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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金融发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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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８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ＯＦＤＩ）存量数据与全球１５９个国家及地区的金融发展数
据，通过构建动态的时空权重矩阵并设定ＳＡＲ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以此为基础，考察金融发展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非空间模型回归还是空间模型回归，东道国金融发展均能显著地

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且东道国金融发展能够促进邻近地区中国的直接投资水平，东道国金融

机构的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金融市场的发展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空间溢出效

应都要显著大于直接效应。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调节金融发展与中国ＯＦＤＩ中具有显著意义，全球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越强，对东道国内和邻近国家间的空间溢出效应的正向影响越强，越能吸引中国ＯＦ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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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外国直接投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取得瞩目的成就。根据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４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ＵＮＣＴＡＤ）发布的最新一期
《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尽管受到２０２０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
骤降，幅度高达４２％且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但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经济体受到的影响较小，同比仅
下降１２％至６１６０亿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无论从规模还是流量方面都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然而，
中国面临着全球越来越复杂的经济形势和投资环境。

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它又在其中起到怎样的作用？一种解释

是中国在全球各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投资，对于资金需求巨大，本国的资金融通无法满足需

求，融资约束成为决定企业ＯＦＤＩ的重要因素，而且根据“新新贸易理论”框架，生产率决定了企业是
否ＯＦＤＩ［１～２］；另一类原因则是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影响着中国 ＯＦＤＩ［３］。金融发
展水平被视为引导技术创新和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东道国金融资源成为中国ＯＦＤＩ重要的资金
来源，直接影响着中国跨国投资企业能否在外部环境影响下获得充足的资金融通，本国和外国投资者

能够通过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道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获得更加完全的企业投融资决策信息，这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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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又会吸引中国对东道国进行投资。除此之外，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联系随着投资的复杂化，逐渐对

东道国周边国家带来更多影响，“第三国效应”正在中国与东道国之间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以往对东道国金融发展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通常以交易成本、融资约束、制度环境、制度质

量或双边政治关系等因素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二者之间的间接联系，或者简要的研究二者之间的直接

联系。这些研究文献较多，但仍然存在一些局限之处和改进空间。首先，现有研究关注于金融发展或

金融中介等单一维度量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其次，对东道国金融发展与中国 ＯＦＤＩ的关系在空间层
面的考量不够细致和准确，单纯从地理和经济结合的静态时间权重矩阵衡量二者关系；最后，从制度

环境和制度质量层面考察金融发展与ＯＦＤＩ的关系并不全面，具有局限性。
为了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在于：分别从东道国整体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机

构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研究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 ＯＦＤＩ的影响关系，并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角度
探讨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论机制，着重于选取嵌套的经济动态时空权重矩阵研究东道国金融发展与中

国ＯＦＤＩ的空间溢出效应，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可能面临的风险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供参考和政
策优化的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总结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较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一国

的金融体系发展水平对于国家和企业的投资选择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近些年来，金融发展得到了学

者、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关注。

（一）东道国金融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金融发展的核心在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以及金融周期变化引致的金融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金

融发展的内涵。国内学者的研究集中于中国各省之间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或者是选取“一

带一路”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提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空间流向的调整，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

范围内的布局优化的观点［４］。刘志东和高洪玮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样本，将金融发展水

平指标细分为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深度、效率和规模指标，增加了金融生态环境的视角，并将东道国

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开放程度纳入考量，得到了中国ＯＦＤＩ与周边国家金融生态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关
的结论［５］５３。国外学者Ｃｏｕｇｈｌｉｎ和 Ｓｅｇｅｖ使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互补效应［６］，

Ｂｌｏｎｉｇｅｎ等利用空间滞后系数和市场潜力变量系数将ＯＦＤＩ的进入模式分类，考察了跨地区投资的空
间依赖性，从而证明了投资的空间集聚效应［７］。可是对于投资的空间效应的研究结果差异极大，样本

的选取不同，得到的结果可能完全相反。东道国是发达国家的话，空间变量系数为负，对于亚洲国家

来说结果则相反［８］。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能更加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从而服务于外国投资与

贸易，提高投资和贸易活动的效率，推动国家间的依赖程度，进而产生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东道国的金

融对外开放。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显著促进中国对东道国ＯＦＤＩ，且能够促进邻近国家的中国ＯＦＤＩ，具
有空间溢出效应。

东道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作为衡量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研究二者对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的影响意义重大。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中介机构直接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通过克

服前期投入、融资、制度等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性，金融机构的发展会形成集聚效应，加速扩张，使企业

能够便捷地获得东道国的金融服务，因此会显著促进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外资企业为了进入东道

国，必然需要东道国的资金支持，大量的资本涌入促进了资金供给、产业结构、外汇等国内经济要素发

展，因此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发展越完善，越容易吸引中国的直接投资，也越会对邻近地区的金融市场

产生挤出效应，使二者面临较强的竞争关系，从而吸引中国 ＯＦＤＩ更多的选择流入东道国而非邻近国
家。据此提出假设２和假设３：

假设２：东道国金融机构的发展存在显著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的溢出效应要显著大于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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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

假设３：金融市场的发展存在显著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的溢出效应要显著大于直接效应。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作用

根据前面的总结可以发现，对于金融发展与中国 ＯＦＤＩ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对于东道国金融发展
的空间效应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ＥＰＵ）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研究仍为空白。Ｎｇｕｙｅｎ等研究认为，
ＥＰＵ水平会显著影响企业ＯＦＤＩ行为［９］。Ｈｓｉｅｈ等以美国企业为研究样本得出，美国 ＥＰＵ水平越高，
美国企业越倾向于国内的 ＦＤＩ，但他们只针对美国企业进行分析，没有针对全球范围 ＥＰＵ进行分
析［１０］。Ｚｈｏｕ等研究得出，ＥＰＵ会显著影响中国ＯＦＤＩ的决策行为，ＥＰＵ水平越高中国ＯＦＤＩ越倾向于
跨境并购方式对东道国进行投资［１１］。可见选择的样本不同，ＥＰＵ水平对于ＯＦＤＩ的影响也可能不同。
李政等研究发现金融开放度较高的国家普遍具有较高的短期溢入水平，而金融发展质量较差的国家

金融体系相对脆弱且更易遭受国际投资者的投机性攻击，使得外部金融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更加严

重［１２］。Ｐｈａｎ等研究发现，对于金融体系规模较小的国家，ＥＰＵ的增加会带来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增
加，减少金融系统的流动性，但他们并没有检验到 ＥＰＵ与金融体系的直接关系［１３］。现有研究大多认

为，为了规避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潜在风险，企业投资意愿会随着ＥＰＵ增加而降低。但从另一方面来
说，当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出于规避经济下行风险，会主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寻求东

道国的稳健投资项目，以规避经济波动性。另外，经济政策高度不确定性时期，投资与资本成本之间

的负向关系强度会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对于那些在强烈依赖政府补贴和政府消费的行业中

经营的企业以及在国家所有权较高的国家中经营的企业来说，投资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降低。与价

格信息渠道一致，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降低来自更不透明国家的企业、分析师覆盖率低的企业、没

有信用评级的企业和小企业的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扭曲了投资与资本成本
之间的基本关系。由此提出假设４：

假设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了投资对资本成本敏感性，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在经济政策不确
定的条件下具有更多的空间溢出效应。

上述理论分析机制如图１所示。

图１　理论机制分析图

三、研究设计

空间模型的设定。Ｌｅｓａｇｅ和Ｐａｃｅ［１４］提出了空间滞后模型（ＳＸＬ）、空间自回归模型（ＳＡＲ）、空间误
差模型（ＳＥＭ）、空间杜宾模型（ＳＤＭ）、空间自相关模型（ＳＡＣ）和空间杜宾误差模型（ＳＤＥＭ）等基本模
型，Ｅｌｈｏｒｓｔ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嵌套空间模型（ＧＮＳＭ）［１５～１６］，通过对模型中的空间系数限定约束条件，
从而实现空间与非空间模型之间的转换。本文分别对模型进行了 Ｗａｌｄ检验和 ＬＲ检验，均通过了
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因此表明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关系。首先从ＧＮＳＭ模型出发，也即 Ｍａｎｓｋ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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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估计出所有模型，并筛选出最优模型进行分析［１７］。

Ｙ＝α０＋Ｘβ０＋ρ０（ＴＷ×Ｙ）＋（ＴＷ×Ｘ）θ０＋δ
ｉ＋ｔ＋ξ （１）

ξ＝λ０（ＴＷ×ξ）＋ζ （２）
式（１）和（２）中α０、ρ０、λ０和θ０是外生参数，ρ０、λ０是空间相关系数，δ

ｉ和ｔ是个体效应和时间效
应，式（２）中ξ和 ζ是随机扰动项，ζ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且满足零均值、同方差的多元正态分
布，ξ的分布取决于式（２），ＴＷ是外生时空权重矩阵，Ｙ是被解释变量，Ｘ是解释变量向量。其中，式（１）
和（２）中ρ０、λ０和θ０取值不同，则可得到不同的空间模型①，当所有外生参数皆为０时，即可得到非空
间模型（ＮＳＭ），也即ＯＬＳ模型。

结合本文的分析目的和基本假设，空间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ＯＦＤＩｉｊ＝α０＋ＦＤβ０＋ρ０（ＴＷ×ｌｎＯＦＤＩ）＋（ＴＷ×ＦＤ）θ０＋Ｃｏｎｔｒｏｌγ０＋（ＴＷ×Ｃｏｎｔｒｏｌ）φ０＋δ
ｉ

＋ｔ＋ξξ＝λ０（ＴＷ×ξ）＋ζ （３）
式（３）中 ｌｎＯＦＤＩ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ＦＤ是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ｃｏｎｔｒｏｌ是模型中设定的

控制变量。

四、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一）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２００３—２０１８年中国与全球１５９个国家及地区②的面板数据，所有参数估计和指标计算

与转换基于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８ａ软件实现。所有指标均经过标准化。
１．被解释变量。因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缺失样本过多，且存在负数，无法全面地反映中国对

全球各国的投资现状，因此本文参照刘志东和高洪玮的研究选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ＯＦＤＩ）作为
被解释变量［５］５０，衡量中国对世界各个国家及地区的投资水平。

２．核心解释变量。有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不平等和经济稳定的影响研究较多［１８］。

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和变量中，ＩＭＦ的金融发展指数被认为优于世界银行的金融发展指标。
ＩＭＦ的金融发展指标基于多维度衡量金融发展水平（ＦＤ）的综合性，它使用各国金融机构发展指标
（ＦＩ）和金融市场发展指标（ＦＭ）合成，其中金融机构发展指标分别由金融机构发展规模、金融机构发
展深度和金融机构发展效率合成；金融市场发展指标由金融市场发展规模、金融市场发展深度和金融

市场发展效率合成。因此本文采用ＩＭＦ制定的发展指数，其数值在０～１之间，数值越高则东道国金
融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金融发展水平越低。使用其标准化后的合成指标［１９］。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ＥＰＵ）。使用 Ｂａｋｅｒ等建立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网站中计算
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２０］，在现价计算和 ＰＰＰ计算的两种指数中，选择使用 ＰＰＰ（购买力平价）调
整后的指数，采用系数权重法将月度数据转换为０～１之间的年度指数。
３．控制变量。投资的区位选择除了受到东道国金融发展的影响，仍需要考虑其他因素，根据已有

文献的研究方法，选用以下控制变量。

市场规模（ｇｄｐ）。使用各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衡量东道国市场规模［２１］，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ＷＤＩ数据库。
经济发展水平（ｐｇｄ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
距离水平（ｄｉｓｔａｎｃｅ）。衡量中国到东道国的距离成本，两国距离越远则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距离

成本越高，采用中国与东道国首都的球面距离衡量两国距离成本［２２］，数据来源于ＣＥＰＩＩ数据库。
劳动力水平（ｌａｂ）。选用劳动资源禀赋衡量劳动力市场效率，选取各国劳动力人口总数衡量。缺

少相关数据的国家，使用１５～６４岁人口数量和城市人口数量近似代替，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ＷＤ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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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取值和所得模型不在此列举，详细可见肖光恩等的《空间计量经济学———基于ＭＡＴＬＡＢ的应用分析》。
去除了变量缺失数据过多的国家、避税岛屿，如英属维京群岛。



据库。

通货膨胀率（ｃｐｉ）。ＣＰＩ数据有两类，分别是以２０１０年为基期的 ＣＰＩ指数和 ＣＰＩ年度增长率，这
里采用ＣＰＩ年度平均增长率。数据来源于ＯＥＣＤ数据库。

贸易水平（Ｔｒａｄｅ）。贸易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
制度质量（ＩＱ）。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者认为，高质量的制度水平可以引导一国获得更好的法律

和秩序环境，维护国家的金融体系，从而使外国投资者对投资该国更加充满信心［２３～２５］。以往研究一

国制度环境采用的制度质量指标，研究者多采用系数权重法合成，６个指标权重相等或取均值并取差
值的绝对值。这种测算方式具有其局限性，计算时６个制度指标的贡献被视为同样重要，与实际情况
有差异。因此本文依据Ｋａｕｆｍａｎｎ等的研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ＰＣＡ）将世界银行提供的６个全球治
理指标（ＷＧＩ），腐败控制、法律规则、信息披露指数、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政治稳定性指标合成为一
个制度质量的综合指标［２６］。

（二）数据来源

各变量数据来源如表１所示。空间权重矩阵中使用的距离数据来自 ＣＥＰＩＩ数据库，经济权重矩
阵所需要的经济数据和投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ＷＤＩ数据库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报告。所有变
量均进行Ｗｉｎｓｏｒ缩尾处理以消除离群值的影响，为了消除量纲不同带来的影响，投资变量、国内生产
总值和距离成本等变量均经过对数处理。

表１　主要变量的含义、测算方式与数据来源

类型 变量 含义 测算方式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ＯＦＤＩ
对外直接投资

存量
中国对各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取对数

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统计公报

解释变量

ＦＤ
金融发展水平

指数

由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发展指标合成的０～１
指数

ＩＭＦ

ＦＩ
金融机构发展

水平指数

由金融机构发展规模、金融机构发展深度、

金融机构发展效率合成的０～１指数
ＩＭＦ

ＦＭ
金融市场发展

水平指数

由金融市场发展规模、金融市场发展深度、

金融市场发展效率合成的０～１指数
ＩＭＦ

ＥＰＵ
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指数

采用系数权重法将月度 ＰＰＰ指标转换为年
度指标，并转换为０～１指数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指数数据库①

控制变量

ｇｄｐ 国内生产总值 ２０１０不变价美元计算并取对数 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

ｐｇｄｐ
真实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２０１０不变价美元计算并取对数 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距离成本 中国与东道国首都的球面距离取对数 ＣＥＰＩＩ数据库

ｌａｂ 劳动资源禀赋 各国劳动力人口总数取对数 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

ｃｐｉ 通货膨胀率 ＣＰＩ年度平均增长率 ＯＥＣＤ数据库

Ｔｒａｄｅ 贸易水平 贸易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 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

ＩＱ 制度质量

采用ＰＣＡ方法将腐败控制、法律规则、信息
披露指数、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政治稳定

性指标（－２．５～２．５）合成得到综合指标，并
转换为０～１指数

全球治理指标

ＷＧＩ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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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分析与检验

（一）空间权重设定与合成说明

对包含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的空间相关关系进行量化的普遍方法，就是在空间计量模型中

引入空间权重以反映各变量在区域间的相关程度。空间计量模型发展至今，对于空间权重矩阵的设

定方法较多，不同空间权重的设定方式对模型的估计结果具有明显的差异化影响。为了保证模型估

计的准确性，全面地反映中国与各东道国国家的地理关系和经济与投资联系，本文参考已有研究，分

别构建了相邻空间权重矩阵、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经济指标空间权重矩阵，即从临近关系、地理距

离和经济发展因素角度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并从中筛选最优权重矩阵。

１．相邻空间权重矩阵。选取基于 Ｑｕｅｅｎ型临近标准的空间权重矩阵，即要求区域之间共享定点
或边界，该权重矩阵为０－１矩阵，两区域相邻则权重矩阵元素取值为１，否则为０，最终得到相邻空间
权重矩阵ＷｉｊＱ。矩阵形式如下：

ＷｉｊＱ＝
１，ｉ国与ｊ国相邻
０，ｉ国与ｊ{

国不相邻
（４）

２．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对于地理距离的设定包括多种形式，如选用两国地理中心之间的欧
氏距离和利用经纬度计算得到的球面距离等［２７～２８］，本文参考这些学者的方法，选用经济主体之间首

都的球面距离平方的倒数计算并建立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ＷｉｊＤ。矩阵形式如下：

ＷｉｊＤ
（１／ｄｉｊ）

２

∑ｉ≠ｊ
（１／ｄｉｊ）

２
，ｉ≠ｊ

０，
{
ｉ＝ｊ

（５）

３．经济指标空间权重矩阵。该矩阵也被称为嵌套空间权重矩阵，构建该矩阵首先将某经济主体
人均ＧＤＰ平均值与所有经济主体人均ＧＤＰ平均值的合计值相比得到的结果作为主对角线元素生成
对角矩阵，该矩阵则为经济指标矩阵Ｗｇｄｐ。综合考虑地理和经济信息，分别使用相邻空间矩阵和地理
权重矩阵与经济权重矩阵相乘得到混合空间权重矩阵，以此体现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２９～３０］。这样既

有利于分析溢出效应在地理邻近区域之间的传导影响，也可以综合本地区位置和经济水平的影响。

矩阵形式如下：

Ｗｉｊ３ ＝ＷｉｊＱ ×Ｗｇｄｐ （６）
Ｗｉｊ４ ＝ＷｉｊＤ ×Ｗｇｄｐ （７）
矩阵均为１５９×１５９维矩阵，对角线元素为０，所有矩阵均经过行标准化处理，接下来将构建时空

权重矩阵并选出最有效的矩阵纳入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所有权重矩阵均由截面形式转化为面板

形式进行计算。

（二）计算与遴选时空权重矩阵

首先，在四种标准化的空间权重矩阵的基础上，考察作用时间周期基础上设定外生时间权重矩

阵。根据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的变量时间周期为２００３—２０１８年。前人设定的时间权重矩阵可归结
为三种类型：前两种是最早也是最广泛设定的两种时间权重矩阵，第一种是根据时间维度设定的单位

矩阵［３１］，记为ξ１，该矩阵设定形式简单，只能解释当年的空间溢出效应，具体形式如下：

ξ１ ＝

１
１

１













１

（８）

第二种时间权重矩阵设定为主对角线以上的元素均为０，主对角线及以下经过标准化处理的下三
角矩阵，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第一种时间权重矩阵的弊端。但这两种时间权重矩阵均为静态矩阵，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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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随时间变化而具有的空间溢出效应。具体形式如下：

ξ２ ＝

１
１
２

１
２

  
１
ｎ－１

１
ｎ－１

１
ｎ－１

１
ｎ－１

１
ｎ

１
ｎ

１
ｎ

１
ｎ

１





















ｎ

（９）

第三种时间权重矩阵是基于被解释变量分年度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指数计算的内生时间权重矩阵，克
服了前两种时间权重矩阵的不足之处。某年度内所有经济体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可以用被解释变量

分年度的全局Ｍｏｒａｎ指数解释，因此空间溢出效应随时间变化所形成的转移效应和传导效应可以用
某年的全局Ｍｏｒａｎ指数与之前各期的全局Ｍｏｒａｎ指数之比表示。如此一来既准确地描绘出空间溢出
效应在时间上的影响关系和传导路径，也能描述各变量在动态时间权重矩阵中的空间溢出效应变化

情况［３２］。具体和计算方法形式如下：

ξ３ ＝

１
ｍ２／ｍ１ １

ｍ３／ｍ１ ｍ３／ｍ２ １

   １
ｍｌ／ｍ１ ｍｌ／ｍ２ … ｍｌ／ｍｌ－１















１

（１０）

所有时间权重矩阵仍然需要进行行标准化处理，且处理方法与空间权重矩阵相似。三种时间权

重矩阵分别与四种空间权重矩阵通过克罗内克积组合得到空间权重矩阵。因为第三种时间权重矩阵

克服了前两种时间权重矩阵的不足之处，因此此处选择第三种内生时间权重矩阵进一步构造包含可

变时间效应的内生时空权重矩阵。分别计算得到四种内生时空权重矩阵，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ξＷｉｊＱ ＝ξ３ＷｉｊＱ （１１）
ξＷｉｊＤ ＝ξ３ＷｉｊＤ （１２）
ξＷｉｊ３ ＝ξ３Ｗｉｊ３ （１３）
ξＷｉｊ４ ＝ξ３Ｗｉｊ４ （１４）
在求得内生时空权重矩阵后，基于式（４）至式（７），参照范巧和石敏俊的方法［３３］，检验被解释变量

与各种内生时空权重矩阵的有效相关性并进行比较，结果见表２。由此可知，基于地理权重矩阵与经
济权重矩阵相乘得到混合空间权重矩阵与内生时间权重矩阵计算所得的内生时空权重矩阵是最科学

并合理解释被解释变量在不同经济体中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其余三种内生时空权重矩阵的相关系数

和Ｔ统计量结果相对较低，带入模型并不能带来最好的效果。

表２　四种时空权重矩阵的相关系数及Ｔ统计量结果

ξＷｉｊＱ ξＷｉｊＤ ξＷｉｊ３ ξＷｉｊ４

相关系数 ０．０９３ ０．１５４ ０．０９０ ０．１６２

Ｔ统计量 ２３７．８０４ ３９５．４３０ ２３０．５２７ ４１６．４７７

　　注：Ｔ统计量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的置信区间分别为［－２．５７６，２．５７６］、［－１．９６０，１．９６０］和［－１．６４５，１．
６４５］。

（三）筛选空间面板模型

首先进行ＬＭ检验进行适用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３。检验结果显示，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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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外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误差效应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由此验证两者具有显著的正向空
间相关性。

表３　ＬＭ检验结果

统计量名称 统计量值 Ｐ值

ＬＭｔｅｓｔ－ｌａｇ ９７７．０１７ ０．０００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ｔｅｓｔ－ｌａｇ ９．６４７ ０．００２

ＬＭｔｅｓｔ－ｅｒｒｏｒ ３１１０．０５７ ０．０００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ｔｅｓｔ－ｅｒｒｏｒ ２１４２．６８７ ０．０００

　　数据来源：根据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１８ａ计算整理而得。

估算了混合效应视角下各种模型的参数和统计性质。为了便于进一步进行模型筛选，本文采用

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基于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１８ａ编程实现，并选用所有的空间面板模型并筛选得到结果如
表４所示。

表４　混合效应视角下备选空间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ＮＳＭ ＳＡＲ ＳＥＭ ＳＸＬ ＳＡＣ ＳＤＭ ＳＤＥＭ ＧＮＳＭ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２３７

（６．８４５）
－０．１３５

（－４．０３６）
０．２１０

（５．４２０）
－０．１７７

（－１．４３３）

０．５４５

（８．８４９）
－０．０６５

（－０．５６３）

０．１５１

（０．９５８）

０．４９０

（２．４８５）

ＦＤ
０．２１５

（４．７５２）
０．１５２

（３．４５６）
０．０４５

（１．０７０）

０．１２５

（２．７９１）
－０．０２８

（－０．６７４）

０．０６４

（１．５０７）

０．１７８

（３．７１７）
０．１６０

（３．３２３）

ＧＤＰ
０．３０５

（３．６５６）
０．４９５

（６．４６３）
０．５４０

（７．０７９）
０．４６８

（５．６９２）
０．５１１

（６．８３５）
０．６０１

（７．８０８）
０．６４４

（８．２２０）
０．５７５

（７．６１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０．０８２

（－４．５０１）
０．０４５

（２．７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１０８）

０．２４３

（４．６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３１２）

０．１３３

（２．６８１）
０．２０７

（３．３２７）
０．２６７

（３．９１１）

ＰＧＤＰ
－０．１５０

（－２．８５６）
－０．１２６

（－２．６１１）
－０．１２３

（－２．５８４）
－０．１４９

（－２．９３１）
－０．０７９

（－１．６７７）
－０．１２９

（－２．７１０）
－０．１４９

（－３．０３０）
－０．１４２

（－２．９２３）

ＬＡＢＯＲ
０．２９０

（３．８５７）
０．１０６

（１．５３５）

０．１５４

（２．２４２）
０．２５１

（３．４１２）
０．１８８

（２．７９４）
０．１２１

（１．７６３）
０．１０８

（１．５３４）

０．２０３

（２．９８０）

ＴＲＡＤＥ
０．１０７

（５．１５０）
０．０７８

（４．０５８）
０．０９２

（４．８１３）
０．１３８

（６．５７１）
０．０９２

（４．９５７）
０．１２３

（６．２４９）
０．１３６

（６．５４６）
０．１３４

（６．６２１）

ＩＱ
－０．０５６

（－１．９２６）
－０．１１４

（－４．２８２）
－０．０４９

（－１．５９３）

０．０５１

（１．５３４）
－０．０２８

（－０．９２８）

－０．０２４

（－０．７７０）

－０．０４２

（－１．３６６）

－０．０２８

（－０．９０３）

ＣＰＩ
０．０８４

（４．５１４）
０．０９５

（５．５２０）
０．０７６

（４．５０８）
０．０８２

（４．５１７）
０．０７３

（４．４１４）
０．０８２

（４．８８１）
０．０７８

（４．５４７）
０．０７１

（４．３１７）

ＴＷ×ＦＤ
０．６５０

（６．６８０）
０．３７５

（４．０７２）
０．２４９

（２．２９２）
０．１９８

（１．７７６）

ＴＷ×ＧＤＰ
－２．３４６

（－７．３２９）
－１．１９９

（－３．９９８）
－０．５９４

（－１．５７４）

０．１６９

（０．４５６）

ＴＷ×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０．３９９

（－４．７８８）
－０．１６６

（－２．１０５）
－０．３７０

（－３．０８５）
－０．５１７

（－２．９９６）

ＴＷ×ＰＧＤＰ
０．８２３

（４．２４４）
０．３０１

（１．６６０）
０．０８３

（０．３８５）

－０．０９４

（－０．４４４）

ＴＷ×ｌａｂｏｒ
１．６６３

（５．７１８）
０．６３１

（２．３０１）
０．７０８

（２．２０６）
０．５４０

（１．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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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ＮＳＭ ＳＡＲ ＳＥＭ ＳＸＬ ＳＡＣ ＳＤＭ ＳＤＥＭ ＧＮＳＭ

ＴＷ×ｔｒａｄｅ
０．２９５

（５．２７６）
０．０５４

（１．０１３）

０．１０２

（１．８２５）
０．１１４

（２．０６４）

ＴＷ×ＩＱ
－０．３７９

（－５．８０１）
－０．２７２

（－４．３３６）
－０．３０１

（－３．１８９）
－０．３０２

（－２．７４２）

ＴＷ×ｃｐｉ
０．３９０

（４．９４１）
０．１８１

（２．４３６）
０．２３０

（２．８２９）
０．２８１

（３．６２７）

ρ
０．６８４

（２８．４２５）
－０．５３２

（－１１．７２９）
－０．９０６

（－３９．２７０）

λ
０．６８８

（１８．６９３）
０．８６７

（６１．６６４）
０．６２７

（１５．１９３）
０．７１４

（２１．３４５）
０．９２７

（１２９．０９７）

对数似然值 １７１．０２２ ３８２．２６７ ４０７．８６１ ２９５．３８２ ４３８．０２７ ４４７．５３４ ４５５．６１６ ５５３．９５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３５９ ０．４６１ ０．４７２ ０．４１７ ０．４８９ ０．４８６ ０．４９０ ０．５３７

随机扰动项

方差估计值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７

Ｎ ２５４４ ２５４４ ２５４４ ２５４４ ２５４４ ２５４４ ２５４４ ２５４４

　　注：括号内为Ｔ统计量，、和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１％、５％和１０％的假设检验。

数据来源：根据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１８ａ计算整理而得。

根据表４中模型的估计结果发现，部分模型———ＳＥＭ、ＳＡＣ、ＳＤＭ的解释变量系数不显著，因此无
法作为筛选的备选模型。将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备选模型，都进行固定、随机效应估计以进行比较分

析，最终选定ＳＡＲ模型应用于空间溢出效应分析①。使用ＳＡＲ模型对结果进行重新估计，结果见表５。

表５　基于ＳＡＲ模型的固定、随机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名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时间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ＦＤ
０．１５５

（３．５２３）
－０．１３１

（－１．７３８）
－０．１６１

（－１．９５８）
－０．０９８
（－１．３８６）

ＧＤＰ
０．４８５

（６．３５６）
０．６７１

（３．１６６）
０．４９６

（２．３４４）
０．５２４

（３．１８９）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０．０４４

（２．６３０）
０．８５２

（３．０５０）
０．１２１
（０．４５５）

－０．０３４
（－０．５１３）

ＰＧＤＰ
－０．１２０

（－２．５０２）
－０．０９４
（－０．９５３）

－０．０４０
（－０．４０３）

－０．０８０
（－０．９５６）

ｌａｂｏｒ
０．１１３
（１．６４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９８）

０．１５０
（０．６８３）

０．３００

（２．２４４）

ｔｒａｄｅ
０．０８０

（４．１４７）
０．１３９

（４．４２５）
０．１５６

（４．９６２）
０．１４１

（４．７８２）

ＩＱ
－０．１１０

（－４．１１７）
０．０４２
（１．０８５）

０．０６８

（１．７１１）
０．０５１
（１．３７１）

ｃｐｉ
０．１０８

（６．１８９）
－０．０１１
（－０．７９９）

０．０１０
（０．７１１）

－０．００８
（－０．５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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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只列出ＳＡＲ模型在固定与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其他模型的估计结果因篇幅原因并不在文中列出。



表５（续）

变量名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时间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ρ
０．６７８

（２８．０８４）
０．０８９
（１．０２３）

０．１８３
（０．８３１）

０．２４４

（３．５１７）

Ａｄｊ－Ｒ２ ０．４６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５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３９３．５５３ １８４５．９６２ １８８２．７１９ １８１１．１０５

　　注：括号内为Ｔ统计量，、和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１％、５％和１０％的假设检验。
数据来源：根据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１８ａ计算整理而得。

比较表５中的结果可以明显发现，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 －时间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随机效应
模型的解释变量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显著性不高，修正后的 Ｒ２较低，模型的拟合效果
较差，因此很明显应该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分析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

响的空间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四）ＳＡＲ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溢出效应估计结果分析
在完成了空间面板模型的筛选和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选择后，分析空间溢出效应的直接、间接

和总效应水平。表６和表７报告了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投资影响的估计结果。表６说
明，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这表明东道国整体的金融发展水

平越高越能够促进中国对该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增长，且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相关性。

无论是非空间模型回归还是空间模型回归，东道国金融发展均能显著地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

直接投资，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吸引中国的直接投资，即东道国金融发展能够促进中国ＯＦＤＩ。
东道国金融机构的发展显著正向促进中国ＯＦＤＩ，金融市场的发展存在显著负向的效应，并且金融机构和
金融市场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都要显著大于直接影响。分别对金融发展（ＦＤ）、金融机构（ＦＩ）和金融市
场（ＦＭ）进行个体固定效应估计显示。首先，东道国整体金融发展水平（ＦＤ）对中国ＯＦＤＩ具有更强的显
著正向影响，相比ＦＩ和ＦＭ的系数更大，且ＦＤ和ＦＩ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说明东道国金融发展越完善，
金融机构规模越大，越容易促进中国对本国和临近经济体的ＯＦＤＩ。东道国金融行业和金融机构会产生
集聚效应，且有助于东道国和邻近国家获得更高质量和更多品种的金融服务，为中国ＯＦＤＩ进入该国和
邻国市场降低了进入成本，提供了便利条件。其次，地区内的金融发展和金融机构的发展具有正向的外

部性，而金融市场的发展则会产生负向的影响。ＦＤ和ＦＩ的发展会推动中国对邻近地区的ＯＦＤＩ，从而缩
小邻近地区与东道国之间的区域性差异，而ＦＭ则相反，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发展越完善，越会对邻近地区
的金融市场产生挤出效应，使二者面临较强的竞争关系，从而吸引中国ＯＦＤＩ更多的选择流入东道国而
非邻近国家。最后，通过比较ＦＤ、ＦＩ和ＦＭ的系数可以发现，三个变量的间接效应都明显大于直接效应
的系数，这说明ＦＤ和ＦＩ虽然都表现为促进邻近地区的ＯＦＤＩ，但彼此之间仍然存在竞争关系，东道国的
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机构的发展水平可以通过影响相邻国家的中国ＯＦＤＩ进而对东道国的中国ＯＦＤＩ产
生影响，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东道国的中国ＯＦＤＩ的影响则与之相反。

控制变量对中国ＯＦＤＩ的影响则存在明显差异性影响。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直接效应为正，东
道国市场规模与中国ＯＦＤＩ投资规模显著正相关，说明中国ＯＦＤＩ对东道国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的动
机驱动投资，而东道国的人均ＧＤＰ（ＰＧＤＰ）则对中国ＯＦＤＩ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为人均 ＧＤＰ水平
越高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也会越高，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发达国家的ＯＦＤＩ。劳动力资源禀赋（ｌａｂｏｒ）
对中国ＯＦＤＩ的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在加入ＦＩ和ＦＭ时系数则显著为正，且在ＦＩ发展较强的条件下
对中国ＯＦＤＩ影响较强。劳动力具有较强流动性，劳动力资源禀赋越高，可以为东道国和相邻国家创
造更多价值，吸引中国ＯＦＤＩ投入，有利于提高东道国劳动生产效率，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距离（ｄｉｓ
ｔａｎｃｅ）系数显著为正，贸易水平（ｔｒａｄｅ）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在ＦＤ、ＦＩ和ＦＭ三者条件下影响系数相近，
说明在双边贸易会促进中国对东道国更多地投入 ＯＦＤＩ，贸易支持了中国在东道国投资的信心和政

·０１·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８期）　　　　　　　　　　　　　　　　　　　　　　　　　　　



策。双边贸易水平越高，中国ＯＦＤＩ越能获得更多收益。紧密的地理关系和贸易联系，周边国家的金
融集聚效应放大了金融发展对东道国吸引中国ＯＦＤＩ的影响［５］５１。制度环境（ＩＱ）系数显著为负，也印
证了众多研究学者对中国ＯＦＤＩ区位选择的观点，即中国倾向于选择东道国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进行
投资。因为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国家，外资流入越多，中国ＯＦＤＩ在该国市场越容易受到更多约束，这样
反而不利于中国ＯＦＤＩ进入东道国。通货膨胀率（ｃｐｉ）代表东道国经济发展潜力，增长越迅速的通货
膨胀率代表东道国消费市场具有更多的消费需求和发展前景，有利于企业进入打开市场，显著促进中

国ＯＦＤＩ的进入。

表６　东道国金融发展、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对中国ＯＦＤＩ影响的ＳＡＲ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名 （１） （２） （３）

ＦＤ
０．１５５

（３．５２３）

ＦＩ
０．０６７

（１．６８７）

ＦＭ
－０．０３６

（－１．９５８）

ｇｄｐ
０．４８５

（６．３５６）
０．５０１

（６．５８２）
０．５０３

（６．６０６）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０．０４４

（２．６３０）
０．０３３

（２．００４）
０．０３５

（２．１４７）

ｐｇｄｐ
－０．１２０

（－２．５０２）
－０．０５６

（－１．１５５）
－０．０６８

（－１．４７７）

ｌａｂｏｒ
０．１１３
（１．６４２）

０．１４１

（２．０４７）
０．１３４

（１．９６４）

ｔｒａｄｅ
０．０８０

（４．１４７）
０．０７９

（４．１４５）
０．０７９

（４．１４４）

ＩＱ
－０．１１０

（－４．１１７）
－０．０６２

（－２．２４１）
－０．０７３

（－２．８９５）

ｃｐｉ
０．１０８

（６．１８９）
０．０９７

（５．６３１）
０．０９９

（５．７５７）

ρ
０．６７８

（２８．０８４）
０．６９３

（３０．３８０）
０．６９４

（３０．０７９）

Ａｄｊ－Ｒ２ ０．４６３ ０．４６３ ０．４６３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３９３．５５３ ３９１．８３３ ３９２．３２４

　　注：括号内为Ｔ统计量，、和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１％、５％和１０％的假设检验。
数据来源：根据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１８ａ计算整理而得。

表７　ＳＡＲ模型估计结果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①

变量名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ＦＤ ０．１５５ ０．２２０ ０．３７５
ＦＩ ０．０６８ ０．１５１ ０．２１９
ＦＭ －０．０３６ －０．０８１ －０．１１７

　　数据来源：根据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１８ａ计算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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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篇幅所限，正文只报告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估计结果，控制变量的结果和完整表格可向作
者索取。



（五）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扩展检验

上文分析表明，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ＯＦＤＩ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机构的正向影响没
有金融发展的影响强，而金融市场则带来了负向影响，且三者邻近国家间的溢出效应要大于直接效

应。基于以上分析，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量（ＥＰＵ）并展开讨论，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ＥＰＵ）如
何调节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ＯＦＤＩ的影响，结果如表８所示，在前面的分析基础上加入ＥＰＵ与
ＦＤ的交互项进行估计。

从表６和表８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加入 ＥＰＵ后 ＦＤ对中国 ＯＦＤＩ的影响显著为正且作用更明
显，且空间溢出效应同样要大于直接效应，空间的溢出效应是直接效应的两倍多。ＳＡＲ模型的空间滞
后系数ρ为０．６９１且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东道国金融发展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对东道
国的直接投资受到“第三国”的显著影响，且东道国邻近地区国家的中国ＯＦＤＩ可以促使中国ＯＦＤＩ流
入东道国，存在互补效应。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强，对东道国内和邻近国家间的空间溢出效应的

正向影响越强，越能吸引中国ＯＦＤＩ。即在经济政策高度不确定性时期，投资与资本成本之间的负向
关系强度会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对于那些在强烈依赖政府补贴和政府消费的行业中经营的

企业以及在国家所有权较高的国家中经营的企业来说，投资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降低。与价格信息

渠道一致，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降低来自更不透明国家的企业、分析师覆盖率低的企业、没有信用

评级的企业和小企业的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扭曲了投资与资本成本之间的
基本关系。

表８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金融发展对对外投资的影响

变量名 空间溢出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ＥＰＵ×ＦＤ
０．２６１

（２．６５２）
０．２６３ ０．５８０ ０．８４３

ＧＤＰ
０．４６１

（５．９１６）
０．４６５ １．０２６ １．４９１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０．０４１

（２．５１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９１ ０．１３２

ＰＧＤＰ
－０．０８３

（－１．８１８）
－０．０８３ －０．１８４ －０．２６７

ｌａｂｏｒ
０．１５２

（２．２１３）
０．１５４ ０．３３９ ０．４９３

ｔｒａｄｅ
０．０７９

（４．１３４）
０．０８０ ０．１７６ ０．２５６

ＩＱ
－０．０９１

（－３．６９９）
－０．０９２ －０．２０３ －０．２９５

ｃｐｉ
０．０４６

（１．７４４）
０．０４７ ０．１０３ ０．１５０

ρ
０．６９１

（２９．２８３）

　　注：括号内为Ｔ统计量，、和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１％、５％和１０％的假设检验。
数据来源：根据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１８ａ计算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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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８年全球１５９个国家及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和中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
的直接投资数据，通过建立不同的邻接矩阵、地理矩阵和空间嵌套经济权重矩阵共四种空间权重矩阵

和时间权重矩阵计算得到的内生时空权重矩阵，通过比较和考察筛选出最适合的矩阵和空间面板模

型，实证检验了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ＯＦＤＩ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的重要作
用。实证结果表明①：第一，通过比较计算所得时空权重矩阵的有效相关性检验结果得知，基于地理权

重矩阵与经济权重矩阵相乘得到混合空间权重矩阵与内生时间权重矩阵计算所得的内生时空权重矩

阵是最能合理适用于本文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分析的；第二，经过估计并最终选择ＳＡＲ个体固定效应
模型作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能够得到最接近的结果；第三，估计结果表明，东道国金融发展会显

著地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吸引中国的直接投资，且对

邻近国家的空间溢出效应要大于对东道国的直接影响，即东道国金融发展能够促进本地区和邻近国

家的中国投资水平，东道国金融机构的发展存在显著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金融市场的发展存在显著

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两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都要显著大于直接效应；其他重要控制变量在模型

中存在差异性影响，其中制度环境的作用与前人研究相同，中国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不发达的东道国

进行投资，并且制度环境的影响在相邻国家间存在替代效应；第四，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强，对东

道国内和邻近国家间的空间溢出效应的正向影响越强，越能吸引中国 ＯＦＤＩ，因为 ＥＰＵ会降低中国企
业和投资者对投资成本的敏感性，从而增加中国ＯＦＤＩ。

（二）政策建议

１．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关注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情况。中国重视对外开放引入外资的过
程，外商直接投资为中国经济整体发展带来重要影响，增加了本土市场活力和竞争，带来技术溢出效

应，因此不止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对所有国家来说都广受重视。同样地，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既

要重视“引进来”，也要鼓励“走出去”。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利用东道国的金融资源，缓解融

资约束，利用外部先进技术，从而提高本土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配置资本流向，分散本国经营风

险，升级传统产业。相关部门也应该鼓励双向投资通道，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政策

支持。

２．考察东道国金融发展的空间联动效应势在必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不仅需要
关注东道国金融发展状况，对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成长也需要充分考虑。同时应该把东道国邻

近国家的金融发展状况纳入考量范围。充分考虑国别和地区差异，制定适合不同区域和国家的对外

投资政策。关注东道国以及邻近国家间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可以加快推进金融机构

的区域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

３．关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趋势，从而控制对外直接投资体量。面对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趋势日益增长的现状，企业应该关注东道国的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和发展特点，优化投资布局，提高投

资水平。政府应该加强对企业投资的宏观引导，避免政策不确定性在东道国以及东道国周边国家带

来的连锁反应，规避投资风险，规避和减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投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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