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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区域创新绩效
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分析

朱洁西，李俊江

（吉林大学 经济学院，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　要：构建包含 ６大维度 ３３项指标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并运用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法测算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中国省级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动态分析其变化趋势。基于面板联立方程模型探讨了中国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绩效及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并考察投资来源地和东道国的异质
性。研究发现：逆梯度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提高了区域创新绩效，但对协调发展、开放稳定和安全保障产生了
负面影响；顺梯度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不利于区域创新绩效，但直接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ＯＦＤＩ逆向技术
溢出对区域创新绩效、经济发展质量二者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加大对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的支持、结
合地区特征采取差异化的投资政策、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增加环境保护相关的 ＯＦＤＩ有助于推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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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元，对全
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３０％。然而，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新冠肺炎疫情仍呈蔓延态
势，世界经济复苏艰难而曲折，导致中国经济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国内“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亟

待解决，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居民消费仍受制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常态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ＯＦＤＩ，Ｏｕｔｗａｒ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对母国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
增长产生的重大影响正日益引起学术界和政府的关注。２０２０年，中国ＯＦＤＩ的流量为１３２９．４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３３％，位居世界前列；存量达到了２３万亿美元，是２０１５年末的两倍，规模整体稳定、结
构持续优化①。面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利用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来助推经济发展
质量的提升，是“十四五”时期中国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思路。那么，在中国开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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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新征程的历史起点上，如何合理量化各省级区域的经济发展质量水平？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
出效应对区域创新绩效和经济发展质量产生何种直接或间接效应？东道国的异质性是否会对投资母

国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发展质量产生不同的作用？回答这些问题对推进中国高水平对外开

放、建设经济高质量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涵盖结构优化、效率提升、生态改善、社会协调

等多方面内容，其关注的焦点更偏重于经济的本质特性。如何全面准确地衡量一国的经济发展质量，

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同时，过去多数研究着眼于 ＯＦＤＩ规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缺乏对逆向
技术溢出这一细分领域的分析。而对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的事实观察与探讨尚且停留在其对数量型
经济增长层面，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在质量层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渠道、机制和提升效果并未引
起足够的重视。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丰富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方法。从新发展理念

和安全发展原则入手，将６个维度的３３个基础观测指标纳入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框架，利用熵权 －
ＴＯＰＳＩＳ法衡量各省级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动态分析其变化情况，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
结果更加科学、客观。第二，拓展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探讨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文献较为少见。本文在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深入分析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作用机制并探究其影响，拓展了现有的研究视野，有利
于为政府和跨国企业培育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动能，推动ＯＦＤＩ的合理化布局。第三，厘清了ＯＦＤＩ逆向
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绩效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渠道和作用机制。区域创新绩效作为

一个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带来的创新成果，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随着中国对发达经济
体的ＯＦＤＩ所占比重的逐步提高，技术寻求型ＯＦＤＩ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导向型
ＯＦＤＩ。这种投资东道国的不同可能导致顺梯度和逆梯度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
生差异化效应，有必要进行更细致的考察，为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投资政策提供参考。本文区分顺梯

度和逆梯度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分别实证检验了其对区域创新绩效、经济发展质量及其６种分类
指标的作用效果。同时，从地区异质性角度进行延伸探讨，这无疑对充分释放各地区 ＯＦＤＩ的技术进
步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

二、文献综述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测度

经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经济增长模式、结构与驱动力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是质量和数量的协调统一（金碚，２０１８）［１］。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经济发展
质量的高级形态与最优水平，不仅包括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表现为经济结构的优化、技术创新、社会

公平、文化进步等相互影响的多个方面（任保平和何苗，２０２０）［２］。
在明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后，学者们构建了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测度国家或区域层面的经济

发展质量，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探讨从定性研究向定量分析拓展。师博和任保平（２０１８）［３］根据经济
增长基本面与社会成果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并发现了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１６年中国经济增
长质量的周期性变动规律。马茹等（２０１９）［４］从供给、需求、发展效率、经济运行与对外开放五个层面
对比分析了中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质量。杨耀武和张平（２０２１）［５］利用经济成果分配、人力资本及其
分布情况、经济效率和稳定性、自然资源和环境、社会状况等维度的分项指标测度得出，１９９３—２０１８年
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处于总体提升的态势，但不同阶段的提升速度存在显著差异。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

一些学者重点探讨了各个领域的影响因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的效应。陈诗一和陈登科

（２０１８）［６］使用劳动生产率来表征经济发展质量，认为政府环境治理可以有效减少雾霾污染，助推经济
发展质量的提高。ＯＦＤＩ规模的扩大将提高产能利用率，进而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曹献飞和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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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２０１９）［７］。张冰瑶和江静（２０２１）［８］证实创新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可以对高质量
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投资以及碳减排均能显著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

平（ＬｉａｎｄＤｏｎｇ，２０２１）［９］。张超和钟昌标（２０２１）［１０］基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３０个省份面板数据研究发现
金融创新能够通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来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的经济效应
２０１５年以来中国进入创新加速阶段，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已成为仅次于自主研发和人力资本

投入的第三大自主创新主渠道（杜龙政和林润辉，２０１８）［１１］。潘涛和李惠茹（２０２１）［１２］指出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制造业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为中国带来了制造业的结构优化与效率提升。ＯＦＤＩ逆向
技术溢出有利于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张伟科和葛尧，

２０２１）［１３］。它还可以通过研发强度的中介效应改善国内产品质量，提高能源效率，推动母国的制造业
价值链升级（江洪和纪成君，２０２０）［１４］。

纵观上述研究发现，现有的文献可能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以定性分析为主，系统性量化分析与客观评价体系有待完善。由于主观性和指标数据获取的局

限性，目前学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指标及其分类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使用全要素生产

率、人均 ＧＤＰ和民生指数等传统指标得到的结果很难全面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各个维
度。第二，在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内在机制上缺乏深入的考察，多数
文献仅局限于分析 ＯＦＤＩ总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而并未区分逆向技术溢出这一细分领
域，更缺少针对不同类型东道国的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对比分析。第三，鲜有文献探讨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多数文献聚焦于其对数量型经济增长、产业结构
和生产效率等单一指标的影响，而忽视了其对经济发展质量这一综合性指标的作用。特别是将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影响母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与其通过区域创新绩效而产生的间接
效应相结合的理论剖析与实证检验均有待补充。

基于此，本文将尝试解决这些不足，构建科学、全面的经济发展质量复合指标体系，并测度各省级

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同时，梳理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区域创新绩效影响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分别讨论顺梯度ＯＦＤＩ和逆梯度ＯＦＤＩ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从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和区域创新视角提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理论参考。

三、逻辑分析与假设

（一）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作为技术的非自愿扩散形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关联是通过模仿与示

范效应、人员知识流动效应、关联效应和竞争效应来实现的（孔群喜和王紫绮，２０１９）［１５］。根据有效要
素比例理论和外部性理论，母国能够通过ＯＦＤＩ获取东道国的先进技术与研发资源，实现逆向溢出并
改善创新效率，进而促进母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ａｎｄＰｏｔｔｅｒｉｅ，
１９９８）［１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通常在新兴经济体的ＯＦＤＩ中更普遍，因为他们的投资动机往往是寻求
战略资产与先进技术，在投资于发达经济体后将会吸收回流的先进技术。例如，美国企业的研发活动

和成果通过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渠道带动了日本的技术进步（Ｋｏｇｕｔ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１９９１）［１７］。这些直接
效应将带来母国国内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利于经验成果共享与资源优
化配置（Ｈｅｒｚｅｒ，２０１１）［１８］。

然而，逆梯度 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可能对母国 ＴＦＰ产生并不显著甚至是负向的效应（Ｂｉｔｚｅｒ
ａｎｄＧｒｇ，２００９）［１９］。中国技术获取型 ＯＦＤＩ规模以及技术模仿能力不足，发达国家较高的融资成
本和技术获取渠道成本等排他性市场壁垒，阻碍了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王娅婷，２０１３）［２０］。受命令
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影响，东道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所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将诱发更大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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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国绿色技术创新，其效果优于实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发达国家（贾军等，２０１７）［２１］。这表明
新兴经济体通过 ＯＦＤＩ能够获取先进的知识和技术，进而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渠道来影响国内创新
绩效与经济发展质量，但这种影响机制及其后续产生的效应可能因东道国的异质性而有所差异。

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显著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且顺梯度ＯＦＤＩ与逆梯度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
的影响方向不同。

（二）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与区域创新绩效
技术地方化理论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均证实了新兴经济体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创新

绩效的积极影响，投资主体与东道国子公司或战略联盟企业开展联合研发，再将技术传递到母国公司

及其海外子公司，形成良好的研发互动机制。根据资源基础理论，跨国公司 ＯＦＤＩ能够通过加大创新
资源投入、适应当地需求和雇佣技能更高的员工来增加创新产出，改善创新绩效。逆向技术溢出影响

区域创新绩效的渠道包括四个：研发费用与风险分摊、联合技术研发、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利润反馈机

制（陈晔婷和朱锐，２０２０））［２２］。投资于发达国家对创新绩效的效果远远大于对欠发达国家的 ＯＦＤＩ
（Ｐｉｐｅｒｏｐｏｕｌｏ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２３］。对新兴市场国家ＯＦＤＩ会对区域创新绩效产生负面作用（Ｚｈｏ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２４］，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制度环境通常会提供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从而增加创新要
素投入并保障资本市场运作。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显著影响区域创新绩效，且顺梯度ＯＦＤＩ与逆梯度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的
影响方向不同。

（三）区域创新绩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内生的技术进步能够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科技经过创新投入、研发、创新产出和转化扩散等一系列环节最终推

动经济发展调结构、转方式和换动能（王慧艳等，２０１９）［２５］。在绿色效益方面，创新将加速淘汰高污
染、低效率的企业，降低能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最终优化生态环境（贾洪文等，２０２１）［２６］。在经济
效益方面，区域创新绩效的改善有利于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提升地

区的创新生产率（华坚和胡金昕，２０１９）［２７］。在社会效益方面，提高区域创新绩效有利于缩小城乡
差距，促进协调、稳定发展。同时，技术创新带来的多样化产品可以刺激消费升级，更好地满足人们

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经济发展成果共享，增加社会福利（李光龙和范贤贤，２０１９）［２８］。由此可见，
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各地区根据要素禀赋特征与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提高区域创

新绩效，将支撑和引领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任保平和苗新宇，２０２１）［２９］。故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区域创新绩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效应。
（四）地区异质性的影响

由于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条件、要素禀赋、研发强度等存在较大差异，ＯＦＤＩ逆
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西部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往往并不明显（李梅和柳士昌，

２０１２）［３０］。吸收能力、外国干预和本地市场竞争强度等因素将在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绩效
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３１］。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和区域知识管理的交互作用可以从
创新投入与产出、创新环境与绩效四个细分层面来强化区域创新能力，并在中国东部地区表现得更加

突出（沙文兵和李莹，２０１８）［３２］。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金融发展的门槛效
应（章志华和孙林，２０２１）［３３］。投资地区与东道国的制度距离也会影响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
新绩效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吴先明和张雨，２０１９）［３４］。在人力资本素质更高的地区，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将由强负相关转为弱负相关（梁圣蓉和罗良文，２０１９）［３５］。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Ｈ４：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绩效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区域创新绩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如图１所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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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区域创新绩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由于ＯＦＤＩ、区域创新绩效和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内生的、动态的、互动的关系，作用机制复杂多
变，本文建立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以解决可能的内生问题。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区域创新和经济高
质量发展，而区域经济体系的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也会影响该地区的ＯＦＤＩ活动。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更
容易有能力和机会进行对外投资和开展创新活动（Ｃｈｅｎ，２０１８）［３６］。为此，将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区
域创新绩效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视为模型的主要内生变量。同时，为考察东道国的异质性，将投资东道

国分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除了这４个内生变量外，产生重要影响的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技术
溢出也被设定为内生变量。技术溢出的作用机制与逆向技术溢出是相似的，但并不是本文的研究重

点，所以作为控制变量。由５个内生变量和５个对应方程组成的联立方程模型如下：
ＨＥＤｉｔ＝α０＋α１ＨＥＤｉｔ－１＋α２ＩＮＮｉｔ＋α３ＲＴＳ＿ｅｄｉｔ＋α４ＲＴＳ＿ｉｎｇｉｔ＋α５ＴＳｉｔ＋ωｉｔ （１）
ＩＮＮｉｔ＝β０＋β１ＩＮＮｉｔ－１＋β２ＲＴＳ＿ｅｄｉｔ＋β３ＲＴＳ＿ｉｎｇｉｔ＋β４ＴＳｉｔ＋β５ＲＤ＿ｅｘｐｉｔ＋β６ＲＤ＿ｐｅｒｉｔ＋φｉｔ （２）
ＲＴＳ＿ｅｄｉｔ＝γ０＋γ１ＲＴＳ＿ｅｄｉｔ－１＋γ２ＧＲＰｉｔ＋γ３ＦＡ＿ＩＮＶｉｔ＋γ４Ｔｒａｄｅｉｔ＋γ５ＵＲＢｉｔ＋γ６ＩＮＤｉｔ＋τｉｔ （３）
ＲＴＳ＿ｉｎｇｉｔ＝θ０＋θ１ＲＴＳ＿ｉｎｇｉｔ－１＋θ２ＧＲＰｉｔ＋θ３ＦＡ＿ＩＮＶｉｔ＋θ４Ｔｒａｄｅｉｔ＋θ５ＵＲＢｉｔ＋θ６ＩＮＤｉｔ＋σｉｔ（４）
ＴＳｉｔ＝ρ０＋ρ１ＴＳｉｔ－１＋ρ２ＧＲＰｉｔ＋ρ３ＦＡ＿ＩＮＶｉｔ＋ρ４Ｔｒａｄｅｉｔ＋ρ５ＵＲＢｉｔ＋ρ６ＩＮＤｉｔ＋πｉｔ （５）

其中，ＨＥＤｉｔ为ｔ年ｉ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ＩＮＮｉｔ表示ｉ地区在ｔ年的区域创新绩效；ＲＴＳ＿ｅｄｉｔ表
示第ｔ年ｉ地区对发达经济体ＯＦＤＩ（逆梯度ＯＦＤＩ）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ＲＴＳ＿ｉｎｇｉｔ表示第ｔ年ｉ地区
对新兴经济体ＯＦＤＩ（顺梯度ＯＦＤＩ）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ＴＳｉｔ表示第ｔ年ｉ地区从ＦＤＩ中获取的技术
溢出；ＲＤ＿ｅｘｐｉｔ表示第ｔ年ｉ地区的研发支出强度；ＲＤ＿ｐｅｒｉｔ为第ｔ年ｉ地区研发人员；ＧＲＰｉｔ表示第ｔ年
ｉ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ＦＡ＿ＩＮＶｉｔ为第ｔ年ｉ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Ｔｒａｄｅｉｔ表示第ｔ年ｉ地区的贸易开放
度；ＵＲＢｉｔ是第ｔ年ｉ地区的城镇化水平：ＩＮＤｉｔ表示第ｔ年ｉ地区的产业结构；ωｉｔ、φｉｔ、τｉｔ、σｉｔ和πｉｔ代表随
机扰动项。

为了进一步衡量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下列公式来计算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公式（１）：从对发达经济体ＯＦＤＩ中获取的逆向技术溢出总效应：
ＨＥＤ
ＲＴＳ＿ｅｄ

＝α２·
ＩＮＮ
ＲＴＳ＿ｅｄ

（间接效应）＋α３（直接效应）＝α２β２＋α３

公式（２）：从对新兴经济体ＯＦＤＩ中获取的逆向技术溢出总效应：
ＨＥＤ
ＲＴＳ＿ｉｎｇ

＝α２·
ＩＮＮ
ＲＴＳ＿ｉｎｇ

（间接效应）＋α４（直接效应）＝α２β３＋α４

除了复合高质量发展（ＨＥＤ）外，方程（１）还分析了高质量发展的 ６大维度：创新发展
（ＨＥ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协调发展（ＨＥ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绿色环保（ＨＥＤ＿Ｇｒｅｅｎ）、开放稳定（ＨＥＤ＿Ｏｐｅｎ）、
成果共享（ＨＥＤ＿Ｓｈａｒｉｎｇ）和安全保障（ＨＥ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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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
（１）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结构协调、福利分配公平、生态环境改善、创新能力增强的综合体现（任保平，

２０１３）［３７］，其测度具有挑战性，涉及社会、环境、民生等多个维度，不能用单一的、传统的经济或环境指
标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以经济效益为基础，且离不开科技创新能力的支撑，其最终的落脚点是保

障和改善民生，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本文遵循数据可得性、科学合理性、全面性和层次性原则，根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在“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框架下，结合“十四五”规划中“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要求，构建

了包含６大维度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复合指标体系。一级指标包括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环保、开
放稳定、成果共享和安全保障６个维度。二级指标是评价一级指标的子系统，由１４个准则层组成。
三级指标涵盖了３３个基础指标，其中创新发展４项、协调发展７项、绿色环保４项、开放稳定７项、成
果共享 ７项和安全保障 ４项，这些三级指标根据其影响二级指标的方向分为正向和负向，如表 １
所示。

表１　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算方法 指标属性

创新发展

创新产出

创新投入

每万人专利授权数 专利授权数／地区常住人口数 正向指标

每万人科研文献数 公开发表文献数／地区常住人口数 正向指标

Ｒ＆Ｄ经费投入强度 Ｒ＆Ｄ经费投入／地区生产总值 正向指标

人均教育经费投入

占人均收入比重
人均教育经费投入／地区人均收入 正向指标

协调发展

产业协调

区域协调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 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 负向指标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第三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正向指标

制造业占比 第二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正向指标

泰尔指数 地区经济发展的均衡度 正向指标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地区总人口 正向指标

ＧＤＰ协调水平 地区人均ＧＤＰ／全国人均ＧＤＰ 正向指标

消费协调水平 地区人均消费支出量／全国人均消费支出量 正向指标

绿色环保

生态环境

污染减排

城市绿化覆盖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正向指标

垃圾处理情况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正向指标

环保支出占比 环保支出／地区生产总值 正向指标

工业废物排放 工业废物排放总量／地区生产总值 负向指标

开放稳定

对外开放

市场化程度

稳定水平

外贸开放度 进出口贸易总额／地区生产总值 正向指标

贸易结构合理化程度 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贸易总额 负向指标

入境旅游收入贡献程度 入境旅游收入／地区生产总值 正向指标

劳动要素市场化水平 个体从业人员数量／总从业人数 正向指标

资本要素市场化水平 金融业从业人员数量／总从业人数 正向指标

经济波动情况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正向指标

人均收入波动情况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正向指标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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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算方法 指标属性

成果共享

经济共享

社会共享

基础设施

完善程度

居民人均收入水平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正向指标

居民消费福利水平 人均消费支出量 正向指标

医疗服务供给 卫生技术人员数／地区总人口 正向指标

文化服务供给 文化体育与传媒财政支出／地区总人口 正向指标

人口增长率 人口自然增长率 正向指标

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旅客客运总量 正向指标

网络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互联网普及率 正向指标

安全保障

地区经济

安全

地区经济

风险

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 负向指标

失业率 失业率 负向指标

企业债务风险 规模以上企业资产负债率 负向指标

财政风险 财政赤字率 负向指标

通过熵权－ＴＯＰＳＩＳ评价法来确定各指标的客观权重及欧氏距离（凌连新和阳国亮，２０２１）［３８］，计
算得到经济高质量发展复合指标。

首先，使用极差法对不同维度的指标Ｍｉｔ进行一致性处理，以避免其量纲上的差异导致评价结果
的无效性。其中，ｉ表示地区，ｊ是子指标，Ｍｉｔ与Ｎｉｔ分别为指标初始的数值与标准化后的数值。

Ｎｉｔ＝

Ｍｉｔ－ｍｉｎ（Ｍｉｔ）
ｍａｘ（Ｍｉｔ）－ｍｉｎ（Ｍｉｔ）

，Ｍｉｔ为正向指标

ｍａｘ（Ｍｉｔ）－Ｍｉｔ
ｍａｘ（Ｍｉｔ）－ｍｉｎ（Ｍｉｔ）

，Ｍｉｔ{ 为负向指标

其次，测度Ｎｉｔ的信息熵Ｅｊ来真实有效地反映指标本身的客观信息，体现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平的客观状况，同时构建加权矩阵。其中，Ｅｊ是各指标的信息熵，Ｗｊ是各指标的客观权重，Ｒ是ｎ×ｍ
的加权矩阵。

Ｅｊ＝ｌｎ
１
ｎ∑

ｎ

ｉ＝１
（Ｎｉｔ／∑

ｎ

ｉ＝１
Ｎｉｔ）ｌｎ（Ｎｉｔ／∑

ｎ

ｉ＝１
Ｎｉｔ[ ]）

Ｗｊ＝（１－Ｅｊ）／∑
ｍ

ｊ＝１
（１－Ｅｊ）

Ｒ＝（ｒｉｊ）ｎ×ｍ，ｒｉｊ＝Ｗｊ×Ｎｉｊ
再次，确定各指标的最优方案Ｆ＋ｊ ＝（ｍａｘｒｉ１，ｍａｘｒｉ２，…，ｍａｘｒｉｍ）和最劣方案Ｆ

－
ｊ ＝（ｍｉｎｒｉ１，ｍｉｎｒｉ２，

…，ｍｉｎｒｉｍ）以及对应的欧式距离ｄ
＋
ｉ和ｄ

－
ｊ：

ｄ＋ｉ ＝ ∑
ｍ

ｊ＝１
（Ｆ＋ｊ －ｒｉｊ）槡

２

ｄ－ｉ ＝ ∑
ｍ

ｊ＝１
（Ｆ－ｊ －ｒｉｊ）槡

２

最后，在欧氏距离的基础上计算各指标和最理想方案之间的相对接近度，Ｑｉ代表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平，取值范围是［０，１］，该数值越大说明经济发展质量越高，反之则经济发展质量越低。

Ｑｉ＝
ｄ－ｉ

ｄ＋ｉ ＋ｄ
－
ｉ

（２）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结果和趋势分析
根据图２中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结果可知，全国经济发展质量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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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式上升的趋势，而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质量呈由东部、中部到西部依次降低的分布格局。东部地

区的经济发展质量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这可能是由改革开放后中国长期采用阶梯式的经济发

展模式导致的，东部地区在科技创新、协调开放和绿色环保等维度的发展优于中西部地区。从变化趋

势看，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间，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始终处于较高水平，且增长趋势平稳；中、西部地区
的经济发展质量波动比较明显，分别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出现下降，呈现阶段性特征且
均处于较低水平。

图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中国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变化趋势

图３显示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中国３０个省份（不含港、澳、台、西藏）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复合指
标测算结果的均值，经济发展质量最高的是广东（０５７４），最低的是新疆（００７１），为进一步明确各省
份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在因素，将各地的一级指标中排名最靠前同时位列国内前５０％的指标视为
驱动因素，而将各地的一级指标中排名最靠后同时位列国内后５０％的指标视为薄弱环节。

图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中国３０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均值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位列前５名的分别是广东、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他们都位于经济发
达地区，具有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度，要素资源流动比较自由，经济发展成果也能够由人民

共享，因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浙江省绿色环保维度存在薄弱环节，而其他四个省市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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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薄弱环节。进一步分析可知，这五个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有所差异，广东的驱动

因素是开放稳定，与其地处沿海有关；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驱动因素较多，包括创新发展、协

调发展、成果共享和安全保障；上海的驱动因素是开放稳定、协调发展和成果共享；江苏的驱动因素包

括创新发展、绿色环保及开放稳定；浙江的驱动因素是成果共享和安全保障。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位列后５名的分别是甘肃、青海、宁夏、贵州和新疆，他们都属于西部经
济欠发达的地区。甘肃具备创新发展的驱动因素，宁夏具备成果共享的驱动因素，而其他三个省份均

不具有驱动因素，存在较多的薄弱环节。甘肃在协调发展维度较为薄弱；青海的薄弱环节是开放稳

定；宁夏的薄弱环节是绿色环保；贵州和新疆的薄弱环节分别是协调发展和安全保障。

２．核心解释变量
（１）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
关于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的测算方法，Ｐｏｔｔｅｒｉｅａｎｄ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２００１）［３９］解释了外国直接投资是如

何使技术知识跨越国界的，他们的研究为国际技术溢出的计算（Ｓｅｃｋ，２０１２）［４０］奠定了基础。基于这
些研究，采用东道国的研发资本存量来衡量东道国的创新水平，将 ＯＦＤＩ占东道国国内固定投资的比
例作为ＯＦＤＩ的权重值。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ＲＴＳｊｔ）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ＲＴＳｊｔ＝
ＯＦＤＩ＿ｃｊｔ
ｋｊｔ

Ｓｄｊｔ

其中：ＯＦＤＩ＿ｃｊｔ是第ｔ年母国对ｊ国的ＦＤＩ流出；ｋｊｔ是ｊ国在第ｔ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原国内固定投

资总额）；ＯＦＤＩ＿ｃｊｔ／ｋｊｔ表示母国的投资占东道国国内固定投资的比例；Ｓｄｊｔ是ｊ国在第ｔ年的研发资本存
量，代表东道国的技术发展水平；ＲＴＳｊｔ表示第ｔ年投资母国通过ＯＦＤＩ从东道国获得的研发资本（知识
存量）。本文将ＲＴＳｊｔ作为投资母国通过ＯＦＤＩ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研发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
算（刘冠辰等，２０２１）［４１］，过程如下：

Ｓｄｊｔ＝（１－δ）Ｓ
ｄ
ｊ（ｔ－１）＋Ｒ＆Ｄｊｔ

其中：Ｓｄｊｔ为ｊ国在第ｔ年的研发资本存量；δ为折旧率，取值为５％；Ｒ＆Ｄｊｔ为ｊ国在第ｔ年的研发资本投
入，以２００５年为基期计算研发资本存量：

Ｓｊ，２００５ ＝
Ｒ＆Ｄｊ，２００５
δ＋ｇｊ

其中：Ｒ＆Ｄｊ，２００５为２００５年ｊ国的研发资本投入，ｇｊ为ｊ国在样本期（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研发资本投入的年
均增长率。国家统计局未公布某一具体东道国的省份 ＯＦＤＩ数据，所以本文采用省份 ＯＦＤＩ占中国
ＯＦＤＩ总额的比重来计算省级逆向技术溢出：

ＲＴＳｉｊｔ＝
ＯＦＤＩ＿ｐｉｔ

∑３０

ｉ－１
ＯＦＤＩ＿ｐｉｔ

×ＲＴＳｊｔ

其中：ＲＴＳｉｊｔ表示中国ｉ省份在第ｔ年从ｊ国获取的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ＯＦＤＩ＿ｐｉｔ代表第ｔ年中国ｉ省份
的ＯＦＤＩ流量；ＲＴＳｊｔ是中国３０个（不含港澳台、西藏）省份在第ｔ年从ｊ国获得的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
总量。

外商直接投资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也采用上述方法计算，将公式中的 ＯＦＤＩ替换成 ＦＤＩ即可得
到。为探究东道国的异质性，本文将ＯＦＤＩ的目的地分为发达经济体（Ｇ１）和新兴经济体（Ｇ２）两组。对
每组的ＲＴＳｉｊｔ求和得到ＲＴＳ＿ｅｄｉｔ和ＲＴＳ＿ｉｎｇｉｔ：

ＲＴＳ＿ｅｄｉｔ＝∑
ｊ
ＲＴＳｉｊｔ，ｊ∈Ｇ１

ＲＴＳ＿ｉｎｇｉｔ＝∑
ｊ
ＲＴＳｉｊｔ，ｊ∈Ｇ２

关于中国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的特征事实，通过整理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统计公报》的数据并进行缺失值处理，由上述公式得到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中国对２０个主要投资经济体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的获取额。样本包括１０个发达经济体和１０个新兴经济体，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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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投资经济体名单

发达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

荷兰、瑞典、英国、新加坡、美国、

德国、韩国、日本、中国香港、法国

泰国、俄罗斯、蒙古、南非、巴西、

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乌克兰

选取上述２０个样本的原因：一方面，考虑到技术和创新水平，中国（不含港澳台）在２０２０年全球
创新指数中排名第１４位，选取的发达经济体排名均领先于中国，且位列联合国发达经济体名单①。其

他经济体被定义为新兴经济体。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对这些经济体的投资情况，所选的经济体是

ＯＦＤＩ的主要目的地。２０１９年，中国对这２０个经济体的总投资为１１３６．７６亿美元，占中国 ＯＦＤＩ总额
的８３％②。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获取额的测算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中国对２０个经济体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的获取额 （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获取额 １３６３１９６６４０４２５７８３８９９７１３５９１２１４５２３１２４８４００３５５７８５７７１６４５７８５２３８４２１７９３１７２１０２３５９

通过上述特征事实可以发现，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对２０个经
济体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的获取额迅速扩大，从１３６３亿美元猛增到１０２３５９亿美元，已经突破了百
亿美元。进一步按照不同投资经济体类别进行区分，可以分别测算出中国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

体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获取额，如表４所示。

表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中国对不同投资经济体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的获取额 （亿美元）

年份 逆梯度ＯＦＤＩ（发达经济体） 顺梯度ＯＦＤＩ（新兴经济体）

２００５ １．１６３ ０．２００

２００６ １．６３２ ０．３３４

２００７ ３．５１４ ０．５２８

２００８ ４．８５８ ０．９２５

２００９ ７．８４５ １．１５２

２０１０ １１．９４６ １．６４５

２０１１ １９．３６７ ２．０８５

２０１２ ２８．２５８ ２．９９０

２０１３ ３６．３３８ ３．６９７

２０１４ ５３．１４１ ４．７１６

２０１５ ６６．１８４ ５．４６１

２０１６ ６８．７４６ ９．７７７

２０１７ ７２．５８７ １１．６３０

２０１８ ８０．２４３ １２．９２９

２０１９ ８８．１９５ １４．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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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料来源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２０２０年全球创新指数，［２０２０－０９－０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ｇｌｏｂａｌ＿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ｚｈ／２０２０／。

资料来源于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发布的２０１９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２０２０－０９－１６］．ｈｔ
ｔｐ：／／ｈｚｓ．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ａｔｅ／２０２００９／２０２００９０３００１５２３．ｓｈｔｍｌ。



　　由表４可知，中国的逆向技术溢出获取额主要来源于逆梯度 ＯＦＤＩ，即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
投资，这部分获取额从２００５年的 １１６３亿美元提高到了 ２０１９年的 ８８１９５亿美元。尽管顺梯
度 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获取额较少，但也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０２亿美元提
高到了２０１９年的１４１６４亿美元。这证实了中国的顺梯度 ＯＤＦＩ和逆梯度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
效应的存在性，探究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是符合事实情况

且有实际意义的。

（２）区域创新绩效
区域创新绩效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知识和技术的发展情况，通常从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两个方

面来衡量，指标包括专利授权数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因为专利从申请到最终授权需要经过一段时

间，一些学者指出专利数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反映可能存在偏差（张玉臣和吕宪鹏，２０１３）［４２］。所以，借
鉴李雪等（２０２１）［４３］的研究成果，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区域创新绩效水平的衡
量指标。

３．控制变量
Ｒ＆Ｄ支出强度（ＲＤ＿ｅｘｐ）反映了研发投入，选取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Ｒ＆Ｄ经费支出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度量；Ｒ＆Ｄ人员（ＲＤ＿ｐｅｒ）采用每百万人中 Ｒ＆Ｄ人员数量来表示；经济发展水
平（ＧＲＰ）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贸易开放度（Ｔｒａｄｅ）采用各省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值来表征；固定资产投资（ＦＡ＿ＩＮＶ）作为资本状况的代理变量，选取各省份的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衡量；城镇化水平（ＵＲＢ）采用各省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计
算得到；产业结构（ＩＮＤ）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之比来表示，具体见表５。

表５　变量说明

变量属性 变量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单位）

内生变量

ＨＥＤ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

ＨＥ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创新发展指标

ＨＥ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协调发展指标

ＨＥＤ＿Ｇｒｅｅｎ 绿色环保指标

ＨＥＤ＿Ｏｐｅｎ 开放稳定指标

ＨＥＤ＿Ｓｈａｒｉｎｇ 成果共享指标

ＨＥ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安全保障指标

见表１

外生变量

ＩＮＮ 区域创新绩效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万元）

ＲＴＳ＿ｅｄ 对发达国家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

ＲＴＳ＿ｉｎｇ 对发展中国家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
逆向技术溢出量／地区生产总值（％）

ＴＳ ＦＤＩ产生的技术溢出 技术溢出量／地区生产总值（％）

ＲＤ＿ｅｘｐ Ｒ＆Ｄ支出强度 Ｒ＆Ｄ支出／地区生产总值（％）

ＲＤ＿ｐｅｒ Ｒ＆Ｄ人员 每百万人中Ｒ＆Ｄ人员数量（人）

ＧＲＰ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Ｔｒａｄｅ 贸易开放度 进出口额／地区生产总值（％）

ＦＡ＿ＩＮＶ 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地区生产总值（％）

ＵＲＢ 城镇化水平 城镇常住人口／总人口（％）

ＩＮＤ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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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来源

采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中国３０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剔除了数据缺失较多的港澳台和西藏自治
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和各省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和世界银行数据库。通过平均增长率法来补全缺
失值，并将数据转化为对数形式，以避免变量单位的不一致性和数据的异方差性影响实证分析结果。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ＨＥＤ ４５０ ０．３２１ ０．１６９ ０．０７２ ０．８４６

ＨＥ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４５０ ０．２５１ ０．１７８ ０．０３５ ０．７８７

ＨＥ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４５０ ０．３８４ ０．１７１ ０．０６２ ０．８４５

ＨＥＤ＿Ｇｒｅｅｎ ４５０ ０．５１７ ０．１４５ ０．１３３ ０．８５８

ＨＥＤ＿Ｏｐｅｎ ４５０ ０．４２３ ０．１７５ ０．１２６ ０．７５３

ＨＥＤ＿Ｓｈａｒｉｎｇ ４５０ ０．２７７ ０．１８５ ０．０２１ ０．９４４

ＨＥ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４５０ ０．５５８ ０．１５１ ０．２４４ ０．８１７

ＩＮＮ ４５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６９

ＲＴＳ＿ｅｄ ４５０ ０．１８１ ０．２７２ ０．０００ ２．５１７

ＲＴＳ＿ｉｎｇ ４５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８９

ＴＳ ４５０ ０．５９４ ０．７２７ ０．０４１ ６．５１６

ＲＤ＿ｅｘｐ ４５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８５

ＲＤ＿ｐｅｒ ４５０ ３５０６ ４０１４ ２９８ ２２１６２

ＧＲＰ ４５０ ３４５５７ ２４００３ ３６０２ １１９２０７

Ｔｒａｄｅ ４５０ ０．３４１ ０．４０４ ０．０３５ １．８５３

ＦＡ＿ＩＮＶ ４５０ ０．６５６ ０．２２６ ０．２５１ １．３８２

ＵＲＢ ４５０ ０．５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３７１ ０．９４２

ＩＮＤ ４５０ ０．９３３ ０．４８２ ０．４９５ ４．１７６

（二）基准估计结果

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３ＳＬＳ）方法对上述面板联立方程模型（１）～（５）进行估计，该方法通过考虑
各个方程扰动项的协方差来估计工具变量，能够较好地克服内生性问题。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合

指标（ＨＥＤ）、创新发展（ＨＥ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协调发展（ＨＥ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绿色环保（ＨＥＤ＿Ｇｒｅｅｎ）、开放
稳定（ＨＥＤ＿Ｏｐｅｎ）、成果共享（ＨＥＤ＿Ｓｈａｒｉｎｇ）和安全保障（ＨＥ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分别作为方程（１）的内生变量
进行分析，基准估计结果如表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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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面板联立方程模型的基准估计结果

ＨＥＤ
ＨＥＤ＿Ｉｎｎｏｖ
ａｔｉｏｎ

ＨＥＤ＿Ｃｏｏ
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ＨＥＤ＿Ｇｒｅｅｎ ＨＥＤ＿Ｏｐｅｎ ＨＥ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ＨＥ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方程（１）：ＨＥＤ

ＨＥＤ＿ｌａｇ
０．５８３ ０．８２１ ０．４１６ ０．５８７ ０．５５３ ０．２３６ ０．４６５

（１１．８５０） （２３．３９５） （８．６８４） （１２．５４８） （６．１７３） （２．３９４） （１．８４１）

ＩＮＮ
０．９４３ ０．１８３ １．８１７ ０．６５４ ０．３６６ ０．４２７ －０．１３８

（２．７８８） （０．７５０） （２．６８１） （０．６３７） （２．３３２） （０．４２２） （－１．３２４）

ＲＴＳ＿ｅｄ
－０．０７１ ０．２７３ －０．１１５ ０．１８６ －０．２５７ －０．０８１ －０．０３１

（－２．２８３） （－０．８４１） （－１．８４２） （－１．７９３） （－２．１４９） （－０．８０６） （－０．５５７）

ＲＴＳ＿ｉｎｇ
１．０２２ －０．９２５ ３．７８７ ２．６６８ １．６８３ ０．５７２ ０．４９６

（１．６５８） （－２．６４４） （－３．２５４） （１．３４８） （３．３５４） （２．７４８） （１．７１６）

ＴＳ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８５ －０．０１４

（－１．９８２） （－２．６７８） （－０．３７６） （－１．４７１） （２．６７０） （－３．１２７） （－２．５８３）

＿Ｃｏｎｓ
０．１３２ ０．０５８ ０．１２５ ０．２３８ ０．１７７ ０．５２０ ０．１５７

（８．２３９） （６．３４４） （７．３１５） （７．８１４） （３．８７３） （４．９３２） （７．３４５）

方程（２）：ＩＮＮ

ＩＮＮ＿ｌａｇ
０．７６３ ０．７６２ ０．７８１ ０．７６３ ０．８０１ ０．５９３ ０．６６８

（２５．７２４） （２６．２１５） （２５．８４８） （２５．２４２） （２４．１３２） （２５．６８０） （２６．４４０）

ＲＴＳ＿ｅｄ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１２５

（３．６４９） （１．９８２） （２．５７３） （２．７１３） （２．７３５） （１．３５４） （２．３３７）

ＲＴＳ－ｉｎｇ
－０．２６７ －０．１５７ －０．２５６ －０．１７６ ０．２５４ ０．１２３ －０．２６１

（－４．５６６） （－２．２５３） （－３．４２７） （－３．２６５） （２．３４３） （１．７８９） （－２．９４３）

Ｔ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

（－０．８５４） （－１．２４７） （－１．３１５） （－１．２３７） （０．９５１） （１．４７２） （－２．２５４）

ＲＤ＿ｅｘｐ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７３） （０．２４２） （０．５２２） （０．３６０） （０．２１６） （０．１８５） （－０．３９１）

ＲＤ＿ｐｅ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２

（２．０２５） （２．７６９） （１．３７４） （２．２７２） （１．９１３） （１．６８７） （１．９７６）

＿Ｃｏｎｓ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３

（－１．４７８） （－２．１６４） （－０．８７７） （－１．７８３） （－１．４５７） （０．９４８） （－２．３８７）

方程（３）：
ＲＴＳ＿ｅｄ

ＨＥＤ
方程（４）：
ＲＴＳ＿ｉｎｇ

ＨＥＤ
方程（５）：
ＴＳ

ＨＥＤ

ＲＴＳ＿ｅｄ＿ｌａｇ
０．１３８

ＲＴＳ＿ｉｎｇ＿ｌａｇ
０．０２８

ＴＳ＿ｌａｇ
０．６１１

（３．３１６） （０．７２６） （１７．０２１）

ＧＲＰ
０．０５１

ＧＲＰ
０．００１

ＧＲＰ
－０．０７８

（１．３２４） （０．３１４） （－１．１８２）

ＦＡ＿ＩＮＶ
－０．１８７

ＦＡ＿ＩＮＶ
－０．００７

ＦＡ＿ＩＮＶ
０．０６８

（－１．９８３） （－１．２５９） （０．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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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续）

方程（３）：
ＲＴＳ＿ｅｄ

ＨＥＤ
方程（４）：
ＲＴＳ＿ｉｎｇ

ＨＥＤ
方程（５）：
ＴＳ

ＨＥＤ

Ｔｒａｄｅ
－０．２４８

Ｔｒａｄｅ
－０．０１３

Ｔｒａｄｅ
０．１５２

（－２．６４１） （－１．８６７） （０．９８５）

ＵＲＢ
０．６５４

ＵＲＢ
０．０１５

ＵＲＢ
－０．４３２

（３．３１９） （１．２３４） （－１．３２１）

ＩＮＤ
０．１５３

ＩＮＤ
０．００３

ＩＮＤ
－０．０７１

（２．７９１） （１．０１４） （－０．８２３）

＿Ｃｏｎｓ
－２．２８１

＿Ｃｏｎｓ
－０．０４６

＿Ｃｏｎｓ
２．２４２

（－４．３５２） （－１．２７５） （２．４６０）

　　注：括号内为ｔ值；、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方程（３）～（５）的结果是由高质量发展的复
合指标所得到的。

根据表７可以计算出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复合指标及其６个维度指标的
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结果如表８所示。

表８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ＨＥＤ
Ｈ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ＨＥ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ＨＥＤ＿
Ｇｒｅｅｎ

ＨＥＤ＿
Ｏｐｅｎ

ＨＥ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ＨＥ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逆梯度ＯＦＤＩ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直接效应 －０．０７１ ０．２７３ －０．１１５ ０．１８６ －０．２５７ － －０．０３１

间接效应

（通过区域

创新绩效）

０．９４３×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１８３×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１．８１７×０．０１１
＝０．０１９

－
０．３６６×０．０１４
＝０．００５

０４２７×００３
＝０００１

－

总效应 －０．０６０ ０．２７４ －０．０９６ ０．１８６ －０．２５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１

顺梯度ＯＦＤＩ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直接效应 １．０２２ －０．９２５ ３．７８７ － １．６８３ － ０．４９６

间接效应

（通过区域

创新绩效）

０．９４３×（－０．２６７）
＝－０．２５２

０１８３×（－０１５７）
＝－００２９

１．８１７×（－０．２５６）
＝－０．４６５

－
０．３６６×０．２５４
＝０．０９３

０．４２７×０．１２３
＝０．０５３

－

总效应 ０．７７０ －０．９５４ ３．３２２ － １．７７６ ０．０５３ ０．４９６

　　注：“－”表示联立方程模型的系数不显著。

根据回归结果，逆梯度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ＲＴＳ＿ｅｄ）增加１％的直接效应是导致经济高质量发
展复合指标减少００７１％，其中，创新发展指标增加０２７３％，协调发展指标减少０１１５％，绿色环保指
标增加０１８６％，开放稳定指标减少０２５７％，安全保障指标减少００３１％。ＲＴＳ＿ｅｄ的增加还能够通过
提高区域创新绩效产生间接效应，使经济高质量发展复合指标增加 ００１１％，创新发展指标增加
０００１％，协调发展指标增加００１９％，开放稳定指标增加０００５％，成果共享指标增加０００１％。逆梯
度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总效应等于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总和。因此，ＲＴＳ＿ｅｄ每增加１％，经济高
质量发展复合指标将减少００６％，创新发展指标增加０２７４％，协调发展指标减少００９６％，绿色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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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增加０１８６％，开放稳定指标减少 ０２５２％，成果共享指标增加 ０００１％，安全保障指标减少
００３１％。而逆梯度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并没有对成果共享产生显著的直接效应，也没有通过区域
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来影响绿色环保和安全保障。

逆梯度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复合指标的正向间接效应表明，对发达国家直接
投资能够将先进技术带回投资母国，改善创新绩效，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与之前的研

究结果是一致的，即逆梯度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母国的技术进步有积极影响（ＭａｓｓｏａｎｄＶａｈｔｅｒ，
２０１２）［４４］。同时，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能够通过提高本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绿色技术进步
并改善绿色效率，有利于母国的绿色发展（张伟科和葛尧，２０２１）［１３］。

然而，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９年，逆梯度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的负向直接效应超过了正向间接效应，最终
阻碍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协调发展、开放稳定和安全保障的维度。其原因：一是ＯＦＤＩ与国内投
资的替代关系，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可能会减少用于促进当地社会和环境发展的国内投资，对地区

经济安全和稳定造成威胁（ＹｏｕａｎｄＳｏｌｏｍｏｎ，２０１５）［４５］。二是 ＯＦＤＩ可能会将国内的生产和就业活动
转移到国外，从而降低劳动力的收入，提高失业率，不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发展成果共享（Ｋｎｏｅｒｉｃｈ，
２０１７）［４６］。三是逆向技术溢出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需要一定的先决条件，区域内至少有足够的经济
活动参与到逆向技术溢出的过程中，具备一定的区域吸收能力对于理解和转移外部知识也是必要的

（ＲｏｊｅｃａｎｄＫｎｅｌｌ，２０１８）［４７］。当前，中国多数跨国企业处于技术模仿阶段，吸收能力与自主创新能力
不足导致无法充分吸收并有效转化来自发达经济体的技术溢出。而且中国 ＯＦＤＩ主要集中于发展中
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占比低于１０％，所以中国企业参与对发达国家ＯＦＤＩ活动的数量和质量尚不
足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此外，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核心技术封

锁，特别是针对国有企业投资的限制壁垒增多，最终导致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
效应为负。

表８的下半部分显示了顺梯度 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ＲＴＳ＿ｉｎｇ）结果。ＲＴＳ＿ｉｎｇ每增加
１％，其直接效应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复合指标增加 １０２２％，创新发展指标减少 ０９２５％，协调
发展指标增加３７８７％，开放稳定指标增加 １６８３％，安全保障指标增加 ０４９６％。ＲＴＳ＿ｉｎｇ的
增加将不利于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其间接效应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复合指标与协调发展指标

分别下降０２５２％和０４６５％，创新发展指标下降 ００２９％，开放稳定和成果共享指标分别增加
００９３％和００５３％。综合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后得到的总体效应显示，顺梯度 ＯＦＤＩ的逆向技
术溢出每增加１％，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高 ０７７％，创新发展指标减少 ０９５４％，协调发展指
标增加３３２２％，开放稳定指标增加 １７７６％，成果共享指标增加 ００５３％，安全保障指标增加
０４９６％。顺梯度 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并未对绿色环保指标产生显著影响，也没有通过区域创
新绩效对安全保障指标产生间接影响。

这一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类似，新兴经济体大多不具备促进国际技术溢出所必需的技术优势和基

础设施。因此，顺梯度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大，甚至可能会阻碍母国创
新（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２４］。顺梯度ＯＦＤＩ通常是对第一产业的垂直型投资，目的是获取自然资源或劳动
力，降低生产成本，而且对新兴经济体直接投资有助于地区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资源寻求型和市

场寻求型ＯＦＤＩ也将提高母国出口产品技术水平和竞争力（李宏和吴东松，２０２０）［４８］，加强协调发展和
开放稳定。顺梯度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减少地区经济波动和风险，在成果共享方面的效应，与
东道国的制度质量、文化距离和营商环境等诸多因素有关。综上所述，顺梯度 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
能够直接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地区异质性检验

因为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和政府政策的影响，中国ＯＦＤＩ的地区差异较为明显，其逆
向技术溢出和区域创新绩效也会有所不同。为此把样本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个子

样本分别进行检验，见表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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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东、中、西部地区分样本异质性检验结果

东部地区ＨＥＤ 中部地区ＨＥＤ 西部地区ＨＥＤ

对发达经济体ＯＦＤＩ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直接效应 ０．１１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７

间接效应（通过区域创新绩效）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９ －

总效应 ０．１４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７

对新兴经济体ＯＦＤＩ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直接效应 １．４３１ ０．６４７ －

间接效应（通过区域创新绩效） －０．２９４ －０．０５８ ０．２６５

总效应 １．１３７ ０．５８９ ０．２６５

可以发现，东部地区逆梯度ＯＦＤＩ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产生了正向的直接
效应，而且通过提高区域创新绩效而产生了正向的间接效应，使得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推动效果显著。这表明东部发达地区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较强，良好的经济环境

也有利于提高区域创新绩效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中、西部地区逆梯度 ＯＦＤＩ产生的逆向技术
溢出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了负向效应，通过区域创新绩效传导后的效应系数较小或不显著，这反映出

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研发基础均比较落后，仅靠来自发达经济体的逆向技术溢出并不能有效推

动高质量发展。

在顺梯度ＯＦＤＩ的过程中，东部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直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但间接效应为
负，这是由于东部地区与新兴经济体的技术差距较小，企业很难学习期望的先进技术，反而对本地的

Ｒ＆Ｄ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或者生产经营活动的减少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导致失业率上
升，使区域创新绩效下降，但总效应依然为正；中部地区顺梯度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通过区域创新绩
效产生的间接效应为负，其原因在于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加剧了国内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的依赖
性，降低了自主研发的积极性，减少了创新活动，导致逆向技术溢出的间接效果不明显，但这并不影响

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效应；在西部地区，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并无显著
作用，这可能是因西部地区创新能力较差、转化率低、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的，但通过区域创新绩效可

以间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也说明中国西部地区虽然基础条件较差，但也在积极地通过 ＯＦＤＩ逆
向技术溢出来提高创新效率，进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六、稳健性检验

（一）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进一步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估计结果见表１０。结
果表明，与熵权－ＴＯＰＳＩＳ评价法下的回归结果相比，逆梯度与顺梯度 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区域创
新绩效和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基本没有变化。因此，无论采用何种测度方法，ＯＦＤＩ逆向技
术溢出及其通过区域创新绩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关系是非常稳健的。

表１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方程（１）：
ＨＥＤ

方程（２）：
ＩＮＮ

方程（３）：
ＲＴＳ＿ｅｄ

方程（４）：
ＲＴＳ＿ｉｎｇ

方程（５）：
ＴＳ

ＨＥＤ＿ｌａｇ
０．２０８

－ － － －
（８．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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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续）

方程（１）：
ＨＥＤ

方程（２）：
ＩＮＮ

方程（３）：
ＲＴＳ＿ｅｄ

方程（４）：
ＲＴＳ＿ｉｎｇ

方程（５）：
ＴＳ

ＩＮＮ＿ｌａｇ －
０．７２２

－ － －
（１０．９８１）

ＩＮＮ
０．８２３

－ － － －
（２．０３３）

ＲＴＳ＿ｅｄ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３

－ － －
（－１．９６５） （５．８２２）

ＲＴＳ＿ｅｄ＿ｌａｇ － －
０．１５１

－ －
（３．２７６）

ＲＴＳ＿ｉｎｇ
１．３８２ －０．３７６

－ － －
（２．０５６） （－３．９８１）

ＲＴＳ＿ｉｎｇ＿ｌａｇ － － －
０．０１７

－
（０．６３５）

ＴＳ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４

－ － －
（－０．６５０） （０．７９８）

ＴＳ＿ｌａｇ － － － －
０．５３６

（１４．４７２）

ＲＤ＿ｅｘｐ －
０．００９

－ － －
（０．５２３）

ＲＤ＿ｐｅｒ －
０．００３

－ － －
（１．４８７）

ＧＲＰ － －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６２

（２．４５３） （０．２２４） （－１．２１６）

ＦＡ＿ＩＮＶ － －
－０．０９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５５

（－１．１４４） （－１．１２３） （０．３８９）

Ｔｒａｄｅ － －
－０．３５４ －０．０２１ ０．１３６

（－２．９２５） （－１．３３５） （０．８２５）

ＵＲＢ － －
０．５３５ ０．０１１ －０．２７６

（２．２３２） （１．５８１） （－１．６３１）

ＩＮＤ － －
０．１４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８

（２．６０１） （１．２４７） （－０．６４７）

＿Ｃｏｎｓ
０．１４６ －０．００５ －２．０４５ －０．０３１ ２．６３７

（８．６２７） （－１．３３４） （－４．８１２） （－１．６８４） （２．３１３）

　　注：、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为避免指标选择的随意性干扰模型估计的结果，替换衡量区域创新绩效的指标，选择 ＳＥ－ＤＥＡ
模型来测算区域创新绩效，回归结果见表１１。可以看出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仍然
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逆向技术溢出通过区域创新绩效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与基准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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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相同，充分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１１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方程（１）：
ＨＥＤ

方程（２）：
ＩＮＮ

方程（３）：
ＲＴＳ＿ｅｄ

方程（４）：
ＲＴＳ＿ｉｎｇ

方程（５）：
ＴＳ

ＨＥＤ＿ｌａｇ
０．４４１

－ － － －
（６．９４７）

ＩＮＮ＿ｌａｇ －
０．８１６

－ － －
（１６．５３０）

ＩＮＮ
０．６５７

－ － － －
（５．０３５）

ＲＴＳ＿ｅｄ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８

－ － －
（－１．１８５） （４．７１４）

ＲＴＳ＿ｅｄ＿ｌａｇ － －
０．１４３

－ －
（４．７６０）

ＲＴＳ＿ｉｎｇ
１．７４８ －０．３４５

－ － －
（１．２２８） （－４．２６５）

ＲＴＳ＿ｉｎｇ＿ｌａｇ － － －
０．０２７

－
（０．７５８）

ＴＳ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９

－ － －
（－１．６３７） （０．４９７）

ＴＳ＿ｌａｇ － － － －
０．６２８

（１２．２５８）

ＲＤ＿ｅｘｐ －
０．００５

－ － －
（０．０４６）

ＲＤ＿ｐｅｒ －
０．００２

－ － －
（２．３４３）

ＧＲＰ － －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７４

（１．９８１） （０．３６４） （－１．０８３）

ＦＡ＿ＩＮＶ － －
－０．１４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６３

（－１．０７５） （－０．４７６） （０．４２４）

Ｔｒａｄｅ － －
－０．３５１ －０．０５３ ０．１１５

（－１．４６４） （－１．５６２） （０．７３７）

ＵＲＢ － －
０．６１５ ０．０３７ －０．４６２

（２．３１９） （１．６５８） （－１．４５６）

ＩＮＤ － －
０．１２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４

（３．０４３） （１．１７４） （－０．５７４）

＿Ｃｏｎｓ
０．２７５ －０．００３ －２．７１５ －０．０２６ ２．８４２

（５．０６９） （－２．１７８） （－４．４６１） （－１．４９６） （１．９４５）

　　注：、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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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变样本地区

考虑到甘肃、青海、宁夏及新疆四个省份的地理位置具有特殊性，且其他各项经济指标偏离全国

平均水平的程度较大，在剔除这四个地区的样本后重新进行了模型估计。表１２的结果显示，ＯＦＤＩ逆向
技术溢出效应、区域创新绩效与其余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及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１２　改变样本地区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方程（１）：
ＨＥＤ

方程（２）：
ＩＮＮ

方程（３）：
ＲＴＳ＿ｅｄ

方程（４）：
ＲＴＳ＿ｉｎｇ

方程（５）：
ＴＳ

ＨＥＤ＿ｌａｇ
０．３８３

－ － － －
（９．７６４）

ＩＮＮ＿ｌａｇ －
０．６３５

－ － －
（１５．８４３）

ＩＮＮ
０．６９５

－ － － －
（３．２６７）

ＲＴＳ＿ｅｄ
－０．０８４ ０．０２５

－ － －
（－２．１４５） （３．８６１）

ＲＴＳ＿ｅｄ＿ｌａｇ － －
０．１５５

－ －
（２．１７２）

ＲＴＳ＿ｉｎｇ
１．１６８ －０．３１８

－ － －
（３．６１９） （－４．７２７）

ＲＴＳ＿ｉｎｇ＿ｌａｇ － － －
０．０２４

－
（０．８４０）

ＴＳ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８

－ － －
（－２．０７８） （０．４３６）

ＴＳ＿ｌａ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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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中国３０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复合指标体系，计算了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并利用熵权－ＴＯＰＳＩＳ法测度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同时，采用面板联立方程模
型实证检验了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区域创新绩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与作用机制。结
论如下：

第一，从时序上看，中国总体经济发展质量表现为渐进式上升的趋势；从空间上看，三大区域的经

济发展质量呈由东部、中部到西部依次降低的分布格局，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始终处于较高的水

平，且增长趋势平稳。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波动比较明显，呈阶段性特征且均处于较低

水平。

第二，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间，中国的跨国企业参与逆向技术溢出过程的数量和质量均不足，协调发展、
开放稳定和安全保障指标的减少导致逆向技术溢出对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为负。尽管逆梯度ＯＦＤＩ
的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了区域创新绩效的改善，但这种正向的间接效应无法弥合负向的直接效应，最终

导致这种逆向技术溢出很难充分发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

第三，顺梯度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主要通过协调发展、开放稳定、安全保障指标的增加而直接促
进了本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发挥模仿与示范效应、人员知识流动效应、关联效应和竞争效

应。然而这种逆向技术溢出很难对区域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间接效应为负，但这并不妨碍

其直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效果。例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ＯＦＤＩ能够获得国内政府
和东道国在税收减免、投资补贴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为创新活动或地区建设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从而

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四，东部地区凭借较强的吸收能力和有利的经济环境，能够使逆梯度 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对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产生正向的影响。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与研发基础

较为落后，逆梯度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了负向效应，通过区域创新绩效传导后
的效应较小或不显著。

第五，在顺梯度ＯＦＤＩ的过程中，东部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提高了经济发展质量，间接效应为
负，总效应依然为正。中部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通过区域创新绩效产生的间接效应为负，却并不影响

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效应。西部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并无显著作用，

但通过区域创新绩效可以间接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中国ＯＦＤＩ、区域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
义。首先，中国作为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应加大对技术寻求型企业 ＯＦＤＩ的支持力
度，鼓励企业通过“走出去”来掌握科技创新的主导权，优化海外投资布局，全面整合全球的创新研发

资源来提高国内创新绩效，利用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加快从规模速度
型向质量效率型的发展方式转变。

其次，鉴于中国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质量差距明显，政府要结合各地区的区位优势与产业基础，

因地制宜地采取差异化的ＯＦＤＩ政策。强化东部地区的优势并不断优化投资结构与强度，提高中、西
部地区的吸收能力，努力完善市场制度以保证技术共享和吸收机制的有效性，打造全面协调的开放

格局。

再次，尽管拥有先进技术的发达经济体对中国企业来说更具有吸引力，但对新兴经济体的投资依

然至关重要，因为这些新兴经济体可以帮助母国获得低成本要素、实现产业升级，提高经济高质量发

展水平。同时，因为区域创新绩效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逆梯度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负向效应，所以应重视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协同发展，进一步加大对发达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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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ＯＦＤＩ力度，扩大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面对同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逐渐缩小且模仿创新难度不断
增加的局面，中国还应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打造区域创新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

最后，更加重视绿色环保并增加与环境保护相关的 ＯＦＤＩ，使逆向技术溢出通过改善环境来实现
绿色发展，进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由于绿色环保方面的创新需要长期的、集约化的Ｒ＆Ｄ投资，而一
些企业考虑到公司规模、所处行业、市场消费环境等因素，对绿色环保的创新缺乏积极性，且研发失败

的风险会威胁企业的生存。因此，中国应强化政府在绿色环保方面的创新，推动绿色发展水平的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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