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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吗？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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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从微观视角切入研究东道国环境规制对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决策的影
响。利用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中国Ａ股上市公司样本，对东道国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跨国
投资风险决策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总体上东道国环境规制会显著促进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且对成长

期和成熟期企业的正向影响更显著。不同行业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面对东道国环境规

制时的风险决策也有所不同。在影响机制上，策略性绿色技术创新在东道国环境规制促进企业高风险跨国

投资的作用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且在成熟期阶段调节作用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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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商务部与环境保护部印发的《对

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指出，要进一步规范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中的环境保护行为，遵守东

道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东道国环境规制对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是当前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东道

国一定程度的环境规制能够帮助企业提升绿色生产效率，履行社会责任，维护东道国当地的生态环

境。但严苛的环境规制往往会使企业力不从心，“污染避难所”理论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

对外投资的成本，削弱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会促使企业将投资项目转移到环境规制较低的

东道国以追求最大化利润。面对东道国严格的环境规制，企业一方面出于环境保护要求的压力，另一

方面出于企业自身扩张市场增强实力的目的，主动或被动地将产业转移到环境规制较为宽松的国家

或地区。然而环境规制宽松的国家通常治理理念落后、经济发展滞后，甚至政局动荡，从而存在投资

风险高的问题。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２０２０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表明，跨国投资流入发
展中经济体的比重从２０１６年的３６％提高至２０１９年的４４５％，中国跨国企业也呈现出向高风险国家
倾斜的特征，那么东道国环境规制是否会因此促进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呢？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内

生动力日益增强的关键时期，探究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成为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同时也形成了本文研究的起点和动因。

学界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跨国投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波特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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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验中，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和产业转移的影响。对于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偏区位选择的

影响因素也多集中于跨国企业内部（融资约束、经验积累、高管管理认知和社会阶层等）［１～４］和外

部（文化距离、双边关系、政策不确定性、聚集经济与合法性溢出等）［５～１０］的异质性因素。因此，目

前尚未有针对东道国环境规制和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决策两者关系的研究，并且现有研究多从企业

截面差异的角度出发，而较少考虑到企业在动态时间节点上的异质性。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指出，企

业的规模、盈利能力、投资策略、创新意愿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存在明显差异（Ａｄｉｚｅｓ，１９８８）。因
此，可以合理预期，东道国环境规制对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决策的影响会因企业各生命周期阶段的差

异而存在不同表现。

为了探究东道国环境规制与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之间的关系，本文以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中国Ａ股上
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东道国环境规制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决策的影响，并

研究不同行业和产权性质企业的异质性表现。在进一步研究中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东道国环境规制

与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构建东道国综合风险指标体系，并将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纳入东道国环境规制对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的讨论中，拓展了该主题的研究；基于

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的角度，探究了绿色技术创新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调节作用，丰富了

研究内容。无论是从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视角，还是从企业高效率投资的微观视角，本文研究

都能够对现有文献进行有益补充，为有关公司内外部治理的研究提供重要佐证，也为有关政府部门的

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东道国环境规制与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

环境规制是政府或组织用法规、行政命令等手段对经济主体的环境责任进行约束的方式，是解决

环境问题“市场失灵”的手段，也是实现工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１１］。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

理论中，最为著名的是Ｃｏｐｅｌａｎｄ和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４）提出的“污染避难所假说”。该理论认为，环境是企业
的生产要素之一，环境规制的发生必然提升企业的环境成本，理性的厂商会将全部或部分污染密集型

生产转移到环境规制比较宽松的地区以逃避环境规制带来的压力，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Ｂｏｍｍｅｒ，
１９９９；ＰａｖｅｌｉｎａｎｄＰｏｒｔｅｒ，２０１１）［１２～１３］。一些学者利用宏观或微观数据，基于不同的计量方法进行实证
检验，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Ｍａｒｋｕｓｅｎ等（１９９５）［１４］发现当环境污染给东道国带来足够大的负面影
响时，高环境税地区的企业相较于低环境税地区的企业更容易退出东道国市场。Ｖｅｎａｂｌｅｓ（１９９６）［１５］

将环境规制引入对外直接投资模型中，发现东道国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促使企业进行跨国投资，而宽松

的环境规制政策则不会产生这种倾向。傅京燕和李丽莎（２０１０）［１６］发现中国也同样存在污染避难所
效应：环境规制越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越少。Ｔａｎｇ等（２０１５）［１７］研究了市场导向和出口导向直接投
资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受到东道国以及邻近国家的环境规制的双重影响，且这种影

响主要是负面的。

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即企业在具有高政治、经济和金融风险的国家进行跨国投资。东道国国家

的风险对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风险因素

通常被识别为政治、经济以及金融风险等主要的风险类型。Ｄｕｎｎｉｎｇ（２０００）［８］研究表明政治风险是影
响企业跨国投资决策的因素之一［１８］。Ｂｅｌｄｅｒｂｏｓ等（２０１１）［７］、Ｌｉ和 Ｙａｏ（２０１０）［８］、Ｊｏｈｎ和 Ｌａｗｔｏｎ
（２０１８）［１０］在研究聚集经济及合法性溢出时发现，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对高政治风险的国家进行跨国投
资。胡兵和李柯（２０１２）［１９］采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中国跨国投资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东道国的国家经
济风险阻碍了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活动。高风险的东道国具有政局动荡、经济状况波动大、金融市场

体系制度不够完善等特征。由前文“污染避难所”假说可以合理推断东道国起初由于较宽松的环境规

制政策吸引了其他国家的投资，但是随着污染的加剧，东道国会加强环境规制，跨国公司投资会出现

挤出和迁出，尤其是有环境污染的投资项目在东道国的数量会减少，企业会倾向于从环境规制较为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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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国家转移到环境规制较为宽松的国家。然而环境规制宽松的国家通常治理理念落后、经济发展

滞后，甚至政局动荡，从而存在投资风险高的问题。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提出假设Ｈ１：东道国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
（二）东道国环境规制、企业生命周期与高风险跨国投资

根据已有研究，企业生命周期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在成长

期阶段，尽管企业在生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等方面有了一定提升，但是企业的国际化经验和技

术实力还不足以使其应对东道国严格的环境规制。因此，面对东道国愈加严苛的环境规制，企

业一方面为了履行其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遵守东道国环境保护的要求，另一方面为了更大规

模开拓国际市场，成长期企业有一定能力转移到风险较大但是环境规制较为宽松的国家和地区

进行生产。同时，在成熟期阶段，企业的对外投资项目趋于稳定，此阶段企业的目标应更注重企

业长期利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成熟阶段的企业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对社会各方面都会产

生一定影响，因此，处于成熟期的企业会更热心致力于环境保护，加大环境保护宣传以及预防污

染的机器设备研发的投资。但是东道国严格的环境规制可能会使得企业面临超出常规的环境投

入，增加企业的环境成本，从而主动转移全部或污染严重部分的产业到环境规制较宽松的国家

和地区，以改善企业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在衰退期阶段，企业经营问题频发（崔也光和唐

玮，２０１５）［２０］，“风险最小化”成为其首要经营目标，可能难以对东道国环境规制产生足够的反
馈，从而钝化了东道国政策效力，因此，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东道国环境规制对企业跨国投资风

险决策的影响会弱化。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提出假设Ｈ２：当企业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阶段，东道国环境规制对企业高风
险跨国投资的正向影响作用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来源与选取

选取沪深两市 Ａ股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跨国投资的企业为研究样本，在剔除跨国投资目的地为免税
岛、跨国公司为 ＳＴ与ＳＴ样本以及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后最终获得７０６７个有效观测样本。关于样
本来源，其中，企业跨国投资事件相关数据通过跨国公司年报搜集整理，企业其他数据来自国泰安经

济金融数据库；东道国风险数据来源于世界各国风险指数（ＩＣＲＧ），东道国其他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官网。

（二）东道国综合风险指数构建

１．构建东道国综合风险指数的说明
东道国风险采用世界各国风险指数（ＩＣＲＧ）衡量。该指数由美国政治风险服务集团 （ＰＲＳ）发

布，每年提供１００多个国家政治、经济和金融风险的计量指数，其分值越高，风险越低。本文在考虑指
标适合性以及袁其刚等（２０１８）［２１］的指标选取方法后，采用其中的１４个指标构建东道国综合风险指
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国综合风险指数构成指标

风险类型 具体指标 分值 含义

政治风险

（ＰＲ）

政府稳定性 ０～１２

投资环境 ０～１２

政府管理质量 ０～６

法制水平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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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表）

风险类型 具体指标 分值 含义

经济风险

（ＥＲ）

金融风险

（ＦＲ）

人均ＧＤＰ变动 ０～５

实际ＧＤＰ增长率变动 ０～１０

通货膨胀率 ０～１０

预算平衡 ０～１０

资金账户 ０～１５

外债占ＧＤＰ的百分比 ０～１０

外债清偿额占出口商品和服务总额的百分比 ０～１０

经常账户余额占出口商品和服务总额的百分比 ０～１５

政府官方储备资金支付进口的国际清偿能力 ０～５

汇率稳定性 ０～１０

分值越高，

风险越低

２．构建东道国综合风险指数的步骤及结果
第一，指标变量的相关性检验。通过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来检验变量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

ＫＭＯ为０．７２４，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显著性为０．０００。因此，适合做主成分分析。
第二，计算初始特征值和贡献率。对上述１４项指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各变量的初始特

征值、方差贡献率以及方差累计贡献率，选取出特征值大于１的４项主成分，即成分１、２、３和４，并且
四者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７１．４９１％，可以反映出大部分指标的信息，因而可以用成分１、２、３和４作为
原始数据集的主成分来代替原来的１４个指标，即将１４个原始指标归结为４个主成分代表东道国综
合风险指数。

第三，计算各年综合得分。根据提取的４个主成分分别计算出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各国风险指标综合
得分（ＣＲ）。

（三）变量和指标设计

被解释变量。企业跨国投资风险指数（ＣＲＲ）。根据上文得出东道国风险评价综合指数（ＣＲ）后，
首先通过式（１）从水平值层面综合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涉及的所有东道国国家风险来度量企业面临的
国家风险程度。

ＣＲＲｉ，ｔ＝ｗｉ，ｊ，ｔＣＲｉ，ｊ，ｔ （１）
其中，ＣＲＲｉ，ｔ是ｔ年企业ｉ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家综合风险程度，是由企业ｉ对外直接投资所涉及的
所有东道国的国家综合风险的加权平均值，并参照Ｍｉｈｏｖ和Ｎａｒａｎｊｏ（２０１９）［２２］的做法，用企业ｉ在东
道国ｊ的子公司数量除以企业ｉ在ｔ年拥有的海外子公司总数作为权重ｗｉ，ｊ，ｔ计算得到。在得出ＣＲＲｉ，ｔ结
果后将每年度高于或等于中位数的结果赋值为０，表示该东道国综合风险较低，同理将每年度低于中
位数的结果赋值为１，表示该东道国综合风险较高。

解释变量。环境规制差异（ＲＰＩ）。根据各个国家、地区在各项指标的表现与既定目标的差距，耶
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发布了环境绩效指数（ＥＰＩ），分数越高代表其环境规制越强。为了提高该
指标的稳定性和准确性，本文借鉴吴建祖等（２０２０）［２３］的做法，采用环境规制差异（ＲＰＩ）进行测量，计
算方法为：

ＲＰＩ＝（ＥＰＩｏｔｈｅｒ－ＥＰＩＣｈｉｎａ）／ＥＰＩＣｈｉｎａ （２）
其中，ＥＰＩｏｔｈｅｒ为他国环境绩效指数，ＥＰＩＣｈｉｎａ为中国环境绩效指数。ＲＰＩ为正表明东道国的相对环境规
制水平较高、中国的相对环境规制水平较低，反之亦然。

生命周期分组。生命周期 （Ｃｙｃｌｅ）。运用现金流量模式法来测度企业生命周期（见表２），用经
营、投资、筹资现金流量来反映企业不同阶段的信息，更加科学客观。将企业导入期和增长期合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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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期，而衰落期和淘汰期合并为衰退期，即将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三大

阶段。

表２　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现金流特征组合

变量
成长期

导入期 增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衰落期 衰落期 衰落期 淘汰期 淘汰期

经营现金流量 － ＋ ＋ － ＋ ＋ － －

投资现金流量 － － － － ＋ ＋ ＋ ＋

筹资现金流量 ＋ ＋ － － ＋ － ＋ －

调节变量。绿色技术创新（Ｇｐａｔｅｎｔｓ）。采用绿色专利申请数作为衡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
指标。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原始数据是借鉴王晓祺等（２０２０）［２４］的做法，逐年搜集上市公司所申请的
专利，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即为与《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所包含的ＩＰＣ分类号相一致的专利个数。

控制变量。选取东道国层面和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以这两个方面控制东道国环境规制对企业

跨国投资风险水平决策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使用的变量定义、测量指标如表３所示。

表３　变量定义与测量指标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定义、测量指标

被解释变量 企业跨国投资风险指数（ＣＲＲ）
ＩＣＲＧ１４项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转换为综合风险指数，并通
过子公司数量加权平均得出

解释变量 东道国环境规制（ＲＰＩ） 东道国与中国ＥＰＩ指数得分之差和中国ＥＰＩ指数的比值

调节变量

绿色技术创新（Ｇｐａｔｅｎｔｓ） 企业当年绿色专利申请量

策略性绿色技术创新（Ｇｐａｔｅｎｔｕｄ） 企业当年申请的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和绿色外观设计专利数之和

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Ｇｐａｔｅｎｔｉ） 企业当年申请的绿色发明专利数

控制变量

东道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ＬｎＧＤＰＰ） 东道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

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ＲＡＷ） 东道国自然资源租金总额占ＧＤＰ的百分比来测量

东道国人力资源禀赋（ＬｎＬＡＢ） 东道国劳动力人口总数的自然对数

东道国技术资源禀赋（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东道国专利申请数量的自然对数

企业规模（ＬｎＳｉｚｅ） 企业总资产的对数值

企业净资产利润率（ＲＯＡ） 企业税后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

企业资产负债率（Ｌｅｖ） 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

企业的成长性（Ｇｒｏｗｔｈ） 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

企业的资本劳动比（ａｌａｂ） 企业固定资产净额与员工人数的比值

企业年龄（ＣＡ） 企业成立年份到研究年份的年数

企业的外资利用水平（Ｓｈａｒｅ） 企业股份中外资股东的份额占比

是否有外籍高管（Ｆｏｒｅｉｇｎ） 有外籍高管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

是否为国有企业（Ｃｏｎｔ） 是国有企业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

行业类型变量（Ｉｎｄｕｓｔｙ） 控制

投资年份变量（Ｙｅａｒ）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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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东道国环境规制是否促进或抑制了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构建以下高维度固定效应回

归模型（３）和模型（４）。其中，模型（３）为基础回归模型，在其基础上构建模型（４），加入解释变量东道
国环境规制（ＲＰＩ）用以检验东道国环境规制与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的总体关系。

ＣＲＲ１ ＝α＋β１１∑ｃｏｎｔｒｏｌｓ＋ε１ （３）

ＣＲＲ２ ＝α＋β２１ＲＰＩ＋β２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ε２ （４）

其中，ＣＲＲｉ为企业跨国投资风险指数，ＲＰＩ为环境规制差异，βｉ为回归系数，εｉ为残差，Σｃｏｎｔｒｏｌｓ为控制
变量加总。如果回归结果中β２１为正，说明东道国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反之则起抑
制作用。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６统计分析软件对所涉及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由于篇幅限制，
部分分析结果见表４。观察描述性统计结果得出各变量的均值与标准差，观察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初
步得出，东道国环境规制与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跨国投资风险水平与有关

控制变量之间也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有关假设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应结合

回归检验作进一步分析。

表４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ＣＲＲ １．０００

ＲＰＩ ０．３７５ １．０００

ＲＡＷ ０．２５８ －０．２４６ １．０００

ＬｎＬＡＢ ０．１１５ －０．３１２ －０．２２５ １．０００

ＣＡ ０．０５３ －０．１２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 １．０００

ＬｎＳｉｚｅ ０．１５５ －０．０４３ ０．１２４ －０．０８８ ０．２４２ １．０００

Ｌｅｖ ０．１５４ －０．０４７ ０．１０９ －０．０９１ ０．１６８ ０．５８５ １．０００

Ｃｏｎｔ ０．０９３ －０．００１ ０．１３１ －０．０９１ ０．１８３ ０．５２２ ０．３３１ １．０００

均值 ０．５０２ ０．３５９ ２．１２９ １７．６７９ １７．０５９ ２３．１２２ ０．４８８ ０．３４４

标准差 ０．５００ ０．２６８ ３．２５３ １．２３４ ５．６９１ １．５３６ ０．１９７ ０．４７５

　　注：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二）基准回归

使用回归方程检验东道国环境规制与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见表５。从其回
归结果可观察得出在模型（４）中，东道国环境规制 ＲＰＩ的回归系数为０．２８５，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东道国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由此证明假设１成立。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
企业，面对东道国环境规制时表现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为了准确刻画这种影响，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

的基础上，引入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变量，以探讨不同阶段特征的企业中，东道国环境规制对企业高风

险跨国投资影响的异质性。从表５中可以看出成长期企业的系数为０．２９２，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成
熟期企业的系数为０．２８８，同样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而衰退期企业尽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当
企业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阶段时，与处于衰退期阶段的企业相比，东道国环境规制对企业高风险跨国

投资的正向影响程度更显著。因此，假设２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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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东道国环境规制、企业生命周期与跨国投资风险偏好

变量 ＣＲＲ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ＲＰＩ
０．２８５ ０．２９２ ０．２８８ ０．０４１

（６．１８１） （４．５２９） （３．１８１） （０．２５４）

ＬｎＧＤＰＰ
０．５４２ ０．４１６ ０．５４９ ０．４０５

（７．７９６） （４．０１３） （４．４５１） （１．７５６）

ＲＡＷ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５７

（－３．９９３） （－３．０７２） （－０．８４９） （－２．０８３）

ＬｎＬＡＢ
１．８４９ ０．０８２ ２．８３５ ０．８２０

（４．５３６） （０．２５２） （３．５７３） （１．２５３）

ＣＡ
０．１４８ ０．２３０ ０．３８５ －０．０１４

（２．２３５） （２．１６３） （１．９０６） （－０．１５５）

ＬｎＳｉｚｅ
０．１３２ ０．１２７ ０．０７１ ０．２４５

（６．３８２） （３．５６３） （１．１４０） （１．６８８）

ＲＯＡ
－０．１３０ －０．４０９ ０．５２０ －０．３９５

（－１．１３４） （－１．７１５） （１．７６２） （－１．２７３）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６ －０．０１１

（－１．０６５） （－０．００９） （－１．３８０） （－０．２２４）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０ ０．１３６

（０．６７８） （－０．０３２） （１．１０９） （１．４９５）

Ｌｅｖ
－０．１７９ －０．０４８ －０．２８８ －１．２１０

（－２．３７６） （－０．３５０） （－１．０６７） （－２．２３３）

ａｌａｂ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９３３） （２．７８１） （１．３２４） （２．４５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８４

（０．４０３） （０．９５２） （０．４６７） （－０．５９７）

Ｃｏｎｔ
０．０３７ －０．０７９ －０．０４１ －０．０６７

（０．５８２） （－０．８３０） （－０．３５５） （－０．１２２）

Ｓｈａｒｅ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２．３８３） （１．００１） （－０．７８９） （－０．６７２）

＿ｃｏｎｓ
－４３．１５３ －１２．１６６ －６３．１３８ －２２．５８６

（－５．８８５） （－１．９７４） （－４．３１９） （－１．８２６）

Ｎ ７０６７ ３７５９ ２３４９ ９５８

Ｒ２ ０．６４８ ０．６９１ ０．６９４ ０．７７９

Ｆ １６．９４３ ６．４８０ ４．６４１ １．９３５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值；、、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 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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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异质性检验

１．不同行业视角下的分析
污染密集型产业相较于非污染密集型产业来说，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更多污染物，对东道国环境

造成不利影响。为了探究不同产业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对东道国环境规制与企业高风险跨国投

资的关系是否有差异，将样本按照不同产业分为污染密集型产业与非污染密集型产业进行分样本回

归研究。借鉴Ｔｏｂｅｙ（１９９０）［２５］、夏友福（１９９９）［２６］对污染产业的划分方法，将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
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划分为污染密集型行业，其余划分为非污染密集型企业。

根据表６结果，污染密集型企业的全样本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相同，成长期和成熟期企
业回归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衰退期则不显著。即对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东道国环
境规制对企业跨国高风险投资的影响比衰退期企业更加显著。而非污染密集型企业的回归结果则相

反，成长期和成熟期非污染密集型企业的回归结果不显著，而东道国环境规制对衰退期企业的高风险

跨国投资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对此结果可能的解释是非污染密集型企业在成长期与成熟期由于其

投资项目对东道国环境的污染程度相对于污染密集型企业来说较小，且由于企业正处于上升阶段，企

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水平不断提升，能够有效应对和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造成的环境问题，而在衰退时

期企业盈利能力开始下降，缺乏成长动力和空间，并且设备老化、生产效率下降等问题会使企业经营

环境的外部性上升，无力应对东道国环境规制的压力，从而促使企业转移到高风险的地区投资。

表６　东道国环境规制、企业生命周期与高风险跨国投资：污染密集型企业－非污染密集型企业

Ａ组：污染密集型企业 全样本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ＲＰＩ
０．２４６ ０．２１１ ０．３２３ －０．０３４

（４．９９２） （２．９６２） （３．４２６） （－０．１８９）

控制变量、行业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５７８３ ３０７７ １９３７ ７６９

组内Ｒ２ ０．７１０ ０．７１０ ０．７２１ ０．７８４

Ｂ组：非污染密集型企业 全样本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ＲＰＩ
０．０６８ ０．１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８２２

（０．５３１） （０．７８０） （－０．０５９） （１．７０８）

控制变量、行业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２８４ ６８２ ４１２ １９０

组内Ｒ２ ０．７７４ ０．８７４ ０．８４３ ０．９５６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值；、分别表示在１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２．不同产权性质视角下的分析
近年来中国投资主体的构成也随着跨国投资的深入产生了变化。在海外投资的初级阶段，投资主

体为国有企业。但是加入世贸组织（ＷＴＯ）以来，国有企业的比例由加入世贸组织前的接近一半减少到
２０１０年的１０％左右，呈明显的下降态势。与此相比，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占全部跨国投资的比重大幅度
增加，２０１０年比重已接近六成，因此，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中国目前最大的跨国投资主体。从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主体构成的根本性改变中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初显成效，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跨国投

资的过程中展现出了更好的适应性。在新经济形势下，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存在不同的外部激励和内部

治理状况，可能会导致跨国投资风险决策上的差异。为了研究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下，环境规制对企业

·７７·

　彭程，江慧：东道国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高风险跨国投资影响的差异性，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研究。

根据表７结果，非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相同，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回归系数
分别在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衰退期则不显著。即对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非国有企业而
言，东道国环境规制对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的促进作用比衰退期企业更加显著。而对于国有企业来

说，成长期和衰退期的企业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而成熟期的企业则不显著。对此结果可能的解释是

国有企业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与政府间的联系使国有企业容易获得政府倾斜和财政扶持（黎文靖等，

２０１６）［２７］，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来说有更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实力，因此，在成熟期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应对东道国的环境规制，而在成长期和衰退期仍无法避免环境规制的压力，这说明国有企业

仍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比如国有企业的部分高管更关注自身的政治晋升，因此，更追求风险小回报

时间短的研发项目（李春涛和宋敏，２０１０）［２８］，面对东道国环境规制缺少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适应东
道国环境保护要求的内在动力。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一方面尽管其存在更强的创新动力和竞争意

识，但是由于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大，研发时间长，往往缺少足够的筹资和融资能力应对东道国环境规

制，因此，倾向于将产业转移到环境规制较为宽松的国家或地区；另一方面，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有更

强的风险容忍度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促进其高风险跨国投资。

表７　东道国环境规制、企业生命周期与高风险跨国投资：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

Ａ组：国有企业 全样本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ＲＰＩ
０．２７１ ０．４５７ ０．１５０ ０．５９８

（３．９２６） （４．４４８） （１．１５５） （２．４１４）

控制变量、行业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３７４ １１３５ ９０６ ３３３

组内Ｒ２ ０．６４９ ０．７０４ ０．７４４ ０．７９２

Ｂ组：非国有企业 全样本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ＲＰＩ
０．２７４ ０．２０２ ０．３７１ －０．１７４

（２．３２１） （２．８９０） （－０．６８６） （２．３２１）

控制变量、行业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４６９３ ２６２４ １４４３ ６２６

组内Ｒ２ ０．６５８ ０．７０５ ０．７１７ ０．８２７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值；、分别表示在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五、稳健性检验

（一）更改企业生命周期划分方法

尽管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１）提出的现金流模式法能较为科学地划分企业生命周期，本文也尝试使用
其他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借鉴李云鹤等（２０１１）［２９］的方法，选取营业收入增长率、留存收益率、资本
支出率和企业年龄四个指标来重新划分企业生命周期。从表８可以看出，尽管三个生命周期阶段的
企业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但本文通过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发现“衰退期－成长期”和“衰退期－成熟期”的
经验Ｐ值分别为－０．２１５和－０．１１，表明存在组间系数差异，当企业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阶段时，与处
于衰退期阶段的企业相比，东道国环境规制对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的正向影响程度更显著，与上文假

设一致。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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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更改企业生命周期划分方法回归结果

变量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ＲＰＩ
０．４９５ ０．２６０ ０．２２５

（４．６５５） （２．９３４） （３．２１５）

控制变量、行业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经验Ｐ值 －０．２１５（衰退期－成长期）　　　－０．１１（衰退期－成熟期）

样本量 １６８５ ２２１８ ３１６４

组内Ｒ２ ０．７３２ ０．７３１ ０．６８４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值；、分别表示在 １０％、１％的水平上显著；“经验 Ｐ值”用于检验组间 ＲＰＩ系数差异的显

著性，通过自体抽样（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１０００次得到。

（二）更改被解释变量

利用东道国的分风险指数，即政治风险指数（ＰＲ）、经济风险指数（ＥＲ）和金融风险指数（ＦＲ）替代
综合风险指标（ＣＲＲ）进行稳健性检验（见表９）。结果表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的回归系
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跨国投资的政治、经济和金融风险水平决策，与上文实证结

果一致。

表９　更改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ＰＲ ＦＲ ＥＲ

ＲＰＩ
０．１０９ ０．２２０ ０．１３２

（２．３９９） （４．７８０） （２．９１５）

控制变量、行业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７０６７ ７０６７ ７０６７

组内Ｒ２ ０．６５５ ０．６４８ ０．６６１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值；、分别表示在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三）倾向得分匹配检验

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采用ＰＳＭ倾向得分匹配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见表１０），并选择核匹配
方法进行匹配，在倾向性匹配得分方法中，考虑到样本数量的因素，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将环境规制

指数的前 １／３定义为高环境规制组，并赋值为 １，同时将环境规制指数的后 １／３定义为低环境规制
组，并赋值为 ０。进行匹配前，其平均处理效应为－０．４２７，并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核匹配后的平均
处理效应为－０．０８５，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因此，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这一结
论仍然成立。

表１０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

处理组 控制组 ＡＴＴ

未处理 ０．３６９ ０．７９６ －０．４２７

核匹配 ０．４０６ ０．４９１ －０．０８５

　　注：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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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进一步研究：实质性抑或策略性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

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企业对环境规制的适应性。东道国环境规制给企业带

来了生产压力，促进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和进步，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增加企业

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能够依靠绿色技术创新改善在东道国的生产技术以符合环境规制的要

求，降低产业转移的意愿，从而抑制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结合企业生命周期来看，对于成长期的企

业来说，扩张需求和创新意愿都更为强烈 （李程骅和胡亚萍，２００８）［３０］，但盈利模式尚未成熟，现金流
并不稳定，内源性融资规模不足，加之其管理模式不成熟，技术水平大多与行业前沿存在一定差距

（陈红等，２０１９）［３１］，自主技术创新效率不高，更倾向于“跟随和模仿”的创新策略。因此，其依靠绿色
技术创新改善在东道国的生产技术以符合环境规制要求的作用有限，企业仍会有较强烈的产业转移

意愿。对于成熟期的企业来说，财务指标稳定、经营风险较小，市场份额扩张已基本达到均衡 （黄宏

斌等，２０１６）［３２］，因而能为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流动性和管理模式支撑。企业可以通过提升自身绿色
技术创新来适应东道国的环境规制要求，从而降低产业转移的意愿，避免产业转移造成的资源流失和成

本支出。因此，可以合理预期绿色技术创新会对东道国环境规制促进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产生负向调节

作用，且对处于成熟期的企业负向调节作用更强。因此，构建模型（５）和模型（６）进行实证检验。

ＣＲＲ３ ＝α＋β３１Ｇｐａｔｅｎｔｓ＋β３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ε３ （５）

ＣＲＲ４ ＝α＋β４１Ｇｐａｔｅｎｔｓ×ＲＰＩ＋β４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ε４ （６）

表１１对模型（５）和模型（６）进行了回归检验，由此分析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
在基准调节效应回归（１）中绿色专利申请量对企业跨国投资风险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００，说明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能力与高风险跨国投资正相关。同时表１１（２）中绿色专利申请量与东道国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回
归系数为０．００２，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东道国环境规制与企业高风险
跨国投资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交互项回归系数为０００１和０００３，
分别在１０％和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因此，进一步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考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组间ＲＰＩ系
数差异，得出经验Ｐ值为－０．００３，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对成熟期阶段企业的正向
调节作用更大。此结果与预期结论相反，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矛盾的出现①？

表１１　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

变量
基准调节效应 成长期 成熟期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Ｇｐａｔｅｎｔ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９６４） （１．５９１） （０．５９７）

ＲＰＩ×Ｇｐａｔｅｎｔ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２．４５３） （１．８９３） （２．０７３）

ＬｎＧＤＰＰ
０．６０５ ０．５９６ ０．４８５ ０．４８５ ０．５８２ ０．５６６

（８．７６１） （８．６２４） （４．７２７） （４．７２９） （４．７１８） （４．５８９）

ＲＡＷ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１

（－５．４３３） （－５．３９７） （－３．６４１） （－３．６５９） （－１．５７２） （－１．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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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考虑到衰退期企业并非绿色技术创新的主力，其在提振企业核心创新动能上存在显著不足。在本文的样本中
该时期的企业数量也较少 （本文样本企业为Ａ股上市企业）。因此，借鉴常曦等（２０２０）的做法，略去了对衰退期企业
的研究，将实证分析聚焦于企业的成长期和成熟期。



表１１（续表）

变量
基准调节效应 成长期 成熟期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ＬＡＢ
１．７６０ １．７０６ ０．１３６ ０．１２８ ２．６３２ ２．５２３

（４．２９６） （４．１６２） （０．４１９） （０．３９３） （３．３１９） （３．１８０）

ＣＡ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６ ０．２２４ ０．２２５ ０．４０６ ０．４１４

（２．３２０） （２．３５７） （２．１０２） （２．１０９） （１．９９９） （２．０４２）

ＬｎＳｉｚｅ
０．１３０ ０．１３０ ０．１１７ ０．１１７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０

（６．２４０） （６．２５８） （３．２７５） （３．２７４） （０．８４５） （０．７９５）

ＲＯＡ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５ －０．４４０ －０．４３８ ０．４９１ ０．４７４

（－１．１０６） （－１．０８５） （－１．８３３） （－１．８２９） （１．６５６） （１．６０３）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２

（－１．１２９） （－１．１３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１．５１４） （－１．５０８）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５

（０．６６４） （０．６７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３） （１．３２３） （１．３７６）

Ｌｅｖ
－０．１９１ －０．１８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３ －０．２９２ －０．２９２

（－２．５１９） （－２．４５１） （－０．１５７） （－０．１７１） （－１．０７８） （－１．０８２）

ａｌａｂ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４０） （２．９７１） （３．０１０） （１．３６６） （１．４２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４

（０．４２９） （０．３７９） （０．９８５） （０．８９６） （０．５６９） （０．５２７）

Ｃｏｎｔ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２

（０．８０９） （０．８１３） （－０．４７５） （－０．５０６） （－０．４３４） （－０．３６３）

Ｓｈａｒｅ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２．４５４） （－２．４２９） （０．９８２） （０．９８１） （－０．７６６） （－０．８００）

＿ｃｏｎｓ
－４２．１３６ －４１．１３６ －１３．４３２ －１３．２９０ －５９．６４３ －５７．６３４

（－５．７１５） （－５．５７６） （－２．１７６） （－２．１５３） （－４．０８０） （－３．９４０）

经验Ｐ值 － －０．００３

Ｎ ７０６７ ７０６７ ３７５９ ３７５９ ２３４９ ２３４９

Ｒ２ ０．６４５ ０．６４６ ０．６８９ ０．６８９ ０．６９３ ０．６９３

Ｆ １４．１９２ １４．５６８ ５．１６６ ５．２４３ ３．９２２ ４．２１２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值；、、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 的水平上显著；“经验Ｐ值”用于检验组间ＲＰＩ系数

差异的显著性，通过自体抽样（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１０００次得到。

以往文献较少从企业投资动机角度讨论创新行为，大多认为企业进行创新研发能够给企业带来

生产技术进步，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从而默认是一种高质量的创新活动。但部分文献发现，技术创新

并不都是高质量的，以专利申请量衡量的企业创新行为有时会成为企业的一种策略性行为（Ｄｏｓ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ＨａｌｌＢｒｏｎｗｙ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Ｔ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３３～３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创新”并不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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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地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而仅仅是管理层为了获取某种利益的策略性行为，比如对政府政策或

监管的迎合。黎文靖、郑曼妮（２０１６）［２７］根据创新目的是否真实将企业创新行为划分为实质性创新和
策略性创新。在某些经济发展阶段，政府为了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会扶持特定产业推动企业创新

（江飞涛、李晓萍，２０１０）［３６］。为了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往往采取“后期补
助”（如补贴、税收优惠等）为主的政策，以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然而，这种事后的支持往往会限制市

场的作用（Ｄｏｓ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６；林毅夫，２００２）［３３］［３７］。企业会通过片面追求创新数量而不注重质量的方式
以获取更多的政府补助（ＨａｌｌＢｒｏｎｗｙ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安同良等，２００９）［３４］［３８］。

企业这种创新行为是一种策略性创新，这种策略性创新无法给企业带来绿色生产技术的实

质性提升，面对东道国的严格的环境规制，企业通过提高绿色生产技术以符合环境规制要求的

作用有限，从而增加了企业将产业转移到环境规制较宽松国家的意愿，因此，这种策略性创新反

而会促进东道国环境规制对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的正向影响。从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角度看，

Ｃｏｎｔｉ等（２０１３）［３９］、Ｈａｅｕｓｓｌｅｒ等（２０１４）［４０］的实证研究发现，专利数量可以作为一种市场信号机
制，增加创业企业或者新进入企业获得风险投资的概率。张杰等（２０１６）［４１］的调研结果发现企
业注重将自身拥有的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作为宣传企业的竞争优势的资本，而忽视专利的质量

和产业化运用。因此，我们可以合理认为成长期阶段的企业为了能够更好地进入东道国市场，

拓展融资渠道，更倾向于采取策略性创新以包装企业“表面上”的竞争实力，而这种创新无益于

企业真正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企业反而可能在尝到这种政策“红利”后陷入长期的虚假

创新中，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无法筛选出更具创新能力的企业，相反对从事低层次创新但创新数

量多的企业给予更多补助。在成熟期，当企业预期将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时会进一

步增加策略性创新（黎文靖、郑曼妮，２０１６）［２７］。尽管策略性创新的实质性作用较低，但仍需耗
费相当成本与人力资源，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企业的压力，使企业一部分专注力集中在“红

利”的获取，而忽视企业实力的提升，降低企业竞争力；并且随着东道国环境规制的愈加严格，企

业可能无法应对东道国的环境规制而转移产业，从而推动企业的高风险跨国投资。因此，可以

进一步作出合理推断：绿色技术创新之所以会对东道国环境规制和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之间的

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并且对成熟期阶段企业作用尤为显著，主要是因为策略性创新的影响，

且在成熟期阶段企业进行策略性创新的意愿更强烈。

为了进一步证明推断，借鉴黎文靖、郑曼妮（２０１６）［２７］的做法，将企业申请绿色发明专利的行为认
定为实质性创新（Ｇｐａｔｅｎｔｉ），把企业申请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行为认定为策略性创新
（Ｇｐａｔｅｎｔｕｄ），并构建模型（７）和模型（８）进行检验。

ＣＲＲ５ ＝α＋β５１ＲＰＩ×Ｇｐａｔｅｎｔｕｄ＋β５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ε５ （７）

ＣＲＲ６ ＝α＋β６１ＲＰＩ×Ｇｐａｔｅｎｔｉ＋β６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ε６ （８）

表１２对模型（７）和模型（８）进行了回归检验，由此分析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的调节效
应。结果显示，策略性创新的基准调节交互项系数为０．００４，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同时成长期和成
熟期的交互项系数分别为０．００２和０．００７，且分别在１％和５％的水平上显著，该结果表明策略性创新
会促进东道国环境规制对企业跨国投资的正向影响。进一步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考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
组间ＲＰＩ系数差异，得出经验Ｐ值为－０．００４，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企业成熟期策略性创新
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强。实质性创新的基准调节以及成熟期的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成长期的交互项

系数为－０．００１，且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企业成长期实质性创新会显著抑制企业高风险跨
国投资。总体上看，实质性创新会对东道国环境规制与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的关系产生负向调节或

不显著作用，而策略性创新则会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与上述推断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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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策略性创新与实质性创新的调节效应

变量
策略性创新 实质性创新

基准调节效应 成长期 成熟期 基准调节效应 成长期 成熟期

ＲＰＩ×Ｇｐａｔｅｎｔｕｄ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４．０１６） （４．１０４） （２．０５１）

ＲＰＩ×Ｇｐａｔｅｎｔｉ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７６７） （－２．０９０） （１．６３８）

ＬｎＧＤＰＰ
０．６００ ０．４８９ ０．５６０ ０．６０４ ０．４８５ ０．５７８

（８．６９５） （４．７７５） （４．５３２） （８．７５２） （４．７２８） （４．６９１）

ＲＡＷ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３
（－５．４１１） （－３．６９８） （－１．３７０） （－５．４１９） （－３．６９３） （－１．４７０）

ＬｎＬＡＢ
１．８０１ ０．１４２ ２．５８０ １．７８２ ０．１３７ ２．５２８

（４．４１１） （０．４３９） （３．２５７） （４．３５９） （０．４２１） （３．１８２）

ＣＡ
０．１５５ ０．２２３ ０．４１０ ０．１５４ ０．２２４ ０．４１１

（２．３４６） （２．０９１） （２．０２３） （２．３２０） （２．１０１） （２．０２９）

ＬｎＳｉｚｅ
０．１２９ ０．１１８ ０．０４８ ０．１３１ ０．１２２ ０．０５３
（６．２１７） （３．２９４） （０．７７６） （６．３２７） （３．４２２） （０．８４９）

ＲＯＡ
－０．１５３ －０．４５２ ０．４６３ －０．１２７ －０．３９７ ０．４９１

（－１．３２７） （－１．８９０） （１．５６２） （－１．１０３） （－１．６６０） （１．６５８）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７３
（－１．１３１） （－０．０８９） （－１．５３０） （－１．１２８） （－０．０６２） （－１．５１１）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７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７１
（０．６４５） （－０．０４７） （１．４１２） （０．６５８） （－０．０４０） （１．３１７）

Ｌｅｖ
－０．１８２ －０．０４０ －０．２９３ －０．１９２ －０．０６３ －０．２９３
（－２．４０３） （－０．２９６） （－１．０８５） （－２．５３３） （－０．４６３） （－１．０８４）

ａｌａｂ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３．０１２） （１．４６７） （２．０１１） （２．９１４） （１．３７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５
（０．４３７） （０．８１１） （０．５７０） （０．３８１） （０．７６９） （０．５４５）

Ｃｏｎｔ
０．０６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６
（０．９６５） （－０．５０５） （－０．２１５） （０．７７０） （－０．５５１） （－０．４８０）

Ｓｈａｒｅ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２．５２６） （０．９８２） （－０．７９２） （－２．４５４） （１．０５９） （－０．７７５）

＿ｃｏｎｓ
－４２．８２２ －１３．５１３ －５８．４８２ －４２．５４８ －１３．５０８ －５７．８５０

（－５．８２９） （－２．１９４） （－４．００３） （－５．７８４） （－２．１８９） （－３．９５１）

经验Ｐ值 －０．００４ －

Ｎ ７０６７ ３７５９ ２３４９ ７０６７ ３７５９ ２３４９

Ｒ２ ０．６４６ ０．６９０ ０．６９３ ０．６４５ ０．６８９ ０．６９３

Ｆ １５．３１４ ６．２１２ ４．２０５ １４．１６７ ５．３００ ４．０９３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值；、、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 的水平上显著；“经验Ｐ值”用于检验组间ＲＰＩ系数

差异的显著性，通过自体抽样（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１０００次得到。

综上所述，从理论上看，绿色技术创新会通过提升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符合东道国环境规制要求以降

低其转移到环境规制宽松的国家和地区，从而抑制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但是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

发现，在企业跨国投资中存在策略性创新，且在成熟期其策略性创新的动机更强，这一行为无益于企业绿

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实质性提升，反而在东道国严格的环境规制下会促进企业的高风险跨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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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以沪深 Ａ股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中国跨国公司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
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理论，从企业的微观视角切入研究东道国环境规制对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的影响。

实证结果发现：（１）东道国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并与企业跨国投资政治、经济
和金融风险水平决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２）当企业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阶段时，与处于衰
退期阶段的企业相比，东道国环境规制对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的正向影响作用更显著。（３）从企业的
行业异质性角度出发，发现东道国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高风险跨国投资

决策存在差异化作用。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污染密集型企业在面对东道国严格的环境规制时会促进企

业高风险跨国投资，而对衰退期的企业影响不显著；而衰退期的非污染密集型企业在面对东道国严格

的环境规制时会促进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而对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影响不显著。（４）从企业的产
权异质性角度出发，发现东道国环境规制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高风险跨国投

资同样存在差异化作用。成长期和成熟期的非国有企业在面对东道国严格的环境规制时会促进企业

高风险跨国投资，而对衰退期的企业影响不显著；而成长期和衰退期的国有企业在面对东道国严格的

环境规制时会促进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而对成熟期的企业影响不显著。（５）绿色技术创新在东道国
环境规制促进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的作用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当企业处于成熟期时，绿色技术创新

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大。

为了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成为跨国企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本文的研究发现

了影响企业高风险跨国投资的外在因素，为促进中国提升跨国企业外部治理环境提供了有益借鉴：

（１）对于政府部门而言，首先，应及时收集并发布东道国各类信息，并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和金融风
险信息以及环境规制信息进行披露，保证信息传播的广泛完整与及时性；其次，有关部门应鼓励企业

与东道国以经济合作促进环境保护技术的交流，合作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共同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效

率；再次，政府在激励企业创新时，应制定更科学的补助政策与制度，仔细甄别企业创新成果，推动企

业的实质性创新；最后，还需要正确引导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鼓励企业在提升绩效的同时，保护

环境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２）对于企业而言，首先，需要在投资之前对东道国进行广泛深入的了解
调查，全面评估其潜在的风险，作出客观的投资决策；其次，要根据企业所处的行业和生命周期，制定

每一阶段的差异化策略；再次，要提高管理层的环保意识，理解策略性创新对企业长期发展的局限性，

增加绿色研发投入与技术交流以提升企业的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自觉履行环境保护责任；最

后，由于企业创新的周期较长、不确定性较高，企业创新产出及创新效率的提升需要一定的时间，因

此，企业应采取多元化的经营战略，以减少东道国风险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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