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２０１８年第７期（总第１９５期） 理论探讨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０４
作者简介：何昌（１９７１－），男，江西新余人，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国际

投资和国际金融。

国际贸易和 ＦＤＩ的综合所得研究

何　昌

（江西财经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南昌３３００１３）

摘　要：文章旨在建立对国际贸易和ＦＤＩ（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综合所得分析的一个理论框架，并以此推动
贸易自由化和ＦＤＩ自由化。首先，在界定了技术资本的基础上，建立了包含技术资本的国际贸易分工的李嘉图
模型。模型显示，引入技术资本后，国际贸易自由化所得的增加不仅来自于国际贸易分工所引起的商品价格下

降，也包括生产技术的重复使用所引起的单位商品技术资本成本的下降。其次，在生产技术不转移时，ＦＤＩ自由
化将不会发生。生产技术转移后所得将会增加，本国和外国所得最大化的政策都是ＦＤＩ自由化。ＦＤＩ自由化完
全实现后两个国家的福利水平的差异来自于各自所获得的技术资本投资报酬的不同。而且，必须遵循先推进贸

易自由化后推进ＦＤＩ自由化的顺序。最后，提出在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推进ＦＤＩ自由化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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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以往对国际贸易和ＦＤＩ的所得分析往往是对它们各自的所得进行分析，鲜见对两者综合所得的
分析。比如，进行国际贸易所带来的贸易所得，ＦＤＩ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就业效应等所得。而对
国际贸易和ＦＤＩ之间关系的研究又仅仅分析它们之间的互补或替代关系。在当今国际贸易和ＦＤＩ大
量并存且相互作用，非常有必要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或者说从理论上搞清楚国际贸易和ＦＤＩ的
综合所得效应。国际贸易与ＦＤＩ相结合的思路之一就是将ＦＤＩ引入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中。

最早对ＦＤＩ问题进行理论解释就是基于新古典贸易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模型是 ＭａｃＤｏｕｇａｌｌ
"

Ｋｅｍｐ模型［１－２］。该模型认为资本将流向资本报酬更高的国家（或者说资本稀缺的国家），但是他

们并没有能够对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进行区分。

Ｈｙｍｅｒ［３］和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４］使用垄断优势概念来解释ＦＤＩ，从而首次将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区别开
来。Ｄｕｎｎｉｎｇ［５－６］创立了解释ＦＤＩ的ＯＬＩ理论。它综合了很多对ＦＤＩ的理论解释，并将市场失效分为
结构型市场失效和交易型市场失效。由于新贸易理论引入了规模经济和差异化产品等导致市场失效

的因素，因而国际贸易理论再次被用来解释ＦＤＩ。新贸易理论对ＦＤＩ的解释主要基于ＯＬＩ理论进行展
开，比如，基于ＯＬＩ理论的分析框架，Ｅｔｈｉｅｒ［７］建立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

更进一步地，一些学者则寻找市场失效的深层次原因。Ｂｕｃｋｌｅｙ和 Ｃａｓｓｏｎ［８］认为，由于高风险和
不确定性，生产和营销技术、管理技巧、零部件和服务等中间产品市场存在市场失效，他们发现积极进

行研发活动的跨国公司内部化程度高。Ｈｅｎｎａｒｔ［９－１０］把 ＦＤＩ看作为对自然型市场失效（比如信息失
灵）的一个反应，而不是对结构型市场失效（比如市场势力）的一个反应。Ｍａｒｋｕｓｅｎ［１１］认为跨国公司
出口物质要素生产的服务，而不是这些要素本身。而且，他还认为，譬如 Ｒ＆Ｄ等，可以从生产中进行
地理上的分离而后再以低成本提供给生产设施，并提出了知识密集型服务的概念。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Ｈａｒｔ－
Ｍｏｏｒｅ的财产权利方法［１２－１３］认为，物质资本可以轻易地转移但很难为接包方所吸收，但是知识资本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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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吸收因而采取ＦＤＩ的方式。Ｃｈｅｎ等［１４］的研究发现，知识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比例高的企业更可能采

取ＦＤＩ方式。ＭｃＧｒａｔｔａｎ和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１５－１６］定义了技术资本的概念，并将技术资本引入生产函数中。可见，
他们的研究将市场失效的深层次原因引向知识或技术等，并用知识资本或技术资本来描述。

技术资本可以概括影响ＦＤＩ的主要市场失效因素。首先，跨国公司之所以拥有垄断优势，主要是
其拥有独特的技术资本。其次，技术资本所拥有的可重复使用的特性使得跨国生产具有规模效应。

Ｍａｒｋｕｓｅｎ［１１］认为知识密集型服务具有共享（或公共）投入的特征，即在多个地点同时利用相同的服
务。ＭｃＧｒａｔｔａｎ和Ｐｒｅｓｃｏｔｔ也认为生产技术具有可重复利用的特征。最后，由于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
并不断被替代，很难对已经形成的生产技术进行定价转让，但是却可以通过对技术资本的投资解决这

个问题。因而可以用技术资本来描述ＦＤＩ理论的市场失效，将技术资本引入李嘉图模型，可以建立对
国际贸易和ＦＤＩ进行综合所得分析的一个理论框架。

Ｖｅｒｎｏｎ［１７］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Ｋｏｊｉｍａ［１８－１９］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似乎将他们的 ＦＤＩ理论建立
在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之上，但是他们都没有将市场失效问题纳入模型分析中。而 Ｒａｍｏｎｄｏ和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Ｃｌａｒｅ［２０］２７７建立了一个考虑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多国家一般均衡模型，但仍然没有考
虑影响市场失效的知识和技术等因素。

接下来第二部分将对技术资本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第三部分将建立一个包含技术资本的李

嘉图国际贸易分工模型并分析贸易自由化的所得。第四部分将分析生产技术不转移时ＦＤＩ自由化的
情况。第五部分将分析生产技术转移时 ＦＤＩ发生后的国际贸易分工和所得，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两国
追求所得最大化时应该采取的政策。最后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对技术资本的界定

在ＭｃＧｒａｔｔａｎ和Ｐｒｅｓｃｏｔｔ对技术资本进行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技术资本进行界定。
技术资本的投资报酬高于普通资本投资的报酬。将资本细分为普通资本和技术资本。普通资本

是指不需要掌握任何生产技术就可以进行投资的资本，比如投资于政府债券的资本。技术资本是通

过对生产技术的投资而形成的资本。普通资本只能在国际间进行间接投资，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

获得大致相同的资本收益。拥有技术资本才可以在国际间进行ＦＤＩ投资，实现跨国生产，并获得较高
的技术资本报酬。相对于普通资本投资，技术资本的投资需要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投资者进行投资，

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质，因而技术资本的报酬要高于普通资本的报酬。

生产技术的使用无需增加任何技术设施等，生产技术可以由劳动力直接利用从而增加产出效率，

因而生产函数中仅仅包括技术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

对技术资本的投资根本无需完全掌握相关的生产技术，而只需要与该生产技术相关的一些基础

技术，或者宏观上达到了投资发展周期论［２１－２２］所述的相应阶段。因此，对于同一商品的生产技术，既

可以由生产技术水平高的国家进行投资形成技术资本，也可以由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进行

投资形成技术资本。

生产技术一旦被创造出来，对生产技术重复利用时其再次利用成本为零。ＭｃＧｒａｔｔａｎ和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
把生产技术的可重复利用的特征用于生产函数中，用 Ｎ表示技术可以在多个地址重复地用于生产过
程，因而对于产出的影响相当于Ｎ倍的技术资本存量。从生产成本角度看，技术资本成本可以看作为
生产过程中的可变动的成本，即当生产商品数量增加时，单位商品上分担的技术资本成本将下降。

生产技术的产生取决于一定的环境因素，比如社会需求、人才环境、相关技术基础、政府政策等。

在一国国内，任何技术资本都面临相同的环境因素，通过投资可以产生相同的生产技术，使得任何技

术资本投资都不可能获得超额的报酬，技术资本的报酬在一国国内将会均等化。加之一国国内劳动

力的报酬相同，因而此模型可以保持与传统的李嘉图模型一致，即假定商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三、包含技术资本的国际贸易自由化所得

本部分将建立一个包含技术资本的李嘉图国际贸易分工模型。与传统的李嘉图模型一致，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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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和国外的商品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不存在垄断行为。同时，假定普通资本的使用量完全取

决于生产数量，这样就可以将普通资本的成本直接从产出效率中扣除，因而下文中的产出都是已经扣

除了普通资本的成本的。

（一）封闭经济条件下的生产

将生产技术从劳动的生产效率中分出来，即在不同国家具有基本技能的劳动力的产出效率是相同的。

生产技术的获得是通过技术资本投资实现的，因而使用一定的生产技术必须支付技术资本投资

的报酬。为了对生产技术的研发效率进行比较，不同的国家将使用相同的人均技术资本量投资进行

商品的生产技术研发。但是，相同的技术资本投资在不同国家得到的生产技术是不相同的，有生产技

术水平高低之别。

由于不同国家单位劳动的产出相同，技术资本量和技术资本成本也相同，因而不同国家劳动力的

工资水平也相同。

假定世界上有本国和外国两个国家，并假定外国在所有商品上的生产技术都高于本国。用

Ａ（ω，Ｈ）和Ａ（ω，Ｆ）分别反映本国和外国生产商品ω时使用生产技术形成的产出水平，生产技术水平
越高，Ａ（ω，Ｈ）或Ａ（ω，Ｆ）的值越大。用ｗ、ｋ（ω）和ｒ分别表示生产商品ω的劳动力的工资、所需技术
资本量和技术资本成本。那么，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本国和外国生产１单位商品ω的生产成本分别为
１

Ａ（ω，Ｈ）
［ｗ＋ｋ（ω）ｒ］和 １

Ａ（ω，Ｆ）
［ｗ＋ｋ（ω）ｒ］。本国和外国生产商品ω的相对生产成本为ＲＣ（ω）＝

Ａ（ω，Ｆ）
Ａ（ω，Ｈ）

。所有商品重新按照相对生产成本从小到大进行排序，重新标记为ω，ω∈［０，１］。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价格

借鉴Ｄｏｒｎｂｕｓｃｈ，Ｆｉｓｃｈｅｒ和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２３］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分工的做法，用两个国家边界商品
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来调整并形成两个国家工资水平的差异。这里，假定边界商品为商品 珟ω，按照边界
商品相对的生产技术调整外国的生产成本，那么本国和外国生产１单位商品 ω的生产成本分别为
１

Ａ（ω，Ｈ）
［ｗ＋ｋ（ω）ｒ］和

Ａ（珟ω，Ｆ）
Ａ（珟ω，Ｈ）Ａ（ω，Ｆ）

［ｗ＋ｋ（ω）ｒ］。在完全竞争的商品市场上，商品的价格就等

于商品的生产成本。很显然，在边界商品珟ω处，本国和外国的生产成本相同，两个国家都可以生产。
ＭｃＧｒａｔｔａｎ和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１５－１６］用多个生产地址反映技术资本可免费重复使用的特征。假定生产地址可

以无限细分，给每个劳动力或消费者配置一个生产地址。假定本国和外国的总劳动力数量分别为Ｌ（Ｈ）
和Ｌ（Ｆ），且总人口数量等于总劳动力数量，那么封闭经济条件下本国和外国每种商品的生产地址数分别
为Ｌ（Ｈ）和Ｌ（Ｆ），而贸易分工后本国和外国每种商品的生产地址数都为［Ｌ（Ｈ）＋Ｌ（Ｆ）］。因此，贸易分

工后本国和外国的技术资本成本分别为贸易分工前的
Ｌ（Ｈ）

Ｌ（Ｈ）＋Ｌ（Ｆ）倍和
Ｌ（Ｆ）

Ｌ（Ｈ）＋Ｌ（Ｆ）倍。

在每种商品各自完全竞争条件下，商品的价格就等于商品生产成本。也即当 ω∈［０，ω］时，商品
ω由本国生产，可得到对应的商品价格

ｐ′（ω，Ｈ０）＝
１

Ａ（ω，Ｈ）
［ｗ＋ Ｌ（Ｈ）

Ｌ（Ｈ）＋Ｌ（Ｆ）ｋ（ω）ｒ］ （１）

同时，当ω∈［珟ω，１］时，商品ω由外国生产，可得到对应的商品价格

ｐ′（ω，Ｆ０）＝
Ａ（珟ω，Ｆ）

Ａ（珟ω，Ｈ）Ａ（ω，Ｈ）
［ｗ＋ Ｌ（Ｆ）

Ｌ（Ｈ）＋Ｌ（Ｆ）ｋ（ω）ｒ］ （２）

（三）偏好

根据Ｄｉｘｉｔ和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２４］的研究，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Ｕ＝［∫０
１

ｑ（ω）ρｄω］
１
ρ （３）

其中，假定消费者可获得的商品为连续商品，标记为ω，ω∈［０，１］。假定消费者所消费的商品可
以相互替代，即０＜ρ＜１，以及任何两种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为σ，σ＝１／（１－ρ）#１。

·５·

　何昌：国际贸易和ＦＤＩ的综合所得研究



根据一阶条件，得到

ｑ（ω１）＝ｑ（ω２）×
ｐ（ω１）
ｐ（ω２[ ]）

－σ

（４）

（四）国际生产

用边界商品珟ω代替式（４）中的ω２，将本国和外国代表性消费者消费的商品 珟ω的价格单位化为１。
假定两国消费者的需求偏好相同，也即两国消费者花费在单个商品上的支出与其收入的比例相同。

将本国代表性消费者消费的商品 珟ω的数量单位化为１，由于外国代表性消费者的收入为本国代表性

消费者的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倍，得到外国代表性消费者消费的商品 珟ω的数量为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因而国际贸易分工

后，当ω∈［０，珟ω］时，本国和外国代表性消费者消费的商品ω的数量分别为
ｑ′（ω，Ｈ０）＝［ｐ′（ω，Ｈ０）］

－σ （５）

ｑ′（ω，Ｆ０）＝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ｐ′（ω，Ｈ０）］
－σ （６）

同时，当ω∈［珟ω，１］时，本国和外国代表性消费者消费的商品ω的数量为
ｑ′（ω，Ｈ０）＝［ｐ′（ω，Ｆ０）］

－σ （７）

ｑ′（ω，Ｆ０）＝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ｐ′（ω，Ｆ０）］
－σ （８）

结合式（１）、（２）和式（５）～（８）以及两国的人口数量，在供求平衡条件下，当 ω∈［０，珟ω］时，本国

生产的商品ω的数量为［Ｌ（Ｈ）＋Ｌ（Ｆ）×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ｐ′（ω，Ｈ０）］
－σ；当 ω∈［珟ω，１］时，外国生产的

商品ω的数量为［Ｌ（Ｈ）＋Ｌ（Ｆ）×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ｐ′（ω，Ｆ０）］
－σ。

（五）边界商品的确定

仅考虑国际贸易收支的平衡，在实现外部平衡的情况下，一国的进口应该等于一国的出口，即

Ｌ（Ｆ）×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０
珟ω
［ｐ′（ω，Ｈ０）］

１－σｄω＝Ｌ（Ｈ）×∫珟ω
１

［ｐ′（ω，Ｆ０）］
１－σｄω （９）

根据式（９）就可以确定边界商品珟ω。
（六）国际贸易自由化分工及充分就业

确定边界商品珟ω的式（９）同时也决定了国际贸易分工。
接下来说明边界商品珟ω所在位置也是保证两国正好实现充分就业的贸易分工位置。
令本国生产１单位商品珟ω所需的劳动力数量为λ（珟ω），那么，当ω∈［０，珟ω］时，本国生产的１单位商

品ω的所需的劳动力数量为Ａ（
珟ω，Ｈ）

Ａ（ω，Ｈ）
×λ（珟ω）。同时，可以得到外国生产１单位商品珟ω所需的劳动力数

量为
Ａ（珟ω，Ｈ）
Ａ（珟ω，Ｆ）

×λ（珟ω），且当 ω∈［珟ω，１］时，外国生产１单位商品 ω所需的劳动力数量为Ａ（
珟ω，Ｈ）

Ａ（ω，Ｆ）
×

λ（珟ω）。那么，单位商品所需的劳动力数量乘以生产数量加总之和正好为一国全部劳动力的数量，即

［Ｌ（Ｈ）＋Ｌ（Ｆ）×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０
珟ωＡ（珟ω，Ｈ）
Ａ（ω，Ｈ）

［ｐ′（ω，Ｈ０）］
－σλ（珟ω）ｄω＝Ｌ（Ｈ） （１０）

［Ｌ（Ｈ）＋Ｌ（Ｆ）×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珟ω
１Ａ（珟ω，Ｈ）
Ａ（ω，Ｆ）

［ｐ′（ω，Ｆ０）］
－σλ（珟ω）ｄω＝Ｌ（Ｆ） （１１）

式（１０）和式（１１）表明，在［０，珟ω］上，本国所有的数量为Ｌ（Ｈ）的劳动力实现了充分就业；同时，在
［珟ω，１］上外国所有的数量为Ｌ（Ｆ）的劳动力实现了充分就业。

（七）来自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所得

Ｒａｍｏｎｄｏ和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Ｃｌａｒｅ［２０］２８５将来自于贸易或国际生产的所得定义为实际工资的增加。由于引入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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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技术资本，还要包括技术资本成本的下降。因而将国际贸易自由化所得定义为商品价格水平的下降。

贸易分工前，本国和外国都生产商品ω，可得到本国和外国生产的商品ω的价格分别为

ｐ（ω，Ｈ０）＝
１

Ａ（ω，Ｈ）
［ｗ＋ｋ（ω）ｒ］ （１２）

ｐ（ω，Ｆ０）＝
Ａ（珟ω，Ｆ）

Ａ（珟ω，Ｈ）Ａ（ω，Ｆ）
［ｗ＋ｋ（ω）ｒ］ （１３）

根据式（１）～（２）、式（１２）～（１３），可以得到商品价格水平的下降幅度。在［０，珟ω］上，价格水平总的
下降幅度为［ｐ′（ω，Ｈ０）－ｐ（ω，Ｆ０）］，它包括由于贸易分工导致的价格的下降［ｐ（ω，Ｈ０）－ｐ（ω，Ｆ０）］和
由于技术资本重复使用导致的价格下降［ｐ′（ω，Ｈ０）－ｐ（ω，Ｈ０）］两个部分。在［珟ω，１］上，价格水平总的
下降幅度为［ｐ′（ω，Ｆ０）－ｐ（ω，Ｈ０）］，它也包括由于贸易分工导致的价格的下降［ｐ（ω，Ｆ０）－ｐ（ω，Ｈ０）］
和由于技术资本重复使用导致的价格下降［ｐ′（ω，Ｆ０）－ｐ（ω，Ｆ０）］两个部分。

图１中，纵轴表示本国的商品的价格ｐ（Ｈ）和外国
的商品的价格 ｐ（Ｆ），横轴表示所有商品。ｐ（Ｈ０）和
ｐ（Ｆ０）分别为本国和外国在国际贸易分工前的价格曲
线，而ｐ′（Ｈ０）和ｐ′（Ｆ０）分别为本国和外国在国际贸易分
工后的价格曲线。而且本国所有的劳动力Ｌ（Ｈ）和外国
所有的劳动力Ｌ（Ｆ）分别在区间［０，珟ω］和区间［珟ω，１］上实
现了充分就业。在图１中，所得包括两个部分：（１）贸易
分工所得ａ和ｂ；（２）技术资本重复利用所得ｃ和ｄ。

很显然，引入技术资本后国际贸易分工的所得更

多了。而且，要获得技术资本重复使用所带来的所得

的增加，还必须在国际贸易分工确定之后进行技术资

本投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对相对较低生产技术的资本投资。换句话说，引入技术资本后，为了

获得尽可能多的所得，必须遵循先进行国际贸易分工再进行技术资本投资的顺序，或者，必须遵循先

推进贸易自由化后推进ＦＤＩ自由化的顺序。
但是，由于外国生产技术产生的环境优于本国，对外国相同产品进行的技术资本投资所产生的生

产技术要高于本国，相应的技术资本投资报酬也更高。因而只要由此产生的生产技术运用于本国的

产品生产而不是外国的产品生产，ＦＤＩ就成为必要。

四、生产技术不转移时的综合所得分析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获得的技术资本投资报酬表现为分配到的股利。跨国公司获得的技术资本投资报

酬可以通过汇回股利的方式汇回跨国公司母国，在国际收支账户中表现为收益交易余额不为０，因而在考虑
国际收支平衡时需要考虑收益交易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同时，先假定生产技术不发生转移，只是跨国

公司通过对东道国技术资本投资获得技术资本投资报酬，从而增加跨国公司母国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

（一）技术资本投资报酬汇回对边界商品的影响

技术资本投资报酬汇回时，可支配收入在两国之间重新分配，但是由于两国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完全

相同，可支配收入的重新分配会导致技术资本投资报酬净汇入国家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提高而技术资本投

资报酬净汇出国家消费者的消费水平下降，不会影响消费和产出结构，因而边界商品珟ω不会变动。
（二）技术资本投资报酬汇回对两国消费者消费的影响

由于生产技术不发生转移，两国生产的商品ω的数量不会改变。但是，由于技术资本投资报酬汇回，两
国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将发生改变。假定本国技术资本投资报酬净汇出，而外国技术资本投资报

酬净汇入，那么本国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将下降，而外国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将上升。

假定本国技术资本报酬的净汇出为 ＦＤＩ发生前本国收入的 θ倍，即 θ×ＹＨ０，且 θ＜１，那么，本国
代表性消费者消费的商品珟ω的数量变化为（１－θ）；同时，外国代表性消费者消费的商品 珟ω的数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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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θ］。

根据式（５）～（８），且由于所有商品的价格不变，那么，当ω∈［０，珟ω］时，本国和外国代表性消费者
消费的商品ω的数量分别为

ｑ′（ω，Ｈ１）＝（１－θ）×［ｐ′（ω，Ｈ０）］
－σ （１４）

ｑ′（ω，Ｆ１）＝［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θ］×［ｐ′（ω，Ｈ０）］
－σ （１５）

同时，当ω∈ ［珟ω，１］时，本国和外国代表性消费者消费的商品ω的数量分别为
ｑ′（ω，Ｈ１）＝（１－θ）×［ｐ′（ω，Ｆ０）］

－σ （１６）

ｑ′（ω，Ｆ１）＝［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θ］×［ｐ′（ω，Ｆ０）］
－σ （１７）

（三）边界商品的重新确定

根据式（１）～（２）和式（１４）～（１７），可得到本国的出口金额为 Ｌ（Ｆ）×［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θ］

×∫０
珟ω
［ｐ′（ω，Ｈ０）］

１－σｄω；同时，本国的进口金额为 Ｌ（Ｈ）×（１－θ）×∫珟ω
１

［ｐ′（ω，Ｆ０）］
１－σｄω。

或者，以ＹＨ１表示ＦＤＩ发生后本国的收入，本国技术资本投资报酬的净汇出为 ＦＤＩ发生后本国收

入的μ倍，即μ×ＹＨ１，且θ＝
μ
１＋μ

。

国际收支平衡要求本国的出口等于进口加上本国技术资本投资报酬的净汇出，即

Ｌ（Ｆ）×［
Ａ（珘ω，Ｆ）
Ａ（珘ω，Ｈ）

＋ μ１＋μ
］×∫０

珘ω
［ｐ′（ω，Ｈ０）］

１－σｄω＝Ｌ（Ｈ）× １１＋μ
×∫珘ω

１

［（ｐ′（ω，Ｆ０）］
１－σｄω＋μ×ＹＨ１

（１８）
根据式（１８）可以在ＦＤＩ发生后确定边界商品珟ω。这时，本国会出现国际贸易顺差，而外国出现国

际贸易逆差。

（四）国际贸易和ＦＤＩ综合所得分析的理论模型
令本国对外国的 ＦＤＩ投资和外国对本国的 ＦＤＩ发生额分别为 ＩＨ１和 ＩＦ１。同时根据式（１）和式

（２），本国和外国技术资本投资报酬率分别为ｒ和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ｒ。因而有

μ×ＹＨ１＝ＩＦ１×ｒ－ＩＨ１×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ｒ （１９）

将式（１９）代入式（１８），可得到

Ｌ（Ｆ）×［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 μ
１＋μ

］×∫０
珟ω
［ｐ′（ω，Ｈ０）］

１－σｄω＝Ｌ（Ｈ）× １
１＋μ

×∫珟ω
１

［ｐ′（ω，Ｆ０）］
１－σｄω＋

［ＩＦ１×ｒ－ＩＨ１×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ｒ］ （２０）

式（２０）就是国际贸易和ＦＤＩ综合所得分析的理论模型，其中，ｐ′（ω，Ｈ０）和 ｐ′（ω，Ｆ０）分别由式
（１）和式（２）和给出。

由于边界商品珟ω不会变动，其仍然可以用图１来表示。
（五）所得分析

根据式（１４）和式（１６），本国代表性消费者消费的商品 ω数量减少了。同时，根据式（１５）和式
（１７），外国代表性消费者消费的商品ω数量增加了。也就是说，在没有发生技术转移的情况下，两国
生产的总产出不变，总的福利不变，但是此时的ＦＤＩ会导致两国福利结构的变化。外国对本国技术资
本投资报酬的净汇出导致本国福利水平的下降，因而本国应该采取的政策是抑制外国资本对本国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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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资本的投资，反之亦然。

总之，在生产技术不转移的情形下，技术资本投资报酬净汇入国的福利水平会上升，而技术资本

投资报酬净汇出国的福利水平会下降。显然，在此情形下，ＦＤＩ自由化将不会发生。

五、生产技术转移时的综合所得分析

在第四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假定生产技术发生转移，并根据式（２０）分析ＦＤＩ的情况。并且，由于
着重考虑生产技术的流向而不是资本或投资的流向，因而将 ＦＤＩ分为本国比较优势产业的 ＦＤＩ和本
国比较劣势产业的ＦＤＩ两种类型。

（一）影响ＦＤＩ自由化发生后两国各自所得的因素
生产技术发生转移的情形下，ＦＤＩ自由化的发生导致两国总体所得增加。但是两国各自所得的

变化还取决于以下五个因素。

１．技术资本投资报酬
技术资本投资报酬取决于技术资本投资报酬率和各自对技术资本投资的规模。式（２０）中，本国

和外国技术资本投资报酬率分别为 ｒ和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ｒ。由于并不考虑资本或投资的流向，因而后面的

分析中暂不考虑技术资本投资报酬对两国各自所得的影响。

２．贸易条件的变化
在式（２０）中，边界商品的变化将表现为贸易条件的变化。由于在一国国内工资水平和技术资本

投资报酬都相同，Ａ（珟ω，Ｆ）的值越大，相对于边界商品 珟ω，外国生产的其他商品的销售价格就越高；而

Ａ（珟ω，Ｈ）的值越小，相对于边界商品 珟ω，本国生产的其他商品的销售价格就越低。因而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的值

越高，外国生产的商品的相对价格就会越高，外国的贸易条件改善，本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反之亦然。

因而可以用边界商品的相对生产率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来反映贸易条件的变化。

３．价格水平的下降
在式（２０）中，价格水平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本国相关商品价格水平的下降。当相关商品的生产技

术从外国转移到本国后，在相关商品市场和技术资本市场都完全竞争的情形下，相关商品的价格水平

将下降，两国的消费者都将从商品价格下降中获益。

４．技术资本控制权的变化
在式（２０）中，两国各自外向型ＦＤＩ规模的变化将表现为对相关商品技术资本控制权的变化。在

技术资本投资收益不变的情况下，两国各自获得的技术资本投资的总报酬也将发生变化。

５．市场垄断导致技术资本投资报酬的变化
在ＦＤＩ自由化过程中，由于初期相关商品市场存在垄断或不完全竞争，技术资本所有者将获得超

额的技术资本投资报酬。

（二）ＦＤＩ自由化过程中的国际贸易分工及所得
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两个国家之间的 ＦＤＩ自由化是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这样，首先进行

ＦＤＩ的企业就很可能取得垄断地位，获得垄断收益，而不是仅仅获得较高的技术资本投资报酬。
１．本国比较优势产业ＦＤＩ发生后的国际贸易分工及所得
（１）本国比较优势产业ＦＤＩ发生后的国际贸易分工。根据式（２０），生产技术由外国转移到本国

后，相关商品ω的价格将下降，要维持等式两边相等，本国生产的商品范围必须扩大，外国生产的商品
范围必须缩小。如图２所示，假定新的边界商品变化为商品珟ω′，且 珟ω′＞珟ω，那么，ＦＤＩ发生后本国生产
的商品范围改变为［０，珟ω′］，而外国生产的商品范围改变为［珟ω′，１］。

从劳动力市场角度来看，由于某种商品的生产技术由外国引入本国，本国该种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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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即同样多的投入现在可以生产出更多的该种商品。在需求偏好不变的情况下，原先生产该种商品的

劳动力将有一部分过剩。过剩的劳动力可以用来生产别的商品。这样，本国生产的商品范围必须扩大。

（２）本国比较优势产业ＦＤＩ所得。图２中，ＦＤＩ发生后边界商品改变为 珟ω′。由于 珟ω′＞珟ω，边界商

品的相对生产率由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变化为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且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即外国的贸易条件相对改善，

本国的贸易条件相对恶化。将本国价格曲线 ｐ′（Ｈ０）固定不变，这时外国价格曲线 ｐ′（Ｆ０）将改变为
ｐ（Ｆ１），因而外国的贸易条件相对改善，其相对改善程度由图２中的ｇ表示。同时，ＦＤＩ发生后，既有用
外国高技术水平代替本国低技术水平，其所得增加由图２中的 ｅ表示；又有本国低技术水平代替外国
高技术水平，其所得减少由图２中的ｆ表示。一般来说，有ｅ＞ｆ，因而ＦＤＩ发生后总所得增加。

对本国来说，虽然 ＦＤＩ会增加总体所得，但是
本国可能并不能从中获利。首先，由于 ＦＤＩ会导致
本国贸易条件恶化。其次，由于一开始 ＦＤＩ的规模
有限，ＦＤＩ会产生垄断，因而相关商品ω价格的下降
所带来的所得增加很可能作为垄断收益完全被外

国资本所获得。最后，由于拥有生产技术优势的外

国资本往往控制着技术资本，技术资本投资报酬大

多归外国资本。因此，本国应该采取 ＦＤＩ自由化政
策，使得ＦＤＩ普遍化和便利化，这样增加的所得由
于价格的下降将由两国的消费者分享。ＦＤＩ投资普
遍化和便利化，也会使得本国与外国之间边界商品

的生产技术的差距减少，本国的贸易条件改善。而且，ＦＤＩ自由化后，对外国资本的优惠政策取消，也
有利于本国获得更多的技术资本投资报酬。

对外国来说，由于外国资本往往控制着技术资本，ＦＤＩ就意味着获得更多的技术资本的报酬，而
且ＦＤＩ还可以改善外国的贸易条件。因此，外国也应该采取ＦＤＩ自由化政策。
２．本国比较劣势产业ＦＤＩ发生后的国际贸易分工及所得
（１）本国比较劣势产业ＦＤＩ发生后的国际贸易分工。根据式（２０），ＦＤＩ发生后，某类商品由外国

生产转变为本国生产，本国生产的商品范围扩大后，要维持等式两边相等，边界商品必须改变。如图３
所示，假定新的边界商品变化为商品 珟ω″，且 珟ω″＜珟ω，那么，ＦＤＩ发生后本国生产的商品范围改变为
［０，珟ω″］，而外国生产的商品范围改变为［珟ω″，１］。

从劳动力市场角度来看，ＦＤＩ发生后，在需求偏好不变的情况下，本国生产该种商品将占用一部
分劳动力。劳动力的占用导致边界商品向着本国相对生产率更高的商品变动，即边界商品由商品 珟ω
改变为商品珟ω″。

（２）本国比较劣势产业ＦＤＩ所得。图３中，ＦＤＩ发生后边界商品改变为 珟ω″。由于 珟ω″＜珟ω，边界商

品的相对生产率由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变化为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且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即本国的贸易条件改善，外国

的贸易条件恶化。将外国价格曲线ｐ′（Ｆ０）固定不变，这时本国价格曲线 ｐ′（Ｈ０）将改变为 ｐ（Ｈ１），因
而本国的贸易条件相对改善，其相对改善程度由图３中的ｈ来表示。同时，ＦＤＩ发生后，某种商品由本
国生产转变为外国生产，外国更高的生产技术导致所得增加（由图３中ｉ表示）。

对本国来说，由于贸易条件的改善，将获得额外的所得。因此，本国应该采取措施是使得 ＦＤＩ自
由化，使得ＦＤＩ普遍化和便利化。

对外国来说，外国因为贸易条件恶化而遭受损失。但是，外国资本由于其垄断地位，其在本国的

投资不但可以获得本国技术资本投资的平均报酬，还可以获得垄断收益，外国资本也更愿意到本国进

行ＦＤＩ投资。因而在外国的整体利益和外国资本利益之间产生了矛盾。为此，外国应该采取 ＦＤＩ自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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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化政策。ＦＤＩ自由化后，外国资本不再获得垄断收
益，其对本国进行 ＦＤＩ投资只能获得本国技术资本的

平均报酬ｒ，低于外国技术资本平均报酬［
Ａ（珟ω″，Ｆ）
Ａ（珟ω″，Ｈ）

×

ｒ］，外国资本将停止对本国进行投资。这样，外国的
整体利益和外国资本利益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

（三）ＦＤＩ自由化完全实现后国际国际贸易分工
及所得

１．ＦＤＩ自由化完全实现后国际贸易分工
根据式（２０），ＦＤＩ自由化完全实现后，由于本国

商品的生产全部都接受了外国的更高水平技术，本国所有生产的商品 ω的价格均下降，要维持式
（２０）两边相等，本国生产的商品范围必须扩大，外国生产的商品范围必须缩小。假定新的边界商品变
化为商品珟ω″′，且珟ω″′＞珟ω，那么，ＦＤＩ发生后本国生产的商品范围改变为［０，珟ω″′］，而外国生产的商品
范围改变为［珟ω″′，１］。

从劳动力市场角度来看，本国所有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即同样多的劳动力投入现在可以生产出

更多的商品。在需求偏好不变的情况下，本国生产的商品范围将会扩大，外国生产的商品范围将会缩小。

２．ＦＤＩ自由化完全实现后所得
图４中，两国的价格曲线都为Ｐ′（Ｆ０）。其所得与本国比较优势产业ＦＤＩ发生后的所得类似，只是

由于全部商品的生产都接受了外国的更高水平技术，因而所得更多了。

（１）要素价格均等化。ＦＤＩ自由化完全实现后，本
国生产的商品的完全采用外国相同的生产技术，因而

两国的边界商品的生产技术也是相同的，进而两国的

劳动力和技术资本两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也相等。

（２）要素价格均等化后两国各自的相对所得。要
素价格均等化后本国的劳动力的报酬上升并与外国的

劳动力的报酬相同，本国的劳动力在ＦＤＩ自由化完全实
现后获得更多的利益。同时，虽然两国的技术资本投资

报酬也相同，但是由于技术资本的技术资本控制权在不

同国家，其报酬也属于不同的国家。一般来说，技术水平相对更高的外国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技术资本

控制权，进而获得更多的技术资本投资报酬。

（３）技术进步的良性循环。ＦＤＩ自由化完全实现后，决定本国与外国之间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就
是谁能获得更多的技术资本投资报酬，因而导致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对于技术资本控制权的争夺，从

而进一步促进技术资本投资以及生产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第一，建立了包含技术资本的国际贸易分工的李嘉图模型。模型显示，引入技术资本后，国际贸

易自由化后所得的增加不仅来自于由于国际贸易分工所引起的商品价格的下降，也包括由于生产技

术的重复使用所引起的单位商品技术资本成本的下降。而且，为了实现所得最大化，必须遵循先进行

国际贸易分工再进行技术资本投资的顺序。第二，在生产技术不转移的ＦＤＩ发生时，国际贸易分工不
会改变。在此情形下，ＦＤＩ自由化将不会发生。第三，生产技术转移的ＦＤＩ后所得将会增加，本国和外
国所得最最大化的政策都是ＦＤＩ自由化。ＦＤＩ自由化完全实现后两个国家的福利水平的差异来自于
各自所获得的技术资本投资报酬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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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建议

首先，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这可以沿着三方面的思路展开。一是加强国内自贸区建设。二

是与更多地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三是积极参与诸如 ＲＣＥＰ和 ＴＰＰ等多边贸易协定的谈判，签订
多边贸易协定。其次，中国外向型 ＦＤＩ普遍存在技术转移，为推进中国 ＦＤＩ自由化创造了条件。比
如，田巍和余淼杰［２５］的研究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和量都越大；蒋冠宏和蒋殿

春［２６］的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生产率。因而应在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逐步推

进中国ＦＤＩ自由化。一方面，中国内向型 ＦＤＩ的政策应该有所转变，比如，取消已经达到或接近于完
全竞争领域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争取国内企业获得更多的技术资本控制权和技术资本投资报酬；在中

国具有比较劣势的高科技领域，由于这些领域的外资进入有利于减少外资的垄断利益并改善中国的

贸易条件，因而可以考虑继续对这些领域实施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中国外向型ＦＤＩ方面
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鼓励内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比如通过政策性银行对相关企业进行融资支

持等；明确内资企业在中国具有比较劣势领域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较高的技术资本报酬，

而不是为了获得相关的技术，更不是为了将商品生产从国外转移到国内，从而减少东道国对内资企业

的抵触情绪。总之，在 ＦＤＩ自由化过程中，中国的 ＦＤＩ政策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即减少对利用外资的
优惠政策，增加外向型ＦＤＩ的鼓励措施，目的是获取更多的技术资本投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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