ 当创新程度比较低时ꎬＦＤＩ 促进

较低的时候ꎬＦＤＩ 对自主创新是促进作用ꎬ在 ＦＤＩ 持
续增加的过程ꎬ它对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溢出效

着企业自主创新ꎻ当创新能力逐渐增强导致自主创

应却在逐渐减弱ꎮ 这说明 ＦＤＩ 的增加一方面会通过

新跨过该门槛后ꎬ即创新程度比较高时ꎬＦＤＩ 对高技

竞争来挤占国内部分投资ꎬ使得本土企业与外企的

术产业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也随之增强ꎮ 即创新能

技术差距增大ꎻ另一方面会让本国企业对外商的技

力越高ꎬＦＤＩ 技术溢出对自主创新的贡献越大ꎬ假设

术产生依赖ꎬ从而抑制了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ꎮ 同

四成立ꎮ

时也说明ꎬＦＤＩ 集聚并不一定会促进企业的自主创

５

５.１

结论与政策建议

新ꎮ 如果当 ＦＤＩ 的存量到达一定门槛值时ꎬＦＤＩ 的
正向溢出会被 ＦＤＩ 集聚带来的负向效应部分抵消ꎮ
第四ꎬＦＤＩ 对中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影响

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 ＦＤＩ 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生

存在着创新程度的单门槛效应ꎮ 当创新程度比较低

产函数模型ꎬ利用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中国高技术产业

时ꎬＦＤＩ 促进着企业自主创新ꎻ当创新能力逐渐增强

五大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ꎻ同时利用门

导致自主创新跨过该门槛后ꎬ即创新程度比较高时ꎬ

槛回归模型检验了 ＦＤＩ 对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影

ＦＤＩ 对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也随之增

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ꎮ 研究结果表明:

强ꎮ 创新是高技术产业的生命ꎬ当本国企业的创新

第一ꎬＦＤＩ 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有正向的溢

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后ꎬ能够更好的吸收 ＦＤＩ 带来的

出效应ꎮ 与大多数研究结果类似ꎬＦＤＩ 技术溢出效

正向效应ꎬ而且在与外企竞争过程中ꎬ由于技术差距

应是存在且为正的ꎮ 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这一领

的缩小ꎬ拥有更多的主动权ꎬ同时不会过分的依赖外

域ꎬ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自主创新能力差距较大ꎬ

资企业ꎮ

利用 ＦＤＩ 这一途径ꎬ可以接触到外资企业的先进技

５.２

术和管理模式ꎬ再通过学习和模仿来提高本国的创
新水平ꎮ

政策建议
不可否认ꎬ中国目前仍需要通过 ＦＤＩ 来促进高

技术产业的发展ꎬ不过新时期应该有新的特点ꎬ要充

第二ꎬＦＤＩ 对中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正向

分发挥 ＦＤＩ 对高技术产业的有益作用ꎬ同时把负面

溢出存在时间双门槛效应ꎬ随着时间的推移ꎬＦＤＩ 对

效应控制在最小范围内ꎮ 这就需要重新了解 ＦＤＩ 的

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ꎮ 这说明

溢出渠道ꎬ增强顶层机制设计ꎬ构建合理的政策支撑

在高技术产业领域ꎬＦＤＩ 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有着

体系ꎬ进一步释放新政策红利ꎮ 基于本研究结论ꎬ给

重要的推动作用ꎬ而且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ꎬＦＤＩ 作

出以下政策建议:

用越来越大ꎬ是企业提高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ꎮ

第一ꎬ 提高外资进入国内市场的条件ꎮ 由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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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差距与 ＦＤＩ 技术溢出效应间存在相关性ꎬ要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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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ꎬ将 ＦＤＩ 从传统的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转

ｆｏｒ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１９９３

外资进入的 “ 准入条件” ꎬ并重新认识和评价 ＦＤＩ 的
变ꎬ不再一味地盲目引进 ＦＤＩꎬ而是有选择地适量地
引进 ＦＤＩꎮ
第二ꎬ强化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ꎮ ＦＤＩ 技术
溢出效应如何更好地增强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能
力ꎬ主要是在于本国企业对外企先进技术的吸收能
力ꎮ 在对外资企业先进技术的学习和模仿过程中ꎬ
要掌握其核心的技术和理念ꎬ甚至对其进行改进和
完善ꎮ
第三ꎬ增加中国自主研发投入ꎮ 创新能力的高
低直接影响中国对 ＦＤＩ 中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ꎮ 增
加对自主研发的投入不仅仅是增加对 Ｒ＆Ｄ 经费的
投入ꎬ更应该增加对 Ｒ＆Ｄ 人力资本的投入ꎮ 完善中
国 Ｒ＆Ｄ 机构的制度ꎬ加大研发力度ꎬ重点培养研发
人员的创新能力ꎬ这三步应同步进行ꎬ让创新能力在
高水平的基础上ꎬ更好的利用 ＦＤＩ 技术溢出带来的
正向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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