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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企业进口来源地结构的视角重新审视中间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

影响， 着重考察来源地网络地位和来源地整体数目对生产率的影响及潜在作用机

制。 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 企业进口来源地加权网络地位的提升以及整体

数目的增加均有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来源地网络地位的提升主要通过质量价格

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作用于企业生产率， 且作用强度与产品类别有关； 来源地整体

数目的增加则通过种类互补效应促进了生产率提高； 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 随着进

口产品差异性的提高和行业技术复杂性的增加， 进口来源地结构优化的生产率促进

作用也会随之增强； 东部沿海企业、 非国有企业、 一般贸易企业更善于通过进口来

源地结构的优化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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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 我国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对外贸易战略成功实现了经

济的跨越式发展， 但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重出口、 轻进口的对外贸易战

略亟待改变。 伴随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 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越

来越高， 我国中间品进口更是占全部进口的 ６０％以上， 中间品进口已成为促进我

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 （盛斌和魏方， ２０１９） ［１］。
理论上， 中间品进口主要通过技术溢出效应、 种类互补效应和质量价格效应促

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第一， 进口中间品包含较高的技术水平和知识外溢， 企业可

以借此获取来源地的研发成果， 在此基础上消化、 吸收和进行二次创新， 从而提升

企业的技术实力和全要素生产率 （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０［２］； Ｋ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２００２［３］）； 第二， 全球采购为企业提供了种类丰富的中间品， 进口品与

国内产品有机互补， 助力企业突破国内禀赋约束，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从而提升

５４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 经贸论坛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１２－１８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基于 ＭＣＩ 的分析

框架” （７１４７３２７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新时代海洋强国建设” （１９ＶＨＱ００４）
［作者信息］ 陈平：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郭敏平 （通讯作者）：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博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ｇｕｏｍｐ＠ ｍａｉｌ ｓｙｓｕ ｅｄｕ ｃｎ



企业生产率 （Ｅｔｈｉｅｒ， １９８２［４］； Ｂｒｏｄａ ａｎｄ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４［５］ ）； 第三， 相比于国内

中间品， 进口中间品可能存在价格或质量优势， 进口高性价比中间品有助于降低企

业生产成本， 提升企业经营效率， 最终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１９９３［６］； Ｋｕｇｌｅｒ ａｎｄ Ｖｅｒｈｏｏｇｅｎ， ２００９［７］）。

实证方面， 学者们主要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 （Ａ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Ｋｏｎｉｎｇ， ２００７［８］； 余淼

杰， ２０１０［９］）、 中间品进口强度 （Ｋ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Ｙｅａｐｌｅ， ２００９［１０］； 张杰等， ２０１５［１１］ ） 以

及中间品进口行为 （Ｋａｓａｈａｒ ａｎｄ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 ２００８［１２］；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２［１３］； Ｈａｌｐｅｒ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１４］） 对中间品进口的企业生产率促进效应展开研究， 回归结果支持中间品

进口的正向作用。 此外， 学者们针对中间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 （Ｍａｄｓｅｎ， ２０１２［１５］；
李平和姜丽， ２０１５［１６］ ）、 种类互补效应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１７］； 钱学锋等，
２０１１［１８］） 和质量价格效应 （Ｂｅｈｒｅｎｓ ａｎｄ Ｍｕｒａｔａ， ２０１２［１９］； 郑亚莉等， ２０１７［２０］） 进行

检验， 证实了中间品进口通过以上三种渠道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
现有文献关于中间品进口影响企业生产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进口贸易自由化、

进口强度以及进口行为， 较少关注进口来源地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实际上， 企业的

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结构包含两个方面： 整体数量和个体差异。 一方面， 企业可以从少

量的来源地集中性进口， 或从大量的来源地广泛性进口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２１］；
另一方面， 企业可以根据各经济体在资源禀赋或科技创新上的竞争力差异， 选择从产

品性价比或技术水平较高的来源地进口 （Ｌｏｏｆ ａｎｄ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１０） ［２２］。
Ｂａｓ和 Ｓｔｒａｕｓｓ （２０１４） ［２３］以及魏浩等 （２０１７） ［２４］从种类互补效应的角度出发，

对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的数目和分散度进行研究， 通过实证方法验证其对企业生产率

的促进作用， 结果表明进口来源地的数目越多、 分散度越高， 则企业生产率越高。
但这些研究只考虑了来源地的整体数量， 未考虑来源地的异质性， 无法反映不同来

源地产品的竞争力差异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Ｚａｃｌｉｃｅｖｅｒ和 Ｐｅｌｌａｎｄｒａ （２０１８） ［２５］以及黄新飞等 （２０１８） ［２６］针对不同进口来源

地在技术方面的差异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进口自七国集团 （Ｇ７）① 的中间品具有更

高的技术水平， 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对企业生产率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 然而， 他们

对进口来源地异质性的研究停留在 “属于 Ｇ７与否” 的定性划分， 仅考虑了 Ｇ７国家在

研发创新方面的优势， 忽略了其他国家在劳动力、 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优势。 此外， 二元

划分将 Ｇ７视作完全相同的进口来源地， 未能体现出 Ｇ７各国之间的产品竞争力差异。
现有文献对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结构影响企业生产率的研究尚显不足， 未能将来

源地的个体差异和整体数目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 也未能体现出发展中经济体在自

然资源和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 此外， 有关进口来源地异质性的研究仍以定性分

析为主， 缺乏量化指标刻画不同来源地在不同产品上的竞争力差异， 以及这种差异

随时间变化的具体情况。 鉴于此， 本文尝试在国际贸易中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在 ＨＳ６位码层面上对不同来源地中间品的竞争力差异进行定量分析， 再与来源地

整体数目相结合， 探讨企业进口来源地结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为对外开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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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七国集团是发达工业国家的代表， 由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日本、 意大利和加拿大组成。



和企业的对外贸易实践提供建议。

二、 关于贸易网络地位的测算与说明

网络分析方法能全面准确地描述网络节点间的空间关系以及节点的自身属性。
许多经济学家利用该方法研究国际贸易网络中的节点属性， 考察贸易网络地位与其

他经济变量间的关系 （Ｃｈａｎｅｙ， ２０１６） ［２７］。 本文根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间产品层面的

全球双边贸易数据构建产品贸易网络， 分析各经济体在产品贸易中的动态网络地

位， 以刻画其作为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的产品竞争力。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间的产品层面双边贸易数据， 在产

品—年份的维度上构建进口贸易网络， 用进口额矩阵表示：
Ｉｍｐｏｒｔｔｈ ＝ ｉｍｐｏｒｔｔｈｍｎ( ) １７５×１７５ （１）

其中， ｔ 和 ｈ 分别代表年份和产品， 共有 ７个年份和 ２ ４８９ 种 ＨＳ９２ 编码下的 ６
位码中间品。 ｍ 和 ｎ 为全球贸易中的经济体节点， 网络中共有 １７５ 个节点①。
ｉｍｐｏｒｔｔｈｍｎ 表示 ｔ 年 ｍ 经济体从 ｎ 经济体进口 ｈ 产品的金额。

由于贸易关系在不同的产品和经济体间相差悬殊， 进口额可能高达上百亿美元，
也可能低至几百美元， 因此在进行网络分析时需要区分对待。 本文借鉴通行的处理方

式， 设置阈值以筛除偶发的进口关系， 只关注重要的进口关系 （许和连等，
２０１８） ［２８］。 另外， 考虑到进口额不仅受来源地的影响， 还与进口经济体自身经济体量

有关。 因此， 本文借鉴贸易依赖度的概念 （Ｆａｇｉｏｌ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２９］， 针对 ｔ 年的 ｈ 产

品， 计算 ｍ 经济体对 ｎ 经济体的进口依赖度， 分母为 ｍ 经济体 ｔ 年 ｈ 产品的总进口：

Ｒ ｔｈ
ｍｎ ＝

ｉｍｐｏｒｔｔｈｍｎ

∑
１７５

ｎ ＝ １
ｉｍｐｏｒｔｔｈｍｎ

（２）

参照郑军等 （２０１７） ［３０］的处理方法， 以 ０ ４４％作为阈值②。 Ｒ ｔｈ
ｍｎ ＜０ ４４％表示进

口关系偶发， 设 Ｉｔｈｍｎ 为 ０； Ｒ ｔｈ
ｍｎ ＞＝ ０ ４４％表示进口关系稳定， 设 Ｉｔｈｍｎ 为 １。 据此得到 ｈ

产品在 ｔ 年的重要进口关系矩阵 Ｉｔｈｍｎ( ) １７５×１７５ ， Ｉｔｈｍｎ ∈ ｛０， １｝。
在重要进口关系网络中计算各经济体的出度中心性 （Ｏｕｔ Ｄｅｇｒｅｅ）， 衡量其作

为进口来源地的网络地位。 ｎ 经济体在 ｔ 年 ｈ 产品贸易中的网络地位可表示为：

ｄｅｇｒｅｅｔｈｎ ＝
∑
１７５

ｍ≠ｎ
Ｉｔｈｍｎ

１７４
（３）

相比于以 Ｇ７ 标准对进口来源地的定性划分， 定量测算的网络地位能更客观、
全面和准确地反映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的产品竞争力。 在 ２ ４８９ 种中间品中， 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经济体 （ＯＥＣＤ） 占据了其中 １ ７８６种产品的网络地位榜首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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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全球共有 ２１５个经济体， 但由于部分经济体的数据缺失， 因而最终保留 １７５ 个参与全球贸易的主要经

济体， 他们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占到全球贸易额的 ９９ ５％以上。
数理统计上， 若经济体间贸易关系随机发生， 则双边进口依赖度约为 ０ ４４％。
受限于篇幅， 完整的网络地位计算结果未列出， 备索。



表 １列示了 １５个主要行业中的代表性中间品及其网络地位排名前三的经济体名

单。 欧美发达经济体在大部分工业制成品中都拥有很强的竞争力， 特别是机械设备

表 １　 主要行业中代表性产品的贸易网络地位前三名经济体

行业 代表产品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电气机械及

器材制造

集成电路

零件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英国 德国 英国 德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德国 英国 德国 英国

仪器仪表

办公用机械

计算机

零件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中国

法国 法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德国

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

离合器

及其零件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法国 法国 法国 法国 法国

专用设备

制造

石油钻探机

用零件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法国 法国 法国 德国 法国 德国 德国

普通机械

制造
磁悬浮轴承

日本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金属制品 铰链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德国 意大利 德国 德国 德国 意大利 德国

意大利 德国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德国 意大利

黑色金属

冶炼加工

钛铁及

硅钛铁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俄罗斯 俄罗斯 俄罗斯 俄罗斯 俄罗斯 德国 俄罗斯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俄罗斯 德国

非金属

矿物制品

大理石

制品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西班牙 西班牙 西班牙 西班牙 土耳其 中国 中国

土耳其 中国 土耳其 土耳其 西班牙 土耳其 土耳其

医药制造
含磺胺类

的原研药

英国 印度 印度 印度 印度 印度 印度

美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美国 美国

印度 法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英国 法国

化学原料

及制品
三聚氰胺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韩国 印度尼西亚 德国 韩国 德国 荷兰 荷兰

美国 德国 奥地利 德国 韩国 德国 奥地利

橡胶制品
航空器用

橡胶轮胎

韩国 韩国 韩国 韩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中国 德国 韩国 韩国

美国 美国 中国 德国 韩国 德国 美国

造纸及

纸制品

漂白的袋

用牛皮纸

瑞典 瑞典 瑞典 瑞典 瑞典 瑞典 瑞典

芬兰 芬兰 芬兰 芬兰 芬兰 芬兰 芬兰

美国 美国 奥地利 美国 奥地利 奥地利 奥地利

纺织业
染色全棉

手工织布

印度 印度 印度 印度 印度 印度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印度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食品加工

制造

未焙炒

咖啡

巴西 越南 越南 巴西 越南 越南 越南

印度尼西亚 巴西 巴西 越南 巴西 巴西 巴西

越南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

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
石油原油

俄罗斯 俄罗斯 俄罗斯 俄罗斯 俄罗斯 俄罗斯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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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的 ５种代表性产品中， 美、 德、 日、 英、 法近乎垄断网络了地位的前三名。 可

见网络地位指标能客观地反映出发达经济体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中的竞争力优

势。 但也需要注意到发达经济体之间存在的差异， 美国和德国几乎在所有高端制造产

品中都具备很强的竞争力， 相比之下， 同属 Ｇ７的加拿大则较少出现在网络地位前三

的榜单之中。 这表明仅依靠 “是否属于 Ｇ７” 的标准对来源地产品竞争力作定性划分

是不准确的， 定量计算得到的网络地位指标能更准确地度量各经济体产品竞争力的

差异。
同时，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经济体出现在网络地位前三的榜单之中， 中国正是其

中的佼佼者， 我国在金属制品、 非金属矿物制造、 化学原料及制品、 橡胶制品和纺织

等行业中逐渐成为世界上主要的产品输出国。 而印度、 巴西、 印度尼西亚、 越南、 俄

罗斯、 沙特阿拉伯和尼日利亚等发展中经济体也凭借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的优势， 逐渐

在纺织、 食品加工和石油天然气开采等行业中成为最具产品竞争力的经济体。 由此可

见， 网络地位指标不仅能反映发达经济体在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品中的竞争力优势，
也能全面体现发展中经济体在劳动力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中的竞争力优势。

三、 实证设计

（一） 数据说明

为了全面考察中间品进口来源地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使用三套数据： 第

一套是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 参考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４） 的处

理方法， 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样本筛选； 第二套是中国海关数据库， 包含中

国企业的所有进出口贸易记录， 本文参照陈雯和苗双有 （２０１６） ［３１］的做法， 采用

ＢＥＣ 标 准 筛 选 中 间 品 进 口 数 据； 第 三 套 是 联 合 国 商 品 贸 易 统 计 数 据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包含全球各经济体在 ＨＳ６位码产品层面的双边进出口数据。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分属两个不同的编码系统， 因此无法通

过企业编码直接匹配。 本文依据企业名称、 固定电话和邮政编码等信息进行匹配，
参照余淼杰 （２０１０） 和 Ｂｒａｎｄｔ等 （２０１２） ［３２］的处理方式， 经过匹配和筛选， 最终

获得 ８６ ４９３个存在中间品进口的企业—年份观测值。
（二） 实证模型

为了考察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的产品竞争力和整体数目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 本文参考魏浩等 （２０１７） 的方法， 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ｌｎＴＦＰ ｉｇｋｔ ＝ β０ ＋ β１ × ｉｍｐｏｒｔｄｅｇｒｅｅｉｇｋｔ ＋ β２ × ｎｕｍｂｅｒｉｇｋｔ

＋∑
ｎ ＝ ３

βｎ × Ｘ ｎ( ) ｉｇｋｔ ＋ φｇ ＋ φｋ ＋ φｔ ＋ εｉｇｋｔ （４）

其中， 下标 ｉ、 ｇ、 ｋ、 ｔ 分别表示企业、 行业、 地区、 年份。 ｌｎ ＴＦＰ ｉｇｋｔ 为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的对数值； ｉｍｐｏｒｔｄｅｇｒｅｅｉｇｋｔ 为企业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的加权网络地位， 反

映进口中间品的竞争力； ｎｕｍｂｅｒｉｇｋｔ 为企业中间品进口来源地数目， 反映企业进口来

源地的分散性； Ｘ ｎ( ) ｉｇｋｔ 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φｇ 、 φｋ 、 φｔ 代表与行业、 地区、 年

份相关的固定效应因素； εｉｇｋｔ 为服从 ｉｉｄ 的随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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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采用 ＬＰ 方法作为基准估计方法， 并用

ＯＰ 方法作稳健性补充。 所有名义变量以 １９９９年为基期作平减处理， 工业增加值采用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固定资产存量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中间品采用原材料、 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鲁晓东和连玉君， ２０１２）［３３］。

主要解释变量为企业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的加权网络地位。 企业通常从多个来源

地进口多种 ＨＳ６位码标识的中间品， 因此需要以进口份额为权重对所有进口产品

的网络地位进行加权平均， 得到企业进口来源地的加权网络地位 （为了表达简洁，
将标识企业、 年份、 行业和地区的符号隐去）：

ｉｍｐｏｒ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ＨＳ６

ｈ
∑
１７５

ｎ ＝ １
ｄｅｇｒｅｅｈｎ × ｓｈａｒｅｈｎ （５）

其中， ｄｅｇｒｅｅｈｎ 为来源地 ｎ在 ｈ产品全球贸易中的网络地位， ｓｈａｒｅｈｎ 为企业从 ｎ经

济体进口的中间品 ｈ 占该企业当年全部进口中间品的比重。 进口来源地网络地位越

高， 进口自该地区的中间品竞争力应当越强， 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应当越大，
因此预期其系数为正。

另一个与进口来源地相关的解释变量为企业进口来源地的数目， 用企业当年进

口中间品的来源地总数衡量。 根据魏浩等 （２０１７） 的研究结果， 预期其系数为正

向显著， 来源地数目越多， 分布越广泛， 企业生产率应当越高。
本文选取的其他控制变量如下： 企业规模 （ ｌｎＷ）， 用企业员工总人数的对数

值衡量； 杠杆率 （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用企业总负债除以企业总资产得到； 资本密集度 （Ｋ ／
Ｌ）， 用企业固定资产除以企业员工人数表示； 企业年龄 （ ｌｎＡ）， 用统计年份与企

业初创年份之差取对数； 企业控股情况虚拟变量 （ｓｈａｒｅ０）， 该值为 １表示企业注册

资本中不含外资， 其余情况该值取 ０； 加工贸易虚拟变量 （ ｊｉａ）， 根据戴觅和余淼杰

（２０１４） ［３４］的判定方法， 将只有加工贸易出口无其他类型出口的记为 １； 出口虚拟变

量 （ｅｘｐ）， 有出口的记为 １。

四、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回归

（一） 基准回归

本文采用混合回归方法 （ＰＯＬＳ）， 逐步添加自变量进行基准回归， 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第 （１） 列为只考虑企业进口来源地加权网络地位以及时间、 地区、 行

业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 第 （２） 列在此基础上加入进口来源地的数目， 第 （３）
列作为本文基准模型进一步加入了其他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第 （４） 列的模型中

剔除了企业进口来源地加权网络地位， 与魏浩等 （２０１７） 的模型设定相似。
在表 ２的前三列回归结果中， 来源地加权网络地位的系数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

而减小， 但始终在 １％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这表明企业进口来源地加权网络地位越

高， 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也越高。 在第 （２） — （４） 列的回归结果中， 来源地数

目的系数均在 １％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表明企业的中间品进口来源地越多， 企业的

全要素生产率越高。 总的来看， 无论是进口来源地网络地位的提高， 还是进口来源

地数目的增加， 均有助于优化进口来源地结构， 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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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ｉｍｐｏｒｔｄｅｇｒｅｅ
　 　 ０ ４２１∗∗∗ 　 　 ０ ３５８∗∗∗ 　 　 ０ ２４２∗∗∗

（１２ ６７） （１１ ５８） （１０ ２３）

ｎｕｍｂｅｒ
０ １０２∗∗∗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６∗∗∗

（５２ ４２） （３３ ５８） （３３ ７６）

ｌｎＷ
０ ３９８∗∗∗ ０ ３９７∗∗∗

（７７ ５０） （７７ ２４）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０ １３５∗∗∗ －０ １３６∗∗∗

（－８ ５１） （－８ ５３）

ＫＬ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９ ９９） （１０ ０３）

ｌｎＡ
０ ５２１∗∗∗ ０ ５２１∗∗∗

（５０ ３９） （５０ ３１）

ｓｈａｒｅ０
－０ １９０∗∗∗ －０ １９９∗∗∗

（－１８ ３６） （－１９ ２９）

ｊｉａ
－０ ２７７∗∗∗ －０ ２８１∗∗∗

（－１９ ７７） （－２０ ０２）

ｅｘｐ
－０ １５６∗∗∗ －０ １５８∗∗∗

（－１２ １６） （－１２ ２６）
Ｎ ８６ ４９３ ８６ ４９３ ８６ ４９３ ８６ ４９３
Ｒ２ ０ ０７５ ０ １８０ ０ ４３１ ０ ４３０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注： 括号内为 ｔ值；∗∗∗表示系数在 １％水平下显著； 样本均在企业层面聚类。

（二） 稳健性回归

１ 变量替换

在稳健性回归中采用 ＯＰ 方法测度企业生产率的回归结果， 如表 ３ 第 （２） 列

所示， 与基准回归结果第 （１） 列相比， 进口来源地加权网络地位和进口来源地数

目的系数符号的显著性保持不变①。
首先考察网络地位计算方法的改变是否会影响结论的稳健性。 基准设定中以

０ ４４％作为判断进口关系是否重要的临界值， 另一种广泛使用的判断方法是根据

“二八法则”， 认为进口依赖关系中排序前 ２０％的为重要进口关系 （郑军等，
２０１７）。 据此重新测度各经济体在全球产品贸易中的网络地位， 代入企业进口来源

地加权网络地位的计算。 结果如表 ３ 第 （３） 列所示， 各变量影响系数的符号和显

著性均保持不变， 因此网络地位测算方式的改变不会影响结论的稳健性。
魏浩等 （２０１７） 采用来源地数目和来源地集中度对进口来源地整体结构进行

度量， 两者具有高度负相关性， 来源地数目越多则来源地集中度越低。 因此本文计

算出进口来源地集中度以替换进口来源地数目， 从而进行稳健性分析。 结果如表 ３
第 （４） 列所示， 进口来源地加权网络地位的系数仍显著为正， 同时进口来源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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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进口来源地越分散， 中间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

用越大， 也符合基准回归的结果。

表 ３　 变量替换后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ＬＰ

（２）
ＯＰ

（３）
ＬＰ

（４）
ＬＰ

ｉｍｐｏｒｔｄｅｇｒｅｅ 　 　 ０ ２４２∗∗∗ 　 　 ０ ２１６∗∗∗ 　 　 　 　 ０ ２６３∗∗∗

（１０ ２３） （９ ５６） （１０ ８７）

ｎｕｍｂｅｒ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６∗∗∗ 　 　 ０ ０５５∗∗∗

（３３ ５８） （３５ ８２） （３３ ５８）

ｉｍｐｏｒｔｄｅｇｒｅｅ＿ ｂ
０ ２３９∗∗∗

（１０ １０）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０ ４３７∗∗∗

（－２３ １３）
Ｎ ８６ ４９３ ８６ ４９３ ８６ ４９３ ８６ ４９３

Ｒ２ ０ ４３１ ０ １１１ ０ ４３１ ０ ４１３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注： 括号内为 ｔ值；∗∗∗表示系数在 １％水平下显著； 样本均在企业层面聚类。

２ 方法替换

在基准回归模型中， 尽管控制了企业层面的诸多变量以及时间、 地区和行业

等虚拟变量， 但仍有不可观测因素如管理层水平等可能同时影响解释变量和被解

释变量。 对此， 本文采用内生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和其他解释变量共同作为工

具变量， 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 （２ＳＬＳ）。 可能存在内生性的解释变量包括

进口来源地加权网络地位、 进口来源地数目、 杠杆率、 资本密集度、 加工贸易虚

拟变量以及出口虚拟变量。 此外， 本文还尝试在模型中删去行业和地区虚拟变

量， 转而控制住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进行面板回归 （ＦＥ）。 考虑到资本品与中间

品较为相似， 均是制造业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投入品， 两者的进口对于企

业生产率均有促进作用 （张杰等， ２０１５）， 因此将存在资本品进口的企业—年份

观测值也纳入样本， 从而扩充样本容量， 增强结论的稳健性。
表 ４显示了 ＰＯＬＳ、 ２ＳＬＳ、 ＦＥ以及样本扩充后的回归结果， 企业中间品进口来源

地加权网络地位的系数在各列中均显著为正， 可见估计方法的改变或样本容量的增加

并不会对基准结论产生影响。 中间品进口来源地加权网络地位的提高确实有助于企业

生产率的提高。 替换方法后中间品进口来源地整体数目的系数仍为正向显著， 表明企

业进口来源地数目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该结论在不同估计方法和样本

容量下仍然保持稳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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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方法替换后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ＰＯＬＳ

（２）
２ＳＬＳ

（３）
ＦＥ

（４）
样本扩充

ｉｍｐｏｒｔｄｅｇｒｅｅ
　 　 ０ ２４２∗∗∗ 　 　 ０ ３６８∗∗∗ 　 　 ０ ２０１∗∗∗ 　 　 ０ ２５０∗∗∗
（１０ ２３） （８ ０１） （１０ ３６） （１０ ９１）

ｎｕｍｂｅｒ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７∗∗∗ ０ ０４４∗∗∗ ０ ０５５∗∗∗

（３３ ５８） （２３ ０５） （３４ １８） （３６ ３６）
Ｎ ８６ ４９３ ４７ ５７６ ８６ ４９３ ９１ ３４６
Ｒ２ ０ ４３１ ０ ４５２ ０ ３９９ ０ ４３５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效应 是 是 否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否 是
个体效应 否 否 是 否

注： 括号内为 ｔ值；∗∗∗表示系数在 １％水平下显著； 样本均在企业层面聚类。

五、 机制检验与分样本回归

（一） 机制检验

为了考察进口来源地结构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机制， 本文分别对质量效应、 价

格效应、 技术溢出效应和种类互补效应进行检验。 先考察进口来源地加权网络地位

和进口来源地数目是否对这些效应的代理指标产生影响， 再考察这些指标是否会影

响企业生产率， 各效应代理指标的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一是质量效应。 根据施炳展和曾祥菲 （２０１５） ［３５］基于新新贸易理论框架的推

导， 企业 ｉ 在第 ｔ 年从 ｎ 经济体进口的 ｈ 产品数量为：

ｑｉｎｔｈ ＝ ｐ －σ
ｉｎｔｈ × λσ－１

ｉｎｔｈ ×
Ｅ ｔｈ

Ｐ ｔｈ
（６）

其中， ｐｉｎｔｈ 表示产品价格， λ ｉｎｔｈ 表示产品质量， σ 为产品种类间替代弹性， Ｅ ｔｈ 和

Ｐ ｔｈ 分别为第 ｔ年 ｈ产品的总进口支出和总价格指数。 由此可见， 在同一年内， 企业

ｉ 从 ｎ 经济体的进口量取决于产品价格和产品质量。 对式 （６） 两边取对数， 简单

整理后得到产品层面的计量回归方程：
ｌｎ ｑｉｎｔｈ ＝ χ

ｔｈ － σｌｎ ｐｉｎｔｈ ＋ εｉｎｔｈ （７）
其中， χ ｔｈ ＝ ｌｎ Ｅ ｔｈ － ｌｎ Ｐ ｔｈ 为时间虚拟变量， 用以控制我国对该产品的进口需求；

εｉｎｔｈ ＝ （σ － １）ｌｎ λ ｉｎｔｈ 测度了企业 ｉ在 ｔ年从 ｎ经济体进口 ｈ 产品的质量， 作为残差项

处理。 因此， 产品质量可以表示为：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ｔｈ ＝ ｌｎ λ ｉｎｔｈ ＝
εｉｎｔｈ
︿

σ － １
（８）

在 ＨＳ６位码产品层面对质量进行标准化， 使产品质量介于 ［０， １］ 之间， 并

在年份—企业层面基于各产品的进口金额加权平均， 得到企业各年进口中间品的质

量指标， 用以反映企业进口产品的相对质量水平。
二是价格效应。 由于缺乏企业层面的国内中间品价格信息， 而利用行业层面的

出厂价格指数作为企业层面的进口产品价格过于笼统， 故直接使用进口中间品价格

的对数进行度量。 与产品质量的标准化类似， 先在 ＨＳ６ 位码产品层面对价格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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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 然后在年份—企业层面基于各产品的进口金额加权平均， 得到企业各年进

口中间品的价格指标， 用以反映企业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
三是技术溢出效应。 参考李平和姜丽 （２０１５） 的测度方式， 企业中间品进口

的技术溢出效应指标可以表示为：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ｉｔ ＝∑
１７５

ｎ ＝ １

Ｍｉｔ
ｎ

ＧＤＰ ｔ
ｎ

× Ｓｔ
ｎ （９）

其中，Ｍｉｔ
ｎ 为企业 ｉ在第 ｔ年从ｎ经济体进口的中间品金额，ＧＤＰｔ

ｎ 为ｎ经济体第 ｔ年的

国内生产总值， Ｓｔ
ｎ 为 ｎ 经济体第 ｔ 年的研发资本存量。 在此基础上可将单位进口的技术

溢出表示为：

ｕｎｉｔ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ｉｔ ＝
∑
１７５

ｎ ＝ １

Ｍｉｔ
ｎ

ＧＤＰ ｔ
ｎ

× Ｓｔ
ｎ

∑ １７５

ｎ ＝ １
Ｍｉｔ

ｎ

（１０）

四是种类互补效应。 参考 Ｂａｓ和 Ｓｔｒａｕｓｓ （２０１４） 对进口产品种类的界定， 本文将

ＨＳ６产品—经济体对作为一种产品， 即从不同来源地进口的同一产品被视为不同的产品

种类。
１ 质量价格效应检验

首先， 对中间品的质量价格效应进行联合检验， 结果如表 ５ 第 （１） 列所示。
本文的理论分析认为同质性中间品的价格效应更为明显， 而异质性中间品的质量效

应更为明显。 参照联合国 ＢＥＣ 分类对中间品的定义， 可以将中间品进一步细分为

初级中间投入品、 加工型中间投入品和零配件投入品， 且其产品差异性依次提高。
同时， 资本品作为技术复杂度比中间品更高的产品类型， 其产品差异性应当更大。
对细分的中间品和资本品进行质量价格效应检验， 结果见表 ５ 第 （２） — （５） 列。
机制检验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与基准模型一致， 因篇幅所限， 不再列出其影响系数，
只关注核心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

表 ５中的 （ａ） 部分和 （ｂ） 部分是机制检验的第一步， 利用企业中间品或资本

品进口的加权网络地位和来源地数目分别对质量指标和价格指标进行回归。 从第

（１） 列的总体结果来看， 加权网络地位对质量效应的影响显著为正， 对价格效应的

影响显著为负。 同时进口来源地数目对质量效应的影响不显著， 对价格效应的影响显

著为负， 但 ｔ 值远小于加权网络地位。 以上结果表明企业从高网络地位来源地进口

的产品具有更好的质量和更低的价格， 而企业进口来源地数目的提升对于进口中间

品质量和价格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在表 ５第 （２） — （５） 列中， 不同差异化程度产品的质量价格效应检验结果

与总体结果基本一致， 但随着产品差异性的提升， 加权网络地位对质量效应的影响

越来越强， 对价格效应的影响则逐渐变弱。 同质化产品主要依赖于价格竞争， 差异

化产品则依靠质量竞争。 这体现了网络地位指标对产品竞争力刻画的全面性， 既包

含发展中经济体在同质化产品中的成本价格竞争力， 也囊括了发达经济体在差异化

产品中的技术质量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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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质量价格效应的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１）

中间品
（２）

初级中间品
（３）

加工中间品
（４）

零配件
（５）

资本品

（ａ）
质量效应

加权网络
地位

来源地数目

（ｂ）
价格效应

加权网络
地位

来源地数目

（ｃ）
全要素
生产率

质量效应

价格效应

观测值

１ ０２９∗∗∗ ０ ３７４　 １ １１３∗∗∗ １ １５９∗∗∗ １ ２７７∗∗∗
（１０ １０） （０ ９０） （１０ ６８） （６ ５２） （１２ ３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５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７∗ ０ １０３∗∗∗
（０ ９９） （－２ ８９） （０ ７８） （２ １２） （５ １４）
－０ ０９０∗∗∗ －０ １０７∗∗∗ －０ ０７７∗∗∗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２∗

（－１７ ２７） （－８ ３２） （－１４ １２） （－３ ３１） （－２ ３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６∗∗∗
（－５ １１） （－２ ９６） （－６ ３０） （－１３ １１） （－３５ 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１∗∗∗
（２ ３０） （１ ６７） （４ ５０） （２ ２８） （５ ７０）
０ ０７０ －０ ３７７∗∗∗ －０ ３２６∗∗∗ ０ １０１∗∗∗ ０ １４８∗∗∗
（０ ８８） （－９ ４０） （－８ ９３） （３ ５５） （５ １５）
８６ ４９３ ９ ２９０ ７９ ０３３ ４３ ７６８ ５２ １３０

注： 括号内为 ｔ值；∗∗∗、∗∗和∗分别表示系数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下显著； 样本均在企业层面聚类。

其次， 在控制其他相关因素后， 本文利用价格效应指标和质量效应指标共同对

企业生产率进行回归。 结果见表 ５ （ｃ） 部分所示， 可以发现总体回归中价格效应

不显著， 质量效应在 １０％水平下正向显著。 具体到不同差异性产品的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质量效应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随着产品差异性增大而逐渐变强， 影响系数

始终为正。 而价格效应的影响也呈现渐变的特点， 同质产品中价格越低， 企业生产

率越高； 异质产品中价格越低， 企业生产率越低。 因此， 对于同质性中间品而言，
进口来源地网络地位主要通过价格效应促进生产率的提升； 对于差异化中间品而

言， 进口来源地网络地位主要通过质量效应促进生产率的提升。
２ 技术溢出效应检验

本文沿用质量价格效应中的产品分类对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检验， 考虑不同差异

度中间品或资本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 结果见表 ６ （ａ） 部分。 加权网络地位对

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不显著， 而来源地数目的影响系数却显著为正。 根据式 （９），
企业进口获得的技术溢出不仅受来源地研发存量的影响， 更受企业进口金额的影

响。 发达经济体对于高科技尖端产品的出口管制可能会阻碍我国企业从高网络地位

来源地进口所需的产品， 从而引致进口来源地网络地位与进口额之间的负相关， 这

一现象在芯片等复杂零配件中间品中尤为明显。 进口来源地数目对技术溢出效应的

影响为正， 或许与来源地数目越多企业进口规模越大有关。 这表明受地缘政治博弈

的影响， 我国企业开展进口贸易时受到诸多制约， 未能充分利用国际供给市场的广

度和深度， 无法实现国内外中间品的最优配置。
本文在表 ６ （ｂ） 部分重新考察单位进口中的技术溢出与进口来源地的关系。

结果与预期相符， 加权网络地位对单位技术溢出的影响显著为正， 来源地数目的影

响显著为负。 这表明来自高网络地位经济体的中间品具有更高的平均技术水平， 单

位进口能产生更大的技术溢出效应。 而来源地数目的增加不利于提高进口中间品的

平均技术水平， 原因在于更多的进口来源地意味着次优选择在总进口中的占比提

高， 会拉低整体的平均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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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技术溢出效应的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１）

中间品
（２）

初级中间品
（３）

加工中间品
（４）

零配件
（５）

资本品

（ａ）
技术溢出

（ｂ）
单位溢出

（ｃ）
全要素
生产率

　 　 　 　 　 　 观测值

加权网络
地位

来源地数目

加权网络
地位

来源地数目

技术溢出

单位溢出

　 －０ １９８ 　 －０ ０８７ 　 －０ ２５１∗∗∗ 　 －１ ４５２∗∗∗ 　 －０ ３０５∗∗
（－１ ２８） （－０ ４０） （－３ ８１） （－５ ７５） （－２ ７２）
０ ４２４∗∗∗ ０ ３９６∗∗∗ ０ １２７∗∗∗ ０ ７８１∗∗∗ ０ ３４８∗∗∗
（９ ０１） （３ ８９） （１５ ２０） （７ ７９） （８ ０９）
１ ７１６∗∗∗ ２ １２８∗∗∗ １ ７５１∗∗∗ １ ９１５∗∗∗ １ ８９１∗∗∗

（７９ ４０） （４５ ９４） （７４ ８８） （５６ ４８） （６５ １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４∗
（－８ １０） （－１ ６７） （－９ ６５） （－９ ３６） （－２ ２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４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１∗
（３ ４４） （１ ６１） （７ ３２） （２ ５７） （２ ４７）
０ ０４６∗∗∗ ０ ０５４∗∗∗ ０ ０４４∗∗∗ ０ ０６６∗∗∗ ０ ０５１∗∗∗
（８ ６９） （３ ６４） （８ ０９） （９ ０６） （８ ６２）
８６ ４９３ ９ ２９０ ７９ ０３３ ４３ ７６８ ５２ １３０

注： 括号内为 ｔ值；∗∗∗、∗∗和∗分别表示系数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下显著； 样本均在企业层面聚类。

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技术溢出和单位溢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见表 ６ （ｃ） 部

分， 结果与大部分研究一致， 技术溢出效应会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无论是总进

口层面还是单位进口层面均如此， 而且对于所有细分的中间品类型均如此。
３ 种类互补效应检验

机制检验第一步的结果见表 ７ （ａ） 部分， 进口来源地数目对中间品种类的影

响显著为正， 进口来源地集中度对中间品种类的影响显著为负。 企业进口来源地的

加权网络地位对进口中间品种类的影响也显著为正， 但显著性远低于来源地数目和

来源地集中度， 这表明种类互补效应主要受来源地数目的影响。
机制检验第二步的结果见表 ７ （ｂ） 部分， 中间品进口种类对企业生产率的影

响显著为正， 且进口来源地加权网络地位、 来源地数目和来源地集中度的影响也非

常显著， 符号与预期一致。 这表明进口来源地结构会通过中间品进口种类的中介效

应影响企业生产率， 企业进口来源地越广泛， 加权网络地位越高， 种类互补效应对

生产率的促进效果越显著。

表 ７ 种类互补效应的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ａ） 进口中间品种类 （ｂ） 全要素生产率

（１） （２） （３） （４）

加权网络地位

来源地数目

来源地集中度

中间品进口种类

观测值

６ ９８０∗∗∗ １１ ０８６∗∗∗ ０ ２４７∗∗∗ ０ ２４７∗∗∗
（１０ ６８） （１２ ４３） （１０ ００） （９ ８８）
５ ８８０∗∗∗ ０ ０４５∗∗∗

（３５ ８３） （２０ ８６）
－３４ ３３５∗∗∗ －０ ２７４∗∗∗
（－３６ ５９） （－１３ ７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５ ０５） （１７ ６０）

８６ ４９３ ８６ ４９３ ８６ ４９３ ８６ ４９３

注： 括号内为 ｔ值；∗∗∗表示系数在 １％水平下显著； 样本均在企业层面聚类。

（二） 分样本回归

１ 产品性质

本文根据中间品的类型进行分样本回归， 将资本品也纳入考察， 共有四组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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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需要注意的是， 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样本， 因为进口初级中间品的企业也

可能会进口其他类型的中间品或资本品， 故四组样本观测值数量之和必定大于总样

本观测值数量。 各类型中间品或资本品的进口来源地加权网络地位均为正向显著，
来源地数目也均为正向显著 （见表 ８）， 表明四种进口中间品来源地结构的优化均

有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初级中间品的加权网络地位和来源地数目的影响系数较

小， 可能是因为该类投入品的差异化较小和可替代性较强。

表 ８　 按产品性质分样本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中间品类型

初级中间品 加工中间品 零配件 资本品

加权网络地位

来源地数目

观测值

０ １０４∗∗ ０ ５２９∗∗∗ ０ ５３６∗∗∗ ０ ５２９∗∗∗

（２ ７９） （１７ ９８） （１５ ５６） （１７ ９８）
０ ０４０∗∗ ０ ０８２∗∗∗ ０ ０６８∗∗∗ ０ ０８２∗∗∗

（３ ２５） （２７ ８９） （２７ ０４） （２７ ８９）
９ ２９０ ７９ ０３３ ４３ ７６８ ５２ １３０

注： 括号内为 ｔ值；∗∗∗、∗∗表示系数在 １％、 ５％水平下显著； 样本均在企业层面聚类。

２ 企业性质

在企业性质方面， 本文主要从企业参与对外贸易的类型、 企业控股性质以及企

业所处地区进行分样本讨论。 其中， 对外贸易类型的划分参考戴觅和余淼杰

（２０１４） 的方法， 共有四类： 加工贸易、 混合贸易、 一般贸易和无出口； 控股性质

的划分则根据企业登记注册类型， 分为民营、 国有和外资三类； 所处地区则根据国

家地理区划分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内陆地区①。
企业对外贸易类型分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 （见表 ９）， 加工贸易企业的来源地

结构优化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较小， 原因在于加工贸易企业以来料加工为主，
只能被动接受客户对中间品的指定， 无法自主选择中间品的进口来源地， 因此无法

从来源地结构的优化中获益。 其他三种对外贸易类型企业的生产率均显著受益于其

进口来源地结构的优化， 与总样本的结论相符。
按企业控股性质分组的回归结果显示， 国有企业的进口来源地加权网络地位提

高无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外资企业的提升效果最为明显。 这或许因为国有企业

在选择进口来源地时不单考虑经济效益， 还需承担社会责任和外交使命， 因而无法

完全发挥进口来源地结构优化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外资企业以大型跨国集团

为主， 有丰富的全球采购经验和强大的供应链体系， 因此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进口改

善企业的生产经营， 充分发挥进口来源地结构优化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按所处地区分组后的回归结果表明， 东部沿海地区进口来源地结构优化对企业

生产率的促进非常显著， 中西部内陆地区的作用则相对较小， 值得注意的是两者样

本数量相差悬殊， 东部沿海地区的观测值数量接近中西部内陆地区的 ２２ 倍。 这说

明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更易于也更善于利用中间品进口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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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部沿海地区包括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山东、 江苏、 浙江、 福建、 广东、 海南等省、 直

辖市； 中西部内陆地区则包括四川、 重庆、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广西、 内

蒙古、 山西、 吉林、 黑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等省、 直辖市和自治区。



与此同时， 东部沿海地区贸易企业集群形成的网络效应进一步放大了进口来源地结

构优化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吴群锋和杨汝岱， ２０１９） ［３６］。

表 ９　 按企业性质分样本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企业对外贸易类型

加工贸易 混合贸易 一般贸易 无出口

加权网络地位
　 　 ０ ０６３ 　 　 ０ １８６∗∗∗ 　 　 ０ ２０６∗∗∗ 　 　 ０ ３４７∗∗∗
（０ ９８） （４ ６４） （５ １０） （７ ０１）

来源地数目
０ ０４６∗∗∗ 　 　 ０ ０５５∗∗∗ 　 　 ０ ０７２∗∗∗ 　 　 ０ ０６０∗∗∗

（１６ ６９） （２１ ７３） （２０ ５３） （１３ ７９）
观测值 １５ ４１７ ３２ ８９４ ２１ ９２１ １６ ２６１

企业控股性质
解释变量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

加权网络地位
　 　 ０ １１１∗∗∗ 　 　 ０ ０７２ 　 　 ０ ３３０∗∗∗
（３ ４６） （０ ９７） （８ ７６）

来源地数目
　 　 ０ ０４１∗∗∗ 　 　 　 ０ ０５３∗∗∗ 　 　 ０ ０６９∗∗∗
（１８ ４０） （８ ５２） （２７ ７２）

观测值 ３９ ２７３ 　 ７ ２２７ 　 ３９ ９９３
企业所处地区

解释变量 东部沿海地区 中西部内陆地区

加权网络地位
０ ２５６∗∗∗ ０ １５４

（１０ ０５） （１ ６１）

来源地数目
０ ０５３∗∗∗ 　 ０ ０４９∗∗∗

（３１ ４５） （５ ７３）
观测值 ８２ ７０１　 ３ ７９２

注： 括号内为 ｔ值；∗∗∗、∗∗表示系数在 １％、 ５％水平下显著； 样本均在企业层面聚类。

３ 行业性质

借鉴盛斌和牛蕊 （ ２００９） ［３７］ 对行业技术含量的划分以及张万里和魏玮

（２０１８） ［３８］对行业要素密集度的划分， 本文依据企业所处行业的性质进行分样本回

归 （见表 １０）。 可以看到， 随着行业技术含量从低到高、 行业要素密集度从资源和

劳动到资本和技术， 加权网络地位的影响系数变得越来越大且越来越显著。 这表明

对于以资本和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高新技术行业而言， 进口来源地结构的优化对于

提升企业经营效率、 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表 １０　 按行业性质分样本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行业技术含量

低 高

加权网络地位
０ ０８２∗ ０ ３７３∗∗∗

（２ ４０） （１０ ５４）

来源地数目
０ ０４１∗∗∗ ０ ０５８∗∗∗

（１４ ９４） （３０ ３０）
观测值 ３９ １８８　 　 　 　 　 ４７ ３０５　 　 　 　 　

行业要素密集度

解释变量 资源 劳动 资本 技术

加权网络地位
０ ０２０ 　 　 ０ １１９∗ 　 　 ０ １９８∗∗∗ 　 　 ０ ３９７∗∗∗

（０ ３４） （２ １３） （４ １６） （９ ８９）

来源地数目
　 　 ０ ０５３∗∗∗ 　 　 　 ０ ０４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６０∗∗∗

（１３ ７０） （１０ ９７） （９ ２３） （２８ ４６）
观测值 １２ １２１ １３ ４６８ ２３ ２３５ ３７ ６６９

注： 括号内为 ｔ值；∗∗∗、∗表示系数在 １％、 １０％水平下显著； 样本均在企业层面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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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双边贸易数据构建 ＨＳ６ 位码产品的全球贸

易网络， 利用贸易网络地位精确测算各经济体产品的竞争力。 然后， 以此为基础计

算中间品进口企业的来源地加权网络地位， 与企业进口来源地数目共同作为来源地

结构的代理变量对企业生产率进行回归。 替换变量和方法后的稳健性回归结果与基

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明企业进口来源地加权网络地位的提升和来源地数目的增加对

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对进口来源地结构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潜在机

制进行检验， 发现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结构的优化主要通过质量价格效应和种类互补

效应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其中， 来源地加权网络地位主要通过质量价格效应产

生作用， 并且质量效应在差异化中间品中较为明显， 价格效应在同质化中间品中较

为明显， 而来源地数目则主要依靠种类互补效应促进生产率提高。 最后， 分样本回

归结果显示： 第一， 初级中间投入品的进口来源地结构优化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

用不大， 而其他中间投入品则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第二， 一般贸易型、 外资控股型

和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具有更大的进口自主权和更高的贸易便利度， 能在更大程度

上受益于进口来源地结构的优化； 第三， 进口来源地结构的优化对高技术行业、 资

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生产率提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 经济新常态之下， 在以进口促进国内总供给改善、 提升

要素配置水平、 助力国内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进口结构的优化与进口规模的扩大同

样重要。 国内企业对于海外供应商的市场化选择行为受制于国内外的多种因素而无

法达成最优， 企业只能从次优的来源地获得进口产品。 因此， 一方面需要政府简政

放权， 为国内进口企业提供宽松便利的环境； 另一方面， 需要外交先行， 通过构建

“一带一路” 倡议等互惠互利的外交框架， 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经贸合作提供

基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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