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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决定因素:
多维制度因素视角的实证分析
邓启明ꎬ周曼青
( 宁波大学商学院ꎬ浙江宁波 ３１５２１１)
摘

要:该文利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ꎬ综合应用传统资源观和制度观ꎬ实证分析和阐明了

“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对中国企业直接投资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东道国基础设施、城市化和技术等资源
不足ꎬ并不是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唯一决定因素ꎬ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也有显著影响ꎬ特别是沿线
国家的法律制度、政治稳定性和恐怖主义、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等ꎬ且东道国制度质量的逐步完善ꎬ对不同类型国
家和行业的直接投资均具有重要影响ꎬ其中对基础设施行业的投资最为显著ꎮ 相关结论对政府投资政策优化和中
国企业国际化实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ꎮ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ꎻ“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ꎻ制度因素ꎻ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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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投资ꎮ 笔者研究认为ꎬ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投资还有一些独特的特点ꎮ 特别是中国对沿线国家

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

投资中政府参与程度和国有经济所占比重都较高ꎬ

家的投资与合作ꎬ２０１３ 年“ 一带一路” 倡议正式提出

投资动机具有“ 双重性” ( Ｍｏｒｃｋꎬ２００８) ꎬ而且投资受

以来ꎬ沿线国家乃至全球对于“ 一带一路” 的认识越
来越深刻ꎬ通过设立亚投行、丝路基金以及沿线国家
搭建“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
心相通” 来努力实现国家之间的战略衔接已成为共

识ꎮ 据统计ꎬ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
累计超过 ５００ 亿美元ꎬ为有关国家创造近 １１ 亿美元
税收和 １８ 万个就业岗位ꎮ 但也有一些报道认为ꎬ中

国在借“ 一带一路” 倡议掠夺沿线国家的资源和转

母国( 中国) 和东道国制度因素的影响较大( Ｂｕｃｋｌｅｙ

等ꎬ２００８) ꎮ 由于存在这些特点ꎬ较全面分析、准确

把握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的决定因素ꎬ
有助于重新理解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于新兴经济体
ＯＦＤＩ 解释力的局限性ꎮ 尤其是制度因素是较好解
释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另一个重要视角ꎮ

一方面ꎬ现有的文献广泛关注“ 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各 方 面 投 资 风 险 评 估 和 防 范 策 略 ( 王 永 中ꎬ

移国内过剩产能 (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Ｋ. Ｃｈｅｎｇꎬ２０１６) ꎮ 然而ꎬ

２０１５ꎻ何茂春ꎬ２０１６ꎻ 李 峰ꎬ２０１６) ꎮ 通 过 对 中 亚、 西

和建设时ꎬ同时使当地的资源优势变成了产品优势ꎬ

(２０１６) 发现ꎬ东道国政治的不稳定ꎬ苛刻的法律制

不能否认的是ꎬ广大中企在参与海外基础设施投资
更多合作项目也是按照有关国家的实际需求ꎬ共同

亚、南亚、东南亚、中东欧诸国实地考察ꎬ何茂春等
度和政府监管能力不足、效率低下及贪腐行为ꎬ都在

开发与建设ꎮ 因此ꎬ所谓的“ 资源掠夺论” 并不能很

严重阻碍中国企业进行投资和建设ꎮ 而政府间的高

好解释中国只在某些不是所有资源都很丰富的国家

效沟通和东道国制度质量的完善则是重拾中国企业
投资信心的坚强后盾ꎮ 另一方面ꎬ国内外有关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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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ＤＩ 的 研 究 已 经 开 始 关 注 制 度 因 素 的 影 响ꎮ
( Ｗａｎｇ 等ꎬ ２０１２ꎻ Ｋｏｌｓｔａｄ 与 Ｗｉｉｇꎬ ２０１２ꎻ 王 恕 立 等ꎬ

２０１５) ꎮ 比如ꎬ母国制度因素、东道国制度因素、制
度绝对差异ꎬ以及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不同投资动机

线国家制度和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 ＯＦＤＩ 的影响研究( 项目负责人:

的效应分析ꎮ Ｋｏｌｓｔａｄ ａｎｄ Ｗｉｉｇ(２０１２) 从制度视角研

阶段性成果ꎮ

恕立(２０１５) 则分析了多元化的母国投资动机使中

周曼青) ꎻ宁波市科技局软科学研究项目( 项目编号:２０１５Ａ１００２７) 的

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颇受国内学者关注ꎮ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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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面向不同国家或地区 ＯＦＤＩ 表现出了差异化的制

为基础的观点包含进外商直接投资理论ꎬ对于新兴

影响ꎬ国外文献基于发达国家的 ＯＦＤＩꎬ普遍认同东

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系列社会规范和规章的统称ꎬ具

差异对 ＯＦＤＩ 有负向影响ꎮ 例如 Ｂｌｏｎｉｇｅｎ( ２００５) 认

度的好坏ꎬ可由制度质量来衡量———一国的制度质

度偏好的区位选择ꎮ 关于东道国制度对于 ＯＦＤＩ 的

国家而言显得尤为重要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新制度经

道国制度质量对 ＯＦＤＩ 有正向影响ꎬ而制度的绝对

有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Ｓｃｏｔｔꎬ２００１) ꎮ 至于制

为东道国制度因素对 ＯＦＤＩ 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

量往往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和绩效发挥着决定性

三个途径上:第一ꎬ恶劣的制度环境使得投资者合法

作用ꎬ影响着投资风险的可确定性和资源的高效整

权益无法得到保障ꎬ从而抑制投资行为ꎮ 第二ꎬ制度

合ꎮ 本文通过四个维度制度质量体系的构建:政治

运行过程中标准的不透明将增加投资成本ꎬ进一步

的稳定性、腐败控制、监管质量和法制情况ꎬ深入分

抑制投资规模扩大ꎮ 第三ꎬ制度的缺陷往往导致政

析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 ＯＦＤＩ 的决定因素ꎮ

府监管和服务效率低下ꎬ最终影响投资效益的实现ꎮ
而从国内研究来看ꎬ有关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于中国

２.１

基于不同投资动机的传统资源决定因素

邓宁提出了 ＯＦＤＩ 三大类动机:市场寻求型、资

ＯＦＤＩ 影响的结论较为混乱ꎬ学术界一直存在“ 制度

源寻求型( 包括战略性资产) 和效率寻求型ꎮ Ｂｕｃｋ￣

２０１５) 和“ 制度无关论” ( 韦军亮等ꎬ２００９) 或者这种

源、自然资源” 为四个主要动机进行 ＯＦＤＩꎮ 一般来

促进 论” ( 邓 新 明ꎬ ２０１５ ) 、 “ 制 度 阻 碍 论 ” ( 潘 镇ꎬ
影响机制因制度角度、行业差异、投资主体、投资动
机、区位选择而不同( 陈岩等ꎬ２０１２ꎻ蒋冠宏等ꎬ２０１２ꎻ
岳咬兴ꎬ２０１５) ꎮ 由于ꎬ中国 ＯＦＤＩ 的特殊性ꎬ仍未取
得一致的结论ꎬ还需要不断寻找新的证据ꎮ

ｌｅｙ 等(２００７) 认为中国以追求“ 市场、效率、技术资
说ꎬ市场和要素( 劳动力、自然资源、战略资产) 是当
前母国 企 业 ＯＦＤＩ 的 最 重 要 考 量 因 素ꎮ 总 体 上 来
说ꎬ中国对“ 一带一路” 国家的投资总共分为市场和
要素两大类ꎮ 因此ꎬ对于市场利用型对外直接投资

因此ꎬ综合国内的研究来看ꎬ还存在以下问题:

来说ꎬ东道国市场规模和潜力大小是跨国公司进行

第一ꎬ仅仅选择单一指标来衡量制度因素ꎬ往往造成

ＯＦＤＩ 重要的考虑因素ꎮ 规模较大的市场可以在企

研究结论有失偏驳ꎬ即没有细化制度因素指标ꎮ 本
文选择能够涵盖宏观经济环境层面的四个维度指
标ꎬ分别包括政治稳定性和恐怖主义、监管质量、腐

业占领市场后迅速带来规模经济效益ꎬ降低单位成
本ꎮ “ 一带一路” 沿线发展中国家占多数ꎬ经济发展

水平还处在初级阶段ꎬ国内有效需求还未释放ꎬ市场

败控制和法制环境ꎬ使得研究结论更可信ꎮ 第二ꎬ不

潜力巨大ꎮ 此外ꎬ现代投资发展特征之一就是越来

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往往有着不同的市场运行机

越依赖于交通运输、信息通讯等经济性基础设施ꎬ由

制ꎬ制度的差距也就越大ꎬ从而使得实证研究过程中

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城市化水平较低ꎬ沿线基础

稳健性就难以控制ꎮ 本文将研究视角转向“ 一带一

设施项目投资需求缺口较大ꎬ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仍

路” 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对中国 ＯＦＤＩ 的影响ꎬ同时

然是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的重点投资领域ꎮ 对于要素利

第三ꎬ本文并不局限于单一视角ꎬ通过多维度制度因

力就是为了寻求更低的生产和制度性交易成本( 税

对沿线国家进行分类检验ꎬ实证分析更具稳健性ꎮ
素和资源两个视角ꎬ此外ꎬ文中还将母国投资动机与
东道国制度质量相结合ꎬ在双重约束下ꎬ又重点关注
了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于中国有关基础设施投资的调

用型对外直接投资ꎬ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一个重要推动
费、融资) ꎮ 东道国丰富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是
吸引中国 ＯＦＤＩ 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Ｍｉｎａ(２００７) 指出
东道国石油产量、储备和价格影响了跨国企业对东

节作用机理ꎮ

道国的投资ꎮ 由于中国国内能源存在过度开发导致

２

成本上升ꎬ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中企投资能源相关行

理论分析框架和相关假设
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ＯＬＩ 理论) ꎬ对外直接

投资是跨国企业拥有并利用优越的技术和管理资源
帮助它们进入新市场的行为ꎮ 随着新兴市场的崛
起ꎬ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制度会影响 ＯＬＩ 理论的三个
支柱( Ｄｕｎｉｎｇ 和 Ｌｕｎｄａｎꎬ ２００８) ꎮ 因此把一个制度

业意识形态阻碍问题严重ꎬ使得“ 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成为中国“ 自然资源寻求” ＯＦＤＩ 的首选地ꎮ

假设 １:东道国市场规模和潜力越大ꎬ中国 ＯＦ￣

ＤＩ 越多ꎮ

假设 ２:东道国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源越丰裕以

及基础设施越完善ꎬ中国 ＯＦＤＩ 越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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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制度决定因素
Ｎｏｒｔｈ(１９９０) 认为ꎬ政治、司法、经济规则和契

约是制度规范的主要内容ꎮ 有了统一的标准不仅大
大减少信息搜集、传递和实施的成本ꎬ而且有力激发

少ꎮ

５９

假设 ４:东道国腐败现象越严重ꎬ中国 ＯＦＤＩ 越

２.２.３

监管质量

政府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往往决定着跨国

市场经济的活力ꎮ 东道国制度因素包括很多方面ꎬ

企业并购和海外建厂的成功与否ꎬ一国政府的继任

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稳定性、腐败、政府监管效率

者往往有着不同经济政策ꎬ对待外来投资者资产能

和法制情况ꎬ一国政局的动荡、腐败的盛行、法制的

否形成良好监管能力是保障投资信心的重要支撑ꎮ

缺失、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契约的监管不力等制度质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以来ꎬ一些西方媒体宣扬所谓

量的恶劣ꎬ在具有传统资源优势的条件下ꎬ也会大大

的“ 资源掠夺论” 等负面观点ꎬ这使得中亚、中东一

降低东道国对外资的吸引力ꎮ

些政府对于来自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有着明显的抵

２.２.１

触态度ꎬ而且这些国家或地区宗教文化统治色彩浓

政治稳定性

政治稳定性的可以从政治风险角度来衡量ꎬ主

厚ꎬ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过程中往往很难达到预期

要是指政府的权威受到威胁ꎬ反政府活动的爆发频

效果ꎬ导致政府管理效率低下ꎬ恐怖势力以及反华排

率等不可控风险ꎮ 政治风险对企业 ＯＦＤＩ 往往会带

华等问题难以根除ꎬ使得政府不得不通过妥协换取

“ 一带一路” 国家政局变化、政权更迭、武装冲突、对

假设 ５:东道国政府监管质量越差ꎬ中国 ＯＦＤＩ

来毁灭性冲击ꎬ造成人、财、物的完全破坏ꎮ 目前ꎬ

相关组织支持ꎮ

华关系变化、社会治安环境恶化等问题依然是阻碍

越少ꎮ

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决定性因素ꎮ 可以说ꎬ突发性、

２.２.４

不可预见性和破坏性是政治风险的三个重要特点ꎬ

法制情况

根据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现状调查显

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造成了投资的不确定性ꎬ如果

示ꎬ因争端解决机制不统一等法律原因造成投资权

确实发生ꎬ将使得海外投资项目不仅中断ꎬ而且预期

益受剥夺的事件占比高达 ２０％ꎮ 在企业设立过程

收益完全损失ꎮ 因此ꎬ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复杂性和
可能性是对外投资所必须考虑的因素ꎮ

中ꎬ东道国的经济法律风险ꎬ主要表现为基于自身安
全、市场保护、文化宗教等方面设立的市场壁垒ꎮ 比

假设 ３:东道国政治越不稳定ꎬ中国 ＯＦＤＩ 越少ꎮ

如中国投资“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建设中ꎬ雇佣外籍

一国特定的制度环境往往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腐

首要依据ꎬ往往成为争端冲突的重要法律因素ꎬ否

败的影子ꎬ覆盖面广ꎬ约定俗成、难以把控使其依然

则ꎬ罢工、人 权、 劳 动 时 间 限 定 等 等 都 会 使 得 企 业

寄生于制度的沃土中ꎮ 因此ꎬ腐败因素对跨国企业

ＯＦＤＩ 过程中问题重重ꎮ 企业在东道国顺利开展经

２.２.２

腐败

的影响也是很重要ꎮ 发展中国家经济刚刚起步ꎬ市

员工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ꎬ本地工会相关法律是

营活动的重要前提就要妥善处理劳工标准问题ꎮ 虽

场不完善、机制不健全问题突出ꎬ腐败经济的滋生、

然“ 一带一路” 国家主要为发展中国家ꎬ与发达国家

贫富差距的扩大等成为社会动荡的催化剂ꎮ 但是一

相比ꎬ其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较低ꎮ 但是ꎬ知识

些学者研究认为ꎬ中国 ＯＦＤＩ 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国

产权的影响不容忽视ꎬ无数的国内企业正是对国外

有企业主导ꎬ这使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动机

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不够以及自身缺乏知识产权意

显著ꎬ此外ꎬ中国 ＯＦＤＩ 的黄金发展期刚刚开始ꎬ而

识ꎬ从而使企业深陷在无休止的产权争端ꎬ最终蒙受

发达国家企业不仅自身竞争力更强ꎬＯＦＤＩ 往往也有

不必要的损失和市场资源ꎮ 因此ꎬ法律问题是决定

着更为成熟的海外经验ꎬ从而使得中国 ＯＦＤＩ 的后

投资成败的首要考虑因素ꎮ

发优势主要体现在一些腐败程度相对较高的东道国
( 蒋冠宏和蒋殿春ꎬ２０１２) ꎮ 但是ꎬ腐败导致的“ 经
济寻租” 现象ꎬ企业将有限资源用于“ 寻租” 将导致
“ 资源错配” 的局面ꎮ 这对于资源的有效整合和配
置来说都是极其不利的ꎮ 长久以往ꎬ对 ＯＦＤＩ 的抑
制效应会更加明显ꎮ

３

假设 ６:东道国法制情况与中国 ＯＦＤＩ 成正比ꎮ

模型设定和数据处理
通过引力模型来解释投资相关问题已经成为学

者们 一 个 重 要 的 研 究 工 具ꎮ 本 文 借 鉴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７９) 提出的原始投资引力模型将东道国的要素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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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赋、制度特征等因素引入投资引力模型ꎬ建立如下
计量方程:Ｌｎ( ｆｄｉ) ＝ α ０ ＋α １ ｌｎ( ｈｇｄｐ) ＋ α ２ ｌ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α ３ ｌｎ(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α ４ ｐｇｄｐ ＋ α ５ ｌｎ( ｕｒｂ) ＋＋ α ６ ｉｎｆｒａｓｔｕｒｅ ＋

α ７ ｅｎｅｒｇｙ ＋α ８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α ９ ｌｎ ( ｌａｂｏｒ) ＋ α １０ ｒｑ ＋ α １１ ｃｃ ＋
α １２ ｌａｗ ＋α １３ ｐｏｌｉｔ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λ ｊ ＋ｕ ｔ ＋ε ｊｔ  (１)

式(１) 中ꎬｆｄｉ 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分别表示中国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距离ꎬ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在的严重信息不对称问题ꎬ从而可以降低企业经营
风险ꎮ 第四是腐败控制ꎬ本文参考由多个权威组织
发布的腐败感知数据ꎬ其数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ꎬ用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表示ꎬ数值从 － ２.５( 最腐败) 到

２.５( 最清廉) ꎮ
３.１.２.２

市场规模

ＧＤＰ 数据来自联合国国民账户数据库ꎬ一般认

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ｕｒｅ 分别是一带一路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

为ꎬＧＤＰ 可 以 反 映 一 国 经 济 发 展 的 规 模ꎮ Ｒｏｏｔ 与

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ꎬｌａｂｏｒ 为

规模以及潜力ꎬ所以本文同时选取人均国民生产总

和基础设施ꎬｈｇｄｐ 和 ｐｇｄｐ 则分别为一带一路沿线
一带一路国家的劳动力规模ꎬｅｎｅｒｇｙ 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分

Ａｈｍｅｄ 认为ꎬ人均收入数据 ＧＤＰ 总值更能反映市场
值来综合衡量东道国当前的市场规模ꎮ

别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和技术ꎮ ｒｑ、ｃｃ、ｌａｗ

３.１.２.３

家的制度质量ꎬμ、ｖ 分别为国别及时间效应ꎬε 为残

量该国的劳动人口丰裕度ꎮ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发展

差项ꎮ

数据库ꎮ

３.１

３.１.２.４

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分别从四个维度表示一带一路国

变量设定和数据说明

３.１.１

被解释变量

劳动力资源

用各国 １５ － ６４ 岁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值来衡

技术禀赋

战略资产通常指的是技术、品牌、信息等可移动

ＦＤＩ 存量ꎮ 本文选择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中国对一带一

资产ꎮ 一些学者将战略资产分为流量( 东道国高校

路沿线 ６１ 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ꎮ 采用

入学率和专利申请量) 和存量( 技术水平) 两种ꎮ 由

年度数据ꎬ为了确保计量结果的准确性ꎬ参照岳咬兴

于流量数据流失较为严重ꎬ本文则用« 全球竞争力

(２０１４) 的做法ꎬ将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中有 ２ 年

报告» 中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 指标衡量东道国的

年以上无数据的国家排除在研究样本之外ꎮ

３.１.２.５

以上无数据的国家和四个维度制度质量指标中有 ２
３.１.２

３.１.２.１

解释变量
制度变量

本文参考 Ｂｕｃｋｌｅｙ 等(２００７) 和蒋冠宏(２０１２) 的

方法ꎬ选取世界银行的 ＷＧＩ 数据库 ( Ｗｏｒｌｄ Ｇｏｖｅｒｎ￣

战略性资产ꎮ

资源禀赋

本文参考岳咬兴(２０１４) 的方法ꎬ使用世界银行

的世界发展指标( ＷＤＩ) 中能源净进口指标ꎮ 其计
算方法主要是根据能源使用减去产量ꎬ指标为负说
明是净出口国ꎮ

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四个经典的制度环境指标ꎬ从不同维

３.１.２.６

是“ 法治情况” (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从法律制度视角对一个

货膨胀ꎮ ①本文参考宗方宇( ２０１２) 的方法则使用

二是最新发布的政治稳定和恐怖主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

客观依据ꎮ ②基础设施和城市化ꎮ 选用一国每百人

度来测量东道国的投资相关的制度环境质量ꎮ 第一
国家的产权保护、争端解决和契约精神进行测量ꎻ第
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ꎬ数值从 － ２.５( 最动荡) 到 ２.５( 最

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距离变量、基础设施、城市化水平、通

ＣＥＰＩＩ 距离数据库ꎬ对测量距离变量是一个很好的
使用网络的数量来表示一国网络覆盖率ꎬ用城市人

稳定) ꎮ Ｎｏｏｒｂａｋｈｓｈ ｅｔ ａｌ.发现东道国的政治暴力和

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市化水平ꎮ ③ 通货膨

沿线国家宗教和恐怖主义问题历来都是制约其经济

质量ꎬ从而会造成跨国企业营运成本的影响ꎮ 数据

发展的不稳定因素ꎬ所以学者在研究中都将政治稳

主要来源于« 世界发展指标» ꎮ

恐怖主义会延缓 ＯＦＤＩ 的进入ꎮ 此外ꎬ“ 一带一路”

定和恐怖主义作为重要变量( 王永钦ꎬ２０１４) ꎻ第三
是监管质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这一因素反映了政

胀ꎮ 通胀通缩程度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经济运行的

４

模型检验和结果分析

府制定并执行促进私人部门发展的政策和规制的能

为了保证实证分析的准确性和结果的有效性ꎬ

力ꎮ 一般认为ꎬ健全的政府监管可以保证市场经济

首先对模型中的主要变量进行考察ꎬ这里主要采取

活动的顺利开展ꎻ另一方面是减少企业在外投资存

常用检验多重共线性的方法:相关关系矩阵和方差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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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因子( ＶＩＦꎬ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ꎮ 运用 Ｓｔａｔａ

样本检验分析ꎮ 分析结果显示:东道国市场规模、基

实证分析发现变量之间是不存在多种共线性ꎮ 同

础设施、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系数符合预期且高

时ꎬ为了解决模型中异方差问题ꎬ对方差较大的变量

度显著ꎬ同时验证了假设 １、２ 和 ３ꎮ 东道国技术水

取自然对数方法处理ꎮ 由于本文研究数据为面板数
据ꎬ首先ꎬ使用 ＬＭ 检验ꎬ结果显示模型不能采用混

平为负不显著ꎬ验证了假设 ４ꎬ说明中国对“ 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 战略资产寻求型” 动机不明显ꎮ 而在

合估计的ꎮ 其次ꎬ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ꎬ其结果拒绝

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中显著为正但不显著ꎬ这说明

了采用固定效应方法ꎮ 基于以上检验结果ꎬ我们采

考虑到制度质量指标后ꎬ降低了企业感知的风险ꎬ如

取随机效应 进 行 检 验 分 析ꎮ 具 体 检 验 结 果 如 ( 表

果东道国制度质量较高ꎬ跨国公司愿意利用所有权

４.１

负ꎬ与投资引力模型实证结果预期一致ꎬ这也说明了

１) ꎮ

全样本检验
作为基准ꎬ首先对全样本进行检验ꎬ在检验之前

进行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ꎬ具体见表 １ꎮ 表 ２ 主要

优势增加更多投资ꎮ Ｌ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距离系数显著为
目前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还是以就近国家投资为主ꎬ未
来投资空间还需进一步拓展ꎮ

是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的全
表１
变量名称
对“ 一带一路” 国家投资存量
两地距离

东道国 ＧＤＰ

东道国人均 ＧＤＰ
东道国通货膨胀
城市化率
技术水平
能源净进口
劳动力规模
基础设施
监管质量
腐败控制
政权稳定
法律规则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观测值

ｌ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７９３

均值

标准差

ｌｎｆｄｉ

７８６

８.２８８５５８ ２.８６３８１６

ｌｎｈｇｄｐ

７９３

１０.８８６７４ １.５４４００８

ｐｇｄｐ

ｌｎ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ｌｎｕｒｂ
ｔｅｃｈ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ｎｌａｂｏｒ
ｉｎ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从制度环境看ꎬ东道国政权稳定(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 、腐败控制(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 、监管质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

ｒ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系 数 都 显 著 为 正ꎬ 但 法 律 规 则 (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的系数为负ꎬ部分验证了假设 ５ 的结论ꎬ但这

７９３
７９３
７９３

３.９５７４９

.４３５５９９３ ２.６７８５５３

８.５２９８７３

７９３
７９３
７９３

１４.９７８１９

４.８７８３９７ .３１７４８９２ ４.０５１７８５

７９３
７９３

０

９.７９１７２

６.２２６７５ １４.６１７７９
５.２０３７０１ ８.９３２７１８ －３３.１０１３３ １３２.０７２４
４.２５０１８９ １.２９１９３４

７９３

最大值

８.６７３４７５ .４０８６６４９ ７.４８６０９９

７９３
７９３

最小值

０.９

６.５２５０３
４.６０５１７
１７

６.４７４７４１ ４.０７４４９２ １.１４３９９６ ３３.８０５４５
１.５６８２６

５.１１５２２６ １３.１５４１６

８３.２０２７１ ４６.７３３７９ .１３４１６８７ ２１８.４３０３
－.０５６１８６５ .８９４６５５９ －２.３４４６８２ ２.２３０５１３
－.２８８５０７７ .７８０９５６１ －１.６９８４２８ ２.４１６６９
－.３４３９９４８ .９８４８５０９ －３.１８４８１４ １.３９９５４１
８３.２０２７１ ４６.７３３７９ .１３４１６８７ ２１８.４３０３

重保障ꎬ也就使得投资有了“ 非市场的动机” ꎬ这样
实证结果中法律制度与中国 ＯＦＤＩ 负向关系也就有
了可能ꎮ

关于其他变量ꎮ 东道国的城市化水平系数符合

也并不能说明中国 ＯＦＤＩ 倾向于法律制度并不健全

为负ꎬ且较不显著ꎮ 其可能的解释是: “ 一带一路”

家的对外合作项目超过 １ ６００ 个ꎬ随着中国企业走

ＤＩ 的重要影响因素ꎮ 由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投

的国家ꎬ可能的解释是:目前中国与“ 一带一路” 国
出去步伐的加快ꎬ法律制度也是其中重要影响因素

落后的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阻碍中国 ＯＦ￣

资是未来中国企业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合

之一ꎮ 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法律、政策规

作重要的领域ꎬ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制度环境与东

则方面存在不少差异ꎬ但是由于“ 一带一路” 战略有

道国制度的交互项ꎮ 表 ２ 中全样本引力模型变量的

着更多的是国家之间战略性的合作ꎬ也可谓“ 政府
搭台、企业唱戏” ꎮ 这样的地位也说明了企业在对

外投资项目合作中有着东道国和母国政府信用的双

系数和显著性不变ꎬ不再详述ꎮ 东道国制度环境和
基础设施的交互项都显著为正ꎬ其中 ＩＮＦＲＡ∗ＣＣ、
ＩＮＦＲＡ∗ＲＱ、ＩＮＦＲＡ∗ＬＡＷ 分别在 １％、５％、１％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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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上显著ꎬ验证了假设 ６ꎮ 这说明中国对 “ 一带一

败控制的作用下ꎬ四个维度制度质量都正向调节中

路” 沿线国家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偏向于制度较好

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ꎬ且这种

的国家ꎮ 同时在监管质量、法律制度、政权稳定和腐

调节作用也较为稳健ꎮ

表２

全样本检验结果

全样本检验模型 １

全样本检验模型 ２

全样本检验模型 ３

全样本检验模型 ４

全样本检验模型 ５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１.７０８ ∗∗∗

－１.６８５ ∗∗∗

－１.５６３ ∗∗∗

－１.６４４ ∗∗∗

－１.６０９ ∗∗∗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２.１１２ ∗∗∗
(０.３０９)

２.１８４ ∗∗∗
(０.３１１)
－０.４３５

２.３８０ ∗∗∗
(０.３１０)

２.３０６ ∗∗∗
(０.３１８)
－０.４５０

２.４５４ ∗∗∗
(０.３１６)
－０.４２０

－０.２８９

０.１３２

变量
控制变量

ＵＲＢ
制度变量
ＲＱ

(０.２０９)

(０.１７５)

－０.４７４ ∗∗
(０.２３２)
－０.０７５

(０.２１０)

ＬＡＷ

－１.８７０ ∗∗∗

ＣＣ

１.４６５
(０.２５５)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传统经济因素
ＨＧＤＰ
ＰＧＤＰ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ＥＣＨ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ＦＲＡ
调节作用
ＩＮＦＲＡ∗

(０.３１４)

∗∗∗

０.５０９ ∗∗∗
(０.１０３)
０.２６２ ∗∗∗
(０.０９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１７５)

( －０.２３３)
－０.０３５

(０.２１２)

０.２６１

０.２９４

(０.３５９)

１.２２３ ∗∗∗
(０.２５９)

(０.１６６)

０.５６２ ∗∗∗
(０.１０２)

１.３６９
(０.２５８)

０.２７４ ∗∗∗
(０.０９４)

０.２９０ ∗∗∗
(０.０９３)

０.２７３ ∗∗∗
(０.０９４)

０.２７６ ∗∗∗
(０.０９３)

１.３８７
(０.２５９)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５

０.８０６ ∗∗∗
(０.０９０)
０.１９８ ∗∗∗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Ｆ

调整 Ｒ２
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９２ ∗∗∗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７７)

０.８１０ ∗∗∗
(０.８８９)
０.０２２ ∗∗∗
(０.００３)

(０.３１５)

∗∗∗

０.５３３ ∗∗∗
(０.１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９４ ∗∗∗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７９)

０.８１９ ∗∗∗
(０.０９０)
０.０１９ ∗∗∗
(０.００３)

(０.３５８)

０.５７７ ∗∗∗
(０.１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９４ ∗∗∗
(０.０１８)
０.０５５

(０.０７８)

０.８３４ ∗∗∗
(０.０８９)
０.０２０ ∗∗∗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０ ∗∗∗
(０.００２)

ＩＮＦＲＡ∗ＲＱ

Ｒ２

(０.３１０)

０.００３

ＩＮＦＲＡ∗ＣＣ

样本数

(０.２１２)

(０.２３０)

－２.６１４ ∗∗∗

(０.０７９)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ＦＲＡ∗ＬＡＷ

０.１６１

(０.２２６)

(０.２３１)

－１.９６１ ∗∗∗

(０.７８４)

０.０１９ ∗∗∗
(０.００３)

(０.２２９)

(０.１７５)

－１.８７３ ∗∗∗

－０.０９１ ∗∗∗

０.８１９ ∗∗∗
(０.０９０)

－０.４５０ ∗∗

(０.１７６)

０.８７５ ∗∗∗
(０.３１４)

－０.９４５ ∗∗∗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０

(０.１７５)

０.００５ ∗∗∗
(０.００２)

７８６

９０.０１

７８６

８３.９６

７８６

８７.４５

０.００９ ∗∗∗

７８６

(０.００２)
７８６

８４.５５

８６.６３

０.６０２５

０.６０３９

０.６１３６

０.６０５６

０.６１１３

１１６９.８３

１１７５.０３

１２２３.０５

１１８２.７８

１２１１.４９

０.５９５８

０.５９６７

０.６０６６

注: ∗ 为统计结果在 １０％的水平显著ꎬ ∗∗ 为统计结果在 ５％的水平显著ꎮ ∗∗∗ 为统计结果在 １％ꎬ下同ꎮ

０.５９８４

０.６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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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稳健性检验

展水平、开放程度、政治及经济发展梯次不一ꎬ为更

我们分别利用 ２００９ 年之后的样本进行实证分

合理、有针对性的与这些国家开展双向投资合作ꎬ我

分析ꎮ 一方面ꎬ纵观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

资促进研究» 中全面考虑各方面因素ꎬ选择相关指

析ꎬ此外又将“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行分类做回归

们根据商务部 ２０１７ 年公布« “ 一带一路” 战略下投

据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形成规模是在 ２００９ 年之后ꎬ

标ꎬ构建指标体系ꎬ一级指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机

其中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和增速需

遇与潜力评估、商业运营环境评估和风险与障碍评

要重点 关 注ꎻ 另 一 方 面ꎬ 我 们 选 取 的 时 间 跨 度 即

估ꎬ通过综合评分对 “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行 评

２００３ 到 ２０１５ 年之间时间较长ꎬ而倡议提出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ꎬ实施的时间相对较短ꎮ 为了避免过

价ꎬ筛选出表 ３ 中各区域重点投资市场ꎬ第一类国家
的有着优良或较好的经济发展基础ꎬ国际贸易发展

长的时间效应ꎬ我们单独用 ２００９ 年后的数据对投资

较快ꎬ基础设施较为完善ꎬ市场环境较好ꎬ政局稳定

区位选择效应进行了考察ꎬ检验结果同样符合预期ꎬ

或较稳定ꎬ较支持“ 一带一路” 战略ꎬ与中国在政治

“ 一带一路” 倡议确实对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起

经济等方面往来频繁、关系较好ꎮ 同时ꎬ为了平衡各

到了促进作用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 一带一路” 沿线跨

区域发展ꎬ同时选取各区域前两名作为重点国别市

越多个大洲ꎬ相关国家数量众多ꎬ各个国家的经济发

场ꎮ 分类结果见表 ３ꎮ

表３
类

别

分类检验结果
国家名称

印度尼西亚、蒙古、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文莱、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克罗地
第一类国家

亚、哈萨克斯坦、立陶宛、拉脱维亚、马其顿、罗马尼亚、波兰、俄罗斯、斯洛伐克、土库曼斯坦、斯洛文尼亚、阿
曼、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以色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斯里兰卡、印度
阿富汗、柬埔寨、老挝、菲律宾、东帝汶、阿尔巴尼亚、波黑、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格鲁吉亚、吉尔吉斯坦、塔克

第二类国家

及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约旦、也门、卡塔尔、黎巴嫩、埃及、巴林、伊拉克、叙利亚、孟加拉
国、巴基斯坦、尼泊尔、南非、摩尔多瓦、乌克兰、亚美尼亚

注:一带一路官方网站« 一带一路投资促进研究»

表４
变量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ＵＲＢ
ＩＮＦＲＡ
ＲＱ
ＬＡＷ
ＣＣ

分样本检验结果

分样本检验
(２００９ 年以后)
－１.８８４

第一类国家

控制变量
－０.０７１６

∗∗∗

(０.２０４)
１.４０８ ∗∗∗

(０.３７６)
－０.８１３ ∗∗∗
(０.２７９)
０.０１９ ∗∗∗

(０.３６６１)
０.９５３０ ∗∗∗
(０.５７７８)
０.３９６５

(０.３３１９)
０.６２１３ ∗∗∗

(０.００３)
(０.１６６７)
制度变量
－０.１８５
０.１７６２

(０.２６８)
－２.１８８ ∗∗∗

(０.１７３５)
０.２０２０

(０.３０８)

(０.１８７４)

(０.３８７)
１.９４５ ∗∗∗

(０.１９６２)
０.１２８５

第二类国家

－０.８２２９

∗∗∗

(０.３０４５)
１.０７５９ ∗∗∗

(０.４３１６)
－１.７２４０ ∗∗∗
(０.３３３９)
０.０２７０ ∗∗∗
(０.００３９)

－０.９６０２ ∗∗∗
(０.３１７２)
０.１３６４

(０.５７４５)
１.１４３７ ∗∗
(０.５１８７)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ＨＧＤＰ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ＥＣＨ
ＬＡＢＯＲ
样本数
Ｆ

Ｒ２

调整 Ｒ２

０.５９４ ∗∗∗

－０.４７１５ ∗∗∗

(０.１２１)
(０.１７６２)
传统经济因素
０.１４２４
０.４７４ ∗∗∗

(０.１０８)
－１.１０１ ∗∗∗

(０.１１３３)
－０.０４３１

(０.０９１)
０.６９６ ∗∗∗

(０.１４５９)
０.０９３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９

(０.１０５)
４８８
５９.８９

０.６０２１
０.５９２０

(０.０４０９)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８４０)
４０１
７.８６

０.１８１８
０.１５８７

－０.１２７２

(０.１７１８)
０.２７９８ ∗∗∗
(０.０８７５)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２６０)
－０.１０２０
(０.０８５２)
０.０８２３
(０.０７９６)
３９９
１７.０６

０.３４６６
０.３２６３

从表 ４ 来看ꎬ２００９ 年以后的样本系数和显著性

不变ꎬ具有稳健性ꎬ但四个维度制度质量指标系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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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均高于全样本检验结果ꎬ即当前中国对“ 一带一

良性循环ꎮ 二是被投资国滞后的基础设施行业是中

路” 沿线国家 ＯＦＤＩ 受制度因素的影响远远高于先

国企业未来投资潜力ꎬ即使被投资国政治风险以及

前投资水平ꎬ且这种影响深度随着中国 ＯＦＤＩ 规模

法治制度质量较低ꎬ中国仍愿意对这类国家进行更

的日益扩大而更加显著ꎮ 对于第一类国家而言ꎬ由

多投资ꎮ 这意味着以互利共赢为目标的制度质量完

于其经济环境较之于第二类国家具备更好的投资条

善能够实现双边最优的投资合作和经济增长ꎮ

件ꎬ从城市化水平看其对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 的促进作
用显著高于第二类国家ꎮ Ｌｎ( ｈｇｄｐ) 不在显著ꎬ这主
要是第一类国家也分布一些东欧地区ꎬ通过中国对
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来看ꎬ目前与东欧国家经济联
系和投资规模较少ꎮ 还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经济因素
中 Ｔｅｃｈ( 技术水平) 系数为负ꎬ这是与全样本符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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