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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垄断资本全球化问题理论探讨”(批准号01AJL003)

的资助。

  ① 笔者提出的垄断资本全球化概念,其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在拙作.垄断资本全球化问题探

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8)一文中作了初步探讨。

  ② 参见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7,NewYork:UNPress,2007,pp.1-3.

  ③ 参见李琮.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影响.人民网,http://news.sina.com.cn/o/2005-12-04/

16247616998s.shtml.2005-12-04.

  ④ 王志乐主编.2008跨国公司中国报告[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245~389.

  内容提要 垄断资本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集中体现为跨国公

司对我国的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影响。本文通过考察分析得出结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对我国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影响不

断深化,其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负面效应逐渐凸现

并有强化趋势。而且,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三个层面各自受跨国公司的影响

程度及其正负效应也有差别。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根本原因

在于我国引进跨国公司时,严重忽视和缺乏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建造。由此本文

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垄断资本全球化 跨国公司 经济发展 自主创新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垄断资本全球化,而垄断资本全球化的显著特征就是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对贸易、投资、市场和技术的超强控制与垄

断。①目前,全球共有7.8万多家跨国公司,其中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母国的跨国

公司是国际直接投资最主要的来源。②跨国公司已占全球总产值的1/3以上、全
球跨国直接投资的90%以上、全球贸易总额的60%以上和世界新技术及知识产

权的70%以上,③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和行动主体。20世纪90年代以

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纷纷进入我国。全球500家最大跨国公司中,已有460多

家在华设立企业和机构,其中以美、欧、日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占

90%以上。④垄断资本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何判断并应对垄断资本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这既是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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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和政策命题,显然,目前对此还没有较为全面

的确切答案。

  本文试图从宏观经济角度,采用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

垄断资本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将经济发展看作是一国经济由

传统经济转向现代经济的过程,即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它主要包括工业化、市
场化和国际化三个层面。同时这三个层面各自又包含具体内容,即工业化主

要包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三个方面;市场化主要包括所有制结构、
市场结构、市场体系三个方面;国际化主要包括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对外投资

三个方面。本文将分别考察跨国公司对我国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各个层面

及具体方面的影响。在此之前,先对有关研究文献进行简要的梳理评析,之
后,得出基本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十分关注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包
括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国外大部分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Gruben和 Mcleod研究了国外直接投资(FDI)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18个

国家经济的影响,发现FDI的流入与这些国家的GDP增长率之间有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Borensztein对69个发展中国家1970~1989年情况的分析表

明,跨国公司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导致东道国的经济增长;Bevan和 Meyer对

转型经济国家的考察,发现FDI能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制度改革。

Zhang对中国1978~1990年数据的分析,发现外国投资和对外贸易对中国经

济增长乃至经济转型起着重要作用。近些年来,国外学者对跨国公司最新投

资动向———国际外包方式———进行了研究。Ghodeswar和 Vaidyanathan认

为,服务外包有利于跨国公司获取全球资源、降低经营管理成本和提升核心竞

争力,同时也带动接包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和经济的发展。①

  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看法,Reis认为,跨国公司分别从正反两个方

面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发展。Haddad等对摩洛哥的研究以及Aitken等对委内

① 以上论点分别参见 William.C.Gruben,DarrylMcleod,“CapitalFlows,Savings,andGrowth
inthe1990s,”QuarterlyReviewofEconomicsandFinance,vol.38,1998,pp.287-301;Bornstein,E.,
J.DeGregorio,andJ.W.Lee,“HowdoesForeignDirectInvestmentAffectEconomicGrowth? ”,
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vol.45,1998,pp.115-135;AlanBevan,KlausMeyer,“Foreign
InvestmentLocationandInstitutionalDevelopmentinTransitionEconomics,”InternationalBusiness
Review,vol.13,2004,pp.43-64;ZhangH.,“HowdoesFDIAffectEconomicGrowthinChina?”,
EconomicsofTransition,vol.9(3),2001,pp.679-685;BhimraoGhodeswar,JanardanVaidyanathan,
“BusinessProcessOutsourcing:AnApproachtoGainAccesstoWorld-classCapabilities,”Business
ProcessManagementJournal,vol.14,2008,pp.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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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拉的研究则发现,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生产率提高没有起到推动作用。

Sperlin和Kirchner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过投资将使发展中国家

经济变为其附属。Akbar和Bride对匈牙利的分析认为,以市场为导向的跨

国公司投资有利于东道国的长期发展,而以资源为导向的跨国公司投资不利

于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国民福利的增长。Blomstrom等对印尼制造业的研究

发现,跨国公司在该行业中不存在技术扩散效应。Grossman和 Helpman分

析了全球产业链中接包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及产业付出的成本代

价。①

  与此同时,国内研究也越来越关注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
大部分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王洛林

等通过全球500强在华投资项目研究后认为,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有助于我

国产业结构提升、技术进步和经济的国际化。沈坤荣等运用1987~1998年我

国29个省市有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跨国公司投资的增长导致了经济增

长率的提高。刘金钵等在对我国1993~2004年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跨
国公司对我国工业领域的技术进步起了积极作用。余永定的研究发现,跨国

公司的资本积累促进了我国产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有效推进了中国经

济增长。江小涓的研究得出了FDI明显改善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结论。卢

锋对国际外包这个跨国公司最新投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进行了专门研

究,认为国际外包为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提供了进入当代国际分工体系的现实

切入点。吴福象等最新研究也证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呈“爆炸

式”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跨国公司将制造工序、环节对我国实行垂直外

包。②

①

②

以上论点分别参见Reis,A.B.,“OntheWelfareEffectsofForeignInvestment,”Journalof
InternationalEconomics,vol.54,Issue2,2001,pp.411-427;M.HaddadandAnnHarrison,“Are
TherePositiveSpilloversfromFDI? EvidencefromPanelDataforMorocco,”JournalofDevelopment
Economics,vol.42,1993,pp.51-74;B.Aitken,“DoDomesticFirmsBenefitfromDirectForeignIn-
vestment,Evidencefrom Venezuela,”AmericanEconomic Review,vol.89,1999,pp.605-618;
J.Sperling,E.irchner,“EconomicSecurityandtheProblemofCooperationinPost-ColdWarEurope,”
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24,1998,pp.221-237.以上论点分别参见 YusafH.Akbar,
J.BardBride,“Multinationalenterprisestrategy,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economicdevelopment:
thecaseoftheHungrianbankingindustry,”Journalof WorldBusfness,vol.39,2004,pp.89-105;
Blomstrom,M.andF.Sjoholm,“TechnologyTransferandSpillovers:DoesLocalParticipationwith
MultinationalsMatter?”.EuropeanEconomicReview,vol.43,1999,pp.915-923;Grossman,G.and
Helpman,Elhanan,“IntergrationversusOutsourcinginIndustryEquilibrium,”QuarterlyJournalof
Economics,vol.117,no.1,February2002.

以上论点分别参见王洛林等.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经济国际化的
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00(4、5);沈坤荣等.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转移关系的实证研究[J].战略与
管理,2001(2);刘金钵等.跨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4(8);余永定.
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国际经济评论,2004(2);江小涓.中国的出口增长与结构变化:外商投资企
业的贡献[J].南开经济研究,2002(2);卢锋.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2007(9);
吴福象等.中国贸易量增长之谜的微观经济分析:1978-2007[J].中国社会科学,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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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有部分学者持不同看法,宋泓等经过实证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的进入

降低了我国工业结构的总体效应。夏京文认为,跨国公司投资一般趋向于投

资利润率高、回收期短的轻工业项目或重工业中面向最终消费者的产品项目,
使得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倾向加重。赖明勇等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技术

外溢效应并不十分显著,存在较大的波动性。聂名华认为,跨国公司在我国一

些重点行业的垄断倾向十分明显。孙学文对开放以来外资企业进入对我国经

济造成的十个方面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深入调查和统计分析。寻舸等认为,跨
国公司在进行外包的同时,通过技术锁定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对其技术的依赖

性。①

  综合国内外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国外研究较为系统、规范,并注重整体研

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其结论具有相当说服力。国内研究起步较晚,尽管进展

很快,但与国外研究相比还有相当差距,同时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实
证研究较为落后,研究结论还需进一步验证。

二、跨国公司对我国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影响

(一)跨国公司对我国工业化的影响

  工业化②是一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本文的工业化是指我国经

济发展以农业为主要推动力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要推动力的过程。衡量

一国工业化程度的标准有多种,目前国际上采用较多的是钱纳里的人均GDP
标准③和库兹涅茨的三次产业比重标准④。这些标准当然存在一定缺陷,不可

①

②

③

④

以上论点分别参见宋泓等.三资企业对我国工业结构效益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
1998(9);夏京文.我国外资利用的结构分析[J].现代情报,2001(12);赖明勇.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
溢:基于吸引能力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5(8);聂名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中的垄断倾向分析[J].社
会科学辑刊,2004(4);孙学文.中国对外开放,创办“三资”企业的反思性研究报告[J].中国社会科学内
刊,2008(3);寻舸等.论跨国公司技术锁定策略对业务外包的影响[J].特区经济,2007(1).

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大辞典》的解释,工业化作为过程,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来自制
造业和第二产业的国民收入一般上升;第二,从事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也具有上升趋势。
参见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陈岱孙主编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861.

钱纳里关于工业化程度的划分以人均GDP为标准(1970年美元),将不发达经济到发达经济
的整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农业阶段或初级产品生产阶段,人均GDP低于280美元。
第二阶段为工业化阶段,分为三个时期:人均GDP在280~560美元为工业化初期,人均GDP在560~
1120美元为工业化中期,人均GDP在1120~2100美元为工业化后期。第三阶段为发达经济阶段。
参见钱纳里、鲁宾逊、赛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吴奇、王松宝等译.上海:三联书
店,1989,71.

库兹涅茨等人关于工业化程度的划分以三次产业比重为标准。工业化初期,第一产业比重较
高,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较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比重相应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重相
应提高,当第一产业比重降低到20%,而第二产业的比重高于第三产业比重时,工业化进入中期。第
三产业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二产业比重时,工业化进入后期。参见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总
产值和生产结构[M].常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1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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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于衡量当今各国尤其是我国工业化的程度。正因如此,国内外学者积极

探讨衡量一国工业化程度的标准体系,我国学者已在这方面取得了有益成果。
陈佳贵等课题组近年提出了评价我国工业化水平的指标与标准。① 本文在此

基础上选取人均GDP、三次产业结构、工业结构这三项指标来衡量我国工业

化程度,并试图通过考察在产出、产值、产业和技术这三个方面,来考察跨国公

司对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影响效应。

  第一,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过新设或增扩投资企业和投资项目,增强了我

国资本及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进而促进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迅速增

长,短短十多年,我国迅速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在此,本文选取1983~2007年期间我国 GDP与同期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数据进行比较,两者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年版,第37、707页相关数据绘制。

图1 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随年份变化趋势

(单位:GDP亿元;FDI百万美元)

  图1显示,国内生产总值与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整体都呈现上升趋势,两者

的相关系数为0.941,表明我国GDP与FDI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第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过所投资的行业领域的前后向关联效应,促进

了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在改革以前一直处于低水平和失

衡状态,现已发生积极变化,这种变化与跨国公司对我国相关产业的投资规模

是密切关联的,见表1。

① 陈佳贵等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提出的工业化水平的评价标准主要由五个指标
构成:(1)人均GDP(经济发展水平);(2)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产业结构);(3)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增加
值的比重(工业结构);(4)人口城市化率(空间结构);(5)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就业
结构)。参见陈佳贵等.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J].经济研究,2006(6);中国社会
科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1995~2005年中国工业化水平评价与分
析[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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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85~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三次产业产值变动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年份
GDP1 GDP2 GDP3 FDI1 FDI2 FDI3

1985 2541.6  3866.6  2607.8  3.71  73.91  108.36

1990 5017.0 7717.4 5933.4 5.85 275.05 34.61

1995 12020.0 28679.5 20094.3 144.95 5308.4 2169.57

2000 14716.2 45555.9 38942.5 122.78 3875.82 1165.43

2005 23070.4 87046.7 72967.7 268.23 9423.4 2345.1

2006 24700.0 102004.0 82703.0 268.21 10021.1 2546.8

  注:表中GDP1、GDP2、GDP3 分别代表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FDI1、FDI2、FDI3 分
别代表流入第一、二、三产业的FDI。
  数据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年版,第48、733页相关数据整理。

  为进一步考察三次产业产值变化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联程度,特建

立如下数量模型:

  log(GDP1t)=ω0+ω1log(FDI1t)+εt (1)

  log(GDP2t)=ω0+ω1log(FDI2t)+εt (2)

  log(GDP3t)=ω0+ω1log(FDI3t)+εt (3)

  其中 GDP1t、GDP2t、GDP3t分别代表第t年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

FDI1t、FDI2t、FDI3t分别代表第t年流入第一、二、三产业的FDI,ω0、ω1 为系

数,εt为残差。依据表1数据分别对方程(1)、(2)和(3)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

表2。

表2 方程(1)、(2)和(3)的回归结果

方 程 系数 标准误差 R2

log(GDP1t)=ω0+ω1log(FDI1t)+εt
ω0 7.468003 0.111452

ω1 0.433681 0.027014
0.927989

log(GDP2t)=ω0+ω1log(FDI2t)+εt
ω0 6.117090 0.336569

ω1 0.534142 0.044925
0.876058

log(GDP3t)=ω0+ω1log(FDI3t)+εt
ω0 6.342172 0.549753

ω1 0.534141 0.083312
0.672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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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R2 的数值表明,FDI与我国三次产业产值变动有明显相关关系。而

产出弹性数值显示,FDI对促进我国第二、三产业增值作用要比第一产业更

大。

  第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进行资本投资的同时,也带来技术、知识和管

理等各种要素。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带来硬技术即成套设备、关键设备及

生产线,也带来软技术即专利技术和工业设计等,同时跨国公司在华进行研发

活动增大了技术外溢效应。截至2008年8月底,世界500强在我国设立的研

发机构已超过1160家,①这些机构包括微软、IBM、摩托罗拉、诺基亚、通用汽

车和西门子等著名大公司的研发中心,主要集中在信息通信、生物制药、设备

制造等领域。

  正因如此,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投资促进了我国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进而

带动国民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对我国人均GDP由1992年的277美元上升

到2007年的2280美元起了促进作用。同时,我国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

的优化升级步伐加快。在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由1992年的43.9%上

升到2006年的48.7%,其中工业产值占第二产业比重由1992年的38.6%上

升到2006年的88.5%;工业结构中,制造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1992
年的48.8%上升到2006年的78%。② 因此,可以说我国工业化进程已由工业

化中期的前半阶段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

  但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我国工业化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尤其是在技术

进步方面其负面效应逐渐凸现。垄断先进技术是跨国公司保持高额利润和核

心利益的关键,必须在资本输出过程中严格控制以防外溢。近年来跨国公司

在华投资不仅采取独资或控股的形式,进一步强化其技术封锁和技术壁垒,而
且还更多地采取业务外包或再分包方式,通过股权或非股权控制,实现技术分

离和技术锁定,以增强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对我国接包方企业的技术控

制力。而我国一直过度依赖“以市场换技术”,忽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结果

市场出让了而技术未换回,诸如此类的恶性循环,强化了国内企业对跨国公司

的技术依赖。

(二)跨国公司对我国市场化的影响

  市场化③是一国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本文的市场化是指我国由

①

②
③

谢婷.理 性 面 对 并 购,维 护 经 济 安 全.中 国 招 商 网,http://invest.ec.com.cn/channel/
print.shtml? /zsztxw/200809/653701_1,2008-9-28.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47.
市场化一般是指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增大,经济对市场机制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

过程。市场化有两种类型:一类是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一类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参
见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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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并不断趋于成熟的过程。衡量

市场化程度的标准有多种,一般来说,有美国商务部提出的有关国家的市场经

济的六项标准,①也有欧盟国家在反倾销调查中规定的判定市场经济地位的

五条标准,②还有我国学者根据市场经济构成要素确立的五项市场经济标

准,③本文主要从所有制结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三个方面,考察跨国公司

对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影响。

  第一,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我国,促进了多元化产权主体和市场

主体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和工业产值格局发生重大

变化,突出表现为外资工业企业相应比重大幅度上升,见表3。

表3 工业生产中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比例构成变化情况 单位:%

项目

企业

按资产总额计算 按工业总产值计算

1985年 1995年 2005年 1985年 1995年 2005年

国有工业企业 74.6 53.7 48.05 64.9 34.0 33.32

外资工业企业 0.2 16.2 26.27 0.3 13.1 31.74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有关国有工业企业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主
要指标数据整理。

  第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其所生产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不断

提高。表4显示了近十年国内市场上主要行业的外资工业企业产品的市场占

有率的变化情况。

①

②

③

美国商务部对市场经济国家的六个法定要求或六项具体标准为:(1)货币的可兑换程度;(2)
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3)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程度;(4)政府对生产方式的
所有和控制程度;(5)政府对资源分配、企业的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即要求该产业的产品数量
和价格决策没有政府介入,所有重要的产品投入都以市场价格支付;(6)美国商务部认为合适的其他判
断因素。参见和讯网,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4/05/homeway300504.html
,2004-5-30.

欧盟等国反倾销调查中规定的判定市场经济地位的五条标准为:(1)市场供求决定价格、成
本、投入,主要原料的成本价格能反映其市场价值。(2)企业有一套完全符合国际财会标准并能在所有
情况下使用的基本会计账簿。(3)企业的生产成本与金融状况不受前非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歪曲。企
业有向国外转移利润或资本的自由,有规定出口价格和出口数量的自由,有开展商业活动的自由。(4)
确保企业受破产法和资产法的约束,以保证法律上的确定性及企业经营的稳定性。(5)汇率变化由市
场供 求 决 定。 参 见 经 济 观 察 网,http://www.eeo.com.cn/Politics/beijing_news/2008/08/01/
109008.html,2008-8-1.

这五项市场经济标准如下:(1)政府行为规范化,政府管理体制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处理好
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2)经济主体自由化,企业及各类经济主体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
上是独立的经济实体,投资、经营、管理等决策是独立和自主的,企业的行为也是市场化的。(3)生产要
素市场化,劳动力自由流动,土地、资本交易市场体系和规则日益完善。(4)贸易环境公平化,内外贸易
一体化。(5)金融参数合理化,金融业对外开放、市场机制决定利率和汇率。参见北京师范大学资源环
境研究所.2003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D].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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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998年与2005年外资企业的行业市场占有率情况比较 单位:%

行 业 1998年外资企业的
行业市场占有率

2005年外资企业的
行业市场占有率

总体 16.93 35.47

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 17.12 22.00

  纺织业 16.37 18.04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40.88 35.48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44.85 41.39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 19.82 15.46

  家具制造业 21.36 41.83

  造纸及纸制品业 14.15 28.13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16.37 26.17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44.27 48.78

  专用设备制造业 8.04 21.18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22.0 38.74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21.41 31.79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 56.87 80.81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 35.44 60.40

  资料来源:根据王振中《现阶段我国“三资”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文(《改革》1998
年第2期)和袁海霞《FDI与中国产业安全》一文(《经济与管理》2007年第10期)有关数据
整合而成。

  按照国际警戒线标准衡量,总体市场占有率警戒线为20%,一般行业市

场占有率警戒线为30%,核心关键行业市场占有率为10%。由表4看出,我
国已经出现了外资企业市场占有率超出国际警戒线的状况,如通信设备、计算

机(80.8%)、仪器仪表(60.4%)行业的外资企业已形成市场垄断态势。

  第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促进我国市场体系尤其是资本要素市场的建

立起到积极的作用。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客观上要求打破原有的行业垄断和

部门分割局面,从而促进行业的对外开放。同时跨国公司的进入还推动了我

国资本市场不断趋于规范和成熟。

  正因如此,跨国公司的进入促进我国所有制结构和产权结构多元化,使我

国经济主体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并已达到70%左右。① 同时,加快了资本等

① 姚会元.中国模式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与市场经济发展水平[N].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
报,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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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在市场的自由流动。近年来跨国并购成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重要

形式,而且并购条件日益苛刻,要求满足“三个必须”(必须控股、必须是行业龙

头企业、未来收益必须超过15%①)。它们凭借对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控制权,
或者对我国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企业进行横向兼并,或者对其中的重要环节实

行纵向并购,以实现对我国产业控制的战略布局。而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目

前处境艰难,有关并购监管的法律制度又严重滞后,这种状况加重了我国产业

市场不安全的程度。

(三)跨国公司对我国国际化的影响

  国际化②是一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本文的国际化是指一国经济由

单向开放向全方位开放的转化并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的过程。衡量国际化程

度的标准有多种,一般包括外贸依存度、③外资依存度④和企业跨国投资比

率。⑤ 本文主要从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和对外投资三个方面,考察跨国公司对

我国国际化进程的影响。

  第一,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以投资带动贸易,促进我国贸易规模迅速扩大。

1992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规模为110.08亿美元,而到2007年达到748亿美

元,增长幅度为6.8倍,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由1992年的1655.25亿

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1737.3亿美元,增长幅度为13.1倍。⑥ 短短十多年时

间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

  为对1985~2007年期间我国实际利用FDI数额与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

进行相关分析,现建立FDI与贸易总额、出口贸易额、进口贸易额的经验方程

如下。

  log(TREt)=ω0+ω1log(FDIt)+εt (4)

  log(TRE1t)=ω0+ω1log(FDI1t)+εt (5)

  log(TRE2t)=ω0+ω1log(FDI2t)+εt (6)

  其中,TREt、TRE1t、TRE2t分别表示贸易总额、出口贸易额、进口贸易额。
在对上述三个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后,结果如表5所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朱远程等.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形态及对策建议[N].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3).

国际化是指一国经济发展超越国界,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逐步融为一体的过程。国际化有两
种类型:一是内引型国际化,即以商品进口、外资引进、技术引进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化;另一是外推型国
际化,即以商品出口、对外投资、对外技术作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化。参见齐兰.市场国际化与市场结构
优化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10.

外贸依存度指一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外资依存度指一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企业跨国投资比率指本国企业向外直接投资生产额占其全部生产总额的比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708、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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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方程(4)、(5)和(6)的回归结果

方 程 系数 标准误差 R2

log(TREt)=ω0+ω1log(FDIt)+εt
ω0 4.485735 0.340323
ω1 0.676095 0.065116

0.824166

log(TRE1t)=ω0+ω1log(FDI1t)+εt
ω0 3.951527 0.338757
ω1 0.639722 0.064817

0.808989

log(TRE2t)=ω0+ω1log(FDI2t)+εt
ω0 3.619569 0.347969
ω1 0.713797 0.066579

0.833261

  R2 指标数值都达到了0.8以上,表明FDI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动

态均衡关系。从表2可以看到,FDI对贸易总额的弹性系数为0.67,对出口

贸易总额和进口贸易总额的弹性系数分别约为0.63和0.71。

  第二,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在华投资的出口导向,不断提高我国工业制成

品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产品中的份额。开放初期,我国出口产品主要

是石油、煤炭、农产品等原材料和初级产品。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出口

商品结构由以初级产品为主转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出口产品的工业制成品

比重达90%以上。①

  我国出口商品可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两种类型,现选取

1983~2006年期间FDI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额和我国资本技术密集

型产品出口额数据,对FDI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动情况进行考察,如图2
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相关年份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绘制。

图2 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额变动情况(单位:亿元)

  图2显示,FDI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额(X1)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

①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2007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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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额(X2)都呈现出逐年增加的态势。为考察它们之间的关联程度,建立FDI
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额、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额的经验方程:

  log(X1t)=ω0+ω1log(FDIt)+εt (7)

  log(X2t)=ω0+ω1log(FDIt)+εt (8)

  依据1983~1992年和1993~2006年两个时间段的数据,分别对方程

(7)、(8)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

表6 方程(7)、(8)的回归结果

回归模型 时间段 R2 ω1

log(X1t)=ω0+ω1log(FD1t)+εt
1983~1992年 0.873932 0.852750

1993~2006年 0.902238 2.339265

log(X2t)=ω0+ω1log(FD1t)+εt
1983~1992年 0.817761 0.961692

1993~2006年 0.911760 3.414950

  R2 的数值均大于0.8,表明FDI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

品的出口均具促进作用。不仅如此,FDI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弹性

系数在两个时期都明显高于其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表明FDI对促进资

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作用更为明显。

  第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并与我国企业合作竞争,在带动我国企

业走出国门对外投资方面起了示范和领引作用。截至2007年底,我国企业对

外直接投资净额(不含金融业)达1179亿美元,其中2007年一年为265亿美

元,目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比率为0.81%,①海尔和联想是我国企业国际化的

典型代表。

  正因如此,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使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从1992年的34.23%
上升到2007年的66.82%。我国的外资依存度1992年为3.93%,2007年为

2.39%,②其间尽管比重有所下降,但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绝对额却是增长了

4倍。同时跨国公司对我国国际化影响具有复杂性,尤其是在外贸出口方面

的负面效应更为突出。跨国公司将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的加工组装环节大规模

转移到我国,将我国劳动力资源上的比较优势转变为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导
致我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是粗加工产品占较大比重。
这种状况也与我国一直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外贸发展方式和过度依赖低成本劳

动力资源有关,其结果是我们利用了外资,外资更利用了我们。

①
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37、737,相关数据整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37、707、729,相关数据整理。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128  海派经济学 2009卷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通过以上考察分析,我们有以下结论。

  1.总体来看,跨国公司对我国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影响,既有积极

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从短期和静态角度来看,积极效应占主导;从长期和动

态角度来看,则具有复杂性,并且前期已有的积极效应开始逐渐减弱,而负面

效应逐渐凸显并有强化趋势。

  2.具体来看,跨国公司对我国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三个层面的影响其

正负效应的程度也有差别。

  从工业化层面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要从产出、产业、技术这三个方面,
以及相应线路即“工业产出增长→产业结构提升→工业技术进步”,来推动我

国工业化进程由目前的工业化中前期阶段迅速向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转化。同

时,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进行资本转移时,严格控制其核心先进技术的转移,
近年来还更多地采取独资和控股的方式投资,以切断跨国公司与我国企业之

间的技术联系,使得资本转移的技术扩散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锐减,形成“有
产业无技术”状况,进一步加大了国内企业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程度。

  从市场化层面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重点从企业、政府和生产要素这三个

方面,以及相应线路即“市场主体多元化→市场结构优化→市场体系规范化”,
来推动我国市场化进程由市场经济初步形成阶段向逐渐成熟阶段转化。同

时,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对我国一些重要行业及其龙头企

业,采取行业扫荡式并购或单体吞并等方式,迅速占领我国行业市场,致使我

国一些重要行业处于“有市场无安全”状态,进而对我国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

胁。

  从国际化层面来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直接从贸易、生产、投资这三个方

面以及相应线路即“贸易规模扩大→贸易结构改善→对外投资增强”,来推动

我国国际化进程由单向开放阶段向全方位开放阶段转化。同时,外资企业出

口产品中,加工贸易占主导地位,贴牌生产比重过大,产品缺乏自主品牌,形成

“有产品无品牌”状况,使得生产企业及其产品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位

置。

  3.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之所以产生负面效应并有强化趋势,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跨国公司垄断资本的性质及其强势的作用,也有我国

方面的原因———过分依赖技术引进和落后国家的比较优势,其中根本原因在

于严重忽视和缺乏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建造,加之我国相关的制度环境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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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不健全或相对滞后,没有能有效阻止这种负面效应强化发展的态势。

(二)政策建议

  垄断资本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机遇与挑战并存,正负效应同在。作为发

展中国家,发展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尤其是在当今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

整和各国之间引资竞争更为激烈的形势下,一方面我们还需继续加大对发达

国家跨国公司的引进力度,并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加强与发达国家跨国公

司的经济合作,形成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与我国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从而进一

步推进我国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另一方面,我们要尽快摆脱经济发

展受制于跨国公司的不利局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为此,提
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使我国经济发

展模式从模仿依附型转向自主创新型,“构建开放型自主经济”。① 一是政府

应加强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重点选择并大力开发对我国产业发展具有重

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重大行业技术,制定重要产业技术标准。同时还要积

极实行支撑自主创新的财税金融政策,发展创新风险投资,完善激励保障机

制,加快自主创新研发成果的产业化步伐。二是应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
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尽快形成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核心技术和品牌,为我国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第二,在工业化层面上,应重点引进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着力促进我国

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一是要注重引进高附加值、高辐射力、低消耗

的处于国际产业链条高端的跨国公司,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现代制造业。要

鼓励跨国公司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基础产业和配套产业,引导更多跨国公司来

华设立地区总部、跨国采购中心以及研发基地。同时,建立健全相应的知识产

权保护制度体系,以解决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后顾之忧。二是在引进技术的

同时,高度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工作,特别是在一些重点领

域,国家应给予重点支持,促进国内企业提高研发能力、集合创新能力和自主

创新能力,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第三,在市场化层面上,应规范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行为,确保我国经济安

全。一是防止跨国公司整体上对我国某些行业实行系统化并购和全行业垄

断,进一步完善有关竞争政策的法律法规。目前应完善实施《反垄断法》,下一

步应加紧制定和颁布《兼并收购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有效规制跨国公司的

反竞争行为。二是根据新一轮全球跨国并购的特点和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战

① 参见颜鹏飞、李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及其向科学发展的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内
部文稿,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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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目标,尽快确立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对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些重要行业、
龙头企业和敏感产品,应在战略上、法律上予以适当保护,同时强化对外资并

购大案的审查程序和监测控制,确保国家对重要战略产业的控制力。

  第四,在国际化层面上,应大力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积极实施我国企业“走
出去”、“走上去”的战略。一是要优化出口产品结构,鼓励和扶持高新技术产

品和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机电类产品等的出口,以出口带动生产,促进产品生

产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整体水平的提升。二是要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变升级。目

前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发展加工贸易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

源和两个市场的必然选择,关键是要提高产品的加工深度、技术含量和配套能

力,从而提高加工贸易的质量和效益。三是应积极组建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
大力实施“走出去”、“走上去”战略。重点支持一批有实力、有信誉、有竞争力

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通过财税、信贷、外汇、保险等政策措施予以鼓励和引

导,使我国企业尽快做大做强,更多地跻身于全球著名跨国公司之列,有力推

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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