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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逐年增多，充分落实和贯彻了国家的“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
倡议。很多学者将关注点从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渐渐转移到对于投资效率的研究。中国对

东盟的投资效率的研究，有利于国家与企业对投资成效进行分析和总结，最大化地利用现实资源进行发展和投资。

东盟十国中，有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这样的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还有柬埔寨、老

挝、缅甸、越南这样的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这十个国家地理位置相近同时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研究中国对

东盟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代表性。采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中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的投入和
产出数据，通过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模型进行了投资的效率分析，分析导致效率不同的原因，进而提出建议，以期
提高优化中国对东盟各国的投资效率和投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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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东盟作为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一个重要

主体，有其鲜明的特点，其政治体制非常多样化。越

南、缅甸、老挝实行人民代表制度，由共产党统一领

导；新加坡实行议会共和制，权力集中，法制严格，在

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一直名列

前茅；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实行总统共和制；泰国、

柬埔寨、马来西亚、文莱则实行君主立宪制。东盟国

家中，新加坡、文莱的政治局势比较稳定，其他国家

则时有波动。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国内存在着民

族关系矛盾、宗教极端势力活跃等不稳定因素。

东盟国家的法律体制相对健全。马来西亚、新

加坡、文莱和泰国四国的法制比较健全，政府执行能

够得到有力保障。其他６个国家也基本形成了较健

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是具体执行效果较弱。东盟

国家法律体系复杂且各国有所差异，外商投资法所

依据的基本原则是尊重主权、经济互利，同时参照世

界贸易组织（ＷＴＯ）《投资协定》等国际规则和国家
惯例，与各国投资法律和国际相关规则接轨，从而使

得投资相关法律法规易于被各国投资者接受，达成

促进投资便利化的目的。东盟国家从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开始对吸引外资进行立法，各国先后颁布鼓励外

资进入的法律法规，简化投资申请和审批手续，促进

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国际资本进入东盟，极大带动了
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
代初，世界经济危机下的东盟各国经济结构发展不

平衡的问题凸显，东盟各国对外资立法进行调整，增

加控制性，通过法律引导外资在国内的产业领域，重

点引导外资发展化工产业和提高产品的质量。此阶

段，东盟各国吸引外资的速度开始变慢。２０世纪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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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后期，各国对电子、汽车、机械等技术资本密集

型产业的引资放宽限制，向外资开放更多的投资领

域，进一步简化投资手续，促进贸易便利化，创造了

较好的利用外资的法律环境。

东盟是近１０年来全世界除中国和印度外，经济
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东盟的 ＧＤＰ总量从２００７
年不到１４万亿美元增长到２０１８年的２９５万亿美
元，经济增长翻了一倍，东盟 ＧＤＰ总量占全球 ＧＤＰ
总量的比重也从２４％提升到３５％①。从经济发

展水平，人均ＧＤＰ和产业结构构成来看，东盟国家
可分为三个方阵：第一方阵是新加坡，第二方阵是马

来西亚、文莱和泰国，第三方阵是印尼、菲律宾、越

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东盟

第二方阵基本处于同一序列。从人均 ＧＤＰ来看，
２０１８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低于文莱和马来西亚，高于
泰国。从产业结构分布来看，第二方阵的国家都是

“第三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一产业”，且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之间的差距巨大，第三产业逐

渐成为经济支柱。中国产业结构分布与其基本相

似。

在吸引国际资本方面，２０１８年东盟吸引的外国
直接投资流量创历史新高。外国直接投资从２０１７
年的１４７０亿美元增至１５５０亿美元，东盟十国中柬
埔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越南吸引的投资金额再

创新高。东盟地区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中所占

份额从２０１７年的９６％增至２０１８年的１１５％，是
其ＧＤＰ占全球比重（东盟 ＧＤＰ总量占全球 ＧＤＰ总
量的３５％）的三倍，这说明全球资本纷纷将东盟地
区作为投资的首选地①。２０１９年东盟已成为中国对
外投资存量第二大的区域，中国对东盟投资从２００３
年的１１９亿美元增长到２０１９年的１３０２亿美元。
中国对外投资排名前２０位的国家（地区）中，东盟
国家占７位，分别为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老挝、越南、柬埔寨、泰国②。

此外，在东盟内部，国家间投资依然拥有最高占

比，高达１６４％③，这也是东盟相较世界其他地区最
大的优势。东盟内部有像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国家，

也有像菲律宾、柬埔寨、越南这样人力成本低、经济

增速超过６％的前沿市场，成员间的互补性独一无
二。东盟的ＦＤＩ投资来源显示出了多元化趋势，这
说明看多东盟投资机会的国家越来越多，许多国家

（如中国、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以及一些来自欧盟

的跨国公司）均计划未来几年内在东盟投资或扩大

业务。

就具体各个国家而言，东盟十国中只有新加坡

一个发达国家，她地处马六甲海峡南端，是远东航运

的十字路口，也是世界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通信

中心和航空中心。多年来，新加坡一直是所有东盟

国家中吸引中国直接对外投资最多的一个，是中国

在东盟开展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文莱、马来西亚

和泰国属于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文莱经济以石油天

然气产业为支柱，非油气产业均不发达；马来西亚作

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近几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人

均ＧＤＰ近年已突破１万美元，位居东南亚第三；泰
国的经济总量在东盟各国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

尼西亚，但人均ＧＤＰ相对较低。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以来，泰国经济发展迅速，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属于

外向型经济，较依赖美、日、欧等外部市场。泰国作

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对外贸易量也在东南亚排名第

二，仅次于新加坡。工业和服务业是泰国国内生产

总值的两个重要行业，电信和新型服务贸易业是工

业扩张和经济竞争力的焦点。

东盟其他几国，包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

老挝、缅甸和柬埔寨，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具有丰富

的自然资源，如石油、森林、矿产、水力等，且人力成

本优势突出，经济发展潜力很大，具有很好的发展

前景。

（二）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概况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开始初步对东盟进行直
接投资尝试，直接投资产业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及

原材料领域。１９９１年，中国同东盟的所有成员恢复
和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政府积极鼓励对外投资，

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也出现了快

速增长态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把东盟国家作为

主要投资目的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相互投资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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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中国和东盟经济

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合作的深入，中国在东盟的直接

投资逐步渗入到制造业、建筑业、金融业、服务业等

各个领域。

中国和东盟国家有着互惠合作的悠久历史，是

在地理上相邻，发展阶段衔接，优势上互补，文化渊

源接近的两大经济体。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

设步伐的加快，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与发展将持续不

断深化。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八成以上是分布在发展

中经济体。２０１８年末，中国在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
存量为１７０８５３亿美元，占８６２％，其中对东盟投
资金额为１０２８６亿美元，占投资存量的６％。２０１８
年末，中国共在东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超过５２００
家，雇用外方员工近４３万人①。

图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中国（不含香港）对东盟ＦＤＩ流量及占比

　　近年来，东盟地区的经济保持稳健增长，成了亚
洲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也吸引了来自全球的贸易

伙伴及投资者。根据海关数据统计，２０１８年中国与
东盟贸易额高达５８７８７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４１％，
创历史新高，增速超过中国对外贸易平均增速。东

盟各成员国２０１８年接受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总额
达到１５５０亿美元，其中８４％来自东盟以外的国家。
２０１８年，中国对东盟 ＦＤＩ流量有所下降，但中国香
港地区对东盟投资同比增长 ６７％，两者份额总计
２１０亿美元，占比１４％②。

随着中国与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的签署和

实施，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相互投资和经贸关系进入

了新的发展阶段。２０１４年底，中国和东盟累计双向
投资超过了１３００亿美元，双方启动了一系列电力、
桥梁、农业和制造业的合作项目③。对外投资合作

已经成为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措施和实

现互利共赢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也为东盟国家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提供了新的资金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

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中国向东盟十国投资

１３４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总额的９６％，占对亚

洲投资流量的１３％。其中绝大部分流向了新加坡，

占中国对东盟投资流量的４６８％，主要投向了批发

和零售业、金融业等第三产业；其次为印度尼西亚

１８６５亿美元，占１３６％，主要投向制造业、电力／热

力／燃气等第二产业。从投资流向的行业构成情况

来看，流向制造业的投资最多，为４４９７亿美元，占

３２８％。以存量计，投向制造业的累计有２１４１８亿

美元，占２０８％④。

中国企业在东盟地区的投资方式也呈现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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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从最初的绿地投资发展到包括并购、ＢＯＴ模式
（Ｂｕｉｌｄ－Ｏｐｅｒ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即建设 －经营 －转让）、
技术投资等多种不同的形式。东盟大部分国家虽然

基础设施落后，但这些国家通常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极具发展潜力。然而，对于急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的东盟发展中国家来说，受资金、人力资本等因素限

制，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发能力十分有限［１］。

整体而言，东盟十国对于资本需求量较大的基

础设施建设均有强烈需求。新加坡作为一个发达国

家，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但也面临设施老化、更新

换代的问题；泰国、越南、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家的基

础设施建设情况则相对较差，普遍存在现有基础设

施不完善、交通运输或电力方面的支持不足等问题。

　　二、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发展趋势及瓶颈
问题

　　（一）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趋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

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同时，中国要创新对外

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

易、投融资、生产和服务网络。

东盟国家一直是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地区，也是

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核心区域。东

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对基础设施等所需资本

量较大的产业有迫切需求，因此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基

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随着“一带一

路”项目推进与国际产能合作项目的开展，东盟因其

区位优势以及历史和文化上的紧密关系，已成为中国

对外进行产能合作项目落地的重点区域。

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领域正在从传统的工业

制造业渐渐转向能源、基建、服务业等领域。中老铁

路、雅万高铁等大型基础设施领域的工程已落实，预

计将在２０２０年通车，不断推进互联互通建设。２０１８
年１１月，首届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性
项目金融峰会达成３６项合作协议，主要涵盖金融服
务、物流运输、信息通信等领域。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国际产能合作的深入，中国在东

盟地区的投资已经向基础设施领域倾斜。东盟作为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的主要市场之一，其地理位

置与中国接近，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初始阶

段项目最为集中的地区。中国和东盟各国全面秉持

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合作机制日益完善。东盟各

国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快速增加，与中国实现交

通运输和信息通信互联互通的需求越来越大。完善

或更新基础设施设备、扩宽国际产能合作的领域，既

有利于改善东盟各国的贸易投资等营商环境，也有

助于中国与东盟加速建设统一市场，加强区域经济

合作，最终形成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格局，实现持续

稳定的经济增长。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５日，ＲＣＥＰ的正式签署标志着
中国与东盟十国的经济合作迈向了更高的发展平

台，ＲＣＥＰ从投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贸易便利化
等多方面进行规范说明，ＲＣＥＰ协议货物贸易零关
税产品数量整体上超过９０％，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助
力区域内各国投资与贸易的发展。结合当前东盟国

家积极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情况，ＲＥＣＰ的签订进
一步推动了相关的产业在当地的发展，进而在不同

程度上增加出口与吸引外资。

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

面，不仅要提高专业技术能力，还要注重综合服务水

平；另一方面，随着国际产能合作的深入实施，对中

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生态建设能力也提出了要求，

高效地进行跨行业跨地区的协同合作将成为发展中

新的增长点。

（二）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瓶颈问题

东盟地区保持稳健增长，成为了亚洲经济发展

的中坚力量，也吸引了来自全球的贸易伙伴及投资

者。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中国企业走出去”和

“产能合作”等倡议，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济和贸易

往来也愈加密切，东盟各国对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

投资需求旺盛，中国在制造业、工业等方面也具有其

他国家所难以比拟的优势，赴外投资中国企业逐年

增多。但近年来，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黑天鹅、

灰犀牛事件频出，全球经济增速下滑，国际间的资本

流动减少，一些国家和地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

化进程受阻，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面临着巨大的挑

战。

在实践中，中国企业出于产业转移的考量赴东

盟投资，会有“低价竞标”“恶性竞争”的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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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各企业间存在非正常竞争，这不利于中国企业

在全球进行生产布局，合理配置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另外，东盟各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经济发展水

平、文化背景和营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制定一

部完备的专门针对海外投资的法律法规较为困难，

实践中对外投资管理也缺乏统一高效的管理机构，

导致了审批程序繁琐复杂，权责归口较多，一个企业

项目往往要经过层层审批，效率较低。

　　三、基于ＤＥＡ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数据包络分析（Ｄａｔａ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ＥＡ）
为主要方法的非参数估计模型不需要对生产函数形

式进行定义与假设，可以利用线性规划求解出技术

前沿函数和距离函数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情

况，所以ＤＥＡ模型有效解决了免因模型设定的随意
性而产生估计偏差的问题，能够计算出较为可靠的

结果。除此之外，还可结合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对全要
素生产率的变动进行分解，以分析技术效率变动、规

模报酬效应与技术进步的影响，即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法。

（一）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模型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是一种基于相较于有效前沿的

距离函数的非参数方法，距离函数可以看作是某生

产点与最优的生产点的距离。Ｓ．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在分析
用户的消费决策行为的过程中，第一次提到了“缩

放因子”的概念，即最初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来分析
不同时期的消费变化［２］。其中缩放因子的概念类

似于Ｒ．Ｗ．Ｓｈｅｐｈａｒｄ提出的距离函数概念［３］。Ｒ．
Ｗ．Ｓｈｅｐｈａｒｄ通过建立距离函数（Ｉｎｐｕ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对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 数 进 行 了 定 义［４］。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早期主要用于消费领域的研究，Ｄ．
Ｗ．Ｃａｖｅｓ、Ｌ．Ｒ．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和 Ｗ．Ｅ．Ｄｉｅｗｅｒｔ（１９８２）
开始将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消费指数引入生产分析，通过距
离函数之比构造生产率指数用于测算全要素生产率

（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ＦＰ）的变化，并将这一指
数命名为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５］。但是当时并未结合上ＤＥＡ方法，测
度距离函数还没有实现，所以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还只
是一种理论指数。Ｒ．Ｆａｒｅ、Ｓ．Ｇｒｏｓｓｋｏｐｆ、Ｍ．Ｌｉｎｏｌｇｒｅｎ
和Ｒｏｏｓ基于１９７８年Ｃｈａｒｎｅｓ等提出的ＤＥＡ方法将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从理论指数变成了实证指

数［６］。从此，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被广泛用于投入、产出
方面的分析。Ｒ．Ｆａｒｅ、Ｓ．Ｇｒｏｓｓｋｏｐｆ、Ｍ．Ｎｏｒｒｉｓ和 Ｚ．
Ｚｈａｎｇ进一步将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进行了分解，把指数
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动、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

变动［７］。

对于单一投入、单一产出的多个生产决策单元

效率比较，我们直接可以使用单位投入的产出标准

化后作为生产效率的反映指标。标准化的目的是使

得效率最高的投入产出比为单位１，其他非效率单
元同比例转换为小于１的数值。而对于多投入、多
产出的多个生产决策单元，我们通过赋予各项投入

和产出一定的权重，再比较加权后的投入产出比率

以比较相对的技术效率。

先假设每一时期固定规模报酬（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Ｓｃａｌｅ，ＣＲＳ），参与投资效率评价的决策单元为Ｍ，
共纳入Ｌ种评价指标，Ｋ种产出指标。设 ｘｍｌ（ｘｍｌ＞
０）表示第ｍ个决策单元的第ｌ种投入，ｙｍｋ表示第ｍ
个决策单元的第ｋ种产出，其投资效率的ＤＥＡ模型
为：

ｍｉｎ（θ－ε（ｅＴ１ｓ
－＋ｅＴ２ｓ

＋））

ｓ．ｔ．∑ｋ

ｊ＝１
ｘｍｌλｍ ＋ｓ

－＝θｘｎｌ；　ｌ＝１，…，Ｌ

∑ｋ

ｊ＝１
ｙｍｋλｍ －ｓ

＋＝ｙｍｌ；　ｋ＝１，…，Ｋ

λｍ≥０；ｍ＝１，２，…，Ｍ （１）
其中，θ（０＜θ≤１）代表投入产出的效率指数；ε是非
阿基米德无穷小量；λｍ（λｍ≥０）为权重变量；ｓ

－（ｓ－

＞０）为松弛变量；ｓ＋（ｓ＋≥０）为剩余变量。综合效
率指数θ越大，表明综合效率越高，当 θｍ＝１时，表
明第ｍ个国家处于生产前沿面，θｍ＜１时，则表明第
ｍ个国家投资效率非有效。将约束条件∑（Ｋ，ｊ＝
１）λｊ＝１加入上面的约束条件，则变为 ＶＲＳ（Ｖａｒｉａ
ｂｌｅＲｅｔｕｒｎｓｔｏＳｃａｌｅ，规模报酬可变）的ＤＥＡ模型。

生产决策单元技术效率可以通过从投入和产出

两个角度来估算：基于投入（Ｉｎｐｕ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的技术
效率是在固定产出的假设条件下，通过最小投入与

实际投入之比来测算；基于产出（Ｏｕｔｐｕ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的技术效率是在投入数量固定的假设条件下，通过

最大产出与实际产出的比值来估算。本文使用基于

投入的技术效率。

构建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的主要依据是距离函数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根据Ｆａｒｅ等距离函数是 Ｄ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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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最优值的倒数［７］。Ｄｊｔ（ｘｔ，ｙｔ）表示以第 ｔ期的
技术前沿为参照第 ｔ期生产点的距离函数，其数值
越大，表示相对效率越高。根据 Ｄ．Ｗ．Ｃａｖｅｓ、Ｌ．Ｒ．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和 Ｗ．Ｅ．Ｄｉｅｗｅｒｔ基于投入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８］可表示如下：

Ｍｔｊ＝Ｄ
ｔ
ｊ（ｘ

ｔ＋１，ｙｔ＋１）／Ｄｔｊ（ｘ
ｔ，ｙｔ） （２）

其中Ｄｊｔ（ｘｔ＋１，ｙｔ＋１）表示以第ｔ期的技术前沿为参照
第ｔ＋１期生产点的距离函数。Ｄｊｔ（ｘｔ＋１，ｙｔ＋１）表示
第ｔ期生产点在第 ｔ＋１期技术前沿的距离函数。
Ｍｊｔ测度了在第ｔ期的技术条件下，从第ｔ期到第ｔ＋
１的效率变化。

根据 Ｒ．Ｆａｒｅ、Ｓ．Ｇｒｏｓｓｋｏｐｆ、Ｂ．Ｌｉｎｄｇｒｅｎ和 Ｐ．
Ｒｏｏｓ，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变化指数（２）式可以被分解为
两部分（以下简称ＦＧＬＲ分解）［９］，如下式：

Ｍｊ（ｘ
ｔ＋１，ｙｔ＋１；ｘｔ，ｙｔ）＝

Ｄｔｊ（ｘ
ｔ＋１，ｙｔ＋１）

Ｄｔｊ（ｘ
ｔ，ｙｔ）

·
Ｄｔ＋１ｊ （ｘ

ｔ＋１，ｙｔ＋１）
Ｄｔ＋１ｊ （ｘ

ｔ，ｙｔ{ }
）

１／２

＝
Ｄｔ＋１ｊ （ｘ

ｔ＋１，ｙｔ＋１）
Ｄｔｊ（ｘ

ｔ，ｙｔ）
·
Ｄｔｊ（ｘ

ｔ＋１，ｙｔ＋１）
Ｄｔ＋１ｊ （ｘ

ｔ＋１，ｙｔ＋１）
Ｄｔｊ（ｘ

ｔ，ｙｔ）
Ｄｔ＋１ｊ （ｘ

ｔ，ｙｔ{ }
）

１
２

＝ＴＥＣＦＧＬＲ（ｘ
ｔ＋１，ｙｔ＋１；ｘｔ，ｙｔ）·ＴＣＦＧＬＲ（ｘ

ｔ＋１，ｙｔ＋１；ｘｔ，ｙｔ）
即ＴＦＰＣ＝ＴＥＣ（ＣＲＳ）×ＴＣ（ＣＲＳ）。 （４）

其中，ＴＥＣＦＧＬＲ（·）是固定规模报酬条件（ＣＲＳ）
下的技术效率变动（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ｈａｎｇｅ，
ＴＥＣ）指数，它测度了决策单元从第ｔ期到第ｔ＋１的
相对技术效率的变化程度，也就是对技术前沿的追

赶变化情况，又称作“追赶效应”。ＴＥＣ＞１，表示决
策单元在第ｔ＋１期与第ｔ＋１期的技术前沿的距离，
相比于第ｔ期时有所缩短，也就是说相对技术效率
上升；ＴＥＣ＝１，表示决策单元在第 ｔ＋１期与第 ｔ＋１
期的技术前沿的距离相对于第 ｔ期不变，即相对技
术效率不变；ＴＥＣ＜１，则说明相对技术效率下降。
ＴＣＦＧＬＲ（·）是技术进步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Ｃｈａｎｇｅ，ＴＣ）指数，它测度了技术前沿从第ｔ期到第
ｔ＋１的移动情况，又称作“技术前沿移动效应”。技
术进步指数大于１，表示技术前沿扩大，即技术进步
了；技术进步指数等于 １，表示技术前沿未发生变
化；技术进步指数小于１，表示技术前沿缩小，即技
术水平降低了。

上面 讨 论 的 Ｆａｒｒｅｌｌ技 术 效 率 的 计 算 与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分解等问题均是在固定规模报酬
（ＣＲＳ）条件下进行的。规模报酬可变（ＶＲＳ）的情况

下，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可以被进一步分解（Ｒ．Ｆａｒｅ，Ｓ．
Ｇｒｏｓｓｋｏｐｆ，Ｍ．Ｎｏｒｒｉｓ和Ｚ．Ｚｈａｎｇ）（以下简称 ＦＧＮＺ
分解）［７］，表达式如下：

ＴＦＰＣ＝ＴＥＣ（ＣＲＳ）×ＴＣ（ＣＲＳ）＝ＰＴＥＣ（ＶＲＳ）
×ＳＥＣ（ＣＲＳ，ＶＲＳ）×ＴＣ（ＣＲＳ） （５）
其中，ＰＴＥＣ（ＶＲＳ）（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ＳＥＣ（ＣＲＳ，ＶＲＳ）（规模效率变化指数）、ＴＣ（ＣＲＳ）
（技术变化指数）分别表示技术效率变动、规模报酬

变动和技术进步变动，相应的代表“追赶效应”“规

模效应”和“技术前沿移动效应”。

经过处理后的 Ｍａｌｍｕｑｕｉｓｔ指数可以被拆解为
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被称作为综合技术效率变化指

数（ＥＦＦＣＨ），第二部分被称为技术进步变化指数
（ＴＥＣＨＣＨ），而综合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还可以进一
步拆分为纯技术效率指数（ＰＥＣＨ）和规模效率指数
（ＳＥＣＨ），公式变动结果如下：

ｍ（ｘｔ，ｙｔ，ｘｔ＋１，ｙｔ＋１）＝

ｄｔ＋１ｃ （ｘ
ｔ＋１，ｙｔ＋１）

ｄｔｃ（ｘ
ｔ，ｙｔ( )
）

×

ｄｔｃ（ｘ
ｔ，ｙｔ）

ｄｔｃ（ｘ
ｔ，ｙｔ）

ｄｔ＋１ｃ （ｘ
ｔ＋１，ｙｔ＋１）

ｄｔ＋１ｃ （ｘ
ｔ＋１，ｙｔ＋１）

×

ｄｔｃ（ｘ
ｔ＋１，ｙｔ＋１）

ｄｔ＋１ｃ （ｘ
ｔ＋１，ｙｔ＋１）

×
ｄｔｃ（ｘ

ｔ，ｙｔ）
ｄｔ＋１ｃ （ｘ

ｔ，ｙｔ[ ]
）

１
２

（６）

即ＴＦＰＣ＝ＰＴＥＣ×ＳＥＣ×ＴＣ＝ＥＦＦＣＨ×ＴＥＣＨＣＨ
（７）

当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 ＴＦＰＣ＞１时，表明生
产效率提高；反之，若 ＴＦＰＣ＜１时，则表明效率降
低；ＴＦＰＣ＝１，则意味着效率保持不变。规模效率变
化指数ＳＥＣ代表投资的规模效率变化情况，若 ＳＥＣ
＞１，则表示该决策单元处于规模效益递增阶段；纯
技术效率指数ＰＥＣ表示纯技术效率的变化情况，若
ＰＥＣ＞１，则表示该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增加。
ＴＥＣＨＣＨ代表技术进步变化指数。

（二）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在ＤＥＡ模型中，ＤＭＵｓ（决策单元）的数目应大
于输入和输出的总和的三倍［１０］。ＭｉｎＣｈｅｎｇ在研究
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时，选取了包括人均建筑

面积、总供水量、人均用电量、瓦斯渗透率、人均绿地

面积、库数和医院数量在内的六项指标全面反映城

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情况。产出指标应该要反映出建

造城市基础设施的影响。因此Ｍｉｎ从城市化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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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衡量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被选作基础设施投资

效率评价的产出指标主要有三个，包括人均 ＧＤＰ、
基础设施相关工业的就业人口和城市化水平。这三

项指标分别反映了三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的结果，

包括经济增长、就业变化和城市人口增长［１１］。在估

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效率时，Ａｄｌｅｒｅｔｃ．采用了
包括经济条件、社会发展水平、环境情况在内等多个

维度的指标作为投入产出指标构建ＤＥＡ模型，分析
了这些国家利用各种投资实现发展目标的效率情

况［１２］。

赵鉴华等运用ＤＥＡ模型对中国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９
年各地区的 ＦＤＩ引进效率进行了动态分析［１３］。田

泽等运用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模型和中国对“一
带一路”沿线３０余个国家七年的直接投资数据，评
估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及其动态变化情况，结果显

示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结果差强人意，且国

家与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距［１４］。ＭｉｎＣｈｅｎｇａａｎｄ
ＹｕｊｉｅＬｕｂ选取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中国省级面板的数
据，利用基于ＭＰＩ指数的ＤＥＡ模型评估城市基础设
施系统投资的效率。选取的投入指标包括交通设

施、供水设施、供电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产出指标

包括经济增长、就业水平、城镇人口等［１１］。

根据已有研究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最终采

用了四个投入指标和两个产出指标，时间跨度为从

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５年，共五年。投入指标包括：东盟各
国人均 ＧＤＰ、中国对东盟各国 ＦＤＩ流量、中国对东
盟各国的承包工程及劳务合作派出人数总和、营商

环境排名；由于当年的投资投入对于经济增长和贸

易促进的效果于次年后得到体现，因此产出指标均

采用滞后一年的数据，包括：滞后一年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滞后一年的双边贸易额增长率（见表１）。

表１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指标类型 变量名称 数据来源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东盟各国人均ＧＤＰ 东盟统计年鉴

中国对东盟各国ＦＤＩ流量
承包工程及劳务合作派出人数总和

营商环境排名

世界银行数据库

中国统计年鉴

世界银行数据库

东盟各国滞后一年的人均ＧＤＰ增长率 东盟统计年鉴

滞后一年的双边贸易额增长率 中国统计年鉴

　　（三）描述性统计及数据处理
本文共采用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五年中东盟十国的

经济贸易等相关数据（见表２）。
根据搜集到的数据，使用 ＤＥＡＰ２１软件对其进

行分析。应用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法进行数据分析
时，所有数据必须为正数，如有０或者负数则需首先
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公式如下：

Ｙ＝０１＋０９
Ｘ－Ｘｍｉｎ
Ｘｍａｘ－Ｘｍｉｎ

（８）

其中Ｘ为原始值，Ｙ为调整后的值；Ｘｍｉｎ为该变量的
最小值，Ｘｍａｘ为该变量的最大值。

ＤＥＡ模型只能测算截面数据或者时间序列数
据，针对本文的研究问题，采用截面数据进行投资效

率的横向比较，分别测算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中国对东
盟十国投资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方法适用于面板数据，用来测度
投资效率的变化趋势。使用全样本数据进行计算，得

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

表２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指标名称 单位 样本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国对东盟各国贸易总额增长率 ％ ５０ １４５％ －５２％ ８％ ０．２８
人均ＧＤＰ增长率 ％ ５０ ２２％ －２６％ ２％ ００８
人均ＧＤＰ 美元 ５０ ５６３３６１ ８８２５ １２２８４５４ １８２５０７９

工程及劳务合作派出人数总和 人次 ５０ ４１２０２ ３４ ８７９７１２ １０２６７７１
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 亿美元 ５０ １０４５２４８ －２７５９ ８６６０８５３ １４５７９８５

营商环境排名 － ５０ １８０ １ ９２６８ ５７４８７３３

　　（四）ＤＥＡ模型结果
本文采用ＤＥＡ模型和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相关数据，

逐年测算了中国对东盟十个国家直接投资的综合效

率（ＣＴＥ）、纯技术效率（ＰＴＥ）和规模效率（ＳＥ）。在东
盟十国中，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

越南六国的投入产出效率较为稳定且处于技术前沿

面之上，因而不做结果汇报；文莱、印度尼西亚、老挝

和缅甸四个国家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则有所变化，结果见下表（“ｄｒｓ”表示决策单元在该期
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ｉｒｓ”表示决策单元在该期处
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表示决策单元在该期处于
规模报酬不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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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ＤＥＡ模型结果

年份

文莱 印度尼西亚

ＣＴＥ
综合

效率

ＰＴＥ
纯技术

效率

ＳＥ
规模

效率

规模

效率

变化

ＣＴＥ
综合

效率

ＰＴＥ
纯技术

效率

ＳＥ
规模

效率

规模

效率

变化

２０１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０．６５６ ０．７７７ ０．８４４ ｉｒｓ
２０１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０．８０８ ０．８９５ ０．９０３ ｉｒｓ
２０１３ ０．８２６ １．０００ ０．８２６ ｉｒｓ ０．５８０ ０．８０１ ０．７２４ ｉｒｓ
２０１４ ０．８６８ １．０００ ０．８６８ ｉｒｓ ０．６４３ ０．８３０ ０．７７５ ｉｒｓ
２０１５ ０．７１３ １．０００ ０．７１３ ｉｒｓ ０．９５１ ０．９８８ ０．９６２ ｄｒｓ

年份

老挝 缅甸

ＣＴＥ
综合

效率

ＰＴＥ
纯技术

效率

ＳＥ
规模

效率

规模

效率

变化

ＣＴＥ
综合

效率

ＰＴＥ
纯技术

效率

ＳＥ
规模

效率

规模

效率

变化

２０１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０．８５４ １．０００ ０．８５４ ｉｒｓ

２０１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２０１３ ０．９５１ １．０００ ０．９５１ ｄｒ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２０１４ ０．９５２ １．０００ ０．９５２ ｄｒｓ ０．７４２ １．０００ ０．７４２ ｉｒｓ

２０１５ ０．９３３ ０．９４９ ０．９８４ ｄｒｓ ０．９７４ １．０００ ０．９７４ ｉｒｓ

　　由上表３可以观察得到，于观察期的五年间，中
国对于文莱的投入产出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有下降

趋势，纯技术效率则保持不变，总体而言处于规模报

酬递增阶段。中国对于印度尼西亚的综合效率、纯技

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基本表现出了上升趋势，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年皆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但到了２０１５年则
转变为规模报酬递减阶段。中国对于老挝的投资效

率情况则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进入了规模报酬递减

阶段，投入产出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有

一定程度的下降。中国对于缅甸的投资效率则经历

了先减后增的发展，但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处于规模报
酬递增阶段。

根据所采用的所有样本数据，运用 ＤＥＡＰ２１进
行分析。通过ＤＥＡ模型得到了各国相对于生产前沿
面的相对效率，是横向比较；接下来进行基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模型进一步对东盟十国五年间的数据同处于生

产前沿面的样本进行纵向比较，结果如表４、表５：
表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东盟十国平均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及其分解

ｆｉｒｍ
ｅｆｆｃｈｒａｎｋ

综合技术效率

指数排名

ｅｆｆｃｈ
综合技术

效率指数

ｔｅｃｈｃｈ
技术进步

变化指数

ｐｅｃｈ
纯技术效率

变化指数

ｓｅｃｈ
规模效率

指数

ｔｆｐｃｈ
全要素

生产率指数

ｔｆｐｃｈｒａｎｋ
全要素生产率

指数排名

文莱 １０ ０９１９ ０８４０ １ ０９１９ ０７７１ １０
柬埔寨 ３ １ ０９８０ １ １ ０９８０ ３

印度尼西亚 １ １０９７ ０９７３ １０６２ １０３３ １０６７ ２
老挝 ９ ０９８３ ０９６９ ０９８７ ０９９６ ０９５２ ５

马来西亚 ３ １ ０８８７ １ １ ０８８７ ９
缅甸 ２ １０３４ １０５４ １ １０３４ １０８９ １
菲律宾 ３ １ ０９８０ １ １ ０９８０ ３
新加坡 ３ １ ０８８８ １ １ ０８８８ ８
泰国 ３ １ ０９０９ １ １ ０９０９ ７
越南 ３ １ ０９４０ １ １ ０９４０ ６
ｍｅａｎ － １００２ ０９４０ １００５ ０９９８ ０９４２ －

表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东盟十国年度
平均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变化及其分解

ｙｅａｒ
年份

ｅｆｆｃｈ
综合技术

效率指数

ｔｅｃｈｃｈ
技术进步

变化指数

ｐｅｃｈ
纯技术效率

变化指数

ｓｅｃｈ
规模效率

指数

ｔｆｐｃｈ
全要素

生产率指数

２０１２ １０３７ ０９６１ １０１４ １０２３ ０９９７
２０１３ ０９４４ １０２４ ０９８９ ０９５５ ０９６７
２０１４ ０９８６ ０７８１ １００４ ０９８２ ０７７
２０１５ １０４６ １０１６ １０１２ １０３３ １０６２
ｍｅａｎ １００２ ０９４ １００５ ０９９８ ０９４２

　　１．东盟十国平均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及其分解
于表４中可以看出，东盟十国中缅甸的全要素生

产率指数排名第一，达到１０８９，其后是印度尼西亚和
柬埔寨；马来西亚和文莱则处于最后两位，全要素生

产率指数仅为０８８７和０７７１。

进一步分解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观察到缅甸和印度
尼西亚的技术效率指数同样名列第一、第二，柬埔寨

则是并列第三名，除文莱和老挝外，其余国家的技术

效率皆大于１，也就是说它们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
率都处于上升阶段（见表５）。

而对于技术进步变化指数（ＴＥＣＨＣＨ），只有缅甸
是大于１的，说明它正处于技术进步阶段，资本的流
入为缅甸带来了技术进步效应。

２．东盟十国年度平均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变化及其
分解

因为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属于增长指数范畴，故而从
第２期才有结果。同时，由于时间跨度较短，无法观
察出明显的趋势。整体来看，中国对东盟十国整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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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ＣＨ）从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５年呈
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是只有２０１５年全要素
生产率大于１，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增加来源于技术
的进步，这表明投资对于技术进步的带动作用并不

明显。

对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进行分解，综合技术效率指数
（ＥＦＦＣＨ）、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ＰＥＣＨ）和规模效率
指数（ＳＥＣＨ）波动较小，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
（ＴＥＣＨＣＨ）则经历了较大幅度的波动，２０１５年经历了
３０％的上涨，说明此时技术进步对产出有正向影响。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１．中国对缅甸的投资效率最高
纯技术效率指数（ＰＴＥ）、规模效率指数（ＳＥ）、技

术进步变化指数（ＴＥＣＨＣＨ）均大于１的国家，说明资
本在该国的利用效率正在逐步上升的阶段。根据模

型得到的数据结果，可以观察到中国对于缅甸的直接

投资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在东盟十国中位列第一，并

且超过了新加坡和文莱两个发达国家。根据进一步

分解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可以看出，缅甸的 ＥＦＦＣＨ、
ＴＥＣＨＣＨ、ＰＥＣＨ和ＳＥＣＨ均大于等于１，这说明了缅
甸不仅处于规模有效率的阶段和技术效率增长阶段，

并且技术进步也对投资效果有着积极影响。近年来，

缅甸政府积极发展经济，同时加强与中国的经贸联

系，与中国签订中缅经济走廊条约，正式签署了中缅

皎漂深水港项目的合作协议。缅甸政府积极加入中

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发展规划，成立了“一带一路实

施委员会”，皎漂经济特区是中缅经济走廊重要支撑

项目，对于缅甸西部发展有重要意义，对维护缅甸稳

定发展有重要意义，对深化中缅两国经贸合作和传统

友谊具有重要意义。

２．新加坡的投资效率受益于技术进步的积极
影响

纯技术效率指数（ＰＴＥ）、规模效率指数（ＳＥ）都等
于１的国家，中国对于该国的投资效率大概率取决于
技术进步的作用，即技术进步变化指数（ＴＥＣＨＣＨ）。
观察属于发达国家的新加坡的投资效率数据，我们可

以发现，其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居于缅甸和印度尼西亚

之后，原因可能是新加坡的规模效率指数和纯技术效

率指数都等于１，也就是说正位于规模报酬不变和纯

技术效益不变阶段，但仍在受到了技术水平提升带来

的积极影响，因此投资效率在规模报酬不变和纯技术

效率不变的情况下还是有所提升。

在东盟其他国家中，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越

南的规模效率指数（ＳＥＣＨ）和纯技术效率指数
（ＰＥＣＨ）都等于１，说明这些国家的规模报酬和技术
效益皆位于随投资增长保持不变的阶段。印度尼西

亚则是规模效率指数（ＳＥＣＨ）和纯技术效率指数
（ＰＥＣＨ）都大于１，弥补了小于１的技术进步变化指数
（ＴＥＣＨＣＨ）的影响，最终综合效率指数（ＥＦＦＣＨ）大
于１。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根据综合效率指数（ＥＦＦ
ＣＨ）进行排名还是根据全要素生产率指数（ＴＦＰＣＨ）
进行排名，文莱皆位于第十位。究其原因，主要是文

莱受限于国土面积较小、且经济结构单一等原因，经

济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油气产业是其唯一经济支

柱，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２／３。最近几年，由于油气产
量下降，文莱经济增长出现停滞，而国际原油价格下

滑更使文莱经济雪上加霜。近年来文莱试图改变单

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实施经济多元化战略，但收

效不明显。

３．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处于规模报酬递减
阶段

规模效率指数（ＳＥ）、纯技术效率指数（ＰＴＥ）、技
术进步变化指数（ＴＥＣＨＣＨ）中三者全部小于１的国
家，中国对其的投资效率偏低。其中老挝的三项指标

全部小于１，ＤＥＡ模型的结果显示，中国对于老挝的
投资的规模效率指数（ＳＥ）、纯技术效率指数（ＰＴＥ）、
技术进步变化指数（ＴＥＣＨＣＨ）逐年递减，目前处于规
模报酬递减阶段。老挝由于地缘优势和资源丰富、生

产要素相对低廉，与中国经济互补性较强，成为中国

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战略和大湄公河区域经济合作的

重要阵地之一。中国自２０１０年以来持续保持老挝最
大贸易合作伙伴的地位。但是由于近年来赴老挝进

行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且多是进行如

水资源开发等投资效益见效时间较长的项目，因而表

现出投资低效的结果。同时我们应该关注中国对老

挝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存在对于单一行业投资过度集

中的现象。例如在一带一路项目的实践调研中，中国

对老挝水电站基础设施的投资与电网的投资相匹配

均衡发展的问题是需要重视的，投资效率的研究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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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跟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文莱的全要素生产率指

数（ＴＦＰＣＨ）是东盟十国中的最后一位，主要是因为其
技术进步变化指数（ＴＥＣＨＣＨ）偏低，可能是由于其人
口数量和国土面积较小，因此技术的发展较为缓慢。

（二）政策建议

自中国－东盟自贸区成立以来，中国同东盟各国
的贸易投资日趋密切。２０１８年已被定为中国－东盟
创新年，共同推进“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和中

国—东盟科技伙伴计划，以科技创新合作为引领，以

谋求双方的持续高速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

离不开投资的高效利用，因此根据研究结果，本文给

出相应投资建议：

１．对外投资首选技术进步变化指数较高的国家
技术进步变化指数（ＴＥＣＨＣＨ）是全要素生产率

指数（ＴＦＰＣＨ）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在对外投资时，
应选择营商环境稳定，经济发展速度较高的国家进行

投资，技术进步会明显的投资溢出效益，如缅甸。对

于技术进步低效或者营商环境不稳定的国家，则应密

切关注政治及经济动态及行业的发展方向，做到未雨

绸缪，有备无患。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

要注重东道国的技术人才培养，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

工程的顺利实施，增进两国人民关系，从长远角度看，

只有当地民众的受教育水平和产业技能水平提高，才

有可能进一步增强双方的经济贸易往来，夯实互联互

通的要素基础，最终提升对外投资效率达到双赢。

２．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应注重统筹规划
中国企业在投资时，除了关注东道国所具备的要

素资源，人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还应对其投资的规

模报酬和技术效益的变化持续关注。在对一个国家

进行较大规模对外投资时，中国企业也应评估其发展

能力是否能够匹配投资收益的可持续增长。例如东

盟中的老挝，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数额逐年递增，但它

的规模报酬却处在递减阶段。在老挝投资的中方企

业较多，相较于老挝的国土面积而言，当市场上进行

同一业务的公司过多时，难免会出现恶意竞价，无序

竞争等现象，造成资源的浪费。中国企业在对这样类

型的国家进行投资时，切忌盲目增加资本，对某一特

定行业扎堆投资，追求工程大项目多，而是应致力于

提高其技术效益，将企业的优势与当地融合，进行本

土化，提高投资收益和长期目标。同时，国家可以发

挥一定的统筹规划作用，尽力避免过度竞争的现象，

这样才能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有利于打开东道

国市场，最终实现双赢。

３．规避政治风险，重视前期投资调查，提升投资
效率

政治关系稳定，政治风险较低的东盟国家，中国

企业对其的投资效率更高。开展前期投资调查一方

面是评估事前事中的相关风险，积极利用保险、担保

等专业风险管理机构，尤其是双边和多边的政治关系

对中国投资东盟影响程度较大，有效地规避政治风险

能够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是对东盟国家

的基础设施、商业环境、制度法规、金融服务和技术创

新环境相关方面进行充分调查，可以通过专家咨询、

实地考察、官方网站等渠道对东盟国家的投资环境进

行了解。同时在中国对外投资的参与者中，对于东盟

国家的相关投资信息和国家实际投资便利情况应做

到信息共享，增强合作意识，减少企业调查成本，从而

实现良性竞争。中国要推进建立相关的信息共享平

台，对分享有效信息的中国企业给予相应的激励，尤

其要增加投资法律法规等方面最新信息的更新分享。

致谢：路越，１９９５年５月出生，河北邢台人，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２０１７级研究生，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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