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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选取 1995 年～2014 年江、浙、沪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入境商务旅游（IBT）的时间序

列数据，定量研究三省区 FDI 与 IBT 的互动关系，并进一步进行了地区差异分析。 研究发现：①江、
浙、沪 FDI 与 IBT 之间呈现出同步发展的态势，且其外资依存度与 IBT 占比的下滑态势也相同。 ②
依据相关统计数据建立的 9 个推拉方程表明，江、浙、沪 FDI 与 IBT 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即：三省区
的 FDI 对 IBT 具有拉动作用，三省区的 IBT 对 FDI 也存在带动作用。 ③江、浙、沪 FDI 与 IBT 的互
动关系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性， 即：FDI 对 IBT 的拉动作用呈现出沪＞江＞浙的地区差异，IBT 对
FDI 的带动作用呈现出浙＞江＞沪的地区差异；这与三省区的经济发展重心差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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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 FDI）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其规模也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增速。 1995 年～2014 年我国的外企数量翻了一番，由 23
万户增长至 45 万户；投资金额也增长了四倍多，由 640 亿美元增长至 3500 亿美元[1]。 随着
经济全球化和贸易快速发展，我国吸收的 FDI 不断增长的同时，也带动了入境商务旅游（Inbound Business Tourism，简称 IBT）的增长。 1995 年～2014 年我国的入境商务游客由 84
万人次上升至 600 多万人次，这使得 IBT 的规模已成为我国入境旅游的重要部分[2]。 同时，
根据全球商务旅游协会的预测，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务旅游市场。 因此，在我国 FDI
与 IBT 均不断增长的态势下，研究和讨论二者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内外有关 FDI 与 IBT 关系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与贸易的互动关系、
FDI 与旅游的关系这两个方面。 在旅游与贸易的互动关系研究方面，Kulendran 最早利用澳
大利亚与四个重要伙伴国（美国、英国、新西兰和日本）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国际贸易和国
际旅游流之间的关系，证实了商务旅游引发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引发国际旅游以及国际旅游又
引发国际贸易的假设[3]；Jordan 以中国为例的研究发现国际贸易和国际旅游之间存在双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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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关系[4]；Khalid 的研究也证实类似的互动关系在伊斯兰国家中存在[5]；Katircioglu 认为
塞浦路斯的旅游、贸易和收入之间具有协整和长期均衡关系[6]；Fischer 的研究表明在 2-9
月德国出境西班牙的旅游影响着其对西班牙的红酒进口[7]；Gallego 以欧盟为例的研究表明
入境旅游促进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也可以促进出入境旅游的发展[8]；Wong 的研究证实了新加
坡的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9]；孙根年课题组分别以香港 - 大陆、中 日、中 - 韩、中国内蒙古 - 蒙古国、中国 - 日韩东盟 8 国等为例进一步证实了旅游与贸易具
有如“人流”和“
物流”般的互动关系[10-13]。
在 FDI 与旅游的关系研究方面，Tang 以中国为例证实了 FDI 和旅游之间的格兰杰因果
关系 ；Zhang 以中国为例的研究表明旅游客流量、贸易和投资之间是“人流”、“物流”和“资
金流”的关系[15]；Selvanathan 以印度为例的研究发现 FDI 与旅游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16]；
[14]

Samimi 以发展中国家为例的研究也证实了 FDI 与旅游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和双向的
因果关系[17]；保继刚以广东为例的研究表明，FDI 与出、入境旅游服务之间呈正相关关系[18]；
傅元海探讨了我国 FDI 的旅游服务出口效应[19]；苏建军认为入境旅游对扩大投资具有一定
的正效益[20]；梁圣蓉认为 FDI 及各要素对旅游贸易出口的作用显著[21]。 国内外有关 FDI 与
IBT 关系的研究较少，Jose 等认为商务旅游的增长增强了国际饭店对 FDI 的吸引力[22]；包富
华对比了我国东部 FDI 和入境商务旅游客流的重心格局演变， 同时基于全国层面讨论了二
者的重心聚散格局及形成机制[23]。
综上所述， 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旅游与贸易、FDI 与旅游的关系等方面， 将 FDI
与 IBT 放在同一个框架下的研究并不多见。如并未单独探讨 FDI 与 IBT 的关系问题；或仅仅
是从空间视角分析了我国 FDI 与 IBT 重心之间存在的位置关联； 而从微观视角从时间序列
角度研讨二者关系的研究寥寥无几。 基于此，本文利用 1995 年～2014 年江苏、浙江和上海
FDI 和 IBT 的时间序列数据，从微观视角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①通过建立江、浙、沪
FDI（外企数量、外企投资）与 IBT 的推拉方程，分别讨论三省区 FDI 对 IBT 的作用关系；②通
过建立江、浙、沪外资依存度与 IBT 占比的弹性系数方程，探讨三省区 IBT 对 FDI 的作用关
系。 ③通过计算江苏、浙江和上海 FDI 和 IBT 之间的弹性系数，进一步对比江、浙、沪 FDI 和
IBT 的互动关系。

1

模型假设、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模型假设
就理论层面而言， 国内外关于旅游与贸易关系的研究将国际旅游和国际贸易视为“人
流”和“物流”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3-13]。 在两系统的研究中，马可波罗
假设（即：商务旅游引发国际贸易）已被证实；根据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理论，二者
之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24]；由此可见，商务旅游也具有引发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 同时，
FDI 与旅游之间的协整或格兰杰因果关系也已被证实；而在旅游的各主要组成部分中，商务
旅游与投资活动的关系最为密切；可见，FDI 对商务旅游也具有重要影响。 因此，就理论层面
而言，商务旅游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具有相互影响和作用关系；FDI 和 IBT 分别作为国际直
接投资和商务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可以被视为“资金流”和“人流”的关系，人的流动和
资金的流动相互促进。
就实践过程而言，FDI 对入境商务旅游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外商在确定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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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投资区位前为了熟悉投资环境会进行大量的商务考察活动， 外商投资前的考察活动能直
接带动 IBT 的发展[19]；第二，外商在投资项目经营过程中也会因经营业务需要产生相应的商
务会议等活动，这类商务活动也会为 IBT 的发展带来客源[19]；第三，外商在投资后促使东道
国经济不断增长、贸易往来增多[25]，由此产生更多的商业机会，从而促进 IBT 活动的开展。由
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H1：FDI 活动有助于 IBT 的发展。同时，入境商务游客来华开展活动的过
程中随着与目的地“主 客”交往的加深，也会对目
的地产生一定的兴趣和关
注，兴趣和关注激发其投资
欲望，因而入境商务游客的
来华旅游活动有助于激发
FDI 欲望；同时，入境商务
游客来华旅游的过程也是
其寻找商机的过程，发现并
把握商机也需要一定的资
金投入。 由此，提出本文的

图1

FDI 和 IBT 相互作用的假设模型

Fig.1 Hypothetical interaction model between FDI and IBT

假设 H2：IBT 带动 FDI 的发
展。 综上，提出本文关于 FDI 与 IBT 相互作用的假设模型（图 1）。

1.2 概念界定、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由于国内外学者在商务旅游的概念界定上并没有达成共识， 本研究借鉴前人有关综合
视角的定义[26-28]，认为商务旅游是以商务、会议和文体科技为导向，离开惯常环境在目的地
的旅游活动。因此，本研究的 IBT 主要包括以商务、会议和文体科技为目的的三类入境游客。
本文所需数据为 1995 年～2014 年江、浙、沪 FDI 和 IBT 两方面的数据。由于 FDI 和 IBT
的主体大多是外企，因此，FDI 的数据主要选取外企数量、外企投资总额（简称外企投资）两
列数据，数据分别来自江、浙、沪三省区的统计年鉴。 IBT 的数据选取《海外游客抽样调查》中
以商务、会议和文体科技旅游为目的调查的比例数据之和，通过该比例数据乘以各自入境过
夜游客（来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的基数得到 IBT 的规模数据。为了消除 SARS 危机事件的
影响，本文使用内插法对 2003 年的 IBT 数据进行修订。
选取 1995 年～2014 年江、浙、沪 FDI 和 IBT 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 OLS 回归分析方法，
从两个层面定量分析江、浙、沪 FDI 和 IBT 的互动关系：①通过建立推拉方程，分别分析江、
浙、沪外企数量对 IBT、外企投资对 IBT 的作用关系；②通过建立弹性系数方程，分析江、浙、
沪外资依存度对 IBT 占比的作用关系。③通过计算江、浙、沪 FDI 和 IBT 之间的弹性系数，进
一步对比 FDI 与 IBT 互动关系在三省区的差异。 外资依存度和 IBT 占比这两个变量的界定
如下所示：
外资依存度 = 外商投资总额 /GDP；
IBT 占比 = 入境本地的商务游客 / 全国入境商务游客总和。

2

FDI 与入境商务客流量的关系

2.1 外企数量与入境商务旅游的关系

160

世

界 地

理

27 卷

研 究

1995 年～2014 年江、浙、沪的外
企数量和入境商务游客 （下文也简称
IBT）均处于不断增长的发展态势（图
2）。 1995 年江苏的外企数量为 2.3 万
户，1996 年增长至 2.39 万户，随后有
所下滑，2000 年降至 1.81 万户，随后
不断增长， 到 2010 年和 2011 年分别
增长至 5.17 万户和 5.3 万户，之后有
所回落，2014 年仍保持了 5.16 万户
的规模。 1995 年江苏的入境商务客流
为 4.28 万人次，1996 年降至 4.26 万
人次后在 1997 年又增长至 7.42 万人
次 ，2000 年 增 长 至 11.64 万 人 次 ，

图 2 外企数量与 IBT（江、浙、沪）
Fig.2 The numbers of foreign enterprises and IBT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2001 年下滑至 11.21 万人次，随后一
直保持增长势头， 到 2010 年入境商务客流已增长至 57.15 万人次， 随后在 2011 年增至
57.48 万人次后有所回调，2014 年仍保持了 56.91 万人次的规模。
1995 年浙江的外企数量为 1.12 万户，1996 年增长至 1.14 万户， 随后有所下滑，2000
年降至 1 万户，随后不断增长，至 2005 年已增至 1.9 万户，到 2010 年又增长至 2.88 万户,
2014 年已增长至 3.1 万户的规模。 1995 年浙江的入境商务客流为 1.9 万人次，随后一直保
持增长势头，2005 年增至 28.02 万人次，2010 年增长至 54.41 万人次，2013 年和 2014 年分
别增至 56.78 万人次和 57.13 万人次的规模。
1995 年上海的外企数量为 1.45 万户，2000 年增长为 1.59 万户， 随后不断增长，至
2005 年已增至 2.9 万户，到 2010 年又增长至 5.57 万户,2014 年增长至 6.89 万户。 1995 年
上海的入境商务客流为 11.59 万人次，1997 年增长至 14.89 万人次后在 1998 年降至 11.45
万人次， 随后一直保持增长势头，2000 年增长至 16.54 万人次，2005 年已增至 43.37 万人
次， 到 2010 年入境商务客流已增长
表 1 外企数量和 IBT 的推拉方程（江、浙、沪）
至 62.43 万人次， 随后在 2011 年增
Tab.1 Push-pull equation of numbers of foreign enterprises
至 70.44 万人次后仍继续保持平稳
增长 态 势 ，2014 年 仍 保 持 了 74.18
万人次的规模。
由图 2 可见，江苏、浙江和上海
的外企数量与 IBT 呈同步增长的发
展态势。进一步构建三省区外企数量

and IBT(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地区

推拉方程
2

R2

江苏

IBT=-3.351N +39.25N-57.6

0.916

浙江

IBT=-2.271N2+33.42N-25.65

0.963

上海

2

IBT=-1.726N +24.95N-19.27

0.941

注：其中，N 代表外企数量（万户），IBT 代表入境商务客流量（万人次）。

和 IBT 的推拉方程如表 1 所示。
2.2 外企投资与入境商务旅游的关系
1995 年～2014 年江、浙、沪的外企投资和 IBT 均有处于不断增长的发展态势（图 3）。
1995 年～2014 年江苏的外企投资也呈不断增长的发展态势。1995 年江苏的外企投资为 532
亿美元，随后不断增长，2000 年增长至 750 亿美元，至 2005 年已增至 2657 亿美元，到 2010
年又增长至 5081 亿美元，2014 年已增至 7181 亿美元。 在此期间，江苏的 IBT 由 4.28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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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不断增长至 56.91 万人次。
1995 年～2014 年浙江的外企
投资也呈不断增长的发展态势。
1995 年浙江的外企投资为 244 亿
美元， 随后不断增长，2000 年增长
至 293 亿美元， 至 2005 年已增至
1019 亿美元， 到 2010 年又增长至
1832 亿美元，2014 年已增至 2629
亿美元。 在此期间， 浙江的 IBT 由
1.9 万人次不断增长至 57.13 万人
次。
1995 年～2014 年上海的外企
投资也呈不断增长的发展态势。
1995 年上海的外企投资为 677 亿
美元， 随后不断增长，2000 年增长
至 985 亿美元，2005 年已增至 2007
亿美元， 到 2010 年又增长至 3394
亿美元，2014 年已增至 5305 亿美
元。 在此期间，上海的 IBT 由 11.59
万人次不断增长至 74.18 万人次。
由图 3 可见，江苏、浙江和上海
的外企投资与 IBT 呈同步增长的发
展态势。 进一步构建三省区外企投
资和 IBT 的推拉方程如表 2 所示。

3

图 3 外企投资与 IBT（江、浙、沪）
Fig.3 The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IBT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表 2 外企投资和 IBT 的推拉方程（江浙沪）
Tab.2 Push-pull equ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IBT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地区

推拉方程

R2

江苏

IBT=-0.012I2+1.941I-4.838

0.952

2

0.977

2

0.977

IBT=-0.07I +4.26I-4.643

浙江

IBT=-0.029I +3.158I-10.17

上海

注：其中，I 代表外企投资额（百亿美元），IBT 代表入境商务旅游
客流量（万人次）。

外资依存度与入境商务旅游占比的关系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不断实

施， 外资和入境商务旅游也不断向我
国中西部地区扩展， 使得二者在东部
的份额不断降低。 由图 4 可见，近 20
年来江、浙、沪的外资依存度和 IBT 占
比均不断下滑。 1995 年江苏的外资依
存度为 1.25%，2000 年降至 1%， 随后
不断降低， 至 2005 年降至 0.86%，至
2010 年已降至 0.76%， 随后仍保持不
断下降的态势， 至 2013 年和 2014 年
分别降至 0.71%和 0.69%。 与此同时，
江苏的 IBT 占比呈不断下降的发展态

Fig.4 Proportions of dependence of foreign capital and IBT

势 。 1995 年 江 苏 的 IBT 占 比 为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图4

外资依存度与 IBT 占比（江、浙、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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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8%，随后不断降低，2000 年降至 9.22%，2001 年增长至 8.95%，随后又不断下滑，至 2005
年降至 8.41%，至 2010 年已降至 5.56%，随后仍保持不断下降的态势，至 2013 年和 2014 年
分别降至 4.73%和 3.72%。
1995 年～2014 年浙江的外资依存度也呈不断下降的发展态势。 1995 年浙江的外资依
存度为 0.67%，2000 年降至 0.54%，随后不断降低，至 2005 年降至 0.46%，至 2010 年已降至
0.42%，随后仍保持不断下降的态势，至 2014 年降至 0.4%。 1995 年～2014 年浙江的 IBT 占
比呈不断下降的发展态势。 1995 年浙江的 IBT 占比为 9.11%， 随后不断降低，2000 年降至
8.2%，2001 年降至 7.21%，随后又不断下滑，至 2005 年降至 5.79%，至 2010 年已降至 3.92%，
随后仍保持不断下降的态势，至 2013 年和 2014 年分别降至 3.53%和 2.26%。
1995 年～2014 年上海的外资依存度也呈不断下降的发展态势。 1995 年上海的外资依
存度为 2.26%，2000 年降至 1.71%，随后不断降低，至 2005 年降至 1.78%，至 2010 年已降至
1.34%，随后仍保持不断下降的态势，2011 年下降至 1.27%后开始回调，至 2013 年和 2014 年
分别增至 1.3%和 1.44%。 1995 年～2014 年上海的 IBT 占比呈不断下降的发展态势。 1995 年
上海的 IBT 占比为 12.06%，随后不断
降低，2000 年降至 8.21%，2001 年增
长至 8.31%，随后又不断下滑，至 2005
年 降 至 7.07% ， 至 2010 年 已 降 至
6.6%， 随后仍保持不断下降的态势，
2012 年已降至 3.16%， 至 2013 年和
2014 年分别回调至 3.27%和 3.35%。
由此可见，江苏、浙江和上海的外

表 3 外资依存度和 IBT 占比的推拉方程（江、浙、沪）
Tab.3 Push-pull equation of dependence of foreign capital
and IBT(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地区
江苏

推拉方程

R2

2

0.912

2

FI=0.001IBT +0.041IBT+0.494

浙江

FI=0.005IBT -0.028IBT+0.433

0.972

上海

FI=0.002IBT2+0.076IBT+1.027

0.922

注：其中，IBT 代表入境商务客流量占全国的比重（%），FI 代表外

资依存度和 IBT 占比的下滑趋势大致 资依存度（%）。
相同。 构建三省区 IBT 占比和外资依存度的推拉方程如表 3 如示。

4

江、浙、沪 FDI 与入境商务旅游互动关系对比

推拉方程分析结果表明，江、浙、沪三省区的外企数量对 IBT 均具有拉动作用；三省区的
外企投资对 IBT 也具有拉动作用。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即：江、浙、沪吸收的 FDI 有助于当地
IBT 的发展，由此，假设 H2 成立。 同时，江、浙、沪的外资依存度和 IBT 占比的推拉方程也表
明，江、浙、沪 IBT 占比的降低对外资依存度的下滑具有带动作用。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即：
IBT 对 FDI 具有带动作用，因此，假设 H1 也成立。 综合江、浙、沪三省区 FDI 对 IBT、IBT 对
FDI 的推拉和作用关系可以判断，江、浙、沪 FDI 与 IBT 的互动关系显著。 因此，模型假设 1
和假设 2 均成立。
为进一步对比江、浙、沪 FDI 与 IBT 的互动关系，本文利用弹性系数分析法分别计算出
江、浙、沪外企数量、外企投资对其 IBT 的拉动系数及三省区 IBT 占比对其外资依存度的带动
系数，根据江、浙、沪弹性系数的大小以判断三省区 FDI 与 IBT 的互动和作用关系。 由表 4 和
表 5 可见，方程 R2 值均在 0.8 以上，表明方程拟合度较好。
对比江、 浙、 沪外企数量对 IBT 的拉动系数可见， 沪 （0.5424）＞江 （0.4265）＞浙
（0.3526）；对比江、浙、沪外企投资对 IBT 的拉动系数可见，三省区也呈沪（0.6232）＞江
（0.5512）＞浙（0.3124）的发展态势。因此，江、浙、沪 FDI 对 IBT 的拉动呈现出沪＞江＞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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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沪外企数量对 IBT 的拉动系数

Tab.4 The pull coefficient between number of foreign enterprises and IBT in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变量

外企数量

Sig

常数项

Sig

R2

外企投资

Sig

常数项

Sig

R2

IBTJ

0.4265

0.0000

7.6535

0.0000

0.8312

0.5512

0.0000

6.7823

0.0000

0.8745

IBTZ

0.3526

0.0000

5.6346

0.0000

0.8643

0.3124

0.0000

8.6823

0.0000

0.8734

IBTH

0.5424

0.0000

3.4612

0.0000

0.8534

0.6232

0.0000

7.6734

0.0000

0.8745

地区差异。同时，进一步对比江、浙、沪
IBT 占比对外资依存度的带动系数可
见， 三省区呈现出浙 （0.4812）＞江
（0.3631）＞沪 （0.2153） 的地区差异
性。可见，三省区 IBT 对 FDI 的带动作
用呈现出浙＞江＞沪的地区差异。

表 5 江、浙、沪 IBT 对外资依存度的带动系数
Tab.5 The driving coefficient of IBT on the dependence of
foreign capital in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变量

IBT

Sig

常数项

Sig

R2

FIJ

0.3631

0.0000

8.5634

0.0000

0.8634

FIZ

0.4812

0.0000

8.4573

0.0000

0.8523

FIH

0.2153

0.0000

5.7524

0.0000

0.8543

江、浙、沪 FDI 与 IBT 互动关系的
差异与三省区的经济发展重心有关。江、浙、沪三省虽同属于我国的长三角经济区，但三省区
经济重心的差异性使得三省区在吸引 FDI 时呈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 （虽然在外资规模上，
江＞沪＞浙，但就外商投资企业的户数而言，沪＞江＞浙①）。 三省区 FDI 规模的不同使得其
所带来的入境商务游客也各有不同（就 IBT 的发达程度而言，沪＞江＞浙②）。具体而言，上海
不仅是长三角，也是我国的“金融中心”，其优越的经济条件和区位优势有效增强了其对 FDI
的吸引力，因此，与江苏和浙江相比，上海的外企最多、外企投资较发达，使得其对 IBT 的拉
动作用最大。江苏基础雄厚，在工业发展、科学研究、对外开放、交通等方面的优势突出，因此
其吸引外资的能力与浙江比较较强，相对而言，外商投资客转化的入境商务游客也较多，因
此，江苏对 IBT 的拉动作用较大。浙江的民营企业较为发达，由于浙江的本土企业发展较好，
使得其对外商投资的依赖程度较小，因此，浙江的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和投资额均比上海和江
苏少，相应地，外商所拉动的 IBT 较上海和江苏均弱。因此，江、浙、沪 FDI 对 IBT 的拉动作用
呈现出沪＞江＞浙的地区差异。
正是由于三省区的经济发展重心不同， 使得江、 浙、 沪 IBT 对 FDI 的带动作用呈现出
浙＞江＞沪的地区差异。 具体而言，上海已有的外企数量在三省区中最多，因而每年新增的

图 5 三省区 FDI 和 IBT 的互动关系对比
Fig.5 Comparison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FDI and IBT in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① 根据 1995 年～2014 年三省区外企数量的均值可判定，就外企数量而言，沪（3.47）＞江（3.46）＞浙（1.94）
（单位：万户）。
② 根据 1995 年～2014 年三省区 IBT 的均值可判定，就 IBT 的发达程度而言，沪（40.29）＞江（32.36）＞浙（29.05）（单
位：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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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T 对其的带动作用有限；浙江的民营企业发达，民营企业也能带动商务旅游，甚至 IBT 的
发展，而商务旅游和 IBT 反过来又进一步带动 FDI 的发展，由于浙江的 FDI 规模相对于上海
和江苏处于较弱的状态（其外企数量和外企投资在三省中均位于第三位），因此其 FDI 对于
IBT 的作用力更为敏感，表现出来即：IBT 对其 FDI 的弹性系数最大。 江苏的 FDI 较为发达③
（其外企投资最多，外企数量居中），因此，IBT 对 FDI 的带动作用也介于上海和浙江之间。 因
此，三省区 IBT 对 FDI 的带动作用才表现出浙＞江＞沪的地区差异。
综上所述，江、浙、沪 FDI 与 IBT 的互动作用关系显著；但三省区 FDI 与 IBT 的互动关系
具有地区差异性：在 FDI 对 IBT 的拉动作用方面，三省区呈现出沪＞江＞浙的地区差异；在
IBT 对 FDI 的带动作用方面，三省区呈现出浙＞江＞沪的地区差异，这与江、浙、沪经济发展
重心的差异相关。

5

结论
旅游和贸易相互促进，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与“人流”和“物流”般的互动关系相似；同

理，FDI 与 IBT 的互动关系可以被看成是“资金流”和“人流”般的互动关系，“资金”的流动和
“
人”的流动存在相互作用和彼此促进的关系。以 FDI 和 IBT 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定量分
析了江、浙、沪三省区外企数量与 IBT、外企投资与 IBT、外资依存度和 IBT 占比之间的互动
关系，证实了 FDI 与 IBT 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进一步对比了二者的互动关系。 主要的研
究结论如下：
（1）江、浙、沪的 FDI 与 IBT 之间呈现出同步增长的发展态势。 主要表现在：江、浙、沪的
外企数量与 IBT 均呈现出相同的增长和发展态势；江、浙、沪的外企投资与 IBT 的增长态势
也相同；同时，江、浙、沪的外资依存度与 IBT 占比也均呈不断下滑的发展态势。 从 FDI 与
IBT 的发展态势和外资依存度与 IBT 占比的变化趋势可以初步判断，江、浙、沪的 FDI 与 IBT
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
（2）9 个推拉方程证实，江、浙、沪的 FDI 与 IBT 之间存在互动和相互作用关系。 FDI 对
IBT 的推拉方程分析表明，江、浙、沪的外企数量和外企投资对当地的 IBT 均具有较好的拉
动作用，验证了假设 H1；IBT 对 FDI 的弹性系数方程分析证实了江、浙、沪的 IBT 占比对外资
依存度的带动作用，即表明三省区 IBT 的发展能带动当地 FDI 的发展，验证了假设 H2。 通过
江、浙、沪 9 个推拉方程的定量分析可以判定三省区 FDI 与 IBT 的互动关系显著，由此验证
了本研究的假设模型。
（3）进一步对二者的互动关系进行的对比分析表明，江、浙、沪 FDI 与 IBT 之间的互动关
系具有地区差异，这与江、浙、沪三省区经济发展重心的差异有关联。在 FDI 对 IBT 的拉动作
用方面，三省区呈现出沪＞江＞浙的地区差异；在 IBT 对 FDI 的带动作用方面，三省区呈现
出浙＞江＞沪的地区差异。 上海是我国的“
金融中心”，江苏的基础雄厚，浙江的民营企业发
达，三省区经济重心的差异性使得所吸引的 FDI 的规模也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性，这种差异
性使得 FDI 对 IBT 的作用力及 IBT 对 FDI 的反作用力也存在地区差异性。
（4）本文的研究对已有的相关研究是一种有益的拓展。旅贸关系研究认为旅游和贸易如
同“人流”和“物流”的关系一样存在互动关系，本研究证实 FDI 与 IBT 存在“资金流”和“人
流”般的互动关系，这对于旅贸互动关系的研究是一种补充。与此同时，前人有关 FDI 和旅游
③ FDI 的发达程度是相对而言的，根据三地外企数量和外企投资额规模的大小分别分为最发达、较发达和欠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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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研究表明， 二者之间存在协整或格兰杰因果关系，IBT 作为入境旅游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与 FDI 关系的探明对于 FDI 和旅游关系的研究也是一种推动。 同时，FDI 和 IBT 的空
间关联研究表明二者的空间分布大体一致，本文证实二者存在的互动关系，这是从时间序列
视角对原有的空间视角结论的一种印证，有利于全面理清 FDI（
“资金流”）和 IBT（
“人流”）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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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bound business
tourism and FDI
—
—— A comparision between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BAO Fu-hua1，2, ZHANG Man1,ZHU Mei-ning2，3
(1.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anyang 712000, China; 2.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3.Shaax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mmerce, Xianyang 712046, China）

Abstract: Related data of Inbound Business Tourism (IBT)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from 1995 to 2014 are
chosen to analysis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whil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heir relationships in the
three places are also analyze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① There is a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trend of FDI and IBT in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and the decline trend of its dependence on foreign capital and the
IBT accounted proportion are the same. ② Based on the nine push and pull
equations established by the relevant statistical data, they show that there
ar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IBT and FDI in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That is: FDI have pulling effects on IBT in the three provinces, IBT
also have driving effects on FDI. ③Further comparati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certain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IBT and FDI in the three provinces. The pulling effect of FDI on IBT
presents a situation as Shanghai＞Jiangsu＞Zhejiang, while the driving effect
of IBT on FDI presents a situation as Zhejiang＞Jiangsu＞Shanghai,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difference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focus of the three
prov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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