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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了“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即“一

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为“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再添新

动力。我国企业借着时代的东风，打破了地域的限

制，不断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规

模，助力经济新常态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经济

持续增长。2017年，我国“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全面

务实合作的新阶段。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
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近 143.6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5个百分点。同时与沿线国家

61个国家新签订承包项目合同数量为7217份，合同

总金额达 1443.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4.5%。“一带

一路”战略背景下，我国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

及合作，使得国内过剩的产能和外汇储备能够与沿

线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其他相对优势结合，促进

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

然而，绵延万里的古丝绸之路也蕴含着诸多的

风险。“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沿线

国家总体上处于经济发展上升期，产业基础薄弱，国

家政权面临较多的不稳定因素。此外，沿线部分国家

虽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裕，但也是多个世界大国的

利益交汇处，地缘政治博弈严重，甚至面临着恐怖主

义和外部战争的威胁（夏先良等，2016）。我国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规模始终在不

断扩大。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资金主要流向新加坡、老挝、印度

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柬埔寨、俄罗斯等国家

和地区。据《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

（2017）》评级数据显示，在政治风险方面，“一带一

路”国家整体排名属于中等偏低位置。在所选取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中只有新加坡是唯一的政

治风险评级处于AA级的国家。

政治风险指的是一国政府的稳定性，包含法制

水平和外部冲突情况等。主流国际投资理论认为：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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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政治风险是企业安全投资的先决条件；东道国

政局稳定、面临的外部冲突较少等因素也是吸引外

资流入的重要条件。之所以讨论我国OFDI的政治

风险偏好问题，是因为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

资金大量流入了政治风险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

尤其是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

资的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那么这一不同于传统

投资理论中政治风险规避的投资行为是否意味着我

国OFDI真的存在政治风险偏好？我国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OFDI 与东道国政治风险的

具体关系又是怎样的？以下研究将围绕上述两个问

题展开。

二、文献综述

（一）主流观点

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政治风险偏好

的问题，学者们多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分析东道国

各项具体的政治风险指标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和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相对于传统投资理论中风险规避

的投资策略，我国OFDI偏好于向政治风险较高的

国家进行投资。例如：Buckley等（2007）通过对我国

1984 ~ 2001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我

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加倾向于政府不稳定、法律制度

不完善的国家，表现出与传统跨国投资经验明显不

同的政治风险偏好。张宏、王建（2009）采用分量回归

的方法分析得出，东道国制度质量、腐败等因素对我

国 OFDI 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Kolstad、Wiig
（2012）认为东道国的制度、政治环境越差，尤其是政

治违约风险越大，则越能够吸引我国OFDI流入。沈

军、包小玲（2013）以我国对非洲国家和地区的直接

投资为研究对象，发现我国OFDI存在金融风险偏

好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偏好。

第二种观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基本与传

统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相符，倾向流入政府治理水

平较高、法律体系较为健全的国家和地区，并未表现

出政治风险偏好。相反，东道国较差的政治制度会对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抑制效应。阚大学等（2013）、
杨亚平和高玥（2017）通过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

东道国与我国之间较大的制度差异以及东道国较差

的政府治理水平都将阻碍我国资金的流入。宗芳宇

等（2012）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政权更迭越频繁，政

局越不稳定，我国OFDI的流入量越小。

（二）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产生以上两种截然不同观点的原因

可以分为以下方面：

投资动机的多样化会影响我国对外投资与东道

国政治风险之间的关系。Dunning（1987）将对外直

接投资的动机分为自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效

率寻求型及战略资产寻求型四类。王永中（2016）采
用我国对 115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分析认为，我

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不同类型的资金流入国表现出

不同的投资动机。Hajzler（2014）、杨娇辉等（2016）认
为东道国的政治环境比较差，政治违约风险较高的

情况下，若东道国拥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则一样

能够吸引OFDI流入，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出

现政治风险偏好特征。自然资源寻求动机使得自然

资源丰富的国家能够吸引大量的外资，并且丰裕的

自然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能对政治风险起到替代作用

（韩民春、江聪，2017）。刘敏、刘金山（2016）研究表

明，具有市场寻求动机的OFDI偏好经济发展水平

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在市场寻求动机下，我国OFDI
可能会表现出政治风险偏好。

双边政治关系、文化距离是影响我国OFDI风
险偏好的重要因素。潘镇（2015）通过分析双边政治

关系与我国OFDI之间的关系得出，对于政治、制度

风险较大的东道国而言，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可以

有效降低我国OFDI投资风险。凌丹、张玉芳（2017）
认为我国OFDI偏向于监管质量完善、民主化程度

较高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且国家关系与腐败

控制以及政府稳定性之间存在着替代效应。双方投

资协定（BIT）的签订被看成是双方贸易友好往来与

便利化的象征，我国OFDI倾向于流入已签订BIT
的东道国，在此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政治风险，

可能产生政治风险偏好，但BIT又能有效地防范政

治风险（宗芳宇，2012）。此外，在文化距离方面，东道

国与我国适度的文化差异有利于保障我国企业投资

的安全，一旦双方文化差异过大将会使得我国对外

直接投资面临风险（蒋冠宏，2015）。
（三）问题的提出

目前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与我国

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文献不多，且多以政策理

论分析为主。整体而言，欧亚大陆在地缘政治方面，

正在由东向西形成一个“社会政治动荡风险弧”，而

这一区域正好与我国“一带一路”战略重点区域多处

重合（黄河、Starosin Nikita，2016）。也有部分学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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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风险对我国OFDI
的影响，如：东道国存在内外部风险、我国对外直接

投资结构、双边政治关系等问题。目前，我国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还是以基础建设为主，有明显

的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林良沛、揭筱纹，2017）。此
外，双边高层会晤、政府之间的沟通及沿线国家政府

良好的治理水平，对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郭烨、许陈生，

2016）。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或新兴

经济体，政治环境复杂，政治风险日益成为影响我国

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相对于已有文献，本文的

研究特色主要体现为：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政治风险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及我国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特征将

会是研究的热点。其次，本文除考察政治风险这一核

心变量之外也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数

量、自然资源等纳入考虑范围，分析以上因素对我国

OFDI的具体影响，并说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否存在风险偏好。最后，本文运用

扩展引力模型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样本分别按

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分类并进行实证检

验，结合实证结果说明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直接投资面临的来自东道国方面的具体政治风

险，分析原因并提出对策措施。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一）模型设定

Tinbergen（1962）最早运用引力模型来研究双

边贸易问题，其得出的结论为：双边贸易流量与两国

之间的距离成反比，而与双边的经济发展水平成正

比。此后，学者们纷纷就自己研究的重点对该模型进

行拓展，将其他因素（政策、共同语言、劳动人数）等

加入该模型中分析作用方向和作用大小。张亚斌

（2016）、杨丽君（2017）分别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税负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引入投资引力模型，

分析其与我国OFDI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梳理引力

模型在贸易、投资领域中实际应用的基础上，将政治

风险变量引入该模型，分析我国OFDI 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所表现出来的投资特征。具体模

型设定如下：

lnofdiit=α+β1lncgdpit+β2lngdpit+β3lnlabit+
β4lnranit+γlngriskit+δlnXit+εit

其中：ofdiit表示我国在第 t年对“一带一路”东

道国 i的直接投资存量；cgdpit为人均GDP，用来表

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gdpit表示东道国的市场

规模；labit表示东道国劳动力人数；ranit表示东道国

自然资源禀赋状况；griskit为东道国政治风险，是核

心解释变量，主要包括政府稳定性（gst）、政府有效

性（gef）、军事干预政治（mit）、外部冲突（ect）、法制

（grl）、腐败（gec）六个变量；Xit表示引力变量，衡量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

成本（dis）；myc为东道国贸易开放度；εit为随机误

差项。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 样本选取。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涉及65个国家和

地区，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了其

中35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占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一

半以上。根据《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

（2017）》中“一带一路”国家子报告显示，截至 2015
年年底，我国对上述 35个国家直接投资的总量达

1123.68 亿美元，占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97.14%。2006年我国“走出去”战略全面推进，本文

收集 2007 ~ 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 35个国家和地

区的相关数据，并剔除缺失严重和异常值数据，对个

别缺失数据使用插值法进行补齐。

2. 变量选取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考虑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

量数据每年正负不定，短期数据波动较大，不便于统

计分析，也不能说明一段时间内我国对沿线国家直

接投资的整体规模，因此本文选取 2007 ~ 2015年我

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ofdi）的存量数据作为被

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

报》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

（2）核心解释变量：政治风险变量。政治风险是

标准普尔、国际国别风险评级指南机构（ICRG）、世
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WGI）等各大评级机构及评

价体系关注的重点，并且会就东道国的政府稳定性、

治理有效性等方面通过打分的形式进行考察。其中

ICRG的评级更具特色，在金融、经济、政治三类风

险指标中，政治类指标占据大部分，偏重于考察直接

投资风险中的政治风险，通过评分的方式进行评级，

分数越高，风险越低。本文依据各大评级机构常用政

治风险评级指标和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方法

（CROIC-IWEP）中政治风险指标，选取下列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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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东道国政治风险：政府稳定性（gst），表示政府

所宣布政策的能力以及保持政权的能力，分数设置

在0 ~ 12分，分数越高表示政府越稳定，数据来源于

ICRG。政府有效性（gef），表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

质量，行政部门办公质量以及政府能独立于军事做

出决策的能力，分数设置在-2.5 ~ 2.5分，分数越高

表明政府有效性越高，数据来源于WGI。为实证部

分取对数进行模型估计需要依据杨娇辉（2016）的转

换方法，将变量数据转换为政府有效性（gef+2.5），
因此将其取值区间变为（0，5）。军事干预政治（mit）
表示军事部门对一国政治的参与程度，分数设置在

0 ~ 6分，分数越高表示军事干预政治越不严重，风险

越低，数据来源于 ICRG。外部冲突（ect）通常来自国

外的行为给政府造成的压力，主要包括暴力压力，例

如跨境战争等。分数设置在0 ~ 12分，分数越高表明

外部冲突越不严重，风险越低，数据来源于 ICRG。

腐败（gec）表示政治体系的腐败程度，分数设置在 0
~ 6分，分数越高表示政府腐败程度越低，数据来源

于 ICRG。法制（grl）表示政府履约质量、对产权的保

护程度，分数设置在-2.5 ~ 2.5，分数越高表示法制

程度越高，数据来源于WGI，同理将数据转换为法

制（grl+2.5），因此取值区间变为（0，5）。
（3）控制变量。劳动力人数（lab），数据来源于世

界银行数据库。目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运输和公共事

业方面，所需劳动力较大。刘海平等（2014）研究表

明，在高、中收入的东道国中劳动人口数与我国对外

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自然资源禀赋

（ran），本文采用单位燃料、矿石和金属出口收入来

表示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情况，具体采用燃料、矿石

和金属出口比重之和乘以出口总收入，数据来源于

世界银行数据库；东道国市场规模（gdp），即东道国

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东道国经济发

展水平（cgdp），用东道国人均GDP进行表示，数据

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4）引力变量。地理距离成本（dis），表示根据我

国距离东道国的地理距离计算的运输成本，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交易成本，本文采用国家间的地理距

离乘以 2007 ~ 2015年间布伦特原油现货的平均价

格来表示，数据来源于法国前景研究与国际中心数

据库（CEPII）；贸易开放度（myc），即东道国每年进

出口额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数据来源于世

界银行数据库。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四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与回归模型选择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为了避免“伪回

归”现象，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LLC
和PP-Fisher两种方法对各面板序列的平稳性进行

检验。其中所有变量取对数后数据都通过了LLC检

验，只有 lndisit、lngecit、lnmycit、lnmitit 四个变量在

LLC方法下检验结果是平稳的，但是在PP-Fisher方
法下检验结果显示 P值均大于 0.05，但是经过一阶

差分之后，变量都是平稳的，分别用 lndisit1、lngecit1、
lnmycit1、lnmitit1表示。具体检验结果见表2。

Variable

lnofdiit
lngefit
lngstit
lngrlit
lnectit
lnmitit1
lngecit1
lngdpit
lncgdpit

lnranit

lnlabit

lnmycit1
lndisit1

Levin，Lin&Chut∗
t-value
-17.1676
-16.7579
-11.9059
-13.4737
-8.8284

-324.2290
-9.1553
-6.8679
-8.0553
-8.6832
-8.7918

-25.8005
-8.5088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obs
273
266
246
232
91
31
58

273
275
277
274
223
245

PP-FisherChi-square
t-value
111.4490
117.5220
109.5640
217.9500
90.4232
29.0591
84.9353

136.9930
152.3200
77.7233

132.2560
206.1550
102.8670

P
0.0010
0.0003
0.0003
0.0000
0.0000
0.0012
0.0000
0.0000
0.0000
0.2463
0.0000
0.0000
0.0064

obs
280
280
256
245
96
35
63

280
280
280
280
238
245

变量

ofdi
gef
gst
grl
ect

mit

gec
gdp
cgdp
ran
lab
myc
dis

预期
符号

+
+
+
+

+

+
+
+
+
+
+
-

变量解释

我国向沿线各国的直接投资规模

东道国政府有效性

东道国政府稳定性

东道国法制水平，值越高法制程度越高

东道国外部冲突情况，值越高风险越低

东道国军事干预政治程度，值越高干预程度
越低

东道国腐败情况，值越高腐败程度越低

东道国市场规模

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

东道国自然资源丰裕程度

东道国劳动力人数

东道国贸易开放程度

东道国与我国之间的地理距离成本

表 1 变量名称及说明

表 2 基于LLC和PP-Fisher方法的变量平稳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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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检验结果可知，数据均已平稳，进而进行

协整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存在协整关系。经 F 检

验得，F=29.9067，拒绝原假设。因此本文认为建立个

体效应回归模型比建立混合回归模型更为合适。经

Hausman检验得P值小于0.05，可见建立个体固定效

应回归模型比建立个体随机效应回归模型更合适。

（二）实证检验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与我国OFDI
之间的关系。本文使用扩展引力模型，并且对所需使

用变量使用了对数形式，在数据通过平稳性检验的

同时也降低了异方差。首先为了避免政治风险变量

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也为了更好地观察各个

政治风险变量对我国OFDI的作用方向和大小，因

此分别将各个变量引入模型之中进行回归分析，即

模型（1）~模型（6）。

回归分析的结果中政治风险的各个具体变量，

即模型（1）~模型（6）中的grisk所对应的6个核心解

释变量的作用方向与预期有所出入，并且显著性水

平不一致。其中，政府有效性与法制水平对我国OF⁃
DI 的作用方向均为正，与预期一致，并且政府有效

性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政府稳定性、腐败、军事干

预政治及外部冲突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的

方向均为负，其中政府稳定性、腐败对我国OFDI的
反向作用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论似乎表明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存在

一定的政治风险偏好特征。

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可以归为以下几点：①我

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目前主

要集中于能源、交通运输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这类项目关系着沿线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

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水平，因此需要东道国政府具有

有效的执行力，有意愿为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提高行

政部门政策执行效率而做出努力，并且能够保证履

约质量，同时对我国OFDI产权进行有效保护。②沿

线国家和地区政府稳定性、军事干预政治的程度及

外部冲突情况表明了东道国面临的内外部政局情

况。一般而言，东道国政局越稳定，

军事冲突及战争几率越低，越能够

保障外资的安全，也越有利于吸引

我国OFDI流入（蒋冠宏，2015；凌
丹、张玉芳，2016）。目前，“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和

新兴经济体，政治环境复杂多变，政

治风险水平整体偏高，这在一定程

度上可能使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直接投资“被迫”表现出政治

风险偏好。③腐败控制程度较低的

国家存在的某些非市场性手段简化

了投资国企业进入东道国的程序，

能使海外投资企业快速融入东道国

的投资环境（沈军、包小玲，2013）。
沿线国家资源丰裕，充足的低价劳

动力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较为

宽松的政治管制在一定程度上为

我国OFDI提供了利用“非市场行

为”寻租的机会。

控制变量和引力变量中东道国

市场规模、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人

数与我国OFDI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与预期一致。这

充分说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具

有与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相一致的市场动机以及资源

动机，包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也正是在这一动

机的驱动下，我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也可能

同时表现出政治风险偏好的表象（杨娇辉，2016）。另

变
量

c

gdp

cgdp

ran

lab

myc

dis

grisk

R2

F值

P值

模型（1）
gst

-100.5875
（-6.342879）
1.575195∗∗∗
（3.293741）
-0.167902

（-0.417699）
0.316649∗∗∗
（3.342969）
5.325436∗∗∗
（4.508056）
-0.264404

（-0.687307）
-0.220863

（-1.077034）
-1.799065∗∗∗
（-4.662986）

0.848233
37.21501

0

模型（2）
gef

-95.47798
（-5.853824）
1.885038∗∗∗
（3.872385）
-0.190682

（-0.459386）
0.343256∗∗∗
（3.512599）
4.312778∗∗∗
（3.582705）

-0.42468
（-1.045314）

-0.104267
（-0.479219）

1.986713∗∗
（2.254333）

0.83914
34.7349

0

模型（3）
grl

-96.49608
（-5.773296）

1.91279∗∗∗
（3.864837）
-0.112774

（-0.26994）
0.327754∗∗∗
（3.326002）
4.469707∗∗∗
（3.655411）
-0.223008

（-0.540382）
-0.221593

（-1.025407）
0.032104

（0.035534）
0.836147
33.97861

0

模型（4）
gec

-103.1
（-6.29623）
1.808335∗∗∗
（3.725194）

-0.15555
（-0.37783）
0.331007∗∗∗
（3.413653）
5.067927∗∗∗
（4.177532）

-0.17734
（-0.45002）

-0.23236
（-1.10645）
-1.90677∗∗∗
（-2.84674）

0.84087
35.18472

0

模型（5）
mit

-96.37
（-5.8581）
1.912552∗∗∗
（3.896177）

-0.11277
（-0.27025）
0.331123∗∗∗
（3.36117）
4.4737∗∗∗

（3.690822）
-0.17848

（-0.43898）
-0.23417

（-1.09424）
-0.22859

（-0.53652）
0.836318
34.02127

0

模型（6）
ect

-96.5905
（-5.86812）
1.915568∗∗∗
（3.89425）
-0.11362
（-0.272）
0.327969∗∗∗
（3.333286）
4.477644∗∗∗
（3.677126）

-0.21876
（-0.54624）

-0.22301
（-1.04617）

-0.02583
（-0.02175）

0.836146
33.9785

0

表 3 沿线国家政治风险与我国OFDI之间的关系

注：∗、∗∗、∗∗∗分别表示系数估计值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

内数字为T统计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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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回归结果显示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程

度以及地理距离成本与我国OFDI之间呈负相关关

系。原因可能在于：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属于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偏低，

进而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形成了比较优势。②“一

带一路”战略旨在加强我国与沿线各国和地区之间

的合作，并且欢迎沿线各国搭乘我国经济发展的列

车，具有一定的援助意义。在一些大型基建项目上，

多为政府之间的合作，因此东道国本身的贸易开放

程度对我国OFDI的影响不大，甚至出现负相关现

象。③随着交通越来越发达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地

理距离在当前已经不再是阻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

素，因此就不难理解地理距离成本与我国OFDI之
间负相关但不显著的结论了。

2. 基于自然资源禀赋的政治风险偏好检验。全

样本的回归结果中表明我国OFDI在一定程度上存

在着政治风险偏好，并且这一特征很可能是由于我

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强烈的自然资源寻求动机

导致的。为了验证这一观点，本文将所选取的 35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分为两个子样本，即自

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和非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分类

标准参照Asiedu、Lien（2011）的研究，将燃料、金属

及矿石出口收入占GDP比重达到 50%以上的划分

为自然资源丰裕国家，反之则为非自然资源丰裕国

家。计算得出模型（1）~模型（6）中的政治风险各变

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5，因此不存在多重共

线性问题，将各变量一同引入引力模型中进行回归

分析。

（1）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样本进行政治风

险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各个政治风险变量、控制变量及引

力变量的作用方向和显著性效果，均与各个风险指

标单独回归检验的结果基本一致。其中在政治风险

变量中除政府有效性和外部冲突的系数为正，其他

政治风险变量的系数均为负，除政府稳定性系数显

著为负之外，其他政治风险变量并不显著。这表明我

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面临一定的政治

风险，但是没有出现明显的政治风险偏好。

（2）分别就自然资源丰裕国家和非自然资源丰

裕国家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检验，检验结果见表5。

由于主要观察的是政治风险中各个具体的核心

解释变量对我国OFDI的作用情况，因此表5中没有

列出控制变量的系数和T统计值。由回归结果得出，

不论在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还是在非自然资源丰裕

的国家，沿线国家的政府稳定性变量对我国OFDI
的作用方向均为负，并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

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整体上面临

着较大的政府稳定性风险。这一结论产生的原因是

“一带一路”国家整体政治稳定性偏低。

在非自然资源丰裕的沿线国家中，我国OFDI
似乎表现出明显的法制风险偏好，但这一特征在自

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样本中出现了逆转。原因是我国

在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具有强烈的自

然资源寻求动机，并且对东道国法制水平、产权保护

程度要求较高，这与国际直接投资的风险规避特征

一致。在非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中，我国OFDI明显

倾向于政府有效性较高的沿线国家。原因是：在非自

然资源丰裕的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主要涉及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东道国政府越注重公共产品和

服务的质量，越能够有效制定并执行此类政策，从而

越有利于吸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时这类国家通

常法制水平较低，使我国OFDI面临着一定的法制

控制
变量

gdp
cgdp
ran
lab
myc
dis
R2

F值

P值

回归系数

1.563799∗∗∗
-0.302982
0.345978∗∗∗
5.447301∗∗∗
-0.420113
-0.099053

0.853772
34.01627

0

T值

3.261117
-0.754659
3.647124
4.584986
-1.047226
-0.470916

解释
变量

gst
gef
grl
gec
mit
ect

回归系数

-1.695303∗∗∗
2.758387∗∗∗
-0.992344
-0.843135
-0.022164
0.400275

T值

-4.087677
2.731343
-0.860726
-1.26417
-0.052074
0.305263

表 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样本检验结果

表 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资源禀赋水平检验结果

解释
变量

gst
gef
grl
gec
mit
ect
R2

F值

P值

自然资源丰裕国家

回归系数

-2.69492∗∗∗
-3.493193
19.85051∗∗∗
-0.232971
-0.408913
-3.166411

0.923113
36.01828

0

T值

-3.29394
-1.13315
4.985818
-0.22767
-0.42077
-0.94494

非自然资源丰裕国家

回归系数

-1.28814∗∗∗
3.182666∗∗∗
-3.147295∗∗∗
-1.056531
0.459392
1.589071

0.860301
32.62199

0

T值

-2.82027
3.031657
-2.72748
-1.27881
1.018911
1.160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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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由此可以看出，我国OFDI在自然资源丰裕的

国家中有着明显的资源寻求动机，并且注重东道国

政府的法制水平，而在非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有着

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比较注重东道国的政府有

效性。

3. 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检验。我国对外直接投

资在不同经济体中所变现出来的特征不同，不同经

济发展水平的东道国政治风险对我国OFDI的具体

影响也是不同的。为了验证上述观点，根据联合国贸

易与发展会议有关经济体的划分标准，将“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全样本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

个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6。

由表 6可知，在发达国家子样本中，我国OFDI
在全样本中所表现出来的政府稳定性风险偏好现象

发生了逆转，我国OFDI明显偏向于政府稳定性较

高的国家。并且，除政府有效性变量外，其他解释变

量与我国OFDI之间均呈现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军

事干预政治的程度。这表明我国OFDI实际上不存

在政治风险偏好特征。原因也十分明确：经济越发达

的国家，市场经济发展越充分，政府越稳定，军事干

预政治的程度也就非常低，越有利于为外来投资营

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法制环境，越有利于吸引

我国OFDI流入。

在发展中国家子样本中，政府稳定性和外部冲

突对OFDI表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并且我国OFDI
偏向于政府有效性较高的国家。原因主要有两点：

①“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影响政治稳

定性的内外部因素，例如：国内政府更迭频繁、外部

冲突的压力等，而我国OFDI流入这类国家过程中，

被迫表现出了风险偏好的特征。②发展中国家经济

发展水平偏低，我国因此有了比较优势，沿线国家的

市场需求就会吸引我国资金流入，并且由于“一带一

路”项目的特殊性，我国OFDI偏好政府治理水平较

高的国家。

4. 稳健性检验。异方差是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时

可能遇到的最为常见的问题。本文采用扩展投资引

力模型，对于模型中的各变量均采用了对数形式后

进行OLS回归，在一定程度上能消除异方差的影

响。除此之外，由于横截面个数大于时序数，本文采

用面板校正标注误差（PCSE）方法进行估计，同时按

截面加权。该方法被认为是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

的一个创新，能够有效处理复杂的面板数据结构中

的异方差、序列相关等问题。

稳健性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知，控制变量、

引力变量以及核心解释变量的作用方向和显著性水

平均与OLS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因此本文的研究结

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资金流入集中

的 3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风险状

况与我国OFDI之间的具体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1. 将“一带一路”国家整体作为样本进行分析，

并将解释变量逐一引入模型时，从“一带一路”政治

风险各具体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我国OFDI似乎

明显偏好政府稳定性较差及腐败程度较高的沿线国

家，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象。原因在于：①在确定不存

在多重共线性的情况下，将解释变量整体引入模型

中，腐败这一变量虽然作用方向相反，但就整体政治

风险而言其作用已经不显著了。这一结论在区分自

然资源禀赋程度的子样本中也得到了体现，尤其是

控制
变量

gdp
cgdp
ran
lab
myc
dis
R2

F值

P值

回归系数

1.582291∗∗∗
0.036987

0.207483∗∗∗
5.018327∗∗∗
-0.311170
-0.164911

0.966591
168.558700

0

T值

3.964258
0.101219
3.231237
6.422111
-1.481003
-1.648443

解释
变量

gst
gef
grl
gec
mit
ect

回归系数

-0.804458∗∗∗
1.940068∗∗∗
0.074527
-0.515872
-0.120943
-0.175705

T值

-3.269836
4.631710
0.158701
-1.342914
-0.616629
-0.236060

解释
变量

gst
gef
grl
gec
mit
ect
R2

F值

P值

发达国家

回归系数

1.97561∗∗∗
-5.21958
4.54899
3.87576

11.90889∗∗∗
1.97402

0.85492
56.52757

0

T值

2.36747
-0.77790
0.79378
1.65746
3.33696
0.58943

发展中国家

回归系数

-1.67539∗∗∗
2.5467∗∗∗
1.208562
-0.86096
-0.11072
-2.05045*

0.87081
37.48359

0

T值

-4.25226
2.90860
1.18066
-1.44002
-0.30521
-1.73118

表 6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经济发展水平检验

表 7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样本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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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经济发展水平的发达国家子样本检验结果中，

腐败的回归系数发生了逆转且显著。②就政府稳定

性风险而言，整体样本以及自然资源丰裕和非自然

资源丰裕子样本中的检验结果均为负且显著，但在

按经济发展水平分类的子样本中，我国在发达国家

的OFDI明显偏好具有较高的政府稳定性的国家。

以上分析说明了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OFDI不存在政治风险偏好，所谓的政治风险偏好

只是由于投资动机及东道国整体政治环境不同而表

现出来的假象。

2. 我国OFDI在不同资源禀赋情况和经济发展

水平的国家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不同，表现出的投资

特征也不同。就自然资源禀赋程度来看，我国在对自

然资源丰裕的沿线国家进行投资过程中，为了保证

自然资源丰裕国家的大型项目顺利建设，明显倾向

于法制水平较高的沿线国家。而在对非自然资源丰

裕的国家进行投资时，比较注重这类国家的政府对

于公共产品及服务的提供意愿和质量，注重东道国

政府效率，使得我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下，过剩的高

铁、钢材等大型基础设施及原材料能够顺利“走出

去”。就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来看，我国在发达

国家的OFDI除政府有效性这一变量之外，其他变

量均为正，并且偏向于政治稳定性较高和军事干预

政治程度较低的国家，彻底打破了我国OFDI政治

风险偏好这一假象。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

我国OFDI则倾向于政府有效性较高的东道国。综

上所述，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为了加强与沿线国家

的合作，解决我国过剩的能源和大型基础设施设备

应用问题，我国OFDI在非自然资源丰裕国家和经

济发展中国家表现出市场寻求的特征，并且注重政

府在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方面的效率。

3. 我国在“一带一路”的OFDI具有强烈的资源

寻求动机和市场寻求动机。检验结果显示，自然资

源、劳动力资源及东道国市场规模与我国OFDI具
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投资特征与国际直接投

资表现出来的特征具有一致性。“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自然资源相对丰裕、劳动力充足且成本偏低，这是

吸引我国OFDI的重要因素。而贸易开放度和地理

距离成本已经不再是我国OFDI关注的重点。

（二）启示

本文分析表明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

接投资不存在政治风险偏好，但是并不表明我国在

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过程中不会面临来自东道国的

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为发展中国家

和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政治环境较为复杂。因此，

我国参与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企业要提高警惕和

风险防范意识。首先，要加强对沿线国家政治风险的

监测，及时发现和防范来自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其

次，“一带一路”战略作为我国与沿线各国合作及友

好往来的平台，要起到加强我国政府与沿线各国政

府之间的沟通作用，我国政府也要及时了解和解决

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保

护我国企业的合法利益。最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依然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吸收借鉴国际成熟的投资经

验，采取例如签订投资协定等措施来防范我国在沿

线国家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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