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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00 年～2014 年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投资大陆的面板数据，探讨其在大陆投资的

空间格局及区位选择。 结果表明，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在大陆的投资自 2002 年迅速增长，逐步由
东南沿海向内陆的中西部扩散。 探讨了集聚效应、区位成本、经济水平等因素对台湾地区电子信息
业在大陆投资决策的影响。 结果发现，集聚效应是影响投资的最主要因素，且影响力不断增强。 台
商尤为偏好外部市场规模大、台资基础强的地区；随着对投资环境的熟悉，区位成本的影响力在增
强，劳动力成本成为台商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环境规制带来的治污成本对投资存在负面效应；地
区技术水平在一定阶段内对投资决策存在影响，但影响逐步下降。 这些反映了台商投资大陆偏好
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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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FDI 在我国的区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等方面产生了深远
影响[1,2]。 台湾地区是中国大陆 FDI 的主要来源地区之一，1990 年代到 2003 年，台湾地区对
大陆的投资占亚洲总投资的 10%左右；投资额在亚洲各经济体中始终排在前 5 位。 其中，尤其
以电子信息业在大陆的投资最为活跃，占台湾地区对大陆投资总额的 20%以上。 电子信息业
是典型的高技术产业，在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产业链中对技术水平的要求较高，可能
通过模仿、示范、前后向联系效应带动东道国技术水平的提升[3]。 因而各地区均采取积极措施
吸引外部高技术企业投资。 那么，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在大陆投资的空间格局如何，区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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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对于地方政府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具有一
定的借鉴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一直是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4～6]。 Dunning 将区位选择
的主要因素归为四类：市场因素、贸易壁垒、区位成本和投资环境，并解释了四类因素的作用
机制[7,8]。 传统的区位理论强调市场和成本的决定性作用，关注市场规模、技术、资源禀赋、劳
动力成本等要素对产业布局的影响[9,10]。 而新经济地理强调集聚因素、地理距离和市场潜力
等因素对区位选择的作用[11-13]。 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是 FDI 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14]。 其
中，劳动力成本是在华外商投资区位选择关注的重点。 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因素可以
较好地解释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15]。 此外，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也是考虑的重要
因素[16,17]。 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是对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的理性反应，在空
间上比较集聚的产业能够吸引更多的外资[4,18]。 投资初期，外商投资者对东道国的市场和制
度等方面缺乏认知，往往倾向于集聚在已有同类企业的周边，以避免不确定的经营风险；同
时通过产业前后向联系、共用基础设施、共享市场和专业化劳动力获取集聚经济，促进知识
和信息溢出[14]。 台商投资者还可能倾向于集聚在已有的台资企业周边以获取相应的信息和
政策资源，克服外来者劣势。技术水平反映了当地可供利用的专业人员和设备等资源的可获
取性。 研究表明，研发环境是影响跨国公司全球化布局的重要区位因素之一[19]。 跨国公司为
了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必须从外部不断汲取知识和技术[20]。 因此，本地技术水平也可能对
电子信息业等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区位具有影响。 本文认为，成本因素、产业和投资基础的集
聚效应、本地技术水平影响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对大陆的投资。
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对大陆投资初期以生产功能为主，岛内负责产品研发和设计，大陆
负责产业链下游的劳动力密集部分，形成台湾地区与大陆的垂直分工模式。随着大陆电子信
息业的迅速发展，产业竞争力逐渐提升，但同时大陆面临着劳动力短缺和劳动成本上涨等问
题。此外，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外商投资，台湾地区与大陆同属一个国家，语言和文化具有同源
性。在此背景下，影响台湾地区对大陆投资区位的因素是否会发生变化或具有特殊性值得探
讨。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高技术产业 FDI 的研究多关注产业的集聚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针
对台湾地区对大陆投资这一特殊关系背景下的投资区位研究尚不多见。 且目前大多对 FDI
区位选择的研究缺少动态的分析，忽视了不同阶段 FDI 地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特征。
本文利用 2000 至 2014 年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对大陆各省市投资的面板数据， 基于动态视
角探讨台湾地区向大陆投资空间格局的变化趋势， 并建立计量模型考察台湾地区电子信息
业对大陆投资区位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一是探讨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过
程中，投资区位影响因素的动态变化；二是探讨特殊的地缘关系背景下，空间因素对投资区
位的影响。

1

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对大陆投资的空间格局

1.1 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投资大陆历程
台湾地区对大陆的投资始于 1990 年代。 1991 年，大陆海协会、台湾地区海基会与陆委会
相继成立，使得两岸的贸易与直接投资开始增长[21]。 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向大陆转移与电子
信息业的特征和大陆的区位优势紧密相关。 电子信息业存在
“
摩尔定律”，即价格不变的情况
下，集成电路元器件的数量和性能每 18 个月提升一倍。 因而生产者需要能够迅速应对市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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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并尽量压低生产成本。 大陆的成本
优势和市场规模优势成为吸引台湾地
区电子信息业转移的重要条件。
本文基于台湾地区经济部投审会
发布的台湾地区各行业对中国大陆投
资的数据， 选取了包括半导体封装及
测试业、电话及手机制造业、电脑软件
设计业、 视听电子产品及家电修理业
等 27 个细分行业的电子信息业投资
数据， 梳理了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对
大陆的投资历程， 大致可分为 3 个阶
段（图 1）。
第一阶段：缓慢增长阶段（1991～

图1

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投资额及占总投资的百分比
（1991～2015）

Fig.1 Investment volume of Taiwan’s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and the its percentage in 1991~2015

2001）。这一阶段中国大陆实行全方位
的开放政策，出台各种制度和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另一方面，台湾地区企业受岛内工资
上涨、劳动力短缺的影响，逐渐丧失成本优势，开始将一部分生产功能转移到大陆。但由于此
前进入大陆投资电子信息业的台商很少，缺少产业投资相关的知识和信息，这一阶段台商多
为试探性投资，投资金额较少，大都在 10 亿美元以下。 但从总体看，其投资额有逐年上升的
趋势，且电子信息业在台湾地区对外投资的产业中越来越重要。 2000 年，台湾地区电子信息
业对大陆的投资达到其对大陆总投资的 43%。
第二阶段：迅速增长阶段（2002～2011）。 中国在 2001 年加入 WTO 之后，市场更加开放，
政策更加宽松，再加上 2000 年台湾地区政党轮替，放宽了对大陆投资的限制，掀起了一股台
商赴大陆投资的浪潮，台商借助已有台资企业的知识和信息积累，对大陆的投资迅速增加。
仅 2002 至 2004 年， 电子信息业投资总额就高达 64 亿美元， 是第一阶段 11 年投资总额的
1.4 倍，年投资额在 2010 年、2011 年达到 45 亿美元的峰值。同时，这一阶段台湾地区电子信
息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产业链中下游从岛内向岛外转移，投资额占向大陆投资总额的比例
基本维持在 30%以上。
第三阶段：稳步调整阶段（2011 年至今）。 这一阶段台湾地区对大陆的整体投资有所下降，
电子信息业投资额及比重也呈下降趋势。 一方面，大陆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工资成本上涨，台
资企业通过大陆代工的盈利减少，一些
台商开始转向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更
低的地区投资。 电子信息制造业受劳动
力成本的影响较大，占总投资额的比重
逐渐降低。 另一方面，大陆的电子信息
业不断发展成熟，LED 面板和连接器等
细分产业逐渐崛起，并与台湾地区产生
竞争，迫使部分台资企业收缩投资。 但
图 2 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投资大陆的基尼系数变化
总体来看，电子信息业投资额仍维持在 Fig.2 Change in Gini coefficient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25 亿美金左右，处于稳步调整阶段。
industry investment from Taiwan to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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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投资空间格局变化
（1）总体趋势变化
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向大陆的投资在空间上总体呈分散趋势。 通过计算省区层面台湾
地区电子信息业投资额的基尼系数，得到其对大陆投资区位的地理集中程度变化（图 2）。 整
体上，2000 年至 2014 年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对大陆投资的基尼系数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
趋势，仅在 2009、2013 年出现上升，表明其投资区位总体上呈扩散趋势。 这种扩散的趋势一方
面由于大陆全方位开放战略的推进和一系列推动内陆发展政策的实施， 大陆的生产能力提
升；另一方面也因为台商对大陆的市场和政策日益熟悉，逐渐在更多的省区开始或追加投资。
（2）空间转移
为进一步考察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在大陆投资的空间演化趋势， 本文将 2000 到 2014
年每五年划分为一个时期，考察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投资大陆的空间转移情况（图 3）。 从图
中可以看出，在 2004 年以前，台商对大陆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北京等东部沿
海地区，在中西部省份的投资额较少，台资的集聚现象较为明显。 2005年～2009 年，河南、湖
北、山西、四川、重庆等中西部地区投资额出现明显提升，内蒙古、吉林的投资也从无到有，但
东南沿海仍然是投资最密集的区域。 2010年～2014 年，中部的投资进一步增加，而在浙江、
上海、北京的投资有所下降。 这一时期在四川、河南的投资大幅增加，投资额仅次于江苏、广
东和上海，分别为 9.5 亿美元和 9.1 亿美元，是上一时期的 15 倍和 60 倍。河南从投资的“
凹
地”转变为投资的
“凸地”，这主要是由于富士康、蓝天电脑、奇力电子等企业在这一阶段向河
南的大规模投资所致。 2009 年后，沿海地区的
“民工荒”现象逐渐凸显，使得这些企业为了寻
求廉价劳动力，转向劳动力充裕的内地进行投资。

图 3 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投资大陆的空间转移
Fig.3 Spatial transference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investment from Taiwan
to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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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转移趋势看，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投资逐步由东南沿海向中西部的内陆地区转移。中
西部省份的投资规模从小到大，从无到有，其中，河南、四川是中西部吸引投资转移的主要省
份。 从现存状态来看，东南沿海仍是台资电子信息业最为集聚的区域。 这种转移趋势反映了
随着台湾地区对大陆投资环境的熟悉及生产成本的上升， 开始转移到内陆的人口大省以获
取充足的劳动力并降低成本。尽管电子信息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但是台湾地区在大陆的
投资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环节，后期获得充裕的劳动力是影响投资区位选择的重
要因素。 现存状态反映了台商在一定时间内仍倾向于追随已有台资集聚的地区或在原投资
地追加投资，以规避风险、降低信息成本并获取共享市场资源等优势。因此，成本因素和集聚
效应可能在不同时期对投资区位选择产生不同的影响。 下文将基于动态视角对此问题进行
实证研究。

2

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投资大陆的区位影响因素分析

2.1 变量选择
基于现有理论假设，本文选择传统区位理论中的生产成本、技术水平、市场化水平等外
生因素，新经济地理强调的市场潜力、集聚因素以及地理距离因素来反映大陆各省市的区位
特征。地区的经济引力（ECONOMY）是吸引台商投资的重要因素。我们认为地区生产总值（GDP）
越大，人口规模（POP）越大，则当地市场潜力越高。 其中人口规模以地区的常住人口数衡量。
交通条件（TRANS）反映了基础设
表 1 变量及定义
施水平的完备程度， 影响产品的
外部运输和通讯成本 [22]，我们选
择地区内铁路和公路营运里程之
和表示交通条件。 地区的科技水
平 （TECH） 以 R&D 经费内部投入
（RD）、高校数量（COLLEGE）和国家
级高科技园区数量（ZONE）为指标
衡量。 区位成本也是影响投资区
位的重要因素。 我们选择制造业

Tab.1 Variables and definitions
因素

解释变量

定义与解释

经济引力 ECONOMY

GDP

地区生产总值

POP

人口规模

TRANS

交通条件

RD

R&D 经费内部投入

COLLEGE

高校数量

ZONE

国家级高科技园区数量

WAGE

制造业人员平均工资

科技水平 TECH

区位成本 COST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
ENVIR
人员平均工资（WAGE）代表劳动力
电子产品销售产值
OUTPUT
成本。 电子产品的生产会带来一 集聚效应 AGGLO
上一年的台资总额
INVEST
定程度的污染， 地区较高的环境
台北市到各省会的直线距离
地理距离
DIST
规制水平可能带来企业治污成本
市场化指数
市场化水平
MARKET
的上升， 以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
资额（ENVIR）衡量环境规制水平。 选择电子产品销售产值（OUTPUT）、上一年的台资总额（IN-

VEST）反映地区的产业链基础和台资集聚带来的集聚效应（AGGLO）。最后，引入台湾地区与各
地区的地理距离（DIST）和地区市场化水平（MARKET）探究其对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对大陆各
地区投资额（FDI）的影响。 本文所用的省区 GDP、常住人口数、制造业人员平均工资、公路里
程等地区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电子产品销售产值来源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R&D 经费内部支出、高校与高科技园区数量来
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市场化指数参考樊纲《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中国分省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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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报告（2016）》经算数标准化后得到；地理距离是由台北市与大陆各省会城市的经纬度计
算直线距离得到。 所有变量及定义见表 1。
2.2 模型设计
本文引入 OLS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台湾地区在大陆电子信息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因素。本文将变量中除高校数量和高科技园区数量外的连续性解释变量取对数，以减少变量
的极端值，并得到投资额对于解释变量的弹性值。若将所有 13 个解释变量都包括在模型中，
则会产生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首先将经济引力、科技水平、区位成本和集聚效
应所包含的解释变量利用因子分析聚合为一个变量， 其累计方差贡献率在 54%到 89%之间。
然后将以上因素与地理距离、市场化水平共同放入模型 1 中。
模型 1：lnFDI=a0+a1ECONOMY+a2TECH+a3COST+a4AGGLO+a5lnDIST+a6lnMARKET+ε1
为探究经济引力、科技水平、区位成本和集聚效应变量的个别影响，我们分别建立模型
2～5，控制其他变量，检验各解释变量对投资区位的影响。
模型 2：lnFDI=b0+b1lnGDP+b2lnPOP+b3lnTRANS+b4TECH+b5COST+b6 AGGLO+b7lnDIST+ b8ln-

MARKET+ε2
模型 3：lnFDI=c0+c1ECONOMY+c2lnRD+c3COLLEGE+c4ZONE+c5COST+c6AGGLO+c7lnDIST+ c8lnMARKET+ε3
模型 4 ： lnFDI=d0+d1ECONOMY+d2TECH+d3lnWAGE+d4lnENVIR+d5AGGLO+d6lnDIST+d7lnMAR
KET+ε4
模型 5：lnFDI=e0+e1ECONOMY+e2TECH+e3COST+e4lnOUTPUT+e5lnINVEST+e6lnDIST+e7lnMARKET+ε5
其中，a、b、c、d、e 为变量的回归系数，ε 为残差项。
为探究影响因素的动态变化，本文对模型分阶段进行回归。 由于缺少 2003 年以前的环
境污染治理投资额数据， 本文选取 2003 年至 2014 年的数据， 划分为 2003 年～2006 年、
2007 年～2010 年、2011 年～2014 年三个阶段进行回归。
2.3 回归结果及分析
基于 OLS 的回归结果见表 2。 所有模型的调整 R2 在 61.6%到 70%之间，模型的拟合优度
较好。 F 值显示所有模型都高度显著，解释变量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模型 1 中，经济引力系数的显著性不稳定，仅在第二阶段显著为负。 这说明地区的市场
规模不是影响投资的主要因素。 从模型 2 来看，负面影响主要来自人口规模变量，说明当地
的市场容量对投资者没有吸引力。从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投资大陆的模式看，大陆以生产环
节为主，且生产的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调配，产品大多出口至海外，因
此，投资者的目标市场并非当地市场。产品的出口多采用海运或空运的方式运输，因此，当地
的陆路交通条件也不是投资者考虑的主要因素。
技术水平的系数在模型 1 的第二阶段中显著为正，其他阶段不显著为正，说明当地技术
水平对投资者的决策有一定影响。 从模型 3 来看，这种影响主要来自地区的研发投入。 在前
两个阶段，研发投入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正。 说明前两阶段中，省区较高的研
发投入对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前两阶段处于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
投资大陆的迅速增长阶段，台商借鉴投资初期积累的经验，选择研发投入较高的地区进行投
资，以便利用当地的技术优势。 而在第三阶段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显著，这是由于在投资的稳

表 2 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在华投资的区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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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调整时期，产品的标准化程度提高，生产环节对技术能力的需求下降；再加上内地技术水
平的提升，本地技术能力对电子信息业投资的制约程度也逐渐降低。而高校数量和国家级高
科技园区数量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
“
数量”指标无法准确反映当地的技术水平。
除模型 3 外， 其他模型都显示区位成本的系数具有在第一阶段为正， 后两阶段显著为
负，且显著性增强或系数绝对值增大的趋势，这表明区位成本在台湾地区投资者的区位选择
中越来越重要。 从模型 4 来看，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与区位成本的影响变化一致，说明劳动力
成本是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在投资后期，产品标准化程度较高，企业对劳动力
技术的需求降低，而是趋向于追求更低的劳动力成本。 另一方面，前期投资地区出现劳动力
短缺和成本上涨问题，使投资企业的利润不断被压缩，从而更加关注劳动力成本问题。上海、
北京投资额的下降与河南、四川投资额的大幅增加验证了台商对低劳动力成本的追求。环境
规制的影响先下降后上升，第一阶段为正，后两阶段为负。在投资前期，投资者对地区的生活
环境有一定的偏好。 环境规制较强的地区高质量的自然环境对台湾地区电子工程师等高级
知识分子具有吸引力。 后期投资额与环境规制强度具有负向关系，这可能是由于政府的“逐
底竞争”行为。文献表明，国内地方政府为吸引 FDI 而导致的环境政策博弈显著存在[15]。这种
博弈是因为较强的环境规制使得企业的治污成本提高，对吸引外资带来负面影响。
集聚效应始终在 1%的水平上正显著，且系数逐渐增大，说明集聚效应是影响投资决策
的最主要因素，且影响力度逐渐增强。模型 5 中电子产品销售产值和已有台资始终保持较高
的显著性水平。电子产品销售产值反映了本地产业基础。产业基础较好的地区更易于形成产
业的前后向关联，降低交易成本，吸引台商投资。同时，产业基础反映了地区的基础设施和信
息的完备程度，降低了台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成本和信息的不确定性。已有台资的影响也较
为显著，影响程度先上升后下降，说明台商在前期对大陆的环境不太熟悉，需要借助前人的
经验，投资在台资集聚的地区以避免风险，克服外来者劣势。但随着台商对投资环境的熟悉，
台资集聚的影响有所减弱。 例如，昆山借助开放台湾地区投资初期引进的一批台资企业，吸
引了大批台资企业相继投资，成为在 90 年代台资的最主要集聚地之一。而近年来，台商向昆
山集聚的趋势有所放缓。
地理距离可以反映空间阻隔对投资的影响。 杨晓东[23]认为地理距离是山东和辽宁吸引
韩资的基本决定因素。 但在本文回归结果中，地理距离在所有模型中都不显著，说明地理距
离不是影响台商投资的因素。台湾地区与大陆文化同源，在语言、习俗、教育等方面具有许多
相似之处，因此，信息传递受到的阻碍较小，具有较近的“
心理距离”，这使得地理距离对投资
扩散产生的阻力较小。市场化水平在各模型中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表明 2003 年以后，地区
的市场化水平不是影响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投资的主要因素。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市
场化经济迅速发展，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均有提高。 在此情形下，市场化水平在吸引台湾地区
电子信息业投资中的作用不再显著。
总体而言， 计量模型发现区位成本和集聚效应显著影响台湾地区在大陆的电子信息产
业投资区位。 首先，劳动力成本对台湾地区在大陆电子信息业投资区位存在显著影响，且影
响力度不断上升，这与其投资不断从沿海向内陆转移所反映出的特征一致。 其次，集聚因素
对台湾地区在大陆电子信息产业布局始终存在显著影响。 台资企业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本地
产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已有台资集聚也对企业有较强的吸引力，但其影响有所下降。 这解释
了在转移趋势下，东南沿海地区的投资仍高度集聚的现状。 再次，地区技术条件仅在台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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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陆初期的投资存在显著影响， 后期显示技术水平已经不构成吸引投资的主要障碍。 最
后，地理距离、市场化水平的影响在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对大陆的投资中没有得到验证。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电子信息业为例，研究台湾地区在大陆投资的空间格局和区位选择问题。从投资

的空间格局来看，受要素投入、制度环境及产业发展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台湾地区电子信息
业对大陆的投资经历了缓慢增长、迅速增长和稳步调整三个阶段。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向大
陆的投资整体上呈扩散趋势。 2004 年以前，为规避风险，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开放度较高、基
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的地区。 随着对投资环境的熟悉， 其投资逐步向内陆的中西部地区转
移，其中，河南、四川等地是中西部吸引投资的重要省份。 但东南沿海仍是投资的密集区。
在投资的空间转移过程中，影响其投资区位的因素也在发生变化。 计量分析结果表明：
（1）集聚效应在投资决策中的影响不断增强，是影响投资区位的最主要因素。 台商尤其青睐
已经建立起较好电子信息业基础的地区， 还倾向于向已有台资较多的地区集聚以克服外来
者劣势，但这种倾向随着对投资环境的熟悉而逐渐减弱。 （2）区位成本在投资转移的过程中
影响逐渐增强，企业越来越追求较低的劳动力成本。 （3）地区技术水平的影响随产品标准化
程度的提高而下降，2011 年后对投资已无显著影响， 进一步反映了本土制造业生产能力的
上升。 （4）地区经济规模、当地市场和陆路交通条件不是台湾地区投资者在区位选择过程中
主要考虑的因素。在台陆文化同源和大陆整体市场化水平提高的背景下，地理距离和市场化
水平也不是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在大陆投资区位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开放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将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
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着力点。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很多地区均着力
改善地区投资环境，吸引电子信息业等高科技产业投资以提升本地经济发展活力。本研究的
结论表明，本地产业基础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需
要注重改善地区软环境，培育本地产业价值链，完善区域优势产业上下游配套设施，从而形
成产业发展的正反馈机制。 其次，成本因素越来越成为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的制约因素，这也
为拥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中西部地区提供了较好的发展机会， 地方政府应该采取措施积极
留住青壮年劳动力，充分发挥中介服务机构和培训机构的支撑作用。
由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1）未能将企业的功能区位进行分解研究，研
发企业与生产企业的活动存在较大差异，集聚效应、区位成本、技术水平等因素对其影响的
机制和效果也不同，因此，未来仍需对功能区位的布局要素进行深入探究。（2）对影响因素的
探讨局限在 2003 至 2014 年，2003 年以前，台商对大陆的投资仍处于试探性阶段，总体投资
额较小，这个时期影响电子信息业投资区位的主要因素可能有较大差异，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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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belongs to typical high-tech industry and it develops quite fast all over the world in recent years. Electr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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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industry is the pillar of Taiwan’s economy and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Asia and even the whole world. Along with the deepening of opening-up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of Mainland China, the investment from
Taiwan’s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to Mainland China is undergoing great
changes. This research takes Taiwanese investment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as an example and studies its investment situation and location selection in investing Mainland China. The investment from Taiwan to Main China’
s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started from 1990s and experienced three periods: slow increase period (1991-2001), fast increase period (2002-2011) and
steady adjustment (from 2001 to now). The investment location showed a tendency of diffusion and gradually expanded from southeastern coast to inland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The investment transferred from manufacturing department to selling and researching department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Taiwan’s investment to Mainland China’s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from 2003
to 2014,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the factors such as economy
level,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and location cost on investment decision.
Empirical studies firstly suggest that agglomeration effect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investment and its influence is increasing continuously. Taiwanese businessmen prefer those areas with large exterior market and
solid Taiwanese investment foundation. Meanwhile, for overcoming the disadvantage of being non-native, Taiwanese businessmen tend to invest areas with more
Taiwan investment. However, along with the familiarization of investment environment, this tendency is gradually becoming narrower. Secondly, the influence
of location cost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The shortage of labor and the increase of cost make the investo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cost, and
they try to transfer the highly standardized manufacturing process to inland
areas with low labor cos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akes the cost of controlling pollution grow and thus this has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investment attraction. Thirdly, The technology level of the city has some influence on investment decision at a certain stage, but the influence is decreasing because
of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and there has been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sinc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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