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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研究

引言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

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外大量成果已验证了

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着正

向的推动作用。如Barrios，Gorg和Strob

（2000）、Keith和 James（2001）、Robert

（2002）、Tuan 和Ng（2004）等通过研究

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本国企业生产结

构的调整优化和相关产业的升级。我国学

者近年来也展开了相关研究，分析了对外

直接投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区位和产业

选择（李逢春，2013；李敬子，2012），剖

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遇芳，2013；杨建清、周志林，2013；李

逢春，2012）。现有的研究和理论成果主要

集中在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区

位和产业选择、机理关联、升级效应等方

面，在分析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影响因素

■ 俞佳根1、2  博士生   叶世康2（1、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沈阳   110036

2、浙江万里学院商学院   浙江宁波   315100）

▲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部软科学重大招标项目（2012GXS1B001）；浙

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LY12G02004）；宁波市软科学项目

（2014A10061）；宁波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建中心研究项目（NZKT201217）

◆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时大多采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分析理论，得

出的结论不尽相同。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的演化情况是怎样的？不同区域之间产业

结构升级水平是否存在一定的空间关联？

除了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分析理论，能否从

空间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

业结构升级水平？现有理论成果还未能很

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基于此，本研究通过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我国产业

结构升级水平的时空演化格局，运用地理

探测器模型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

构升级水平的内在联系。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测度

本文采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R 作为测

度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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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
2it
、Y

3it
分别表示为第i个区域

在t内第二、第三产业产值，Y
it
为第i个区

域在t时期内的生产总值。

（二）地理探测器模型

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差异受到经济、社

会、自然等多种环境和不同因素的影响，地

理探测器模型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最早应

用于地方性疾病的致病因子探测（W a n g

JF 和 Hu Y，2012），其模型如下：

 （2）

式中，PD，U 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影

响因素探测力指标；nD，i为次一级区域样

本数；n为整个区域样本数；m为次级区域

个数；整个区域σ 2U 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的方差；σ 2UD，i 为次一级区域的方差。

PD，U 取值区间为[0，1]，当PD，U 为0

时，表明对外开放度分布呈随机分布，

PD，U 越大，说明影响因子对产业结构升

级水平的影响越大。

（三）数据来源

本文以产业结构层次系数R 作为研究

对象，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我国对外直

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进行分析。鉴

于海南省的空间邻居定义具有较强的主观

性，据此予以剔除，选取其余30个省（市、

区）作为研究区域。本文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采用商务部公布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流量和存量数据，其他数据均来自于

2003-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空间数据

的采集处理由Arcview3.2软件统计完成。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时

空演化特征

（一）不同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存

在差异且差异趋于均衡

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总体呈现

“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特点，华北、华东

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高，东北、西北、西

南、中南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相对较低。

2002-2012 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

平变异系数总体趋于下降的态势，区域间

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趋向均衡。变异系数在

200 3 年下降后又快速上升，幅度较为明

显，主要是我国加入WTO 后产业结构调整

进入波动磨合期，各省、市、自治区先后

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

由于产业结构基础存在差异，政策扶持力

度不同，直接导致了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升

级水平存在较大差异。2004-2012 年，变

异系数呈缓慢下降态势，说明我国区域间

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差异逐年降低，产业结

构升级水平总体趋向均衡。究其原因，主

要是我国各地区充分响应国家关于产业结

构调整升级的有关政策，大力引进先进技

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由劳动密集

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特

别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深入实

施，中原经济区建设战略的实施，中西部

内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有了较大提升，

与东部沿海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差距不

断降低。

（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核心区域逐

渐显现

通过Arc v i e w 3 . 2 软件依次绘制出

2002、2007 和 2012 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水平的局部空间自相关程度的LISA图后分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

方法，分析了我国2002-2012年产业结构

升级水平时空格局演化，并就对外直

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进行了研

究。结果表明：近十年，我国不同区域

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差异趋于均衡；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核心区域逐渐

显现，上海、江苏已经成为我国产业结

构升级水平的核心区域；对外直接投

资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主要因

素之一，两者存在高度的相关性。此

外，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还受多种

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不同要素对产

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影响力存在差异。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产业结构升

级   空间自相关   地理探测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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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发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局部空间

自相关关系存在高高空间集聚、高低空间

聚集、低高空间集聚和低低空间集聚四种

类型。低高空间集聚区域、低低空间集聚

区域和高低空间集聚区分布较为稳定，高

高集聚区域则变化较大。低低空间集聚区

域集中在四川、云南、广西、贵州、西藏五

个地区徘徊，表明这5 个地区的产业结构

升级水平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同时对周边

区域的负辐射程度较强，两者空间差异较

小。河北一直是低高空间集聚区域，表明

河北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较低，而周边区域

如北京、天津等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较高，两

者空间差异较大。青海一直是高低空间集

聚区域，表明青海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较高，

而周边区域如新疆、西藏、甘肃等产业结

构升级水平较低，两者空间差异较大。

2007年，上海、江苏2个地区成为高高空

间集聚区域，表明此时上海、江苏的产业

结构升级水平迅速提升，对周边省市的正

辐射效应较强，浙江、安徽、山东等地区

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也显著提高。2012 年我

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LISA集聚区域基本保

持稳定，上海、江苏依然是高高空间集聚

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高高空间集

聚区趋于稳定，可见上海、江苏2个省份已

经成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核心区域。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

构升级水平分析

为了动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

构升级水平的内在联系，本文将2 0 0 3 -

2012 年我国30 个省（市、区）非金融类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数据标准化后在

ArcGIS软件中进行自然聚类分级，共分为

三级三个区域，同时将30 个省（市、区）

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标准化，根据地理探

测器模型，分别计算出2003-2012 年非金

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对产业结构

升级水平的P 值，结果如表1 所示。

由表1 可知，2003-2012 年，对外直

接投资存量对产业结构

升级水平的影响P 值介

于0.89至0.96之间，表

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是

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主

要因素之一，两者存在

高度的相关性。对外直

接投资流量对产业结构

升级水平的影响P 值除

2009 年异常较低外，其

余年份在0.83 以上，表明2003-2008 年

和2010-2012 年这两个阶段，对外直接投

资流量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有很高的影响

力。2009 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对产业结构

升级水平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影响不大。究

其原因，可能与当年我国各省份对外直接

投资流量在全国范围内较为均衡有关。

为了全面分析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差异的影响因素，同时考虑到数据获取的

一致性、连续性、可比性，本研究尝试从

经济发展水平（G D P）、能源（电力消费

量）、资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商投

资总额）、劳动力（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

数）、消费水平（最终消费支出、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技术进步（专利申请授

权数、技术市场成交额）、国际贸易（进出

口总额）等7个方面选取10个代表变量来

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影响因素分析。将

相关指标标准化，在ArcGIS中进行自然聚

类分级，根据地理探测器模型，利用公式

（2）分别计算出2003 年、2007 年和2012

年各要素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P 值，结

果如表2 所示。

由表2 可知，2003-1012 年我国产业

结构升级水平受到能源、资本、劳动力、消

费水平、技术进步、国际贸易、经济发展

水平等多要素的影响，P值均在0.6以上，

表明这些因素都是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水平的主要因素。除外商投资总额变量外，

其他影响因素的P 值均呈现先降后升的态

势，表明不同时间不同要素对产业结构升

级水平的影响力存在差异。

结论

第一，我国不同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水

平差异趋于均衡。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

水平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

特点，2002-2012 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

平变异系数总体趋于下降的态势，西部内

陆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差距不断降低，区域间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趋向均衡。

第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核心区域

逐渐显现。四川、云南、广西、贵州、西藏

等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一直处于较低水

平，对周边区域的负辐射程度较强。2007

年，上海、江苏2个省份成为我国产业结构

升级水平的高值正相关区域，表明此时我国

产业结构升级水平集聚区域已经显现。

2012年，上海、江苏2个省份依然是我国产

业结构升级水平的高值正相关区域，表明此

时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集聚区域已经趋

于稳定，上海、江苏2个省份已经成为我国

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核心区域。

第三，对外直接投资是影响我国产业

结构升级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两者具有

高度的相关性。此外，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

平还主要受能源、资本、劳动力、消费水平、

技术进步、国际贸易、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且不同时期不同要素对产业

结构升级水平的影响力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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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0 0 3 - 2 0 1 2 年非金融类投资流量和存量影响 P 值

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网站数据综合整理。2003 年为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数

据，新疆数据包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表 2  各要素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 P 值

产业观察 Estate  Obser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