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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制造业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 考察了贸易便利

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 贸易便利化通过中间品进口和企业研发

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该效应受到企业异质性与产品异质性的影响； 较强

的产业集聚更有利于增强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积极作用。 此外， 地

区—行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分解结果表明， 资源配置效应对地区—行业出口产品

质量升级的贡献率达到了 ５２％以上， 其效应是贸易便利化提升地区—行业出口产

品质量的重要途径。 相关的稳健性检验证明了该结论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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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中国当前正处于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的关键时期， 产品质量特别是出口

产品质量作为企业竞争力与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 是转型期内制造业企业谋求持续

发展的重点 （苏丹妮等， ２０１８） ［１］。 聚焦中国出口产品质量， 发现其与出口贸易规

模相比不尽如人意。 施炳展 （２０１４） ［２］ 指出， 消费者对国内产品质量信任度较低，
中国虽然已成为奢侈品大国， 但国内奢侈品品牌少有人问津； 从国际看， “中国制

造” 仍然是低价格与低质量的代名词。 因此， 提升产品质量有助于改变中国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不利地位， 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关于企业出口产品质

量的影响因素，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政府补贴、 产业集聚、 贸易自由化、 最低工资以

及人民币汇率等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张杰等， ２０１５［３］； 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４］； 施炳

展和张雅睿， ２０１６［５］； 许和连和王海成， ２０１６［６］ ）， 鲜有文献考虑贸易便利化与企

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关系。 作为 “后关税时代” 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促进全

球贸易发展的重要举措， 大量的研究表明贸易便利化可以有效降低贸易成本， 扩大

贸易规模， 提升出口多样性， 带来贸易福利的提升 （Ｗｉ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７］，
２００５［８］； Ｍｏïｓé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９］）。 那么， 贸易便利化在扩大出口 “量” 的同时，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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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也带来 “质” 的提高？ 如果可以， 那贸易便利化又通过哪些途径促进企业出口

产品质量的提升？ 回答这些问题有利于我们完善关于出口产品质量影响因素的研

究， 并且将贸易便利化的研究视角从宏观角度扩展到微观角度。 基于此， 本文尝试

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分析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产

品质量的影响， 探究其作用机制， 为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提供一

个中国的经验证据。 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文献有：
首先是有关产品质量的研究。 理论方面， Ｍｅｌｉｔｚ 等人建立的异质性企业模型仅

考虑了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 忽略了产品垂直差异性， 它无法解释全部的贸易行

为， 比如企业出口产品价格。 基于此， 部分学者将产品异质性考虑在内， 建立垂直

产品差异模型， 产品质量问题的相关研究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前沿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ａｎｄ
Ｈａｒｒｉｇａｎ， ２０１１［１０］； Ｃｒｏｚｅ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１１］）。 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出口产品质量的

测算以及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分析方面。 关于产品质量的测算，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０４） ［１２］

率先将出口产品的价格作为质量的代理变量， 但该方法存在缺陷， 价格不仅包括质

量信息， 还包括成本因素， 以产品价格估算产品质量并不准确。 随后， Ｈａｌｌａｋ 和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１１） ［１３］等人突破价格等于质量的假设， 使用事后推理的方法测算产品质

量， 其基本逻辑是对于价格相同的产品， 市场绩效越好的一方产品质量越高。 施炳

展 （２０１４）、 樊海潮和郭光远 （２０１５） ［１４］ 等采用该方法进行了产品质量的相关研

究， 本文也使用该方法测算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有关产品质量的影响

因素， 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 深入考察了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实

证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通过质量效应、 产品种类效应以及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企业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施炳展和张雅睿 （２０１６） 以及余淼杰和李乐荣 （２０１６） ［１５］ 分

别使用企业和产品层面的数据验证了贸易自由化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积极作用； 另

外， 许和连和王海成 （２０１６） 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抑制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的提升。 以上研究为本文测算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以及分析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

提供了广泛的文献基础。
其次是有关贸易便利化的研究。 Ｗｉｌｓｏｎ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 以及 Ｍｏïｓé 等 （２０１３）

利用国家层面的贸易便利化指标， 验证了贸易便利化与双边贸易的正向关系， 但深

入到企业层面、 分析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出口关系的文献数量较少。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和

Ｆｏｒｓｌｉｄ （２０１１） ［１６］将贸易便利化引入 Ｍｅｌｉｔｚ 的模型， 分析贸易便利化对于企业出口

决策的影响， 发现出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

本， 使更多低生产率企业进入出口市场。 Ｂｅｒｔｈｏｕ 和 Ｆｏｎｔａｇｎｅ （２０１６） ［１７］ 利用法国

企业层面的数据和 ＯＥＣＤ 的 ＴＦＩｓ 指标实证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额 （企业

层面集约边际）、 产品平均出口额 （产品层面集约边际）、 产品出口种类 （产品层

面扩展边际） 的影响。 国内文献方面， 李波和杨先明 （２０１８） ［１８］ 基于产业集聚视

角构建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框架， 并结合中国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制造业

企业数据研究发现， 贸易便利化显著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该促进作用随着所属

行业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而增强。 以上文献为本文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和分析贸易

便利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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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文关系最为紧密的文献是杨逢珉和程凯 （２０１８） ［１９］， 他们使用跨国面板数

据分析了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行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发现贸易便利化对出

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产生抑制效应。 与该文相比较，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在研究方法上， 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 并构建了企业所在地层面的贸易便利

化指标， 分析出口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越细化的指标构建越能

捕捉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客观事实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真实水平， 提高估计结

果的准确性。 在研究角度上， 本文对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解释不仅仅停留在贸易

便利化这一个维度， 还考虑了产业集聚对其的影响。 另外， 本文还将企业出口产品

质量加总到地区—行业层面并进行动态分解， 从资源配置角度分析贸易便利化对地

区—行业层面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途径。 在作用机制上， 总结相关文献得出提升企

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 包括中间品进口和企业研发， 并以此为中介变量梳理

出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机理， 在此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

机制检验。 在内生性问题上， 分别使用企业到最近港口的距离和贸易便利化指标的

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 降低了内生性对研究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 作用机制分析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总结， 本文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可能的

影响途径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中间品进口途径。 其基本的作用机制为： 贸易便利化降低了进口贸易成

本， 增加企业对进口中间品的使用， 进而促进企业生产率和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首先， 贸易便利化提高企业所使用中间品的质量， 带来中间品质量效应。 根据 Ｂｌａ⁃
ｌｏｃｋ 和 Ｖｅｌｏｓｏ （２００７） ［２０］的研究， 进口中间品特别是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中间品质量

比国内产品质量要好， 考虑到高昂的研发成本， 当国内中间品不能满足企业对高质

量中间品的需求时， 进口高质量中间品不失为企业促进产品质量升级的一条有效途

径， 而贸易便利化降低了企业进口高质量中间品的成本。 其次， 贸易便利化有利于

企业通过进口中间品模仿、 学习先进技术， 带来技术溢出效应。 一方面， 使用高质

量的进口中间品会直接促进企业产品质量的升级； 另一方面， 由于知识创新的非竞

争性特征， 企业可以学习中间品所包含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研发成果， 模仿借鉴相应

的产品生产流程与制造工艺， 这种技术溢出的正外部性间接促进了产品质量的提

升， 而贸易便利化带来的贸易成本的下降提高了技术溢出的可能性 （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 最后， 贸易便利化增加企业所使用中间品的种类， 带来产品种类效应。 进

口中间品与国内中间品具有不完全的替代性， 加之企业对不同产品种类的偏好， 这

意味着增加中间品进口可以给企业带来 “整体大于局部” 的收益 （Ｈａｌｐｅｒ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２１］；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４［２２］）。

二是企业研发途径。 Ｍｏｗｅｒｙ 和 Ｏｘｌｅｙ （１９９５） ［２３］、 施炳展和邵文波 （２０１４） ［２４］

以及张洋 （２０１７） ［２５］的研究表明企业研发可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贸易

便利化通过影响企业研发来促进产品质量升级， 其基本的作用机制为： 贸易便利化

减少了企业进口成本， 降低了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的门槛， 这一方面增加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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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 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国内企业与外国企业的竞争， 两种效应共同促进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首先， 企业从事相关的研发活动需要高额的资金投

入， 上文提到贸易便利化降低了企业进口中间品的成本， 这有助于企业增加利润， 使

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开展研发创新活动， 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Ａ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Ｋｏｎｉｎｇｓ，
２００７） ［２６］。 其次， 贸易便利化带来的进口成本的下降会增加企业购买核心技术与零部

件的机会， 增强企业的研发动力 （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４） ［２７］。 除此之外， 贸易便利化

水平的提高会使大量外国同类型产品进入国内市场， 由此带来的进口竞争可能会促使

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以保持原有的市场份额， 这也会促进企业生产效率与出口产品质量

的提升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２８］；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９［２９］）。
基于以上的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１： 贸易便利化有利于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假设 ２： 贸易便利化通过增加中间品进口和企业研发两条途径促进了企业出口

产品质量升级。

三、 模型设定、 变量与数据

（一） 计量模型

为完成本文的研究目标， 本文设定如下的计量模型：
Ｑ ｕａｉｔ ＝ α０ ＋ α１ＴＦＩｃｔ ＋ α２Ｘ ｉｔ ＋ ｖｉ ＋ ｖｔ ＋ εｉｔ （１）

其中， 下标 ｉ 、 ｃ 、 ｔ 分别表示企业， 地区 （企业所在地级市） 与年份。 Ｑｕａｉｔ 表

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ＴＦＩｃｔ 表示企业所在地级市层面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ｖｉ 和 ｖｔ 分
别代表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εｉｔ 表示随机扰动项。 控制变量 Ｘ ｉｔ 具体包括企业生产

率 （ ｔｆｐ） 、 企业规模 （ ｓｉｚｅ） 、 企业利润率 （ｐｒｏｆｉｔ） 、 平均工资 （ｗａｇｅ） 、 融资约束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政府补贴 （ ｓｕｂｓｉｄｙ） 以及企业类型的虚拟变量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１ 表示外资企

业，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０ 表示内资企业）。
（二） 指标测度

１ 企业产品质量测算。 本文参考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２０１０） ［３０］、 施炳展和邵文波

（２０１４） 以及许和连和王海成 （２０１６） 的研究， 使用事后推理的方法估计企业产品

质量。 假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如下：

Ｕ ＝ ∑
Ｎｇｔ

ｉ ＝ １
（ｑｉｍｇｔ）

１
σ

（ｘｉｍｇｔ）
σ － １
σ

é

ë
êê

ù

û
úú

σ
σ － １

（２）

其中， ｑｉｍｇｔ 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年对 ｍ 国出口产品 ｇ 的质量， ｘｉｍｇｔ 表示产品 ｇ 的数量，
σ 表示产品间的替代弹性， 对应的需求函数如下：

ｘｉｍｇｔ ＝ ｑｉｍｇｔ （
ｐｉｍｇｔ

ｐｍｇｔ
） － σ

Ｅｍｇｔ

Ｐｍｇｔ
（３）

其中， ｐｉｍｇｔ 为产品的价格， Ｐｍｇｔ 为进口国的价格指数， Ｅｍｇｔ 为进口国的市场规模。
对 （３） 式取对数整理可得：

ｌｎｘｉｍｇｔ ＝ θｉｍｇｔ － σｌｎｐｉｍｇｔ ＋ εｉｍｇ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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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θｉｍｇｔ ＝ Ｅｍｇｔ ＋ （σ － １）Ｐ ｉｍｇｔ ， 表示进口国—年份虚拟变量， 用以控制包括

仅随进口国变化的变量 （如距离）， 仅随时间变化的变量 （如汇率）， 以及同时随

时间和进口国变化的变量 （如国内生产总值）。 εｉｍｇｔ ＝ ｌｎｑｉｍｇｔ 为包含产品质量信息的

残差项。 需要注意的是， 该式没有考虑产品多样化特征对产品需求量的影响， 对

此， 本文加入出口企业所在地的国内生产总值控制企业的水平产品种类。 另外， 由

于产品质量与产品价格相关， 直接使用 ＯＬＳ 回归会导致内生性问题。 为解决该问

题， 本文借鉴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２０１０） 的方法， 把运输成本作为产品价格的工具变量，
用企业所在地级市到最近港口①的距离来衡量。 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对 （４） 式进行

回归， 得到企业—进口国—年份—产品 （ＨＳ８ 位码） 层面的质量数据。 为了将其

加总到企业层面， 本文首先对产品层面的质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标准化质量指

标 ｓｑｉｍｇｔ 为：

ｓｑｉｍｇｔ ＝
ｑｉｍｇｔ － ｍｉｎ（ｑｉｍｇｔ）

ｍａｘ（ｑｉｍｇｔ） － ｍｉｎ（ｑｉｍｇｔ）
（５）

其中， ｍｉｎ（ｑｉｍｇｔ） 与 ｍａｘ（ｑｉｍｇｔ） 分别表示产品质量在企业—年份—进口国层面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ｓｑｉｍｇｔ 位于 ０～１ 之间。 接下来对标准化产品质量进行企业层面的

加总， 公式为：

ｑｉｔ ＝
ｖｉｍｇｔ

∑ ｉｍｔ∈Ω
ｖｉｍｇｔ

ｓｑｉｍｇｔ （６）

其中， ｑｉｔ 表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Ω 为企业样本集合， ｖｉｍｇｔ 表示某产品在进口

国—年份层面的出口额。
２ 贸易便利化指标构建。 本文借鉴 Ｗｉｌｓｏｎ 等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 的研究成果， 从

法制环境、 口岸效率、 交通基础设施和电子商务四个方面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 先

采用计分和代理变量的形式测算出各个省份在贸易便利化相应领域的得分， 取平均

值作为各省贸易便利化水平的综合得分。 其中， 以 《中国市场化指数》 中的 “市
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 衡量各省份的法制环境， 以 《中国口岸年鉴》
中各省份通过口岸进出口总额与各省份进出口总额的比值测算口岸效率， 以每

１０００ 平方公里交通网络密度代表各省份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以信息化发展指数

衡量各省份电子商务发展状况 （李波和杨先明， ２０１８）。 本文计算了中国 ３１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的贸易便利化指数。 进一步地， 考虑到企业所在地距离港口距

离越远， 企业面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越低， 本文以企业所在地 （地级市） 到最近

港口的距离的倒数为权重， 将省份层面的贸易便利化指数细分至地级市层面并进行

标准化②处理， 以此指标作为贸易便利化的代理指标进行实证分析， 取对数进入回归

方程。

７３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２ 期 经贸论坛

①参照黄玖立和徐旻鸿 （２０１２） ［３１］ ， 取年均吞吐量 １００ 万吨以上的 ３９ 个港口作为本文考察的主要港口，
数据来源于 《中国海洋年鉴》。

②标准化的转换公式为 ＴＦＩ ＝
ＴＦＩｉｔ － ｍｉｎ （ＴＦＩｉｔ）

ｍａｘ ＴＦＩｉｔ( ) － ｍｉｎ （ＴＦＩｉｔ）
× １０。



３ 其他控制变量说明。 （１） 企业生产率 （ｔｆｐ）， 使用以中间品投入为代理变量的

ＬＰ 法测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ｉｎ， ２００３）［３２］。 （２）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 使用销售额的对数衡量。 （３） 企业利润率 （ｐｒｏｆｉｔ） ， 使用企业净利润与企业销

售额的比值来衡量， 其中企业净利润为利润总额与补贴收入的差值。 （３） 企业平均工

资 （ｗａｇｅ） ， 使用工资总额与从业人员人数的比值取对数衡量。 （４） 融资约束

（ｆｉｎａｎｃｅ） ， 使用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净值的比值衡量。 （５） 政府补贴 （ｓｕｂｓｉｄｙ） ， 使用

补贴收入与企业销售额的比值衡量。 （６） 企业是否为外资企业 （ｆｏｒｅｉｇｎ） ， 若企业为外

资企业则 ｆｏｒｅｉｇｎ 为“１” ， 否则为 “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ｑ １８４ ７１１ ０ ６０３ ０ １５０ ０ １

ＴＦＩ １８４ ７１１ －１ ６０１ １ ９０６ －１３ ９６７ ２ １９７

ｔｆｐ １８４ ７１１ ３ ０２２ １ １２３ －２ ０８９ １０ ００６

ｓｉｚｅ １８４ ７１１ １０ ６２４ １ ３５４ ０ ６９３ １９ ０５２

ｐｒｏｆｉｔ １８４ ７１１ ０ ０２４ ０ １４９ －９ １０４ ７ ０２３

ｗａｇｅ １８４ ７１１ －２ ０７１ ０ ６２２ －１１ ９８３ ２ ２５０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８４ ７１１ ０ ０４０ ０ １７０ －１０ ９ ２１２

ｓｕｂｓｉｄｙ １８４ ７１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３０ －１ ４４６ ８ ５２０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１８４ ７１１ ０ ２９８ ０ ４５８ ０ １

（三） 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

数据， 先将海关月度数据加总成年度数据， 分别使用企业名称、 企业所在地的邮政

编码与企业电话号码后七位、 企业所在地邮政编码与企业联系人对两套数据进行匹

配。 为了达到研究目的， 借鉴施炳展和邵文波 （２０１４） 的方法对匹配成功的数据

进行如下处理： （１） 剔除具有如下特征的样本： 主要变量和数据缺失； 就业人数

小于 １０； 不符合会计准则， 包括工业增加值、 中间投入额、 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

余额、 企业销售额、 平均工资为零值或者负值； 企业年龄为负值。 （２） 剔除贸易

中间商样本， 主要为企业名称中带有 “贸易” “进出口” “工资” “经贸” 等字样

的企业样本。 （３） 剔除农产品和资源品样本。 （４） 剔除以中国为进出口目的地的

样本。 另外， 本文对国民经济行业代码、 地区行政编码以及 ＨＳ 编码进行了口径

统一。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估计结果及分析

表 ２ 显示基准估计结果。 其中， 第 （１） 列控制了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但没有控

制其他固定效应， 第 （２） 列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但没有考虑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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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列既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也控制了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 第 （４） 列在第

（３） 列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年份的固定效应。 由回归结果可知， 贸易便利化对企

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估计结果在总体上较为稳定， 下面以第 （４） 列的估计结果为准进

行分析。 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 贸易便利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贸易便利化

水平每提高 １％，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平均提升 ０ ０２２％， 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 说明贸易便利化有利于促进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 较好地验证了假设 １。 另外，
企业生产率、 企业规模、 企业是否为外资企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有正的影响， 这与

施炳展和邵文波 （２０１４）、 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 的研究结论一致。

表 ２　 基准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ＦＩ ０ ００４４∗∗∗ ０ ２１２６∗∗∗ ０ １８６３∗∗∗ ０ ０２２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０８１）

ｔｆｐ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８４∗∗∗ ０ ００７９∗∗∗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４）

ｓｉｚｅ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２２７∗∗∗ ０ ０２１９∗∗∗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８）

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０１６９∗∗∗ ０ ０１１７∗∗∗ ０ ０１５３∗∗∗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２７）

ｗａｇｅ －０ ０１８３∗∗∗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６）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６）

ｓｕｂｓｉｄｙ －０ ０７８３∗∗∗ ０ ０１６４∗∗∗ ０ ０１８５∗∗∗

（０ ０２９８）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５５）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０ ０１０３∗∗∗ ０ ０１１５∗∗∗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１０）

常数项
０ ４５０７∗∗∗ ０ ９４４１∗∗∗ ０ ７７０３∗∗∗ ０ ４２１９∗∗∗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１３１） （０ ０１６５） （０ ０１４７）
企业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观测值 １８４ ７１１ １８４ ７１１ １８４ ７１１ １８４ ７１１

Ｒ２ ０ ０３７ ０ ７７６ ０ ７７１ ０ ７７９

注： 括号内的值为稳健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下同。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样本选择偏误。 考虑到贸易便利化会对企业出口决策产生影响， 仅使用出

口企业数据分析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可能会产生样本选择偏误。
对此， 本文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１９７９） ［３３］两步法对潜在的样本选择偏误问题进行处理。
首先构建 Ｐｒｏｂｉｔ 出口决策模型， 估计得到逆米尔斯比率 （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Ｍｉｌｌｓ Ｒａｔｉｏ，
ＩＭＲ）， 然后将逆米尔斯比率纳入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模型， 具体的模型设定

如下：
Ｐｒ（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 φ（Ｚβ） （７）

Ｑｕａｉｔ ＝ β０ ＋ β１ＴＦＩｃｔ ＋ β２ＩＭＲ ＋ β３Ｘ ｉｔ ＋ ｖｉ ＋ ｖｔ ＋ εｉ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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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为企业是否选择出口的虚拟变量， 若企业选择出口， 则 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
１； 否则 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 ０。 Ｚ 表示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因素的集合， 假设企业出口决

策模型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服从联合正态分布且相关系数为

ρ 。 当 ρ ≠ ０ 时， 出口决策与出口产品质量模型相关。 若忽略出口决策， 可能导致

出口产品质量模型的估计系数产生偏误。
表 ３ 第 （１） 列显示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 可以看到贸易便利

化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出口决策。 表 ３ 第 （２）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 ＩＭＲ 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负， 说明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 在加入逆米尔斯比之后， 贸易便利化对企

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 与基准结果相比， 系数绝对值变小但没有

实质性变化， 说明样本选择问题对本文估计结果影响较小。
２ 贸易便利化的内生性问题。 一方面，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与贸易便利化可能

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出口竞争力强的企业 （表现为高出口产品质量） 创造的利税

额更多， 上缴的税收可能被政府用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当地贸易便利化水

平。 另一方面， 贸易便利化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会受到一些共同因素的影响， 这也

会产生内生性问题。
为使估计结果更可靠， 本文使用两种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 第一种方法为使用

企业所在地级市到最近港口的距离作为贸易便利化的工具变量， 港口的选取同上

文。 企业离港口距离越远， 其所面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越低。 本文使用两阶段最小

二乘方法 （２ＳＬＳ） 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 ３ 第 （３） 列所示。 在考虑了内生性问

题后，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表明贸易便利化

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为了检验所选取工具变量的合理性， 本文还进行了

多组检验。 首先， 第一阶段的 Ｆ 统计量大于 １０， 排除了弱工具变量问题。 其次，
基于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和 Ｐａａｐ （ ２００６） ［３４］的 ＬＭ 统计量拒绝了 “工具变量识别不足” 的

原假设。 再次，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和 Ｐａａｐ （ ２００６） 的 Ｗａｌｄ ｒｋ Ｆ 统计量也拒绝了 “工具变

量是弱识别” 的原假设， 由此表明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第二种处理

方法为选择贸易便利化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 ２ＳＬＳ 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 ３ 第 （４） 列所示。 贸易便利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再次证明了本

文的结论。 综上， 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 本文的结论依旧稳健， 贸易便利化促进

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３ 根据 Ｗｉｌｓｏｎ 等 （２００５） 的研究， 贸易便利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本文的基

准回归采用广义贸易便利化的定义， 包括口岸效率、 法治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

电子商务环境四部分， 狭义的贸易便利化则主要强调口岸效率和法制环境 （通关

环境） 两部分。 对此， 本文将口岸效率与法治环境在贸易便利化指标中的权重分

别增加到 ３０％以验证结果是否稳健。 如表 ３ 第 （５） 列所示， 调整各分指标权重以

后结果依然显著且系数有所增加， 说明口岸效率与法治环境对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

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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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 ２ＳＬ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ｅｘｐｏｒ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ＦＩ ０ １４６０∗∗∗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５８２∗∗∗ ０ ０４９∗∗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５５） （０ ００２２）

ＩＭＲ ０ ０３９６∗∗∗

（０ ００５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１１ ９２０∗∗∗ １２ 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 ｒｋ Ｆ 统计量 ６ ５３０ ３３６∗∗∗ ６２ ０００∗∗∗

第一阶段 Ｆ 统计量 ５９０ ０７ １０１ ８８
企业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ＮＯ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 １７０ ６９８ １８４ ７１１ １８４ ７１１ ７５ １４３ １８４ ７１１
Ｒ２ ０ ７８８

（三） 异质性分析

１ 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 为了考察贸易便利化对于不同生产率企业产品质量

的影响有何差异， 在 （１） 式的基础上加入贸易便利化与企业生产率的交互项， 具

体形式如下：

Ｑｕａｉｔ ＝ β０ ＋ β１ＴＦＩｃｔ ＋ β２ ｔｆｐｉｔ ＋ ∑
ｄ
βｄ ｔｆｐｄｉｔ × ＴＦＩｃｔ ＋ β３Ｘ ｉｔ ＋ ｖｉ ＋ ｖｔ ＋ εｉｔ （９）

其中， ｔｆｐｄ 为衡量企业生产率等级的虚拟变量， ｔｆｐｄ１、 ｔｆｐｄ２、 ｔｆｐｄ３ 与 ｔｆｐｄ４ 分别

代表生产率在 ０％ ～ ２５％、 ２５％ ～ ５０％、 ５０％ ～ ７５％和 ７５％ ～ １００％之间的企业等级。
在计量方程中只出现 ｔｆｐｄ２、 ｔｆｐｄ３ 与 ｔｆｐｄ４， βｄ （ｄ＝ ２， ３， ４） 为交互项的系数， 估计

结果如表 ４ 第 （１） 列所示。 发现随着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贸易便利化对于企业出口

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越大。 可能的解释是贸易便利化降低了企业的贸易成本， 相比于

低生产率企业， 高生产率企业更有效地将贸易成本下降所带来的资本积累用于购买高

质量的中间品和企业研发， 进而提升产品质量。 根据 Ｈａｌｌ （２００２） ［３５］， 企业研发活动

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其成功与否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研发创新的高风险率给资金

储备不足的低生产率企业带来的回报较低， 所以其研发投入较少。 另外， 生产率较低

的企业即使进口了高质量中间品， 其对外溢技术的吸收能力也弱于高生产率企业。 因

此， 贸易便利化对于高生产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大。
２ 区分不同的贸易方式。 考虑到贸易便利化可能对采取不同贸易方式出口企

业的产品质量影响不同， 本文按照贸易方式将企业划分为一般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

企业①， 分组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４ 第 （２） 和第 （３） 列所示。 其中， 第

（２） 列为一般贸易组企业回归结果， 第 （３） 列为加工贸易组企业回归结果。 由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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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果可知， 相比于加工贸易企业， 贸易便利化对于采取一般贸易方式出口的企业

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 可能的解释是： 一方面， 加工贸易企业多位于自贸区与

保税区， 地理位置优越， 其所在地本身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较高， 交通基础设施先

进， 行政审批等环节简捷， 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幅度小， 其带来的企业出口产品质

量升级效应也较小； 另一方面， 基于加工贸易 “两头在外” 的基本特征， 加工贸

易企业与一般贸易企业相比面临更小的出口成本， 贸易便利化对其贸易成本的削减

程度也有限。

表 ４　 异质性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ＦＩ ０ ０２２２∗∗∗ ０ ０３３８４∗∗∗ ０ ０２０２０∗∗∗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２３） （０ ００１１）

ｔｆｐ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０８９∗∗∗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２）

ＴＦＩ×ｔｆｐｄ２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０９）

ＴＦＩ×ｔｆｐｄ３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１３）

ＴＦＩ×ｔｆｐｄ４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１８）

ｒａｎｋ
－０ ０９３７∗∗∗

（０ ０００３）

ＴＦＩ×ｒａｎｋ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０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产品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观测值 １８４ ７１１ １２７ ０３５ ５７ ６７６ １ ０６５ ０１０

Ｒ２ ０ ７７９ ０ ７７１ ０ ８１４ ０ ８４１

３ 考虑产品的异质性。 多产品出口企业是出口行为的主体， 钱学锋等

（２０１３） ［３６］与彭国华和夏帆 （２０１３） ［３７］ 的统计表明在制造业出口企业中， 多产品出

口企业的占比达到了 ７５％以上。 根据 Ｍａｙｅｒ 等 （２０１４） ［３８］， 多产品企业可以任意确

定自己所生产的产品范围， 但边缘产品因偏离企业核心竞争力而具有较高的边际成

本， 核心产品的质量要高于边缘产品。 那么考虑产品排序， 贸易便利化对于核心产

品和边缘产品的质量影响有何不同？ 为验证该问题， 本文参考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和 Ｃａｒｎｅｉｒｏ
（２０１３） ［３９］的研究， 对企业出口的产品按照其出口额大小进行排序， 出口额最多的

产品 ｒａｎｋ ＝ １， 以此类推。 其中， 出口额最多的产品为核心产品， 其余为边缘产

品。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 加入产品排序和贸易便利化与产品排序的交互项， 产品

排序 ｒａｎｋ 取对数代入方程。 具体的模型形式如下：
Ｑｕａｉｈｔ ＝ β０ ＋ β１ＴＦＩｃｔ ＋ β２ｒａｎｋｉｔ ＋ β３ＴＦＩｉｔ × ｒａｎｋｉｔ ＋ β４Ｘ ｉｔ ＋ ｖｉ ＋ ｖｔ ＋ εｉｈｔ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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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下标 ｈ 表示企业出口的产品种类， ｒａｎｋｉｔ 表示企业出口产品排序， ＴＦＩｉｔ ×
ｒａｎｋｉｔ 为贸易便利化与产品排序的交互项。 回归结果如表 ４ 第 （４） 列所示， 产品

排序的估计系数为负， 说明边缘产品的产品质量低于核心产品， 跟 Ｍａｙｅｒ 等

（２０１４） 的结论一致； 交互项的系数为负， 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离核心技术越远， 贸

易便利化对其质量的提升作用越小。 可能的解释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主要利润来

源于核心产品， 贸易便利化增加的中间品进口与企业研发多用于核心产品， 因此其

质量的提升幅度大于边缘产品。
（四） 影响机制检验

下面通过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对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进行

检验， 结合中介效应模型的思路， 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Ｑｕａｉｔ ＝ α０ ＋ α１ＴＦＩｃｔ ＋ α２Ｘ ｉｔ ＋ ｖｉ ＋ ｖｔ ＋ εｉｔ （１１）
　 　 Ｉｎｐｕｔｉｔ ＝ ｂ０ ＋ ｂ１ＴＦＩｃｔ ＋ ｂ２Ｘ ｉｔ ＋ ｖｉ ＋ ｖｔ ＋ εｉｔ （１２）
　 　 ＲＤｉｔ ＝ ｄ０ ＋ ｄ１ＴＦＩｃｔ ＋ ｄ２Ｘ ｉｔ ＋ ｖｉ ＋ ｖｔ ＋ εｉｔ （１３）
　 　 Ｑｕａｉｔ ＝ ｅ０ ＋ ｅ１ＴＦＩｃｔ ＋ ｅ２Ｉｎｐｕｔｉｔ ＋ ｅ３ＲＤｉｔ ＋ ｅ４Ｘ ｉｔ ＋ ｖｉ ＋ ｖｔ ＋ εｉｔ （１４）
其中， Ｉｎｐｕｔｉｔ 为企业是否进口中间品的虚拟变量。 本文使用联合国 ＢＥＣ 分类方

法对企业进口中间品信息进行识别， 本文研究的中间品主要包括 ＢＥＣ 代码为

“１１１” “１２１” “２１” “２２” “３１” “３２２” “４２” “５３” 的 ８ 类产品。 识别后， 将 ＢＥＣ
码与 ＨＳ６ 位码进行对应以确定企业是否进口中间品。 ＲＤｉｔ 为企业是否进行研发的虚

拟变量。 本文借鉴施炳展和邵文波 （２０１４） 的方法， 采用企业是否有新产品销售

额来衡量。
对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如表 ５ 所示。 其中，

第 （１） 列是对 （１１） 式的估计结果； 第 （２） 和第 （３） 列是分别将中间品进口

和企业研发作为被解释变量的 （１２） 式 （１３） 式的回归结果， 采用面板 ｐｒｏｂｉｔ 模
型对 （１２） 式和 （１３） 式进行估计； 第 （４） 列为 （１４） 式中同时加入企业是否

进口中间品和是否进行研发两个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 由 （１２） 式的估计结果可

知，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是否进口中间品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了在控制其他影

响因素后， 贸易便利化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中间品。 其主要原因为贸易便利化降低

了企业的进口贸易成本， 之前因不能承受高进口成本而使用国内中间品的企业开始

进口中间品， 原来少量进口中间品的企业也扩大了进口规模， 贸易便利化带来了进

口中间品种类的增加与质量的提升。 由 （１３） 式的估计结果可知， 贸易便利化对

企业是否进行研发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 说明贸易便利化显著促进了企业研发。
可能的解释为贸易便利化降低了贸易成本， 使企业的利润增加， 企业因此有更多的

资金用于研发。 由 （１４） 式的估计结果可知， 中介变量 Ｉｎｐｕｔｉｔ 和 ＲＤｉｔ 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正， 说明了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 中间品进口和企业研发显著促进了企业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另外， 本文还发现在加入中介变量后， 贸易便利化的估计系数

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验证了中间品进口和企业

研发的确是贸易便利化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两个影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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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影响机制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ｐｕｔ Ｒ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ＦＩ ０ ０２２１∗∗∗ ０ ２３４４∗∗∗ ０ １２３０∗∗∗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７４）

ｉｎｐｕｔ ０ ０１５９∗∗∗

（０ ０００７）

ＲＤ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０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对数似然值 －７８ ３７４ ７７７ －５９ ６５６ １８

观测值 １８４ ７１１ １８４ ７１１ １８４ ７１１ １８４ ７１１

Ｒ２ ０ ７７９ ０ ７８０

五、 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产业集聚的作用

本文通过梳理文献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 即企业产品质量和贸易便利化都和产

业集聚存在关系。 苏丹妮等 （２０１８） 研究发现产业集聚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和固

定成本投入效率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李波和杨先明 （２０１８） 的

研究则表明贸易便利化对于产业集聚程度高的地区的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大，
提高产业集聚程度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搜寻成本和引致成本。 那么， 产业集聚在贸易

便利化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过程中是否也起着调节作用？ 如果调节作用存在，
可能的影响机制是什么？ 直观上看， 产业集聚越高，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

量的促进作用应该越大。 接下来将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进一步深化产品质

量的研究。
（一） 产业集聚指标构建

本文参照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和 Ｓｔｒａｎｇｅ （２００４） ［４０］和苏丹妮等 （２０１８） 的方法， 采用区

位熵测度产业集聚水平， 其不受区域规模的影响， 可以较好反映要素的空间分布，
具体的公式如下：

ａｇｇｉｊｃｔ ＝
（Ｌ ｊｋｔ － Ｌｉｊｃｔ） ／ Ｌｃｔ

Ｌ ｊｔ ／ Ｌｔ
（１５）

其中， ａｇｇｉｊｃｔ 为地区—产业—企业层面的产业集聚程度， Ｌｉｊｃｔ 为地区—产业—企
业层面的就业人数， Ｌ ｊｃｔ 为地区—产业层面的就业人数， Ｌｃｔ 为地区层面制造业就业人
数， Ｌ ｊｔ 为产业层面的就业人数， Ｌｔ 为全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 在计算区位熵时， 本

文去除了企业本身的就业人数， 在地级市三位数行业层面进行计算， 取对数进入

方程。
（二） 模型设定

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产业集聚变量以及贸易便利化与产业集聚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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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得到如下模型：
Ｑｕａｉｔ ＝ β０ ＋ β１ＴＦＩｃｔ ＋ β２ａｇｇｉｊｃｔ ＋ β３ＴＦＩｃｔ × ａｇｇｉｊｃｔ ＋ β４Ｘ ｉｔ ＋ ｖｉ ＋ ｖｔ ＋ εｉｔ （１６）

其中， ａｇｇｉｊｃｔ 为企业所面临的产业集聚程度， ＴＦＩｃｔ × ａｇｇｉｊｃｔ 为贸易便利化与产业

集聚的交互项。 表 ６ 第 （１） 列显示式 （１６） 的回归结果。 产业集聚的估计系数显

著为正， 说明了产业集聚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跟苏丹妮等 （２０１８）
的结论一致。 同时， 贸易便利化与产业集聚的交互项系数为正， 说明产业集聚程度

越高，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越强。 可能的解释是： 一方面，
产业集聚为企业构建了广阔的劳动力市场， 提高了企业与劳动力的匹配概率； 另一

方面， 产业集聚还有利于加强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产生集聚效应。 产业集聚带来

的影响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 生产率的提高使企业更有效的利用贸易便利化所增

加的利润， 进而通过中间品进口和企业研发等可能的途径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

级。 考虑到中国地区之间产业集聚的程度差异较大， 本文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的不

同将样本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 考察不同地区的产业集聚差异所带来的影

响有何不同， 回归结果如表 ６ 第 （２） 和第 （３） 列所示。 第 （２） 列显示以位于

东部地区的企业为样本的回归结果， 产业集聚与贸易便利化和产业集聚交互项的

估计系数为正， 且系数值与全样本相比有了较明显的提高； 第 （３） 列为以位于

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为样本的回归结果， 估计系数为正， 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东部地区带来的集聚效应更强， 更有利贸易便利化降低贸易成本， 提升企业

产品质量。

表 ６　 贸易便利化、 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变量
（１） （２） （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ＦＩ ０ ０２１９∗∗∗ ０ ０４０２∗∗∗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１０８） （０ ００７５）

ａｇｇ ０ １０９２∗∗∗ ０ １４０３∗∗∗ ０ ０１４９
（０ ０３６９） （０ ０４９７） （０ ０６４９）

ＴＦＩ×ａｇｇ ０ ０１７９∗∗∗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９５） （０ ００９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８４ ７１１ １６５ ４９１ １９ ２２０

Ｒ２ ０ ７７９ ０ ７７８ ０ ７７９

六、 进一步的研究： 贸易便利化与地区—行业产品质量变动

上文从微观角度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可能的作用机

制以及产业集聚的作用， 发现贸易便利化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并且

在产业集聚程度更高的地区积极作用更显著。 为了保证研究的完整性， 下面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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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贸易便利化对地区—行业产品质量变动的影响， 探究贸易便利化通过何种途径

作用于地区—行业层面产品质量的变动。
地区—行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变动可以拆分成以下四个部分： 一是企业内效

应， 指在位企业市场份额不变的的前提下， 由于其自身出口产品质量变动引起的企

业所在地区与行业产品质量的变动； 二是企业间效应， 指在位企业市场份额变化引

起的其所在地区与行业产品质量的变化； 三是进入效应， 指新企业进入引起的所在

地区与行业产品质量的变动； 四是退出效应， 指企业退出引起的所在地区与行业产

品质量的变动。 其中， 企业间效应、 进入效应与退出效应的综合为资源再配置效

应。 首先按照式 （１７） 计算地区—行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

Ｑｕａｃｊｔ ＝ ∑
ｉ∈φｃｊ

ｐｉｔｑｕａｉｔ （１７）

其中， 下标 ｉ 、 ｃ 、 ｊ 、 ｔ 分别表示企业、 地区 （地级市）、 行业 ３ 位码和年份； φｃｊ

表示地区 — 行业层面的企业集合； ｐｉｔ 为权重， 用企业出口额占其所在地区—行业

的出口额的比重表示。 地区—行业层面从 ｔ 期到 ｔ － １ 期的变动为：

ΔＱｕａｃｊｔ ＝ ∑
ｉ∈（ ｚ， Ｊ）

ｐｉｔｑｕａｉｔ － ∑
ｉ∈（ ｚ， Ｌ）

ｐｉｔｑｕａｉｔ （１８）

其中， Ｚ、 Ｊ、 Ｌ 分别代表在位企业、 进入企业与退出企业的集合。 本文借鉴

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 和 Ｒｅｇｅｖ （ １９９５） ［４１］对生产率的分解方法， 建立以下分解式：

其中， 变量的上划线表示 ｔ 期与 ｔ － １ 期的平均值。 （１９） 式包含上文提到的地

区—行业出口产品质量变动的四个方面。 需要注意的是， 当新进入的企业的出口产

品质量高于其所在地区与行业的平均水平时， 进入效应为正； 当退出企业的出口产

品质量低于其所在地区与行业的平均水平时， 退出效应为正。
表 ７ 显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地区—行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分解结果。 样本期内

地区—行业出口产品质量年平均增长率为 ０ ０２０２。 分解结果显示， 企业内效应最

大， 为 ０ ００９６， 对出口产品质量提高的贡献率达到了 ４７ ０６％， 说明在位企业在样

本期内的出口产品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 其次为退出效应， 其值为 ０ ００７， 贡献率

达到 ３４ ６５％， 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企业退出市场使整个地区与行业的产品质量提

高。 贡献度排在第三位的是企业间效应， 为 ０ ００６２， 贡献率达到 ３０ ６９％， 反映

出出口产品质量高的企业的市场份额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进入效应对产品质量的

贡献率为负， 说明新进入的企业往往竞争力较差， 产品质量低于平均水平。 将企

业间效应、 进入效应与退出效应加总得到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值为 ０ ０１０６， 其贡

献率为 ５２ ４７％， 说明资源再配置效应是地区—行业产品质量提升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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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地区－行业出口产品质量变动的分解结果

类别 分解 贡献

总变动 （１） ０ ０２０２

企业内效应 （２） ０ ００９６ ０ ４７５２

企业间效应 （３） ０ ００６２ ０ ３０６９

进入效应 （４） －０ ００２６ －０ １２８７

退出效应 （５） ０ ００７ ０ ３４６５

资源再配置效应 （３） ＋ （４） ＋ （５） ０ ０１０６ ０ ５２４７

为了进一步考察资源再配置效应是否是贸易便利化促进地区—行业出口产品质

量升级的重要途径， 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Ｑｃｊｔ ＝ β０ ＋ β１ＴＦＩｃｔ ＋ ｖｃ ＋ ｖｊ ＋ ｖｔ ＋ εｃｊｔ （２０）

其中， Ｑｃｊｔ 在不同的模型中分别表示地区—行业总的产品质量变动以及各个分

解项， 包括企业内效应、 企业间效应、 进入效应、 退出效应以及资源再配置效应。
表 ８ 显示式 （２０） 的估计结果。 第 （１） 列为以总变动为因变量的估计结果， 贸易

便利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贸易便利化显著促进了地区—行业产品质量的提

升。 第 （２） 至第 （６） 列为各个分解项的估计结果， 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内效

应和企业间效应的影响显著为正， 且对企业间效应的影响大于企业内效应， 说明其

显著促进了在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优化了在位企业间的资源配置， 提高了

资源利用率， 进而促进了地区—行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另外， 贸易便利化对进

入效应的影响显著为正， 对退出效应的影响显著为负， 表明贸易便利化降低了贸易

成本， 使更多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 同时延长了企业出口持续期。 需要注意的是，
贸易便利化加速新企业进入， 延缓竞争力差的企业退出， 这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地

区—行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 进一步地， 第 （６） 列显示贸易便利化对资源再配

置效应地估计结果， 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资源再配置效应促进

了地区—行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其通过企业间效应对地区—行业出口产品质量产

生的积极影响要大于其通过进入效应和退出效应产生的消极影响。 因此， 资源再配

置效应是贸易便利化促进地区—行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重要途径。

表 ８　 贸易便利化与地区—行业出口产品质量变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总变动 企业内效应 企业间效应 进入效应 退出效应 资源再配置

ＴＦＩ ０ ０２５１∗∗∗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６０∗∗ －０ ０１４１∗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０１８）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３０ ２４５ ３０ ８０４ ３０ ８０４ ３０ ５０７ ３０ ４５９ ３０ ２４５
Ｒ２ ０ １２３ ０ １２３ ０ １５５ ０ １２７ ０ １３７ ０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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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论与建议

中国正处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关键时期， 如何提高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

量以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显得尤为重要。 正是基于以上背景， 本文使

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和贸易数据， 探究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研究发现， 贸易便利化通过中间品进口途径和企业研发途径对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产生了积极影响。 考虑企业异质性，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

产品质量的影响受到企业生产率、 贸易方式等因素的制约； 考虑产品排序， 贸易便

利化对企业核心产品和边缘产品质量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此外， 本文不仅仅只停留

在贸易便利化这一个角度， 还将产业集聚引入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研

究框架。 经验研究结果表明， 较高的产业集聚程度有利于增强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的积极效应。 最后， 为保持研究的完整性， 本文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加

总到地区—行业层面。 其分解结果表明， 资源再配置效应对地区—行业出口产品质

量的贡献度达到 ５２％。 另外， 相应的检验表明资源再配置效应是贸易便利化促进

地区—行业出口产品升级的重要途径。
本文不仅丰富了有关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 还从微观角度分析了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拓展了贸易便利化的研究视角， 具有重要的政策含

义。 首先贸易便利化有利于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因此， 推动贸易便利化改

革是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 实现企业由 “量” 取胜到由 “质” 取胜的一项重要政

治举措。 相比较而言， 贸易便利化分指标中的港口效率与法制环境对企业出口产品

质量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因此当地政府可以考虑优先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 贸易便

利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受企业生产率等的影响， 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才能

充分利用贸易便利化带来的资本积累进行企业研发和进口高质量中间品， 从而提高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所以， 政府在改善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同时， 也要鼓励企业进

行自主研发和创新， 提高生产率水平， 更好地利用贸易便利化所带来的福利。 本

文另一个重要的发现为产业集聚在贸易便利化推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过程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 政府应该积极引导企业融入产业群， 特别是增强中西

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效应， 使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积极作用得到更有

效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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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ｅ ａｌｓ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ｌｅｖｅｌ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ａｃｈ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２％．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ｓ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ｄ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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