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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
技术溢出与中国的能源强度
——
—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可以直接用可观察变量 GDP 的变化来度量，因为
FDI 流入会刺激经济增长进而影响能源消耗；结构
效应，即能源密集部门在生产中相对重要性的变
化，如果 FDI 流入改变了一个经济体的部门结构，
则它也会对结构效应做出贡献；技术效应包括了
FDI 带来或引致的新技术或新管理方法对产业升
级和能源利用的正面影响。
因此，FDI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能源效
率和环境绩效有巨大的影响潜力，不仅直接地通
过使用现代的、
能源高效的、
环境清洁的技术，
以及现代能源
环境管理惯例和知识的溢出，
而且间接地通过能被其他投资
者所借鉴的其他范例。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我国 29 个省级行政单位 1995－2007 年的数
据，考察了 FDI 流入通过技术溢出对我国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
FDI 流入一定程度上能降低中国的能源强度，但统计上并不显著。这
说明 FDI 流入在中国并没有产生节约能源的溢出效应。为了提高包括
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效率，发达国家应加大节能减排技术转
让的力度，发展中国家也要加强自主创新，增加研究与开发支出，以提
高吸收外国先进技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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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来自发达国家的 ＦＤＩ 产生的技术溢
出可能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技术。技术溢出是一个广泛的
过程的集合，
覆盖了知识、经验和设备在不同利益相关者，如
政府、私人部门实体、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教育研究
机构之间的流动。国际技术溢出和扩散的渠道有多个，最主
要的是由国际资金流支持的渠道。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
益加深，由跨国公司进行的 ＦＤＩ 在国际技术溢出中的作用受
到了特殊关注。中国既是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又是
ＦＤＩ 流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想要缓解二氧化碳排放
增长，一是优化能源结构，降低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在初
级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提高清洁能源、新能源比重，二是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单位 ＧＤＰ 的能源消耗。尽管人们相信
技术进步能在减缓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人们还不
太知道通过 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对中国的能源效率有何影响。
因此，从经验上探讨 ＦＤＩ 技术溢出与中国能源效率之间的关
系就很有必要。

一、
外商直接投资、
技术溢出与能源强度
的理论分析
在有关经济增长、贸易和环境的文献中，把经济活动对
污染的影响分解成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已经变得非常普
遍。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ｕｂｌｅｒ 和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Ｋｅｌｌｅｒ（２００９）把经济活动
分为具有不同能源强度的两个部门：工业部门和非工业部
门。非工业部门的能源强度定义为该部门能源利用与部门产
出价值的比率，用 e(A)表示，这里，
Ａ 表示非工业部门的平均
技术水平。假设工业部门的能源强度总是比 e(A)高 μ 倍。如
果用 GDP 度量总产出，且用 IND 表示工业增加值在总产出
中的份额，
则总的能源利用可以写为：
（１）
从式（１）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能源消费可以分解成三
个因子：经济活动的规模（GDP）、经济活动中能源密集部门
的份额（IND）、所用技术的能源强度（e(A)）。显然，第一项是
规模效应，
第二项是结构效应，
第三项是技术效应。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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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能强度率变化趋势
中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凭借低廉的劳动
力成本和较高的劳动力素质，以及庞大国内市场等优势，吸
引了数量巨大的 FDI，目前中国是吸引 FDI 最多的发展中国
家。１９８０ 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吸引的 ＦＤＩ
还微不足道，
但从 １９８０ 年代后期开始，
中国吸引的 FDI 快速
增长，
１９９２ 年，中国利用的 FDI 首次超过 １００ 亿美元，达
１１０．０７ 亿美元，
２００８ 年，中国 FDI 流入量已经超过 １０００ 亿
美元，
达 １０８３．１２ 亿美元。
能源强度通常用生产单位 ＧＤＰ 所消耗的初级能源的数
量来衡量。在过去 ３０ 年中，
中国在降低能源强度方面取得了
中国的能源消耗总量翻了
显著成就。从 １９８０ 年到 ２０００ 年，
一番，
从约 ６．０３ 亿吨标准煤增加到 １３．８６ 亿吨标准煤，年均
增长 ４．２％。同期，中国 ＧＤＰ 总量翻了两番，年均增长速度达
９．７％。这说明同期中国的能源效率有很大改进。从 ２０００ 年开
始，随着中国经济开始新一轮强劲增长，特别是重化工业开
始快速扩张，单位 ＧＤＰ 能耗出现恶化趋势。在这种形势下，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十一五”期间单位 ＧＤＰ 能源消耗下
降 ２０％的目标。在该目标的强制约束下，总体上看中国能源
效率有了一定改善，
但主要能耗产业部门的能源效率仍然低
于国际先进水平。在提高能源效率、节约能源消耗方面，
中国
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影响：
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能源强度 e(A)取决于其累积的国内
投资、FDI 流入量、进口水平，以及人均收入水平。能源强度
e(A)可表述为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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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篇
（２）
GI 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累积的国内总投资，GFDI 表示累
积的 FDI 流入量，GIM 是累积的进口额，YPC 为人均 GDP。
我们对方程（２）使用乘法形式，
再把它代入方程（１），
并对
其左右两边同时除以 GDP，
然后取对数，
再取一阶差分，
得到：
（３）
我们假设累积的投资流量、累积 ＦＤＩ、累积进口额都与
则方程（３）可写为：
相应年份的 ＧＤＰ 成比例，如，GIit=σ１Yit，
（４）
为了方便，我们用 Iit、FDIit、
IMit 分别表示其在 ＧＤＰ 中所
占份额，则（４）式可表达为：
（５）
上式中，DFIit 和 IMit 的系数包括了国际技术转移对能源
强度变化的影响，而 Iit 的系数包括了国内累积资本的效应，
结构效应由△INDit 所把握，收入诱致技术效应由人均收入
的相对变化所捕捉。如果 β3＜０，其解释是直观的：某年的
FDI 流入量降低了能源强度的相对变化，FDI 流入量的强度
越大，能源强度的相对下降也越高。进口的系数可以按相同
的方式解释。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我们收集了我国 ２９ 个省、市（自治区）①１９９５－２００７ 年的
《中国
数据。所需数据全部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能源统计年鉴》、
《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以及 ＣＥＩＣ 中国
ＧＤＰ
经济数据库。能源强度：用初级能源消费总量除以 ＧＤＰ，
按 １９９０ 年不变价格计算。工业增加值份额：工业增加值除以
ＧＤＰ，工业增加值和 ＧＤＰ 都按 １９９０ 年不变价格计算。进口占
ＧＤＰ 比重：用各年进口额乘以当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汇
率，再除以相应年份 ＧＤＰ，进口额和 ＧＤＰ 都按 １９９０ 年 ＧＤＰ 指
数平减。ＦＤＩ 占 ＧＤＰ 比重：用各年 ＦＤＩ 流入量乘以相应年份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汇率，再除以相应年份 ＧＤＰ。投资占
ＧＤＰ 的份额用当年资本形成额除以当年现价 ＧＤＰ。人均 ＧＤＰ
用按 １９９０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各省各年的 ＧＤＰ 除以各省相应
年份年末总人口。为了剔除经济周期对人均 ＧＤＰ 的影响，我
们用当期及滞后两期人均 ＧＤＰ 的算术平均值作为人均 ＧＤＰ
的替代。
（三）检验结果
由于不同省区之间能源强度的变化有很大的差异性，考
虑了未观察到的个体效应，
我们做了数据可混合性似然比检
验。检验拒绝了横截面固定效应是冗余的原假设。为了在固
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之间进行选择，我们进行了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
验，该检验排除了随机效应的存在。因此，我们只估计横截面
表 1 固定效应模型估计

注：依赖变量：△lnEI；括号中数值为 t 统计量；
*、
**、
*** 分别表示在 10%、
5%和 1%水平
上显著。东部地区包括北京、
天津、
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
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
包括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固定效应模型，表 １ 给出了估计结果。

四、
结论及对策建议
由结论结果可知，核心变量 ＦＤＩ／ＧＤＰ 的系数虽然为负
值，
但统计上不显著，这意味着即使 ＦＤＩ 流入存在溢出效应，
也是非常弱的。由于我国 ＦＤＩ 流入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所
以我们分别利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样本数据对方程
第四和第五列。结果表明，
（５）进行估计，
其结果见表 １ 第三、
在东、中和西部地区，
ＦＤＩ／ＧＤＰ 的系数都为负值，但在统计上
也不显著。不论就总体来看，还是就东部地区而言，
ＩＭ／ＧＤＰ
的系数都为 ０．００９，
且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进口占
ＧＤＰ 的比重提高 １％，能源强度的相对变化率会提高 ０．００９％。
在西部地区，
ＩＭ／ＧＤＰ 的系数虽然为负，
但统计上并不显著。
ＦＤＩ 和进口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的能源节约技术溢出效
应。究其可能原因：一是跨国公司并没有向中国企业转移先
进技术；二是我国企业普遍不重视自主研发有很大关系，只
有具备较高的研究与开发支出或人力资本水平，
才能使一个
企业更好地理解并评估新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创新并吸收外
国的先进技术。
工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来看，其系数为正值，且除西
部地区外，其余回归都在统计上显著，这说明工业增加值份
额确实是影响我国能源强度的重要因素。就国内投资占 ＧＤＰ
的比重来说，不论是总体回归，还是东、中、西部回归，其系
数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这说明国内新资本投资反而加大
了能源强度的相对变化，这可能是由于能源密集部门的扩
张更快。就收入诱致的技术进步效应来看，变量△ｌｎＹＰＣ 的
系数在总体回归中为 －０．５３９８，且在 １％水平上显著，这说明
人均 ＧＤＰ 的相对变化提高 １％，则能源强度的相对变化下降
０．５３９８％。我们也注意到，
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收入诱致的技
人均 ＧＤＰ 的提高
术进步效应也是非常明显的。在西部地区，
虽然也会降低能源强度的相对变化，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这可能与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相对落后有关。
本文的结论意味着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技术合作中，
如果发达国家想把 ＦＤＩ 作为技术转移和资金援助的重要渠
道，那就应该进一步加大技术转移力度，特别是要向发展中
国家提供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
而不应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
技术转移的严格条件。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
要积极进行自主研发，增加研究与开发支出，以提高吸收外
国先进技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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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大陆有 ３１个省级行政单位，本文样本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四川和重庆合并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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