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市场分割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刘信恒

摘要： 在基于价格法测算国内市场分割指数的基础上，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 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分析国

内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内在作用机制。 实证结果表明： 国内市场分

割是以放弃国内市场规模效应为代价， 从而利用国外市场规模效应促进企业出口产

品质量升级这一结论， 在考虑内生性、 样本选择性偏误、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分

样本回归分析后依然稳健； 国内市场分割引致国内贸易成本高于国际贸易成本， 最

终使企业进口中间品强度增加和加工贸易占比上升， 这是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

级的两个途径； 在贸易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 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

级的促进作用越大； 剔除国际市场效应后， 国内市场分割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具有

显著的抑制作用。 因此， 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 消除市场分割， 深化国内市场

一体化改革是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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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中国对外贸易额急剧增

长， 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世界贸易大国， “中国制造” 席卷全球。 贸易总量由改革开

放之初的 ２０６ ４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４ １ 万亿美元， 其中， 出口额由改革开放

之初的 ９７ ５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１７年的 ２ ３万亿美元。 从贸易 “量” 的角度来看， 中

国无疑已经是世界贸易大国， 但是从贸易 “质” 的角度来看， 与世界贸易强国相

比， 在出口产品质量、 出口盈利能力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仍处于国际贸易分

工的从属地位。 如何实现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 关键在于转变贸易模

式， 由注重出口的 “量” 转到出口的 “质” 上面来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２０１０） ［１］。
自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２］开创新新贸易理论以来， 企业异质性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

点。 随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 不少学者将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和企业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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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异质性结合起来分析企业的异质性， 他们认为高生产率企业生产成本低， 出口

的产品质量更高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ａｎｄ Ｈａｒｒｉｇａｎ， ２０１１） ［３］。 从现有文献来看， 对出口产品

质量的研究， 最开始集中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方法上， 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思

路： 一是用出口产品价格作为出口产品质量的代理变量来衡量产品质量， 如国外学

者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０４） ［４］以及国内学者李坤望 （２０１３） ［５］借鉴这种方法来测度出口产品

质量； 二是事后反推法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２０１０）， 打破了单位价格等同于产品质量的

假设， 剔除非价格因素的影响， 采用事后推理法测算出口产品质量。 利用类似的逻

辑， 国内学者施炳展 （２０１３） ［６］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 测算了产品层面的中国出口

产品质量， 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虽然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的事后

反推法奠定了有效测算产品质量的规范， 但是没有考虑产品价格和质量的内生性问

题。 Ｐｉｖｅｔｅａｕ和 Ｓｍａｇｇｈｕｅ （２０１３） ［７］用汇率作为工具变量对事后反推法进行改进， 克

服了价格的内生性问题。 关于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 Ｈａｌｌａｋ （２０１３） ［８］的研

究表明出口目的地的市场规模、 人均收入和资本与技术密集度水平的提高， 有助于出

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国内学者分别从政府补贴 （李秀芳和施炳展， ２０１３） ［９］、 进口中

间品 （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 ［１０］、 贸易自由化 （苏理梅等， ２０１６） ［１１］、 产业集聚 （刘信

恒， ２０２０） ［１２］等角度分析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 就目前来看， 除个别学者从

中国市场体制的角度来分析出口产品质量的决定因素外， 其他学者都忽略了中国市场

内部结构的失衡可能也是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
关于国内市场分割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具

有代表性的如 Ｐｏｎｃｅｔ （２００３） ［１３］， 他研究发现中国省份之间采取 “以邻为壑” 的

地方保护策略引致的国内市场分割， 使国内贸易成本高于国际贸易成本， 企业为了

利用国际市场规模效应弥补国内市场规模效应的缺失， 被迫选择出口， 因而促进了

对外贸易的增长。 张杰等 （２０１０） ［１４］的研究表明市场分割促进了本土企业的出口，
但是对外资企业出口没有显著影响， 并分析了影响差异的决定机制。 如果本文把研

究视角转向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一个重要的问题便产生了： 国内市场分割是否会对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 如果是， 影响方向如何？ 影响的潜在机制又是什么？
这便是本文试图深入分析的问题。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 在测算国内市

场分割指数和出口产品质量的基础上， 深入考察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

量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丰富了已有研究： 第一，
与以往研究注重企业层面因素不同， 本文系统研究了国内市场分割这一市场内部

结构因素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有助于更为全面地了解近年来中国出口产

品质量变化的驱动因素； 第二， 在作用机制分析上， 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 分

析国内市场分割是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 研究表明国内市场分割引致国

内贸易成本高于国际贸易成本， 最终使企业中间品进口强度增加和加工贸易占比

上升， 这是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两个途径； 第三， 在国内市场分割指数

构建上， 本文区别于以往文献只考虑相邻省份的做法， 将其扩展到全国其他不相邻

省份， 以避免只考虑地理空间上的分割而忽略经济空间上的分割而带来的偏差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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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 同时， 在选取商品种类时， 与以往研究选取 ９ 类 （陆铭和陈钊，
２００９） ［１５］、 选取 ８类 （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１） ［１６］不同， 本文选取的商品种类更多，
涉及 １４类商品①。

二、 模型设定、 变量及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构建

为了研究出口产品质量与国内市场分割之间的关系， 本文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

础上， 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ＴＱｉｔ ＝ α０ ＋ α１ ｍｓｅｇｋｔ ＋ α２ Ｘ ｉｆｋｔ ＋ δｉ ＋ δｔ ＋ δｋ ＋ φｉｆｋｔ （１）

其中， ｉ 表示企业， ｆ 表示行业， ｋ 表示地区， ｔ 表示时间， 被解释变量 ＴＱｉｔ 表

示企业 ｉ 在 ｔ 时期的出口产品质量， 由产品层面质量通过标准化处理加总而得。 核

心解释变量 ｍｓｅｇｋｔ 表示各省份 ｋ 在 ｔ 期的市场分割程度。 Ｘ ｉｆｋｔ 是反映企业特征的变

量， 在实证分析中为了控制企业特征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作

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具体包括： 全要素生产率变量 ｔｐｆｌｐ， 选择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和

Ｐｅｔｒｉｎ的半参数法 （ＬＰ） 的测试结果进行回归； ｆｉｎａｎｃｅ 刻画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
用应收账款与固定资产的比值加 １取自然对数进入回归方程； ｄｓｕｂ 刻画政府行为对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用是否有政府补贴虚拟变量表示， 当企业有政府补贴时

为 １， 否则为 ０； ｓｃａｌｅ 刻画企业规模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用企业雇佣人数取自

然对数表示； ａｇｅ 刻画企业的成立时间， 用被调查年份减去开业年份加 １ 取自然对

数进入回归方程。 δｔ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δｉ 表示企业固定效应， δｋ 表示地区固定效

应， φｉｆｋｔ 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 关键变量定义

１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②。 本文借鉴 Ｈａｌｌａｋ 和 Ｓｉｖａｄａｓａｎ （２００９） ［１７］的理论模

型， 假定效用函数为常数替代弹性 （ＣＥＳ） 形式， 经过一系列的推导得到测算出口

产品质量的计量回归方程：
ｌｎｑｉｎｍｔ ＋ σｌｎｐｉｎｍｔ ＝ φｈ ＋ φｍｔ ＋ εｉｍｔ （２）

在考虑内生性的基础上对式 （２） 在产品层面进行回归并提取残差 εｉｍｔ ， 最终

得到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公式：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ｍｔ ＝
εｉｍｔ

（σ － １）
（３）

为了便于整体质量的比较， 本文借鉴施炳展 （２０１３） 的做法， 对式 （３） 进行

标准化处理进而得到标准化质量指标：

ｒｑｉｍｔ ＝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ｍｔ － ｍｉ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ｍｔ

ｍａｘ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ｍｔ － ｍｉ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ｍ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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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４类商品包括： 粮食、 油脂、 水产品、 饮料烟酒、 服装鞋帽、 纺织品、 家用电器、 日用品、 交通通讯

用品、 化妆品、 中西药品、 书报杂志、 燃料和建筑材料、 五金电料， 均来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篇幅的限制， 出口产品质量测算的具体过程备索。



上述分析都是停留在产品层面的测算， 本文将产品层面的质量加总到企业层

面， 便于本文后面的计量分析， 最终得到企业层面出口产品质量：

ＴＱｉｔ ＝ ｖａｌｕｅｉｍｔ ／∑ ｉｍｔ∈ϕ
ｖａｌｕｅｉｍｔ × ｒｑｉｍｔ （５）

其中， ＴＱｉｔ 表示企业层面产品质量， ϕ 表示企业层面的样本集合， ｖａｌｕｅｉｍｔ 表示产

品层面的出口额。
２ 国内市场分割指数 （ ｍｓｅｇｋｔ ）①。 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来看， 测算国内市

场分割指数使用的生产法 （Ｙｏｕｎｇ， ２０００） ［１８］ 、 贸易流量法 （ Ｐｏｎｃｅｔ， ２００３） 等

的缺陷在于无法形成面板数据。 Ｐａｒｓｌｅｙ和 Ｗｅｉ （１９９６） ［１９］构造的价格指数法克服

了上述测算方法的缺陷， 能更准确地刻画省份之间的市场分割程度， 因此本文借

鉴该方法， 选取了 １４ 类自 ２０００ 年开始有连续统计记录的商品来测算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 年间中国各省份之间的市场分割指数。 考虑到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存在 “晋
升锦标赛” 的特征， 仅仅用相邻省份的相对价格并不能准确反映各省份之间的

市场分割程度， 本文采用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１） 的做法， 在测算市场分割指数

时扩展到所有省份， 而不仅仅局限于相邻省份。 最后， 计算每两个省份之间 １４
类商品的相对波动价格 ｑｋ ｉｊｔ 的方差 ｖａｒ （ ｑ ｉｊｔ）， 进而计算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间 ４６５ 对

省份组合的相对价格方差， 并将它们按照省份进行合并， 从而得到各省份与其他

省份之间的市场分割指数 ｖａｒ （ ｑｍ ｔ） ＝ ∑
ｉ≠ｊ

ｖａｒ ｑ ｉｊｔ( ){ } ／ Ｎ ， 其中 ｍ 代表地区， Ｎ

代表合并的省份组合数目， 最终得到 ２１７ （ ＝ ３１ × ７） 个观测值。 为了便于实证

分析， 本文对国内市场分割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加入回归方程。
（三） 数据说明及处理

本文所用企业层面的数据来自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出口产

品层面的高度细分数据来自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 研究所使用的各种

变量来自不同数据库， 数据处理具体借鉴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３） ［２０］的思路进行合

并。 对匹配成功的数据借鉴聂辉华等 （２０１２） ［２１］的做法对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的变量进行处理； 同时借鉴 Ｆａｎ 等 （２０１４） ［２２］的做法对来自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变量

进行处理。

三、 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实证检验了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在所有的回归模型

中均控制了企业、 年份和地区固定效应， 且在回归过程中采用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

思路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从回归结果来看， 调整 Ｒ２由 ０ ０９０ 增加到 ０ １５０，
说明在逐步添加控制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度逐步增强， 同时也表明本文选择的控制

变量是合理的。 表 １第 （１） 列中仅将核心解释变量国内市场分割放入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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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篇幅的限制， 国内市场分割指数的具体测算过程备索。



回归结果表明， 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正向影响， 并且通过了 １％
的显著性检验。 第 （２） 列在第 （１） 列的基础上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放入回归模

型， 回归结果表明，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根据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的分析， 生产率高的企业倾向于出口， 反之则倾向于国内市场或退

出， 企业的生产效率越高， 其将技术转化为高质量产品的效率越高， 最终推动产品

质量的提升。 第 （３） 列在第 （２） 列的基础上加入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 回归结

果表明企业年龄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有显著负向影响， 说明企业年龄越大企

业的出口产品质量越低。 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 年龄越大意味着企业的对外出

口关系建立的时间越长， 这会增加企业的惰性， 引致其丧失了提升产品质量的动

力。 同时企业规模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显著为正， 表明规模越大的企业其

出口产品的质量也越高， 这得益于企业的规模越大， 其在外部融资、 生产技术和

规模经济方面的优势越强； 在第 （４） 列中加入企业融资约束水平进行回归， 结

果显示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 可能的解释是融

资约束问题会抑制出口企业的资产购买、 研发等投资活动， 使企业缺乏提升产品

质量的内在动力。 在第 （５） 列加入政府补贴， 结果表明补贴对出口产品质量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 即补贴越多的企业其出口产品质量也越高， 意味着政府活动显

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企业将获得的补贴投入研发领域， 提升企业

的生产效率， 降低企业的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 进而提升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表 １　 国内市场分割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ｍｓｅｇ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６∗∗∗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１∗∗∗

（９ ０７） （８ ５７） （１３ ７５） （１３ ５２） （１３ ４１） （４ １６）

ｔｆｐｌｐ ０ １３８∗∗∗ ０ ０６９∗∗∗ ０ ０７０∗∗∗ ０ ０７０∗∗∗ ０ ０７０∗∗∗

（６７ ５２） （２９ ９１） （３０ ２０） （３０ １３） （３０ １６）

ａｇｅ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１１ ７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６） （－１１ １７）

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５９ ９８） （５０ ４０） （６０ １３） （５９ ９２）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 ２８４∗∗∗ －０ ２８６∗∗∗ －０ ２８６∗∗∗

（－１３ ６６） （－１３ ７３） （－１３ ７０）

ｄｓｕｂ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１ ９３） （１ ９９）

ｍｓｅｇ２
０ ０１２
（１ ２８）

Ｎ １２１ ４８８ １２１ １２７ １２１ ０４０ １２１ ０３９ １２１ ０３９ １２１ ０３９

调整 Ｒ２ ０ ０９０ ０ １２４ ０ １４９ ０ １４７ ０ １５０ ０ １５０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 括号内为 ｔ值。

此外， 本文在基准模型 （１） 中加入国内市场分割的平方项 （ α３ ｍｓｅｇ２ｋｔ ） 来

检验在不同的市场分割水平上， 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是否存在

倒 Ｕ型关系。 如果 α１ ＜０、 α３ ＝ ０， 意味着随着国内市场分割程度的不断提高， 企业

４３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



出口产质量将不断下降； 如果 α１ ＞０、 α３ ＝ ０， 则表明随着国内市场分割程度的不断

提高，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将不断上升； 如果 α１ ＞０、 α３ ＜０， 则表明企业出口产品质

量与国内市场分割指数存在倒 Ｕ型关系。 表 １第 （６） 列的回归结果表明， 国内市

场分割的平方项估计系数不显著， 一次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市场分割在不

同水平上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不存在倒 Ｕ 型关系。 综上分析， 国内市场分

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其他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也基本

符合现有关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研究结论。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稳健性检验的计量回归结果。 考虑到出口产品质量的平稳性， 本文在表 ２
第 （１） 列中对被解释变量取对数进行回归。 考虑到核心解释变量市场分割指数是

省级层面的变量， 为了剔除模型中可能受到来自同样是省级层面随时间变动因素的

影响， 本文在第 （２） 列回归中加入了各省份的 ＧＤＰ， 在第 （３） 列中控制了地

区—时间趋势。 此外， 为了降低可能出现的异常值对回归结果产生的影响， 本文对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做 １％的双边缩尾处理， 见表 ２ 第 （４） 列， 对企业出口产品质

量在 １％的水平上进行了双边截尾处理， 见表 ２ 第 （５） 列。 最后考虑到核心被解

释变量是在产品层面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加总到企业层面而得， 取值在 ０ ～ １ 之间，
具有明显的取值范围限制， 因此在表 ２ 第 （６） 列采用双限制 Ｔ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稳健

性估计。 从表 ２的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来看， 市场分割指数和其他控制变量的系

数大小有微弱的变化， 但都通过了 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本文的计量回归通

过了稳健性检验。
２ 改变出口产品质量的衡量方法。 使用产品的单位价格 （出口总值 ／出口总

量） 作为企业出口产品的代理变量。 根据 Ｂｒａｍｂｉｌｌａ 和 Ｐｏｒｔｏ （２０１６） ［２３］的分析，
在关于产品质量的理论模型中， 每个企业的产品定价等于一个不变的成本加成，
质量对边际成本的弹性为正， 每个企业的价格都会随着产品质量的提高而提高，
因此本文用产品的单位价格来衡量出口产品质量做进一步稳健性检验具有其合理

性。 结果见表 ２ 的第 （７） 列， 从检验结果来看， 国内市场分割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 说明本文的结论不因出口产品质量的衡量方法不同而存在差异。
３ 改变国内市场分割的测算方法。 本文借鉴陆铭和陈钊 （２００９） 的方法， 只

考虑相邻省份的情形来测算市场分割指数做进一步检验， 结果见表 ２ 的第 （８）
列， 同样发现国内市场分割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本文的核心结论不因国内市场

分割指数的测算方法不同而有所差异。
最后， 考虑到本文的数据年份较早， 可能会存在现实意义不大的问题。 在进一

步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 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单独测算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产品层

面的出口产品质量， 然后按权重加总到城市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 考察城市层面出

口产品质量与国内市场分割的关系作为本文的稳健性检验。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全

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ｌｐ）， 借鉴 Ｈｅａｄ 和 Ｒｉｅｓ （２０１３） ［２４］的方法来近似测算， 具体测算方

程为 ｔｆｐｌｐ＝ ｌｎ （Ｙ ／ Ｌ） －Ｓｌｎ （Ｋ ／ Ｌ）， 其中 Ｌ 表示从业人员数， Ｙ 表示工业总产值， Ｓ
表示资本的贡献度并且设定为 １ ／ ３， Ｋ 表示固定资产投资额； 城市规模 （ ｓｃａｌｅ）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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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平均数取对数表示； 市场竞争程度 （ ｃｏｍ） 用该城市的企业数取对数表

示； 工资 （ｗａｇｅ） 用城市人均工资取对数表示。 检验结果见表 ２ 的第 （９） 列， 国

内市场分割指数显著为正， 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在从城市层面扩展样本后依然成

立， 同时进一步说明本文的核心结论具有现实意义。

表 ２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质量取
对数

省份层面
变量

地区时间
趋势

缩尾 截尾 Ｔｏｂｉｔ 价格表示
质量

只考虑邻省
市场分割

０７－１３城市
层面出口质量

ｍｓｅｇ
　 　 ０ ０２３∗∗∗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０∗∗∗ 　 　 １ ２６７∗∗∗ 　 　 ０ ０３４∗∗∗ 　 ０ ０２１∗∗

（１２ ５８） （１２ ０３） （１３ １８） （１３ ４１） （１３ ４９） （１３ ４４） （１９ ２０） （１３ ４１） （１ ９８）

ｔｆｐｌｐ
０ ０４１∗∗∗ ０ ０７０∗∗∗ ０ ０７０∗∗∗ ０ ０７０∗∗∗ ０ ０６７∗∗∗ ０ ０７０∗∗∗ ２ １９９∗∗∗ ０ ０７０∗∗∗ ０ ００９∗∗∗

（２８ ６８） （３０ １３） （２９ ９４） （３０ １３） （２９ ２５） （３０ １９） （４２ ９９） （３０ １３） （１３ ９６）

ａｇｅ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５１∗∗∗ －０ ００６∗∗∗

（－１１ ０６） （－１１ １６） （－１０ ８５） （－１１ １６） （－１１ ０４） （－１１ １８） （－４ ０６） （－１１ １６）

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３１８∗∗∗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５∗∗∗

（５９ ３６） （６０ ０９） （６０ ３０） （６０ １３） （６０ ３４） （６０ ２５） （３９ １９） （６０ １３） （４ ３２）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 １７１∗∗∗ －０ ２８６∗∗∗ －０ ２８４∗∗∗ －０ ２８６∗∗∗ －０ ２８７∗∗∗ －０ ２８７∗∗∗ －４ ５３１∗∗∗ －０ ２８６∗∗∗

（－１３ ２７） （－１３ ６９） （－１３ ６３） （－１３ ７３） （－１３ ８６） （－１３ ７６） （－９ ８７） （－１３ ７３）

ｄｓｕｂ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２２７∗∗∗ ０ ００１∗

（２ ４６） （１ ９６） （１ ９３） （１ ９３） （２ ３２） （１ ３９） （１３ ５４） （１ ９３）

ＧＤＰ
０ ０００

（０ ５７）

ｗａｇｅ
－０ ０２３∗∗∗

（－８ ４３）

ｃｏｍ
－０ ００６

（－０ ３７）

地区×时
间 ＦＥ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 １２１ ０３９ １２１ ０３９ １２１ ０３９ １２１ ０３９ １１８ ６２２ １２１ ０４７ １２１ ０３９ １２１ ０３９ １ ７５０

调整 Ｒ２ ０ １５０ ０ １５０ ０ １５１ ０ １５０ ０ １５１ ０ ２２３ ０ １５０ ０ ２９３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 ｔ值。

（三） 内生性检验

１ 样本选择性偏误分析。 以上回归检验中剔除了非出口企业样本， 本文只分

析了国内市场分割对出口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 因此需要考虑样本选择行为的

影响， 来避免样本选择偏差带来的选择性偏误。 为此， 本文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１９７９） ［２５］的两阶段法进行内生性检验， 估计结果列示于表 ３ 第 （１）、 （２） 列中。
第 （１） 列为选择方程， 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来估计， 从估计中获得逆米尔斯比率

（ｎｉｖｍｉｌｌｓｓｓ）； 然后将逆米尔斯比率加入第 （２） 列结果方程中。 回归结果显示， 逆

米尔斯比率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存在样本选择性偏误， 反映采取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法控制样本选择性偏误具有其合理性。 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产

品质量提升具有促进效应， 并且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与前文的估计结果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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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进一步表明市场分割能够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２ 遗漏变量引致的内生性。 上述回归分析中不可避免地存在遗漏变量引致的

内生性问题， 本文借鉴吕越等 （２０１８） ［２６］的思路， 引入省份平均海拔作为省份国内

市场分割的工具变量。 这样选择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在于， 省份之间的市场分割状况

与省份之间的平均海拔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般来说省份之间的海拔差距越大， 省份

之间的贸易成本也会越高， 一定程度上引致了省份之间的市场分割。 同时， 根据黄

玖立和李坤望 （２００６） ［２７］的分析， 无论历史还是现实， 都没有证据表明地理因素本

身决定了地区差异。 鉴于此， 本文选择将省份平均海拔作为市场分割的工具变量加

入回归方程进行分析， 见表 ３第 （３） 列， 结果表明国内市场分割显著提高了企业

的出口产品质量。 此外， 本文还使用各省份的铁路密度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 见表

３第 （４） 列， 估计结果同样显示国内市场分割能够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本

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省级层面市场分割程度， 是宏观层面变量， 核心被解释变量是

企业微观层面变量， 微观层面的变量不会反过来影响省级宏观层面的变量， 所以互

为因果引致的内生性问题比较小。 但是出口产品质量和国内市场分割指数可能同时

受到来自第三方因素的影响， 出于稳健性考虑， 本文放松国内市场分割程度是内生

性的假定，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来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根据已

有文献的做法， 本文选择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和所有变量取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

量进行回归， 结果见表 ３的第 （５） 列和第 （６） 列， 可以发现国内市场分割指数显

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为确保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本文采用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和 Ｐａａｐ
（２００６） ［２８］的方法对工具变量的选择进行了多种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 ＫＰ－ＬＭ统计量

检验结果表明拒绝了 “工具变量识别不足” 的原假设， 且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Ｗａｌｄ ｒｋ Ｆ统计量也拒绝了 “工具变量是弱识别” 的原假设， 同时也通过了 １％的显

著性检验。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 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具有其合理性， 以此为基础进行

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的估计结果是可信的。

表 ３　 内生性计量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法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估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ｒｏｂｉｔ 平均海拔 铁路密度 滞后一期 全滞一期

ｍｓｅｇ 　 －０ ３１６∗∗∗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３∗∗∗ 　 ０ ０６８∗∗∗ 　 ０ ０７１∗∗∗ 　 ０ ０７５∗∗∗
（－１２ ３１） （１２ ２８） （７ １６） （１６ ６９） （３ １４） （３ ２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ｉｖｍｉｌｌｓｓｓ
０ ０１６∗∗∗

（８ ０７）

ＫＰ－ＬＭ
２９ ９９７ ０７ ６４ ９０３ ３３ １ ６７２ ８６ １ ６４７ ９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Ｗａｌｄｒｋ Ｆ
３９ ７２１ ２３ １ ４ｅ＋０５ ２ ３４３ ９０ ２ ２９３ ０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Ｎ １ １９７ １６４ １２１ ０３９ １２１ ０３９ １２１ ０３９ ５ ０３３ ５ ０２７

调整 Ｒ２ ０ １５１ ０ １５０ ０ １５０ ０ １４３ ０ １３４

注：∗∗∗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 ｔ值。

７３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 经贸论坛



（四） 分样本回归

上述分析中， 本文只是从总体层面检验了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

升的影响效应， 未就不同行业、 不同性质、 不同贸易方式以及不同地区的影响进行

检验。 随后本文将从企业所有制、 贸易方式、 区域和行业四个不同的维度来进一步

检验国内市场分割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异质性影响。
１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分析。 中国的现实表明， 不同性质的企业在各方面都具

有显著的差异性， 如融资成本、 政府优惠政策等。 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存在的这些差

异是引致出口产品质量差异的重要因素 （张杰， ２０１５）。 为此， 本文根据实收资本

占比大小， 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Ｌｕ ａｎｄ Ｙｕ， ２０１５） ［２９］。
表 ４第 （１）、 （２）、 （３） 列分别列示了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回归估计

结果， 显示国内市场分割对外资企业的促进效应要强于本土企业。 根据张杰和周艳

（２０１１） ［３０］的分析， 国内市场分割会抑制本土企业利用本土市场需求实现 “需求引

致创新” 功能的发挥， 从而抑制了本土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 而外资企业的创新活

动主要依赖于国外市场和母国企业的技术支持， 创新能力受国内市场分割的影响较

小。 经由 Ｃｈｏｗ检验法获得经验 ｐ 值进一步说明上述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分组之

间对应的 ｐ 值分别为－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４， 且都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２ 企业贸易方式异质性分析。 本文根据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３１］的做法， 将加工

贸易出口额为 ０的企业定义为纯一般贸易企业， 将一般贸易出口额为 ０的企业定义为

纯加工贸易企业， 将以两种贸易方式出口的企业定义为混合贸易企业。 回归结果列示

于表 ４第 （４） — （６） 列， 结果显示国内市场分割对不同贸易方式企业出口产品质

量提升的影响均显著为正， 但是从回归系数大小来看， 国内市场分割对纯一般贸易企

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最大， 混合贸易企业次之， 纯加工贸易企业最弱。 引

起这种异质性的可能原因是： 纯加工贸易企业主要进口国外原材料和中间品， 受国内

市场分割影响较小。 由于国内市场分割引致国内市场壁垒程度增强 （张杰等，
２０１０）， 由此引致国内贸易成本高于国际贸易成本 （Ｐｏｎｃｅｔ， ２００３）， 使得纯一般贸易

企业用国外中间品来替代国内原材料， 这就引致纯一般贸易企业使用国外进口中间品

的投入比重增加的速率高于纯加工贸易企业。 根据经验 ｐ 值可知， 贸易方式分组之间

的差异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 相应的系数分别为－０ ０５０、 ０ ０３６。

表 ４　 分所有制和贸易方式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国有 民营 外资 一般 加工 混合

ｍｓｅｇ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４∗∗∗ 　 ０ ０６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４６∗∗∗

（－０ ３２） （４ ００） （１０ １３） （８ １１） （４ １０） （１０ ５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７ ０９３ ３５ ３５４ ７７ ０５４ ２１ ６９４ ６８ ８４５ ３０ ４２４

调整 Ｒ２ ０ ２３１ ０ １７１ ０ １６７ ０ ２１１ ０ １３０ ０ １９４
经验 ｐ值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５０∗∗∗ ０ ０３６∗∗∗

注：∗∗∗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 ｔ值； 经验 ｐ值用于检验组间 ｍｓｅｇ 系数差异的显著性， 用 Ｃｈｏｗ 检验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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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要素密集度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国内市场分割对不同要素密集型企业的影

响可能存在差异。 本文采用谢建国 （２００３） ［３２］的做法将企业划分为资本密集型企

业、 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 回归结果列示于表 ５ 第 （１） — （３） 列，
结果显示国内市场分割对不同要素密集型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

效应， 从回归系数的大小来看， 国内市场分割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的促进效应要大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 可能的原因是： 劳动密集型企业

主要通过购买中间品和中间原材料， 从事低端的零配件生产和简单的加工装配业

务， 国内市场分割引致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 从事加工装配的企业用国外进口中间

品替代国内原材料， 而使用国外中间品能够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 所以国内市场分割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大于其

他两类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 要素密集度分组之间的经验 ｐ 值均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仅仅通过组间系数大小的比较来推断不同要素密集度分

组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强度过于武断。

表 ５　 分要素密集度和分地区的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劳动密集 资金密集 技术秘密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ｍｓｅｇ ０ ０５８∗∗∗ ０ ０４７∗∗∗ ０ ０２１∗∗∗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３
（５ ９２） （７ １０） （３ ９２） （１４ ２３） （－１ ３３） （－１ ６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１５ ３６３ ２９ ６９３ ３１ ８１０ １１２ ３４７ ５ ３７４ ３ ２１６
调整 Ｒ２ ０ １０１ ０ １３５ ０ １４９ ０ １５３ ０ ２５０ ０ ２９７
经验 ｐ值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７ ０ １１９∗∗∗ －０ ０１８

注：∗∗∗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 ｔ值； 经验 ｐ值用于检验组间 ｍｓｅｇ 系数差异的显著性， 用 Ｃｈｏｗ 检验
得到。

４ 地区层面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典型的地区发展不

平衡的特征， 国内市场分割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会产

生异质性影响。 本文将样本根据其经济发展程度划分为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和西部

地区，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分样本进行回归， 结果列示于表 ５ 第 （４） — （６） 列，
回归结果显示， 国内市场分割对东部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具有显著为正的

促进效应， 而对中西部地区具有负的促进效应但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在于： 首

先， 东部地区东临海洋， 交通便利， 港口众多， 地理优势优于中西部地区； 其

次， 东部地区最早开始实行对外开放， 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完善程度也优于中西

部地区。 因此， 东部地区企业在面对国内市场分割时更容易使用国外的中间要素

替代国内中间要素， 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 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国内

市场分割对其影响不显著。 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之间的经验 ｐ值表明二者的差异

达到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 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未通过显著性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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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作用机制检验

由上述分析可知， 国内市场分割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而国内

市场分割到底是通过何种内在机制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 对内在机制的

分析有助于深入了解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与国内市场分割的内在联系。 通过对现有文

献的梳理， 本文认为国内市场分割引致的进口中间品强度增大和加工贸易占比提升

是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主要因素。 Ｐｏｎｃｅｔ （２００３） 研究发现中国地方政府 “晋
升锦标赛” 下的地方保护主义， 引致省际之间的贸易成本高于国际贸易成本， 这

就使国内企业用进口中间投入来替代国内中间投入， 而使用进口中间品有助于出口

产品质量的提升 （施炳展， ２０１４； 许家云， ２０１７）。 国内市场分割能够促进地方政

府经济增长 （陆铭和陈钊， ２００９）， 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有动机鼓励本辖区内的企业

利用国际市场的规模效应来发展本区域内的经济， 而国内企业在技术研发、 产品品

牌和声誉等方面存在缺陷， 进入国外市场的企业更多的是从事加工装配等环节

（张杰等， ２０１０）， 从而促进加工贸易占比的提升， 而加工贸易主要进口国外高质

量的中间品， 最终引致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施炳展和邵文波， ２０１４）。 本文将选取

进口中间品强度和加工贸易占比作为中介变量， 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上述作用

机制进行检验分析。 本文借鉴苏丹妮等 （２０１８） 的做法， 运用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通过进口中间品强度和加工贸易占比这两个中介变量检验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

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
ＴＱｉｔ ＝ α０ ＋ α１ ｍｓｅｇｋｔ ＋ α２ Ｘ ｉｆｋｔ ＋ δｉ ＋ δｔ ＋ δｅ ＋ φｉｆｋｔ （６）
ｉｍｐｏｒｔｉｆｋｔ ＝ ｂ０ ＋ ｂ１ ｍｓｅｇｋｔ ＋ ｂ２ Ｘ ｉｆｋｔ ＋ δｉ ＋ δｔ ＋ δｅ ＋ φｉｆｋｔ （７）
ｓｈａｒｅｉｆｋｔ ＝ ｃ０ ＋ ｃ１ ｍｓｅｇｋｔ ＋ ｃ２ Ｘ ｉｆｋｔ ＋ δｉ ＋ δｔ ＋ δｅ ＋ φｉｆｋｔ （８）
ＴＱｉｔ ＝ ｄ０ ＋ ｄ１ ｍｓｅｇｋｔ ＋ ｄ２ ｉｍｐｏｒｔｉｆｋｔ ＋ ｄ３ ｓｈａｒｅｉｆｋｔ ＋ ｄ４ Ｘ ｉｆｋｔ ＋ δｉ ＋ δｔ ＋ δｅ ＋ φｉｆｋｔ

（９）
其中， ｉｍｐｏｒｔｉｆｋｔ 代表出口企业的中间品进口强度， 用中间品进口额占销售额的

比重取自然对数表示； ｓｈａｒｅｉｆｋｔ 表示出口企业的加工贸易占比， 用企业的加工贸易出

口额与总出口额的比重取自然对数表示。
表 ６显示了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 第 （１）

列和第 （４） 列分别是对以中间品进口强度和加工贸易占比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估

计结果。 从第 （１） 列的估计结果可知， 国内市场分割指数为正， 且通过了 １％的

显著性检验， 表明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中间品进口强度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而第

（２）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中间品进口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这得益于企

业进口的中间品具有较高的附加值且技术含量较高。 由第 （３） 列的估计结果可

知， 国内市场分割指数为正， 且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国内市场分割对企

业加工贸易占比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由第 （４） 列的回归结果可知， 加工贸易占比

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这表明企业的加工贸易占比越高， 其出口

产品质量越高。 第 （５） 列为基准回归结果， 没用加入任何中介变量， 第 （６）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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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加入了加工贸易占比和进口中间品强度两个中介变量， 回归结果与第 （５） 列

相比， 核心解释变量市场分割指数的系数在数值大小上出现明显下降， 这表明加工

贸易占比提升和进口中间品强度增大是国内市场分割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

渠道。
表 ６　 作用机制的计量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进口中间品强度 ＴＱ 加工贸易占比 ＴＱ ＴＱ ＴＱ

ｍｓｅｇ 　 　 ４ ９５５∗∗∗ 　 　 ０ ０２１∗∗∗ 　 　 ０ ３００∗∗∗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２∗∗∗

（３３ ０９） （６ ９９） （４ ７７） （１２ ５６） （１３ ４１） （１１ ０８）

ｉｍｐｏｒ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７３ ４５） （１５ ６２）

ｓｈａｒｅ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２∗∗∗

（１０６ ７４） （７６ ０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１１９ ７８６ １１９ ７８６ １２１ ０３９ １２１ ０３９ １２１ ０３９ １１９ ７８６
调整 Ｒ２ ０ ２７５ ０ １８６ ０ ２３６ ０ ２２３ ０ １５０ ０ ２２４

注：∗∗∗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 ｔ值。

五、 国内市场分割与出口产品质量： 地区贸易开放度的作用

前文的检验结果表明， 国内市场分割通过中间品进口强度增大和加工贸易占比

提升两个渠道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 并且上述促进效应因企业性质、 贸

易方式、 要素密集度和地区等的不同而具有显著差异性。 但上述研究未考虑企业所

在地贸易开放度的差异性， 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是否会因为地

区的贸易开放度不同而存在差异？ 为检验这一问题， 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

地区贸易开放度指标， 得到如下计量模型：
ＴＱｉｔ ＝ α０ ＋ α１ ｍｓｅｇｋｔ ＋ α２ ｍｓｅｇｋｔ × ｏｐｅｎｋｔ ＋ α３ Ｘ ｉｆｋｔ ＋ δｉ ＋ δｔ ＋ δｅ ＋ φｉｆｋｔ 　 　 （１０）
其中， ｏｐｅｎｋｔ 为地区贸易开放度指标， 本文根据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１） 的做法，

采用地区进出口总额与 ＧＤＰ 的比值来衡量地区贸易开放度。
表 ７显示了市场分割、 贸易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检验结果。 表 ７ 第

（１） 列不加入其他控制变量，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交互项 ｍｓｅｇｋｔ × ｏｐｅｎｋｔ 的估计

系数为正， 且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

促进效应会受到地区贸易开放度的影响； 在第 （２） 列中加入了全要素生产率等企

业层面控制变量， 估计结果表明 ｍｓｅｇｋｔ × ｏｐｅｎｋｔ 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且估计系

数值变大， 说明全要素生产率等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作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

素不容忽视。 值得注意的是， 在考虑了 ｍｓｅｇｋｔ × ｏｐｅｎｋｔ 的交互效应后， 国内市场分

割的系数变为负数。 考虑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还采用李怀建和沈坤荣

（２０１５） ［３３］的思路， 用地区引进 ＦＤＩ 与 ＧＤＰ 的比值作为地区贸易开放度的替代变

量， 回归结果列示于表 ７ 的第 （３）、 （４） 列中， 稳健性检验结果同样表明国内市

场分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会受到地区贸易开放度的影响。 总体来

看， 在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地区， 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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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 即地区贸易开放度强化了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促进作

用。 在式 （１０） 的基础上， ＴＱｉｔ 对 ｍｓｅｇｋｔ 微分， 令其等于 ０， 分别求出 ｏｐｅｎｋｔ 对外开

放的门槛值为 ２ ４５ （以地区进出口总额与 ＧＤＰ 的比值作为贸易开放度） 和 ０ ０３
（以地区引进 ＦＤＩ与 ＧＤＰ 的比值作为贸易开放度）。

表 ７　 市场分割、 贸易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变量
地区进出口总额与 ＧＤＰ 比值

作为贸易开放度
地区引进外资与 ＧＤＰ 比值

作为贸易开放度

（１） （２） （３） （４）

ｍｓｅｇ
－０ １０５∗∗∗ －０ １０３∗∗∗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４∗∗∗

（－８ ００） （－８ １４） （－４ ９０） （－４ ３６）

ｍｓｅｇ × ｏｐｅｎ ０ ０３８∗∗∗ ０ ０４２∗∗∗ ０ ８２０∗∗∗ １ ０１７∗∗∗

（９ ９１） （１１ ３２） （６ ９２） （８ ８６）

ｏｐｅｎ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６ －０ ０７８∗∗∗

（－１ ０４） （－４ ０４） （０ ５３） （－２ ６９）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Ｎ １２１ ４８８ １２１ ０３９ １２１ ４８８ １２１ ０３９
调整 Ｒ２ ０ ０９１ ０ １５１ ０ ０９１ ０ １５１

注：∗∗∗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 ｔ值。

六、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 研究国内市场分割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之间的关

系， 并对市场分割如何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内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的主

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 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 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 样本选择性偏误、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分样本

回归分析后依然稳健。 第二， 从企业所有制角度来看， 国内市场分割对外资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要大于本土企业； 从企业贸易方式来看， 国内市场分割

对纯一般贸易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要优于混合贸易企业和纯加工贸易

企业； 从企业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 国内市场分割对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

区 （东部地区）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要大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的地区 （中西部地区）； 从企业所处行业要素密集度来看， 国内市场分割对劳动密

集型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要大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 第三， 作

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国内市场分割主要通过进口中间品强度增大和加工贸易占比

上升两个可能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 第四， 在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地

区， 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越大， 即地区贸易开放度强

化了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
本文系统分析了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 总体来说， 国

内市场分割是以放弃国内市场规模效应为代价， 而利用国外市场规模效应促进企业

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 长期来看， 市场分割会造成效率损失， 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

期增长。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国内市场分割下的资源配置扭曲， 抑制了本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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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能力， 而外资企业依赖母国企业的技术支持抢占中国本土市场， 这无疑会造

成中国市场上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竞争差距过大。 随着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改革的

不断深入， 市场分割的现象会逐步消失， 但是， 此时外资企业已经凭借当初的市场

分割效应对本土企业的发展形成制约。 因此， 应继续推进深化国内市场一体化改革

的进程， 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垄断， 减少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降低国内贸

易成本， 建立一个更加统一的国内大市场， 促进中国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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