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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 FDI 协同与区域技术创新抑制环境污染的效应
董婉怡，张宗斌，刘冬冬
（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摘要

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途径之一，
“引进来”和“走出去”在促进中国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对环境产生重要影响，但关于双向

FDI 协同环境效应的研究还较少，具体的影响渠道也有待进一步理清。利用 2003—2018 年中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域数据，首先引入容

量耦合系统模型测度双向 FDI 协同发展水平，进而与 PM2. 5 污染、技术创新等数据相匹配，探究了双向 FDI 协同的环境效应与作用路

径。研究发现：双向 FDI 协同对本地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在空间自相关影响下，将其他地区环境污染水平纳入分析后这
种环境改善作用依然显著。双向 FDI 协同的环境提升作用具有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辐射带动其他区域环境质量的提高。进一

步的研究表明：双向 FDI 协同的环境污染缓解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在内陆及污染程度较轻的地区更明显。双向 FDI 协同通过抑制
模仿创新能力加剧区域环境污染，而能够通过提高自主创新水平缓解环境污染压力。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是充分发挥双向 FDI 协同

积极环境效应的“长久之计”，尽管初期模仿创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模仿创新支出不断增加，环境改善效应转而下降。基于
上述结论提出：经济政策与环境政策要互相配合、互为补充，积极发挥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效应；环境治理既要根据本区域实际
情况进行精准治污又要反对区域割裂；依托双向 FDI 协同发展的技术溢出效应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速技术创新向生态领域的渗透，
走可持续绿色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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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外资统计公报》和《中国对

创新是否具有积极的环境改善效应，能够扩展省级外资

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In⁃

发展水平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为促进高质量引

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FDI）自 1978 年基本从零

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推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提

本集中地。同时，
“ 走出去”的步伐也随之加快，在经过空

1

起步至 2020 年吸引外资 1 493. 4 亿美元，已经成为世界资
白、探索、起步、发展期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供经验证明和政策建议。

文献综述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迎来深化期［1］，2020 年对

1. 1

环”发展战略中沟通国内国际市场的桥梁与纽带，在未来

方面，两要素交互耦合作用于环境质量。IFDI 对东道国

这种双向 FDI 协同发展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2020 年《中

的环境究竟起到何种影响，以往研究并没有给出统一的

要》在肯定中国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的同时也指出当前生

esis）和“ 污 染 天 堂 假 说 ”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两

外直接投资达 1 537. 1 亿美元。IFDI 与 OFDI 作为“双循
［2］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
态环保依然“任重道远”。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乎能源、

双向 FDI 协同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双向 FDI 协同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两

答案，主要归纳为“污染光环假说”
（Pollution Halo Hypoth⁃
类［3-4］。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起步

环境，更是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最终关系到中国能

较晚，也因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不同而没有得到一致结

否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

论［5-6］。目前仅有少数学者探讨了中国双向 FDI 协同对环

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在双向 FDI 互动发展水平不断

提高的背景下，探讨双向 FDI 协同发展及其所带来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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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污染排放，但存在行业间的异质性；后来的研究又通过

说”认为货币资本在国际流动的过程中也承载着技术的

构造双向 FDI 协调发展指标实证了双向 FDI 能够通过提

国际溢出，能够将母国先进技术传到东道国，促进东道国

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发挥节能减排的积极影响。韩永

采用绿色生产技术、提高能源效率最终对东道国的环境

辉等 则进一步指出短期内双向 FDI 正向作用于综合环

质量起到积极影响［22］；从 OFDI 的角度出发，Hao 等［23］和

绿 色 经 济 效 率［9-10］、绿 色 专 利 产 出［11］、低 碳 全 要 素 生 产

通过逆向绿色技术转移提高国内技术水平、优化产业结

［2］

境效应，而在长期却产生了负向影响。也有部分学者从

等方面间接考察了双向 FDI 协同与可持续发展之间

［12］

率

的 关 系 ，整 体 结 论 都 肯 定 了 双 向 FDI 互 动 发 展 的 积 极
作用。
1. 2

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

Bai 等［24］分别以宏观、微观层面数据实证表明 OFDI 能够

构，正向作用于国内环境质量。关于直接研究双向 FDI 协

同是否通过技术创新作用于环境污染的文献较少。Wang
等［25］认为中国双向 FDI 协同虽然通过规模效应增加了碳

排放，但技术效应为主导叠加结构效应促进了减排效率

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是通过绿色技术进步联系在一

起的，这种绿色技术创新是为了防止环境退化而开发生

的提高。宋晓玲等［9］的研究表明中国双向 FDI 对绿色经
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基于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的门槛：模

态友好型新技术和生产新产品。企业应用清洁技术的成

仿创新支出对绿色经济效率的边际促进作用在初期较

本也随着频繁的绿色创新活动下降，有利于从源头进行

高，随着模仿创新支出的不断增加，双向 FDI 对绿色经济

［13］

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以减少污染物排放

。绿色技术创

新也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产出不变的条件下降低
能源消耗，通过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缓解环境压力［14］。
然而基于创新能力、政策倾向、产业结构等异质性的存
在，技术创新作用于环境污染的效果、方向也存在一定差

效率的影响由正转负；双向 FDI 的绿色经济效应受自主创
新能力的正向影响。Luo 等［26］分别从 IFDI 与 OFDI 两个

方面检验了中国双向 FDI 的绿色创新效应，认为 IFDI 和

OFDI 都对中国的绿色创新发挥了积极的正向影响，这种
绿色创新能力的提高当然有益于环境的改善。

综上所述，尽管针对 IFDI 或 OFDI 与环境污染之间关

异，相关研究也没有得到一致结论。大多数学者支持政
策引导下清洁技术的开发和创新是减少污染最重要的渠

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只有少数学者从双

道，也有调查结果显示工业化国家的大型公司倾向通过

向 FDI 协同的角度出发，在已知 IFDI 和 OFDI 分别承载着

［15］

技术和组织创新来应对严苛的环境规制

［16］

。石大千等

从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出发，研究认为智慧城市建设通过
现代信息技术创新了城市发展模式，创新驱动所带来的
技术效应加速了企业传统排污和治理方式向智慧治理的
转变。但也有学者认为技术进步加速了环境的退化。
Ibrahim 等

利用 27 个工业化国家 1991 年至 2014 年间的

［17］

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创新超过一定的门槛水平反而降低
［18］

了环境质量。Hao 等

的研究则表明中国的技术创新虽

然减少了二氧化硫和烟尘的排放，但会增加化学需氧量。
有研究进一步认为创新对环境的影响表现为先污染后改
［19］

善的非线性关系

。在创新的初始阶段，企业因追求利

润最大化将重点放在开发以生产为导向的新技术，忽视
了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20］，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挤占”了
创新资源。随后这种发展模式对环境造成的负外部性逐
渐显现，政府通过政策手段限制污染物排放、对绿色创新
活动给予补贴，引导社会研发投入向清洁生产部门集中，
［21］

技术溢出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条件下，现有研究

也没有深入挖掘双向 FDI 协同通过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的
具体路径。以此为基础，该研究进行了以下两个方面的

探索：①引入物理学的容量耦合系统模型测度 IFDI 与 OF⁃
DI 互动发展水平，以双向 FDI 协同发展作为影响环境质

量的动态诱因，将直接投资的两方面因素纳入环境效应
研究框架。②以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作为中介及门槛变
量，以技术创新为切入点识别双向 FDI 协同作用于环境污
染的传导路径，通过充分发挥双向 FDI 协同发展的创新效
应化解环境约束、破解经济转型难题，期望为中国推进创

新体系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提供经验借鉴。

2

2. 1

理论分析
双向 FDI 协同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水平

中国在改革开放早期为了先将经济发展起来，凭借

丰富廉价的生产要素及资源引入了一批发达国家的低端

的研究就指出中国城

制造业，各地区政府也往往在财政、晋升压力下放宽外资

市创新效率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雾

准入条件，开展“逐底”竞赛。这类外资不仅不能发挥出

霾污染随着创新效率的提高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

积极的环境改善作用，反而会增加能源和资源性产品的

趋势。

需求，往往具有规避母国环境规制将污染转嫁中国的动

1. 3

机。但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后，中国强调经济增长

环境污染继而得到改善。Fan 等

双向 FDI 协同、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

从 IFDI 的角度出发，主要结论之一的“污染光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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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质增效，高质量 IFDI 在资本流动过程中承载的示范

董婉怡，等：双向 FDI 协同与区域技术创新抑制环境污染的效应

效应、竞争效应及技术溢出效应发挥了绿色作用，具体表

高技术水平绿色产业，自觉促进了资源的合理化配置，有

现为：①利用外资的企业通过引进、模仿先进技术促进了

利于环境污染的改善。

绿色生产要素的投入及清洁生产方式的利用，发达国家

进一步地，技术创新又主要分为模仿创新和自主创

严密的环保标准也对中国环境管理体系的完善起倒逼作

新两种方式。那么双向 FDI 协同所带来的环境效应究竟

用，从而对环境质量产生积极正向影响。②随着外资的

依赖于哪一条技术创新路径发挥作用？一方面，中国在

进入，内资企业为了在激烈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自觉加

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过程中，通过“干中学”这一低成

大创新强度，增加创新投入、提高生产效率和能源利用

本方式对国外先进技术进行模仿促进了技术水平提高和

率。IFDI 又通过上述三种效应进一步刺激了 OFDI 的发

经济增长。随着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西方

展，主要表现在：①外资的进入给内资企业带来了国际投

发达国家为了防止中国“弯道超车”而实行技术封锁，筑

资经验，使得内资企业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取投资

起技术壁垒［32］。中国以外资为载体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

目标国的市场信息。②面对外资企业的竞争，内资企业

难度不断加大，若长期依赖于模仿创新这一发展路径，那

为了占据市场份额，选择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开拓国际

么继续进行模仿创新的成本会不断增加，此时双向 FDI 协

［27］

市场、扩大经营范围来应对竞争压力

。③IFDI 的技术

同的创新溢出效应不断下降，进一步阻碍了先进生产技

溢出效应促进了企业创新、提高生产技术效率和规模效

术在该区域内的应用。缺少了先进技术的支撑，地方政

率，使得内资企业拥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及更高的风险承

府往往依赖于早期的高能耗发展路径来维持经济增长，

［28］

担能力进行海外投资，为参与国际经营奠定基础

。在

从而加剧环境退化。另一方面，自主创新这一高成本发

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又对母国环境质量产生影

展模式需要投入大量研发资本，且存在高风险、回报期长

响，具体表现为：①资源获取型 OFDI 能够获取海外生产

以及研发成果正外部性等的问题，导致企业害怕承担风

自然资源的依赖。②通过 OFDI 能够转移部分不适应当

入资金，企业通过 OFDI 获取的海外投资收益也能为研发

要素资源从而改变国内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减少对国内
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边际产业，以“腾笼换鸟”的方

式将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从低端、非清洁产业

险和缺乏动力进行研发投入。而 IFDI 能够为内资企业注

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共同促进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
提高。
假说 2：双向 FDI 协同通过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产生

中释放出来以培育、支持绿色高科技战略性新兴产业，提
。③母国企业在进行 OFDI 的过程中

［29］

高资源配置效率

影响。

假说 3：在模仿创新初期，双向 FDI 协同能够显著抑

学习东道国先进技术及经验，同时获取海外投资收益，从

而企业拥有较强的资金财力更换绿色生产设备、进行研

制环境污染，但继续大规模增加模仿创新支出的环境改

发创新，降低生产能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处理污染

善效应转为下降甚至变为负向影响；同时，双向 FDI 协同

物的能力，有益于母国环境质量的提升。同时 OFDI 的增

的环境改善效应随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而增强。

加又能够通过转移低端产业、促进要素自由流动、集聚海

一个区域的环境污染在风力、气温、降水等大气活动

外高素质人才和高水平技术、扩大经济规模等途径吸引

作用下对其他地区产生影响，而地区间生产、贸易活动和

高质量 IFDI 的流入

环境政策的外部性等人为因素进一步加强了区域间环境

。IFDI 与 OFDI 的良性互动循环最

［30］

终形成了双向 FDI 的协同发展，有利于环境污染水平的
降低。

基于此提出假说 1：现阶段，中国双向 FDI 协同发展

水平不断提高，宏观政策指导下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的

质量的空间相关性［33］。这种空间关联性使得环境质量相
应呈现出俱乐部集聚特征［34］，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的现象［35］。而区域内双向 FDI 协同发展带来的新知识、
新生产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也会随着劳动力的流动、技术

结 构 向 绿 色 低 碳 循 环 发 展 转 型 ，有 利 于 降 低 环 境 污 染

的交流以及区域间产业前后关联而溢出到其他区域，对

水平。

其他地区的环境质量发挥作用。

2. 2

双向 FDI 协同有助于技术创新

双向 FDI 协同的目的之一就是获取技术资源，I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与 OFDI 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能够促进
区域内知识、技术、经验等高端生产要素的积累，对内资

企业吸收、模仿先进生产技术，进一步自主创新产生积极
影响［31］，为环境的改善提供托底技术保障。同时这些技
术创新活动高要素边际报酬的特性，引导要素集中流向

假说 4：将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性纳入分析，双向 FDI

协同既能改善本地环境污染状况，也能积极作用于其他
地区。

3

3. 1

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模型设定
为系统分析双向 FDI 协同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构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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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PM 2.5it = β 0 + β 1 C it + β 2 lnENG it + β 3 lnKL it + β 4 TI it +
β 5 STR it + β 6 DEN it+β 7 ER it + β 8 PM 2.5it - 1 +

δ i + γ t + ε it

（1）

式 中 ：下 标 i 表 示 地 区 ，t 表 示 年 份 。 被 解 释 变 量
PM2. 5it 表示地区 i 在 t 年的环境污染程度；主要解释变量 Cit
为 i 地区 t 年的双向 FDI 协同发展水平。控制变量包括
lnENGit 人均能源消耗、lnKLit 人均资本存量、TIit 交通基础

设施水平、STRit 产业结构、DENit 人口密度、ERit 环境规制
及 PM2. 5it-1 滞后一期的环境污染数据。此外，δi 表示地区
固定效应，γ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误差项。
由于各地区的环境质量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强
的空间集聚性，因此需要在基准回归式（1）的基础上加入
空间因素进一步分析双向 FDI 协同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空间计量模型主要分为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
el，SEM）、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与空间
杜宾模型（Spatial Dubin Model，SDM）三种，在经过 LM 检

验、Hausman 检验、LR 检验及 Wald 检验后（篇幅所限未汇
报），确定使用双重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具体模型
构建如下：

PM 2.5it = β 1 W ij PM 2.5it + β 2 C it + β 3 W ij C it + β 4 X it +
β 5 W ij X it + δ i + γ t + ε it

（2）

其中：W ij 为 30×30 的空间权重矩阵，鉴于环境污染的

空间相关性主要体现在地区间的距离上，因此分别采用
两种与地理距离相关的空间矩阵。第一种是 0-1 空间邻

接权重矩阵，若 i 省与 j 省相邻则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
第二种为空间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若 i ≠ j 则 W ij = 1 d ij，
d ij 表示 以经纬度确定的两省之间的距离，当 i = j 时取值

为 0。X 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3. 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3. 2.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环境污染（PM2. 5it）。表示环境污染的

指标有很多，如空气污染指数（API）、工业排放等，但在中
国工业相对集中的地区，PM2. 5 占空气中悬浮颗粒物重量

，因此以 PM2. 5 浓度作为衡量环境污染程度

［36］

的一半以上

的指标。同时，中国空气污染数据的搜集存在时间短、不
［37］

连续等问题，且石庆玲等

认为随着中国对环境保护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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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得到各省份年度平均 PM2. 5 浓度数据。
3. 2. 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各省份双向 FDI 协同发展水平（Cit）。

在以往研究中，测度双向 FDI 协同发展水平的方式分为两
种：一种是通过 IFDI 与 OFDI 的交互项来表示；另一种则

是黄凌云等［38］引入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统模型测度
IFDI 与 OFDI 的互动水平。从双向 FDI 协同发展的实际内
涵出发，以第二种方法构建衡量指标，具体公式如下：

(

C it ( IO ) = IFDI it × OFDI it / αIFDI it + βOFDI it

)

γ

（3）

其中：IFDIit、OFDIit 分别表示 i 省份 t 年的外商直接投
资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α、β 分别为 IFDI 与 OFDI 的权
重，由于中国强调“走出去”与“引进来”同等重要，因此 α、
β 均取值 0. 5；γ 为调节系数，借鉴其他学者做法此处取值
为 2；C（
为两者耦合度，数值越大耦合度越高。但耦
it IO）

合度只表示两者互相作用的程度，因此需要引入耦合协
调发展指标进一步表示两者发展水平：
IFDI it + OFDI it ù
é
CFDI it = êC ( IO ) it ×
ú
2
ë
û

1/2

（4）

结合两式最终得到双向 FDI 协同水平测度公式：

é IFDI × OFDI ù
it
it
úú
C it = êêê
ê IFDI + OFDI /2 úú
it
it
ë
û

(

1/2

)

（5）

式中：Cit 数值越大，说明 i 省份 t 年双向 FDI 协同发展

水平越高。
3. 2. 3

控制变量

为尽量减少遗漏变量带来的结果偏差问题，加入以

下可能影响环境污染的因素：①人均能源消耗（lnENGit），
各省份人均能源消耗取对数；②人均资本存量（lnKLit），以

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与总人口之比的对数表示；③交通

基础设施水平（TIit），以各省份铁路、公路、内河航道里程
的 公 共 运 输 体 系 密 度（km/km2）来 衡 量 ；④ 产 业 结 构

（STRit），采用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
⑤人口密度（DENit），以每平方千米内的人口数表征；⑥环

境规制（ERit），以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占 GDP 的比重衡量；
⑦滞后一期的环境污染数据（PM2. 5it-1），以上一年的 PM2. 5
浓度表示环境污染的时间累积性。

以中国 2003—2018 年 30 个省级行政区域为研究对

来越重视，环境质量与官员政绩之间的联系愈发密切，空

象（由于西藏、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数据缺失严重，故剔

气污染指数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造假，失去数据的真实性。

除），除被解释变量 PM2. 5it 外，省级层面数据来自各省份统

相比于地表监测的空气污染数据，卫星监测数据覆盖的
时间和空间范围更广、数据更加客观真实，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了人为的测量偏误。基于此，采用了达尔豪斯大学
大 气 成 分 分 析 组（Atmospheric Composition Analysis

Group）发布的数据，利用 ARCGIS 软件定位至中国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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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及《中国科
技统计年鉴》。各省份 IFDI、OFDI 数据以人民币汇率年

均价折算，所有价格数据均以 2003 年为基期采用历年各

省份 GDP 平减指数计算实际价格以消除价格波动影响。
固定资本存量借鉴张军等［39］的研究方法，利用永续盘存

董婉怡，等：双向 FDI 协同与区域技术创新抑制环境污染的效应

法进行估算，以 2003 年为基期折旧率取值 9. 6%。

4

年后全球经济形势低迷，在政府积极宏观调控指导下 IF⁃
DI 与 OFDI 水平稳步提高，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

双向 FDI 协同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分析

“引进来”与“走出去”协调发展，进一步从国家政策层面

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地理事物或属性在空间分布
上互为相关，存在集聚、随机以及规则三种分布状态。中
国区域经济联动一直是研究的重要方向，不少学者研究
发现中国省域之间存在经济发展的“邻居效应”，即省域
［40］

之间经济发展状况相互影响

，这种“邻居效应”也存在

于 IFDI 以及 OFDI 的区位分布中

提高了两者的互动水平，双向 FDI 协同发展也相应呈现出

了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就环境污染的结果来说，其 Moran
值均为在 1% 水平下高度显著的正值，且这种相关程度基

本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说明中国环境污染存在
“污染俱乐部”的集群现象。
进一步利用 Moran 指数散点图（篇幅所限未给出）将

［41-44］

。就环境污染来说，

PM2. 5 空气污染的高扩散性会使相近地区的浓度统计数据

双向 FDI 协同发展及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模式分为四个

染的空间集聚程度及动态跃迁过程进行分析，这一部分

低 - 高 集 聚 ；第 三 象 限（LL）表 示 低 - 低 集 聚 ；第 四 象 限

更加接近［45-46］。为了更直观地对双向 FDI 协同与环境污

象限：第一象限（HH）表示高-高集聚；第二象限（LH）表示

运用空间自相关 Moran 指数及散点图来分析两者在空间

（HL）表示高-低集聚。一、三象限表示空间正自相关，

权重矩阵下的结果）。Moran 指数取值范围为-1 到 1，Mo⁃

验中：①2003 年有 5 省位于第一象限，13 省位于第三象

上是否存在依赖（由于篇幅限制，文中只列出了空间邻接
ran’s I >0 表示空间正相关性，其值越大，空间集聚性越明
显；Moran’s I <0 表示空间负相关性，其值越小，空间差异
越大；若 Moran’s I =0 则空间呈随机性。

表 1 结果显示，除 2008 年外双向 FDI 协同的 Moran 指

数均为正值：①2008 年之前，中国主要以利用外资为主，
对外投资规模和增速达不到 IFDI 水平，IFDI 与 OFDI 互动

水平较低，并且受国家政策影响各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
也不同，双向 FDI 协同发展的空间集聚不明显。②2008
年金融危机使得各国对外投资动力受阻，全球 FDI 大幅下

降，此时双向 FDI 协同发展呈不显著空间负相关。③2008
表1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3—2018 年双向 FDI 协同发展与

Moran’s I

P值

0. 070

1. 019

0. 154

0. 170

1. 957

0. 025

0. 196
0. 121
0. 072

2. 114
1. 467
0. 992

2008

-0. 058

-0. 221

2010

0. 250

2. 552

2009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0. 150
0. 212
0. 157
0. 254
0. 174
0. 347
0. 303
0. 325
0. 288

1. 648
2. 235
1. 736
2. 632
1. 904
3. 467
3. 024
3. 231
2. 905

0. 017
0. 071
0. 161
0. 412
0. 050
0. 005
0. 013
0. 041
0. 004
0. 028
0. 000
0. 001
0. 001
0. 002

Moran’s I

Z值

P值

0. 463

4. 490

0. 000

0. 511

4. 868

0. 000

0. 506
0. 382
0. 526
0. 464
0. 473
0. 495
0. 483
0. 456
0. 488
0. 498
0. 507
0. 467
0. 512
0. 466

4. 803
3. 757
5. 008
4. 469
4. 537
4. 730
4. 619
4. 382
4. 715
4. 781
4. 856
4. 509
4. 899
4. 479

第三象限，占比 76. 67%。在环境污染的检验中：①2003
年 有 11 省 位 于 第 一 象 限 ，14 省 位 于 第 三 象 限 ，占 比

83. 33%；②2018 年有 11 省位于第一象限，15 省位于第三

象限，占比 86. 67%。双向 FDI 协同发展与环境污染不论
是 2003 年还是 2018 年，绝大部分省份都位于一、三象限
内，证明了两者确实出现省域间“趋同俱乐部”现象。

通过观察散点图也可以发现两者的时空动态跃迁过
程，
见表 2。在研究期间，
没有出现某省域及其邻居均跃迁

的现象，
并且大多数省份保持了一致水平，
双向 FDI 协同以
及环境污染的集群存在高度空间稳定性。就双向 FDI 协同

域逐渐扩大，说明随着经济发展及国家政策的引导，各省

环境污染

Z值

限，占比 60%；②2018 年有 11 省位于第一象限，12 省位于

来说，存在明显的东部沿海省份集聚性，且这种高集聚区

环境污染的 Moran 指数

双向 FDI 协同

二、四象限表示空间负自相关。在双向 FDI 协同发展的检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份双向 FDI 协同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省域之间相互影响发
挥积极的空间溢出作用。就环境污染的空间集聚来看，东

部沿海及邻近各省污染连接成片，大多数双向 FDI 协同高

集聚地区也是环境污染的高集聚地，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与
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因此，进一步探究两者之
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双向 FDI 协同是否该为环境污染负

责，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解答对于中国走经济与环境协调

0. 000

可持续发展之路尤为重要。

0. 000

5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5. 1

实证结果及分析
基本计量回归结果
表 3 的汇报结果显示，不论是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外商

直接投资均有利于环境污染的改善，但相比于“引进来”，

0. 000

“走出去”的污染抑制效应更加显著。其次，双向 FDI 协同

0. 000

提高有助于缓解当地的环境污染压力。在只考虑双向

0. 000

对于环境污染呈显著负向影响，说明双向 FDI 协同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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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 协同时，双向 FDI 协同水平上升 1% 将有利于 PM2. 5 浓

带来的负面环境效应更强。②交通基础设施密度越大，

降低至 0. 002 5%，但其结果依然显著，假说 1 得到验证。

化了环境。③第二产业占比越高，地区生产污染排放越

度降低 0. 002 8%，在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后这一效用

物流运输、居民出行所带来的汽车尾气排放也进一步恶

从控制变量的结果看，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以及环

多越对环境产生负向影响。④人口密度对空气污染的影

境规制强度趋紧都会改善环境污染问题。一省人均资本

响显著为正，城市规模随着人口集聚而扩大，增加了生活

存量越多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这些地区往往具有更

类污染物、冬季取暖焚烧、交通出行机动车尾气等方面的

强的意愿和实施更有效的政策来提高环境质量。环境规

污染排放［49］。⑤滞后一期的环境污染对于当期的环境质

制对于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虽然为负，但在统计意义上

量具有显著影响，这种污染的连续递增性说明环境治理

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①以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占

工作必须尽早开展，以防出现“吉登斯悖论”。

GDP 的比重表征环境规制强度，污染治理的投入主要来

5. 2

纳税费，这种庇古税对于激励企业采用更加清洁的生产

果。在空间杜宾模型中，直接效应表示双向 FDI 协同发展

自企业所缴纳的排污费，重污染企业排污的代价仅是缴
方式的作用有限，不能从根本上纠正环境污染这种负外
部性行为。②若政府未能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环
境治理投入强度无法满足客观治理需求，较弱的环境规
制可能会反作用于环境质量的改善。③中国地区间的环
境规制存在“搭便车”现象，这种现象在 PM2. 5 这种强扩散
［47-48］

性污染治理过程中表现得更明显

，削弱了环境规制

应有作用的发挥。能源消耗的增加、交通基础设施密度
越大、第二产业占比越高、人口密度越大都会增加环境污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的再考察
表 4 为基于两种不同空间权重下的空间计量回归结

水平对于本地环境污染产生的影响，间接效应则表示一
省双向 FDI 协同发展对其他地区环境质量所产生的溢出
影响。首先，从总效应来看在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均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双向 FDI 协同发展水平的提

高会显著提升环境质量。其次，在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
直接效应分别在 1% 和 5% 水平显著为负，即本地区双向

FDI 协同发展水平越高所发挥出的污染缓解效用就越大，
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对比空间计量模型的直接效应

染：①能源消耗强度对于环境污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

（-0. 001 6 与-0. 001 5）与基准回归模型（-0. 002 5）系数

气污染的影响尤为严重，环境治理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

定程度上高估双向 FDI 协同发展对于环境质量的影响，说

是因为中国一次能源消耗以煤炭为主，煤炭燃烧对于大
依赖于能源结构的调整，虽然当前大力发展绿色新清洁
能源但仍无法完全摆脱化石能源。并且人均能源消耗越
多从侧面刻画出这一地区工业活动越频繁，工业活动所
表2

的绝对值可以发现，若不将空间因素考虑在内则会在一
明双向 FDI 协同对于本地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要受到其
他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最后，在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
间接效应也显著为负，说明双向 FDI 协同水平的提高不仅

中国省域双向 FDI 协同与环境污染 Moran 散点的空间跃迁（2003—2018 年）
代表省域

类型

变迁路径

相关空间邻近省域的

HH-HL

广东

湖南

LH-LL

/

福建

HL-HH

北京、山东

LL-LH

湖北

/

LH-HL

/

跃迁

某省域及其邻居均
跃迁

相对位移的省域跃迁

HH-LL

/

LL-HH

/

HL-LH

HH-LH
HL-LL

LH-HH

省域及其邻居保持相
同水平

双向 FDI 协同

LL-HL

/
/

山西

/
/
/
/
/
/

重庆

天津、河北、安徽、湖南、河南

山西

四川

新疆

上海、重庆、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 北京、天津、上海、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
福建、江西、海南、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 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广东、海南、四川、
海、内蒙古、广西、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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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广西、宁夏

董婉怡，等：双向 FDI 协同与区域技术创新抑制环境污染的效应

能够改善本地的环境污染，而且也表现出了显著的区域
间空间溢出性，能够辐射带动其他地区环境质量的提高。

检验模型
（1）

lnOFDI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结论是否可靠，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了稳健性检验：第一，更换双向 FDI 协同水平的测度方法。

lnIFDI

②以 IFDI 与 OFDI 流量的交互项作为双向 FDI 协同指标。

C

①以 IFDI 与 OFDI 存量数据计算双向 FDI 协同发展水平；
第二，更换环境污染衡量指标，分别以水污染、二氧化硫
污染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作为被解释变量。第三，为了
作为工具变量，运用系统 GMM 估计进行回归。由表 5 可

FDI 协同对于环境污染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与前文结论

（0. 137 7）

为进一步分析双向 FDI 协同对环境改善的区域差异

-0. 002 5***

（0. 000 5）

lnENG

（1. 912 1）

-5. 533 0***

（1. 147 0）
3. 060 8**

（1. 492 3）

16. 139 1***

（6. 106 2）

0. 009 7***

（0. 003 2）
-0. 045 5

此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双向 FDI 协同对环境

PM2. 5-1

进行了估计（表 8、表 9）。

常数项

污染的影响机制（表 7），并使用面板门槛模型对环境效应
基于空间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R2

基于中国经济发展以及环境污染存在区域差异性的

（0. 908 4）

0. 455 6***

42. 365 8***

38. 871 3***

39. 795 8***

（0. 042 1）

11. 304 8***

（1. 636 0）

（5. 732 3）

（0. 451 0）

（3. 814 0）

480

480

480

480

0. 018 9

样本量

0. 000 1

0. 074 4

0. 441 9

注： P < 0. 05， P < 0. 01；括号内为标准误。
**

事实，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空间特征的异质性分析：首
表4

（0. 000 6）

7. 697 3***

ER

性，从两个方面进行了空间特征的异质性分析（表 6）。在

***

双向 FDI 协同对环境污染影响 SDM 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空间邻接权重矩阵

控制变量

-0. 002 8***

-0. 086 0

（0. 395 9）

DEN

进一步分析

C

（4）

STR

基本一致，核心结论依然稳健。

变量

（3）

***

TI

知，不论是更换变量衡量指标还是考虑内生性问题，双向

6. 1

-0. 404 6

（2）

lnKL

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核心解释变量滞后项

6

双向 FDI 协同对本地环境污染影响的基准检验

变量

整体结果验证了前文的假说 4。
5. 3

表3

空间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0. 001 6***

-0. 004 9**

-0. 006 5***

-0. 001 5**

-0. 004 3***

-0. 005 8***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注： P < 0. 05， P < 0. 01。限于篇幅，表中仅报告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

***

表5
变量
C
控制变量
常数项
R2
样本量

稳健性检验结果

更换解释变量

更换被解释变量

内生性问题

（1）存量数据

（2）流量交互项

（3）水污染

（4）二氧化硫污染

（5）固体废弃物污染

（6）工具变量法

-0. 001 1***

-0. 461 4**

-0. 000 1***

-0. 000 2***

-0. 000 1***

-0. 002 0***

（0. 000 3）

（0. 188 4）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14. 186 3***

17. 286 5***

10. 797 4***

12. 874 4***

6. 177 1***

是

是

是

是

是

0. 669 6

（4. 083 8）

（4. 522 1）

（0. 156 2）

（0. 156 5）

（0. 194 8）

（2. 008 4）

450

480

480

480

480

450

0. 460 6

0. 427 4

0. 091 6

0. 445 1

注： P < 0. 05， P < 0. 01；括号内为标准误。限于篇幅，表中仅报告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

是

（0. 000 5）

***

0. 782 4

0. 90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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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将省域按照沿海、内陆进行分组，表 6（1）、
（2）列结果

约型增长转型困难的压力。②由于产业集群效应的存

环境改善效应更加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①受政策影

步限制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就内陆地区来说，由于

显示相比于沿海地区来说，双向 FDI 协同对于内陆地区的

在，区域间产业结构的调整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进一

响东部沿海地区最先进行改革开放，在“引进来”的早期

对外开放较晚，此时国家政策更加注重外资质量以及经

集中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制造业，奠定了以重工业为基

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效应，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

础的产业结构，即使后期大规模“走出去”提高了双向 FDI

及绿色化水平，这种优势进一步增强了双向 FDI 协同对于

业结构、转移重污染产业和企业，仍面临粗放式增长向集

其次，参考黄寿峰［50］的做法，以 40 为 PM2. 5 浓度的阈

协同水平，囿于经济发展目标的桎梏也难以直接调整产

表6

环境改善的积极影响。

基于空间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1）沿海

（2）内陆

（3）污染较轻区域

C

-0. 001 4

-0. 003 8

-0. 003 3

控制变量

样本量

（4）污染严重区域
-0. 000 7

***

（0. 001 1）

（0. 001 0）

（0. 000 9）

-4. 956 3

5. 716 1

6. 612 0

12. 551 6**

是

是

是

（8. 344 0）

（4. 781 5）

（6. 073 0）

（5. 922 3）

176

304

192

288

0. 535 2

2

***

（0. 000 9）
是

常数项
R

*

0. 453 2

0. 257 8

0. 536 3

注：P < 0. 10， P < 0. 05， P < 0. 01；括号内为标准误。限于篇幅，表中仅报告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

**

***

表7
变量

模仿创新
（1）PM2. 5

-0. 002 8

C

双向 FDI 协同对环境污染的中介机制检验

***

（2）A1
-0. 000 6

***

创新投入
（3）PM2. 5

-0. 003 5

***

-0. 980 9

***

（0. 000 5） （0. 000 2） （0. 000 5）

A1

（4）PM2. 5

（5）A2

（0. 000 5）

（0. 012 4）

-0. 002 8

***

0. 423 7

***

（0. 129 1）

A2

创新产出
（6）PM2. 5

-0. 001 1

（0. 000 9）

（7）PM2. 5

-0. 002 8

（8）A3
4. 975 1

***

（0. 000 5）

***

（0. 198 6） （0. 000 7）

（0. 001 8）

-0. 000 3***

（0. 000 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39. 795 8***

12. 369 0***

51. 928 9***

39. 795 8***

-29. 679 7**

39. 677 2***

39. 795 8***

-896. 002 3***

0. 074 4

0. 033 3

0. 180 1

R

（0. 451 0） （0. 155 4） （1. 651 8）

样本量

480

480

480

（0. 451 0）

（11. 829 5）

（0. 452 2）

480

480

480

0. 074 4

0. 722 4

0. 084 5

***

表8
门槛变量

模仿创新

0. 074 4

0. 582 9

480

480

0. 092 3
480

门槛存在性、估计值及置信区间检验
置信区间

原假设

F值

P值

单一门槛

18. 39

0. 000

13. 295

11. 502

10. 307

11. 561 8

10. 47

0. 226

23. 957

16. 637

13. 895

/

双重门槛

创新投入

单一门槛

创新产出

单一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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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39. 498 6***

（0. 451 0） （189. 534 7） （0. 458 1）

注： P < 0. 05， P < 0. 01；括号内为标准误。限于篇幅，表中仅报告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

-0. 001 2

-0. 004 0**

A3

2

（9）PM2. 5

11. 72
27. 04

0. 030
0. 010

1%

15. 679
26. 533

5%

9. 662

16. 156

10%

8. 377

12. 908

门限值

13. 149 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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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将所有省份划分为污染较轻区域（内蒙古、辽宁、吉
林、黑龙江、福建、广东、海南、四川、云南、甘肃、青海、新
疆）和污染严重区域（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

的提升，说明双向 FDI 协同发展通过自主创新两条路径带
来正向的环境改善效应。整体结论验证了前文假说 2。
6. 3

基于技术创新的面板门槛分析

前文已经验证了双向 FDI 协同通过影响技术创新两

州、陕西、宁夏）。基于表 6（3）、
（4）列的结果发现双向 FDI

方面对环境污染产生作用，那么这种影响是否存在门槛

异，对于环境污染本身就较轻的地区抑制作用更大且更

的阈值下，双向 FDI 协同对于环境污染会产生不同影响？

协同对于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在这两个区域存在较大差

加显著，而对于污染严重区域来说其负向影响并不显著。
污染严重的区域高度集中在以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工业
基地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部各省连接成片，各
省份之间的环境污染水平“环环相扣”
“ 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负外部性由于这种空间集聚特征得到进一步增强，

效应？也就是说是否存在技术创新的阈值，在不同水平
因此在这一部分，以模仿创新、创新支出以及创新产出三
个方面作为门槛变量，使用面板门槛模型对双向 FDI 协同
的环境效应进行估计和解释。构建以下面板门槛模型：

(

(
)
I (λ
< Innovation ≤ λ ) + β C ×
I ( Innovation > λ ) + θX + δ + γ + ϵ

I λ 1 < Innovation it ≤ λ 2 + … + β n C it ×

一省环境污染的改善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邻近省份的

n-1

环境污染水平，进而削弱了双向 FDI 协同对于环境污染的

改善效应。
6. 2

影响机制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双向 FDI 协同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

系，深入剖析其影响机制，借鉴温忠麟等［51］的做法，构建
以下中介效应模型：
PM 2.5it = ϑ 0 + ϑ 1 C it + ϑ 2 X it + δ i + γ t + ϵ it

Innovation it = ρ 0 + ρ 1 C it + ρ 2 X it + δ i + γ t + ϵ it

（6）

n

n+1

n

it

i

it

t

it

（9）

其中：λ 为待估门槛值，I 为示性函数。

首先进行门槛效应的检验。由表 8 可以看出：①模仿

创新经过双重门槛检验，一重门槛值为 11. 561 8，双重门
槛值为 13. 149 4。②创新投入没有经过门槛检验。③以

综合专利指数构建的创新产出衡量指标经过了单一门槛
检验，门槛值为 30。

表 9 的结果显示，
就模仿创新来看：
①当省域模仿创新

（7）

低于 11. 561 8 时，双向 FDI 协同水平每提升 1%，带动本地

（8）

于 13. 149 4 时，这种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进一步提升至

PM 2.5it = φ 0 + φ 1 C it + φ 2 Innovation it + φ 3 X it + δ i +
γ t + ϵ it

it

it

改善作用。而对于环境污染本身就较轻的省份来说，这

种较弱的环境污染负外部性增强了双向 FDI 协同的环境

)

PM 2.5it = α + β 1 C it × I Innovation it ≤ λ 1 + β 2 C it ×

其中：Innovationit 为中介变量，表示技术水平；Xit 为基

准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为了全面分析双向 FDI 协同能否

通过影响技术水平从而对环境污染产生作用，将技术创
新分为三个方面：①采用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

PM2. 5 浓度下降 0. 001 8%。②当模仿创新高于 11. 561 8 低

0. 008 7%。 ③ 之 后 随 着 模 仿 创 新 跨 过 第 二 个 门 槛 值
13. 149 4，
这种抑制作用下降到 0. 003 6% 的水平。当创新

产出低于门槛值 30 时，
双向 FDI 协同对环境污染无显著影
响，
但一旦产出能力跨过门槛值，
双向 FDI 协同就对环境污

获取和技术改造中的技术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以及技术
改造支出之和表示模仿创新（A1）；②以研发支出表示创
新投入（A2）；③借鉴白俊红等［52］的方法，构建衡量专利水

平的指标表示创新产出（A3），具体做法是将三种专利类
型按照创新程度赋予不同的权重，发明专利权重为 0. 5，

表9
变量

模仿创新

创新产出

C-1

-0. 001 8***

0. 001 5

实用新型专利为 0. 3，外观设计专利为 0. 2。

C-2

污染的影响机制，由表 7 可以发现：①从模仿创新的影响

C-3

分别技术创新的三个方面分析双向 FDI 协同对环境

机制看，双向 FDI 协同发展显著抑制了区域模仿创新能
力，而模仿创新又能够显著降低环境污染水平，因此当以
模仿创新为影响路径时间接效应为正，说明双向 FDI 协同

控制变量
常数项

发展通过抑制模仿创新能力加剧了环境污染。②从创新

R

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看存在显著的完全中介效

样本量

应，双向 FDI 协同发展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起到显著的提

高作用，这种自主创新能力又积极作用于环境质量水平

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

2

（0. 000 6）

（0. 001 0）

（0. 001 6）

（0. 000 6）

-0. 008 7

***

-0. 003 6***

（0. 000 6）

-0. 002 3***

是

是

19. 176 6***

16. 325 3***

（4. 082 6）

（3. 841 6）

480

480

0. 476 6

0. 472 6

注： P < 0. 01；括号内为标准误。限于篇幅，表中仅报告核心
***

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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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整体结果验证了前文假说 3。

通过分析门槛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①在进行模仿创新的初期，增加模仿创新投入对于双向

7. 2

第 12 期

各地区的环境规制在体现地域差异的同时也要反

对区域割裂
各地区以中央关于环境保护的指示为基本原则，根

FDI 协同环境效应的发挥具有较大的边际促进作用，随着

据本地污染源头及治理的重难点坚持靶向定位、精准治

模仿创新投入增加到一定程度，这种正向影响达到峰值

污。同时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集聚特征说明环境

后下降。②随着以专利指标衡量的创新产出能力的提

规制可能因为邻近地区的“泄露效应”而失去应有的效

高，双向 FDI 协同对于环境污染改善的影响也随之提高。

果，基于此要反对环境治理的区域割裂，推进建立区域联

说明即使初期以模仿创新提高技术水平带来的作用显

防联控机制，合理规划区域间产业集群分布，实现地区间

著，但模仿创新并不是发展的“长久之计”，更多的是一种

环境治理的统筹规划。

短期内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现促进作用，不是真正意义

7. 3

上技术水平的提高，并且这种模仿创新要受到技术输出
国的限制，过度依赖模仿创新容易陷入技术路径依赖，阻

以中国特色的“后发优势”与制度优势为基础，充分

发挥 I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和 OFDI 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由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才是充分发挥双向 FDI 协

碍自主创新水平提高所带来的长远正向影响。因此，要

同积极环境效应的关键所在，因此政府要灵活运用减免

想实现双向 FDI 协同发展对于环境改善的可持续影响，关

税收、给予创新补贴等政策手段，鼓励企业提高技术创新

键在于通过模仿“先发”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为自主创新

能力和应用清洁生产技术，加速技术创新向生态领域的

打下基础后，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进行自主创新，真正实

渗透。

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利用 2003—2018 年中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域外资以

及环境污染数据，探究了双向 FDI 协同与技术创新抑制环
境污染的效应。实证结果表明：①双向 FDI 协同能够显著

抑制本地环境污染，同时也会提高其他地区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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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wo⁃way FDI synergy and region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DONG Wanyi，ZHANG Zongbin，LIU Dongdong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358,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of achieving high⁃level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policies of bringing in and going

out have not only brought Chinas economic prosperity, but also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 of two⁃way FDI synergy is still not sufficient, and the specific channels of impact need to be further clarified.
Based on the data of 30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Chinas mainland from 2003 to 2018,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d the

capacity coupling system model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two⁃way FDI synergy, and then matched the data of PM2.5 pollution, technologi⁃
cal innovation and other data to explore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and action path of two⁃way FDI synergy. The study found that: Two⁃

way FDI synergy had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loc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he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effect was still significant after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evels of other regions we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The environmental promotion effect of two⁃way FDI synergy had a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which could radiate to other

regions and drive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these regions. Further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effect of two⁃way FDI syn⁃
ergy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mitigation had regional heterogeneity, especially in the inland and less polluted areas. Two ⁃way FDI
synergy could aggravate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y inhibiting the ability of imitative innovation, and could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


bility was a long⁃term solution to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environmental effect of two⁃way FDI synergy. Although imitative inno⁃
vation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initial stage,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expenditure on imitative innovation, the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effect tended to decline.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it is proposed that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 should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actively exert the positive external effects of high ⁃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gover⁃
nance should not only invol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ccurate pollution control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region, but also

avoid regional fragmentation. Relying on the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of two⁃way FDI synergy, we should enhance our ability of inde⁃
pendent innovation, accelerate the penetration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to the ecological field, and take the road of sustainable green
development.
Key words

two⁃way FDI synergy; technical innovation; PM2.5; environment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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