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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中非产能合作的推进， 全面评估中非产能合作效应对于促进产能合

作政策的完善以及中非全面合作关系的深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利用制造业微观

企业数据， 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 从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视角评估

了中非产能合作的成效。 研究发现， 中非产能合作起到了化解国内富余产能的重要作

用， 促进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但这一效应主要来源于生产侧， 对消费侧的影响

尚不明显。 进一步检验发现， 中非产能合作对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受到所有权性

质、 产能利用率水平及东道国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且仅具有短期持续性。 作用机

制检验发现， 中非产能合作对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主要通过要素产出效率渠道作用

于生产侧， 并未通过要素投入数量渠道发挥作用。 本文研究表明， 尽管中非产能合作

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对参与企业和东道国具有较高要求， 利用中非产能合作化解国内

富余产能仍需采用循序渐进方式， 并应充分挖掘从消费侧提升产能利用率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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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国际产能合作是我国在 《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

见》 中明确提出的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增强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内容，
也是我国从国际视角提出的化解国内工业富余产能的新方案。 相对于中国与其他国

家或地区的产能合作而言， 中非产能合作是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化

解国内优势富余产能和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一方面， 我国与非洲

国家在产业结构方面的互补性强， 开展中非产能合作能够产生双赢效果。 我国已进

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 而大多数非洲国家仍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 通过中非产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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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将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优势富余产能转移到非洲国家， 符合国际

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 有助于在满足非洲国家工业化和经济一体化需求的同时化解国

内富余产能。 另一方面， 我国与非洲国家长期保持着相对良好的政治和经贸合作关

系， 促使中非之间较早地开始了产能合作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进展。 例如， ２００６
年我国批准设立的 ８ 家首批境外经贸合作区中非洲占了 ３ 家， ２００７ 年我国成立了第一

支专门鼓励和支持企业到非洲投资的股权基金等， 中非合作的机制与举措在某些方面

甚至领先 “一带一路” 建设 （姚桂梅， ２０１７） ［１］， 为我国深入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积累

了经验， 也为本文评估中非产能合作效应提供了研究素材。 基于中非良好的政治和经

济合作基础， 我国现将非洲作为了国际产能合作的优先对象 （李智彪， ２０１６） ［２］， 使

中非产能合作在国际产能合作中具有了 “先行先试” 的重要作用， 其合作程度和效

果将直接关系到国际产能合作能否顺利推进。 因此全面评估中非产能合作成效， 不仅

能够为中非产能合作政策的完善提供理论和经验证据， 促进中非全面合作关系的深化

发展， 对于国际产能合作整体效率的提升也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 关于中非产能合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学术界。 由于我国国际产能合

作及中非产能合作的实施仍处于起步阶段， 学者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产能合作的

学理方面， 如中非产能合作的重要性和如何实现其与不同发展战略的对接 （姚桂

梅和许蔓， ２０１９［３］； 黄梅波和张晓倩， ２０１６［４］ ）， 以及中非产能合作运行机制 （赵
祚祥等， ２０１８） ［５］等， 对中非产能合作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 在少数的相关研究中，
部分学者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园区运营情况及贸易和投资规模等进行了较为详

细的研究 （徐嘉勃等， ２０１６［６］； 张忠祥， ２０１６［７］； 隆国强， ２０１８［８］ ）， 并以此作为评

价中非产能合作成效的依据； 另一部分学者基于调查问卷分析了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在

中非产能合作中面临的风险及对策 （赵蜀蓉等， ２０１９［９］； 刘青海， ２０１７［１０］ ）， 揭示了

中非产能合作成效的影响因素， 而基于丰富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相对缺乏。 与此同时，
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单一或多个中非产能合作项目本身， 分析的是项目运营情况、 运营

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风险与应对方案， 以及项目运营对东道国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 鲜有

文献探讨中非产能合作对我国国内优势富余产能的化解效果， 而通过产能 “出海” 促

进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是我国提出中非产能合作及国际产能合作的应有之义。
基于此， 本文从产能利用率的视角出发， 利用大量微观企业数据和严谨的实证

研究方法， 评估了中非产能合作成效及相关作用机制。 同已有文献相比， 本文可能

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本文主要从产能利用率的视角评估了

我国企业参与中非产能合作的积极效应， 并从所有权性质、 产能利用率水平及东道

国制度环境等方面进行了异质性检验， 丰富了中非产能合作效应的相关研究， 为全

面认识中非产能合作成效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 第二， 相比于传统的描述性统计

分析和基于企业调查问卷的调查分析法， 本文使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中国制造业微观

企业数据并利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 有助于缓解可

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 所得到的研究结论也相对更具稳健性和可信

性。 第三， 本文基于要素产出效率和要素投入数量两个渠道， 进一步从生产侧方面

考察了中非产能合作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微观作用机制， 为我国更有效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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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非产能合作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提供了思路。

一、 文献综述

本文旨在从产能利用率的视角研究中非产能合作效应， 因此与三类文献密切相

关： 其一是中非产能合作的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研究， 其二是产能利用率的测算研

究， 其三是产能利用率的提升路径研究。 从概念界定及理论研究方面来看， “中非

产能合作” 一词最早出现在 ２０１５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 是当时中非

与会领导人的热议话题之一。 随后， 在 “中非十大合作计划” 的中非工业化合作

计划中对中非产能合作理念进行了进一步阐述， 提出我国将 “积极推进中非产业

对接和产能合作， 鼓励支持中国企业赴非洲投资兴业， 合作新建或升级一批工业园

区， 向非洲国家派遣政府高级专家顾问”， 明确了对非直接投资在中非产能合作中

的重要作用。 然而， 在理论研究方面， 学术界对产能合作概念的界定尚未达成共

识， 但学者普遍认为产能合作主要指的是产业转移 （郭朝先等， ２０１６） ［１１］。 而根据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四次产业转移规律来看， 国际产业转移主要通过对

外直接投资方式实现， 其理论基础主要包括飞雁模式理论 （Ａｋａｍａｓｔｕ， １９６２） ［１２］、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Ｖｅｒｎｏｎ， １９６６） ［１３］ 和边际产业转移理论 （Ｋｏｊｉｍａ， １９７８） ［１４］

等。 具体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 产能合作也指的是伴随企业迁移过程的

产业转移， 其主要表现为对外直接投资而不是贸易 （刘青海， ２０１７）。 例如， 张洪

和梁松 （２０１５） ［１５］指出， 国际产能合作是我国 “走出去” 战略的升级版， 主要通

过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将富余的优质产能向国外转移； 夏先良 （２０１５） ［１６］提出， 国

际产能合作是一种国家间产业互通有无、 调剂余缺、 优势互补的合作方式， 是一种

国际产业转移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的新模式。 在产能合作的产业选择方面， 由于

制造业是促进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动力， 也是我国与 “一带一路” 国

家产能合作的切入点 （赵东麒和桑百川， ２０１６） ［１７］， 通常情况下所说的国际产能合

作大多指的是制造业产能合作。 因此， 中非产能合作可以理解为中国制造业优势富

余产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向非洲国家产业转移①， 对非洲国家直接投资在很大

程度上可以体现出中非产能合作程度， 这也是本文采用对非洲国家直接投资表征中

非产能合作的重要原因。
由于 “去产能” 是我国实施中非产能合作战略的主要目标， 评估中非产能合

作效应的重要依据则是国内富余产能的消化程度， 因此与本文相关的文献还包括产

能过剩或产能利用率的测算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 现实中对于产能过剩问题的理解

与理论研究存在一定差异。 前者侧重于从消费侧出发， 将产能过剩理解为市场需求

小于实际产出水平的 “供过于求” 状态， 而后者侧重于从生产侧出发， 将产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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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定义为潜在生产能力超过实际生产水平的倍数 （Ｋｉｒｋｌｅｙ 等， ２００２） ［１８］。 这两种

观点都只是单一地考虑了商品在消费或生产中的产能利用情况， 因此都是片面的，
但这为全面地衡量产能利用率提供了良好的思路 （杨振兵， ２０１５） ［１９］。 事实上， 产

能过剩与产能利用率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且产能利用率在界定和具体统计上

较产能过剩更为客观， 国际层面和学术研究中都更为关注产能利用率 （钟春平和

潘黎， ２０１４） ［２０］。 目前， 国内外关于产能利用率的测算方法较多， 比较常用的方法

包括直接调查法、 峰值法、 数据包络分析法、 随机前沿分析法和生产函数法等。 这

些方法大多侧重于从生产侧方面进行测算， 并没有公认的最好度量方法 （韩国高

等， ２０１１） ［２１］， 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统计结果也仍然没有统一 （钟春平和潘

黎， ２０１４）。 为了较为全面地反映我国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实际状况， 本文借鉴杨振

兵和严兵 （２０２０） ［２２］等学者的做法， 在综合考虑生产侧和消费侧两方面因素的基础

上测算了企业层面的产能利用率。
从产能利用率的提升路径研究来看， 与淘汰落后产能、 建立和维护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 改革地方官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扩大有效需求等基于国内视角的应对

方案相呼应， 对外直接投资或产能合作无疑是化解国内优势富余产能和提高产能利

用率的国际方案。 国内已有部分学者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化解国内富余产能的重

要作用， 为评估国际产能合作的总体效应提供了依据。 例如， 董小君 （２０１４） ［２３］基

于对美国、 日本、 德国和韩国等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消化产能的经验总结， 从理

论方面提出让 “产能” 出海有助于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消化富余产能。 杨振

兵和严兵、 李天籽和谢沐芳 （２０２０） ［２４］、 温湖炜 （２０１７） ［２５］和李雪松等 （２０１７） ［２６］

利用微观企业数据， 从总体上实证研究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利用率或产

能过剩状况的影响， 薛军和苏二豆 （２０１９） ［２７］进一步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绿地

投资模式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大都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企业产能利用率

提升。 随着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国际产能合作的持续推进， 中国对 “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国内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也日益引发了学者的关注

（杜龙政和林伟芬， ２０１８［２８］； 刘磊等， ２０１８［２９］）。 然而， 尽管非洲国家是我国开展

产能合作的重要区域， 但鲜有文献直接研究对非直接投资或中非产能合作对我国企

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本文利用制造业企业数据并以中非产能合作为例进行研究，
进一步丰富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能利用率方面的相关研究。

二、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 模型设定

由于中非产能合作主要指的是中国对非洲制造业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合作， 微观

企业是中非产能合作的主体， 本文采用制造业企业对非洲国家直接投资作为中非产能

合作的代理指标， 并从产能利用率的视角考察了中非产能合作效应。 根据企业异质性

理论， 企业是否对非洲直接投资并不是随机的， 可能受到生产率等因素的影响， 且产

能过剩也可能是引致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扩张的重要因素 （王自锋和白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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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３０］。 为了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主要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

差分方法， 研究了中非产能合作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ｃｕｉｔ ＝ αｉ ＋ βｄｕ × ｄｔ ＋ ψＺ ｉｔ ＋ λ ｔ ＋ εｉｔ （１）

其中，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 被解释变量 （ ｃｕｉｔ ） 为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产能利

用率水平， 交互项 （ ｄｕ × ｄｔ ） 是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 该变量的系数 （ β ） 衡

量的是对非直接投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真实影响， 即中非产能合作效应。 其中， ｄｕ
是表示企业在样本期间内是否进行对非直接投资的二元虚拟变量， ｄｕ ＝ １ 表示企业在

样本期间内对非直接投资， 而 ｄｕ ＝ ０表示企业从未进行对非直接投资， ｄｔ是表示企业

对非直接投资前后的时间虚拟变量， ｄｔ ＝ １ 表示企业在样本期间内首次对非直接投资

年份及以后年份， ｄｔ ＝ ０ 则表示企业未进行对非直接投资的年份， Ｚｉｔ 表示其他控制变

量， αｉ 表示企业固定效应， λｔ 指的是年份效应， ε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１ 产能利用率的度量 （被解释变量 ｃｕ ）
为了较为全面地反映企业产能利用率状况， 与杨振兵和严兵 （２０２０） 的做法

相同， 本文同时考虑了生产侧和消费侧两个方面的因素， 将产能利用率表示为市场

需求与潜在产出的比值， 并将其进一步表示为生产侧和消费侧产能利用率的乘积形

式， 见公式 （２）。

ｃｕ ＝ ｄｅｍ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

× ｏｕｔｐｕ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 ｃｕｃ × ｃｕｐ （２）

其中， ｄｅｍａｎｄ 表示企业的市场需求状况， 采用工业销售产值表示； ｏｕｔｐｕｔ 表示

企业的实际产出水平， 采用工业总产值表示；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表示企业的潜在产出或潜在

的生产能力； ｃｕｃ 指的是消费侧产能利用率， 即市场需求 ／实际产出， 直接采用工业

销售产值 ／工业总产值表示； ｃｕｐ 指的是生产侧产能利用率， 即实际产出 ／潜在产出，
采用 Ａｉｇｎｅｒ 等 （１９７７） ［３１］ 和 Ｍｅｅｕｓｅｎ 和 Ｖａｎｄｅｎ Ｂｒｏｅｃｋ （１９７７） ［３２］ 等学者提出的随

机前沿分析法进行测算。 其中， 生产函数设定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 （章上峰

等， ２０１１） ［３３］， 并借鉴 Ｂａｔｔｅｓｅ 和 Ｃｏｅｌｌｉ （１９９２） ［３４］的做法， 采用极大似然法得到所

有估计量， 同时测算出生产侧产能利用率的数值。
２ 其他控制变量 （ Ｚ ｉｔ ）
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 确保双重差分法估计结果的有效性， 本文

在公式 （１） 中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 （ Ｚ ｉｔ ）。 参考杨振兵和严兵 （２０２０） 及温湖

炜 （２０１７） 等学者的做法， 选取的变量包括： 企业规模 （ ｓｉｚｅ）， 采用企业可比价

总资产的对数度量； 企业年龄 （ａｇｅ）， 采用当年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的差值衡量；
资本密集度 （ ｋｌ）， 采用可比价固定资产净值 ／就业人数并取对数表示； 出口

（ｅｘｐ）， 采用二元虚拟变量表示， 如果企业出口则设置为 １， 否则为 ０； 利润率

（ｐｒｏｆｉｔｒａｔｅ） 采用利润总额 ／销售收入表示； 国有与集体企业 （ ｓｔａｔｅ）、 外资与港澳

台企业 （ ｆｏｒｅｉｇｎ） 均采用二元虚拟变量表示； 行业集中度 （ＨＨＩ）， 采用赫芬达尔

指数测度 ４ 分位数行业的行业集中度。 此外， 为了确保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进一步

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 （αｉ） 和年份效应 （λ 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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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说明

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 测度了企业层面的产能利用率， 并据此评估了

中非产能合作的成效， 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数据库： 一是 《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 该数据库包含了制造业企业的基本信息、 主要生产经营指标和财务

指标。 二是商务部公布的 《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名录》， 该数据库包含了对外直

接投资企业的名称、 核准日期、 投资目的国和主要经营范围等信息。 三是世界银行

的 《全球治理指标数据库》 （ＷＧＩ）， 该数据库提供了反映国家制度环境质量的相

关指标。 本文主要对初始样本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 （１） 本文根据一般公认的会

计准则 （ＧＡＡＰ） 及相关文献的做法， 首先对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以下样本进行剔

除： ①关键指标存在缺失； ②年末从业人数少于 ８ 人； ③固定资产原值、 实收资本

和销售收入为零或负值； ④固定资产或流动资产大于总资产。 （２） 为了准确测算产

能利用率， 本文还剔除了具有异常生产特征的企业样本， 包括所属行业或者地区在数

据库中代码异常的企业， 以及要素 （资本或劳动） 产出弹性为负的企业。 （３） 本文

根据投资目的国信息， 将 《全球治理指标数据库》 中的制度环境质量指标合并至

《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名录》 中， 并根据企业名称进一步将 《境外投资企业 （机
构） 名录》 中企业对非直接投资信息合并至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 由于我国

对外直接投资自 ２００５ 年之后才开始快速增长， 受到数据限制， 本文主要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对非直接投资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考察①。 为了使用前一期数据进行匹配， 本文将

样本期间设定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 最终共得到对非直接投资企业 ２３４ 家。

三、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倾向得分匹配与基准估计结果

本文在使用双重差分法估计中非产能合作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之前， 首先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找到合适的对照组企业， 确保对照组企业与实验组企业除了是否对

非洲国家直接投资外其他特征都基本相同， 从而满足 Ｅ（Δｙ０
ｉ ｜ ｄｕｉ ＝ １） ＝ Ｅ（Δｙ０

ｉ ｜ ｄｕｉ

＝ ０） 的假设条件。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采用了倾向得分匹配法， 以样本期间内

始终未对非直接投资的企业作为对照组， 并根据企业对非直接投资前一期的特征变

量， 利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计倾向得分， 按最近邻匹配原则进行分年度有放回配对， 配对

比例设定为 １ ∶ ３。 借鉴杨振兵和严兵 （２０２０） 及温湖炜 （２０１７） 等学者的做法， 本

文选取的匹配变量 ｘｉ 包括： 劳动生产率 （ｌｐ）、 就业人数 （ｅｍｐ）、 资本密集度 （ｋｌ）、
出口 （ｅｘｐ） 和产能利用率 （ｃｕ）。 其中， 劳动生产率采用人均产值的对数表示， 就

业人数采用企业年末从业人数的对数表示， 其他变量的设定方法同前。 此外， 基于产

能利用率的行业差异性， 本文进一步在计算倾向得分时加入了行业特征因素。 为确保

匹配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进行了平衡性检验②， 发现匹配后的对照组与实验组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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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尽管中非产能合作一词最早出现于 ２０１５ 年， 但根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我国对非直接投资

净额在 ２００３ 年达到了 ０ ７５ 亿美元， 说明中非之间在实践上较早地开始了产能合作方面的探索。
限于篇幅， 这里没有报告具体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备索。



所有观测特征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相伴概率均大于 １０％， 说明变量匹配之后并不存

在显著差异， 匹配方法的选取是适当的。
在匹配样本数据的基础上， 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对式 （１） 进行了回归， 估计结

果见表 １。 其中， 第 （１） — （３） 列中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效应， 第 （４） —
（６） 列中进一步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 可以发现， 第 （１） 和 （４） 列中核心解释变

量 （ ｄｕ × ｄｔ ） 的系数为正， 说明对非直接投资促进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起到

了消化国内产能的重要作用， 这意味着从产能利用率的视角来看， 中非产能合作取得

了一定成效。 进一步地， 将产能利用率分解为生产侧和消费侧产能利用率两部分并分

别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估计， 发现从生产侧来看， 第 （２） 和第 （５） 列中核心解释

变量 （ ｄｕ × ｄｔ ） 的系数显著为正， 从消费侧来看， 第 （３） 和第 （６） 列中核心解释

变量 （ ｄｕ × ｄｔ ） 的系数不显著， 说明中非产能合作对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主要通

过生产侧发挥作用， 并未对消费侧产生显著影响。

表 １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ｃｕ ｃｕｐ ｃｕｃ ｃｕ ｃｕｐ ｃｕｃ

ｄｕ × ｄｔ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１０１∗∗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３８

（１ １９４） （１ ８３４） （－０ ０６６） （２ ２６３） （２ ４８１） （０ ６３８）
其他控制变量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４ ４９２ ４ ４９２ ４ ４９２ ４ ４９１ ４ ４９１ ４ ４９１
Ｒ２ ０ ５１０ ０ ０６４ ０ ５９０ ０ ５３８ ０ １３９ ０ ６０４

注：∗∗∗、∗∗、∗分别表示 １％、 ５％、 １０％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数值为对应的 ｔ 统计量。 下同。

（二） 异质性检验

１ 基于所有权性质的检验

我国企业所有权性质是影响企业海外投资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因素， 可能导致中

非产能合作效应因所有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 具体来说， 国有与集体企业大多

属于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 往往能够享受政府提供的信贷优惠、 财政补贴、 税收返还

等各种优惠待遇， 也更易争取丝路基金、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等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 较少受到融资约束问题的影响， 海外直接投资规模也相对较

大； 而且， 国有与集体企业较早地开始了海外投资， 具有较为丰富的对非直接投资经

验， 更加熟悉非洲当地环境，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非直接投资的风险程度， 确保

了中非产能合作的成效。 而外资与港澳台企业依托于庞大的母公司， 具备长期积累的

丰富海外投资经验和较高的风险应对能力， 通常更易获取海外投资利益和规避海外投

资的高风险。 尽管随着中非产能合作的推进， 对非洲投资的私营企业日益增多， 但私

营企业普遍存在投资规模小、 投资经验少、 海外投资风险应对能力不足和融资约束等

问题， 在参与具有较高风险的中非产能合作项目时， 投资效应难以得到保障。
基于此， 本文基于所有权性质的差异， 分别检验了国有与集体企业、 外资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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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台企业、 私营企业参与中非产能合作的成效， 估计结果分别见表 ２ 的列 （１） —
（３）、 列 （４） — （６） 和列 （７） — （９）。 可以发现， 从产能利用率方面来看， 国

有与集体企业、 外资与港澳台企业的核心解释变量 （ ｄｕ × ｄｔ ） 系数显著为正， 而

私营企业的核心解释变量 （ ｄｕ × ｄｔ ） 系数不显著， 说明对于非洲等具有较高投资

风险的东道国而言， 国有与集体企业、 外资与港澳台企业相对更具优势， 能够通过

参与中非产能合作化解优势富余产能和提高产能利用率水平， 而私营企业参与中非

产能合作并未产生明显的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 本文的结论与杨振兵和严兵

（２０２０）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利用率影响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差异， 其发现私

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产能利用率提升， 而国有与集体企业对外投资的产能

利用率提升效应不显著， 这说明相对于国际产能合作总体效应而言， 中非产能合作

的产能利用率效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而这种特殊性正是优化中非产能合作政策的

重要参考依据。 具体而言， 尽管基于私营企业的灵活性优势， 鼓励其积极参与中非

产能合作和国际产能合作， 是我国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推动 “一带一路” 建

设发展的重要方式， 但相对于其他所有权性质的企业而言， 私营企业在自身发展及

海外投资方面仍面临诸多障碍， 参与中非产能合作的积极效应也并不明显， 需要引

导私营企业理性地参与对非投资并给予投资企业相应的优惠措施支持， 帮助私营企

业逐步获取中非产能合作的积极效应。

表 ２　 基于所有权性质的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ｃｕ ｃｕｐ ｃｕｃ ｃｕ ｃｕｐ ｃｕｃ ｃｕ ｃｕｐ ｃｕｃ

ｄｕ × ｄｔ
０ ０３６４∗∗ ０ ０１５９ ０ ０３０８ ０ ０２０５∗ ０ ０１２２ ０ ０１６５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０７３∗ －０ ００１２

（２ ０９３） （１ ５４４） （１ ２８０） （１ ９０２） （１ ６１２） （１ １１０） （１ ２２０） （１ ９１９） （－０ １７２）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２８４ ２８４ ２８４ ７９２ ７９２ ７９２ ３ ３７０ ３ ３７０ ３ ３７０
Ｒ２ ０ ５３９ ０ ４０４ ０ ６１４ ０ ６１３ ０ １６８ ０ ６６７ ０ ５３３ ０ １３０ ０ ５９５

２ 基于产能利用率水平的检验

由于行业特征不同， 制造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生产能力的闲置程度及其产生的原因

也并不相同， 导致产能合作效应也不同， 研究产能问题时需要针对各行业的特征加以区

别 （韩国高等， ２０１１）。 部分行业 （如高污染和高耗能行业） 更容易受到非市场因素的

影响， 产能扩张速度较快， 导致行业内积累了较多富余产能， 并在企业层面体现出资产

周转速度慢、 资产回报率低、 债务风险高等特征， “去产能” 压力较大。 加上对非直接

投资或参与中非产能合作需要投入较高的沉没成本， 这可能会导致企业杠杆率进一步提

高， 增加企业的生产经营负担， 该行业内的企业虽然具有化解富余产能的内在需求， 但

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可能较为缓慢。 而在产能利用率水平较高的行业中， 生产能力的闲置

程度相对较低， 行业内大部分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水平也相对较高， 生产经营负担相对较

小， 承担投资风险的能力也相对较强， 更可能借助产能合作契机， 通过改善生产侧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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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侧产能利用率的方式来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水平。
因此， 本文根据行业平均产能利用率水平， 按照 ２５％和 ７５％的分位数将全部行

业划分为低、 中、 高三组进行检验， 估计中非产能合作效应在制造业内部不同行业之

间的差异性， 估计结果分别见表 ３ 的列 （１） — （３）、 列 （４） — （６） 和列 （７） —
（９）。 可以发现， 只有列 （７） 和列 （８） 中核心解释变量 （ ｄｕ × ｄｔ ） 的系数显著为

正， 说明中非产能合作效应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性， 中非产能合作的产能利用率提升

效应仅出现在高产能利用率的行业中， 同时促进了该行业中企业生产侧产能利用率水

平的显著提高， 但对其他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意味着， 由于需要付出较高的沉没

成本和面临较高的投资风险 （尤其是政治风险）， 并非所有企业参与中非产能合作都

能获益， 只有产能利用率较高的行业及企业才可能获取产能合作的积极效应， 而产能

利用率较低的行业及企业参与中非产能合作， 不仅可能无法消化富余产能， 甚至会降

低产能利用率水平， 加剧富余产能的积累， 该行业及企业在利用产能合作化解富余产

能时需要更加谨慎， 即中非产能合作效应也呈现出了 “强者愈强” 的格局 （杨振兵

和严兵， ２０２０）。

表 ３　 基于产能利用率水平的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ｃｕ ｃｕｐ ｃｕｃ ｃｕ ｃｕｐ ｃｕｃ ｃｕ ｃｕｐ ｃｕｃ

ｄｕ × ｄｔ
０ ００８８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１３２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２１１∗∗∗ ０ ０１６４∗∗∗ ０ ００７３

（０ ７９６） （－０ ３５７） （０ ９１４） （０ ２６４） （１ １２２） （－０ ２４９） （２ ９０２） （３ ３５６） （０ ７１６）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７９９ ７９９ ７９９ １ ９３７ １ ９３７ １ ９３７ １ ７５５ １ ７５５ １ ７５５
Ｒ２ ０ ５７７ ０ ２３１ ０ ６３５ ０ ５５８ ０ １０７ ０ ６４２ ０ ５１０ ０ １６１ ０ ５５６

３ 基于东道国的检验

东道国制度环境因素也是影响中非产能合作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非洲国

家大多属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 存在法律对资产的保护薄弱和市场运行缺乏良

好制度环境等多种问题， 但各个国家的制度环境仍然存在较大差异， 部分国家政治环

境具有相对较高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而另一部分国家甚至常年存在地缘政治冲突， 基

本治安状况相对较差， 对中非产能合作项目的地区分布及实施进度等产生了较大影

响。 为了规避对非洲国家投资的高风险， 尤其是政治风险， 我国基于非洲国家的政治

稳定性等特征， 与不同国家在不同时间开展了不同程度的产能合作。 例如， 我国选择

了制度环境相对较好的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 坦桑尼亚和刚果 （布） ４ 个国家作为先

行先试国家， 后续又将埃及、 安哥拉、 莫桑比克等国家列为了产能合作重点国家。
为了检验东道国制度环境因素对中非产能合作效应的影响， 本文根据 《全球治理

指标数据库》 （ＷＧＩ） 中衡量东道国腐败控制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政府效率 （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 政 权 稳 定 性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监管质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法制规则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和话语权与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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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Ｖ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的 ６ 个常用制度指标，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了东道国

制度环境综合指标， 并按照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制度环境相对较好和较差的东道国两大

类， 进行区分样本检验， 估计结果分别见表 ４ 的第 （１） — （３） 列和第 （４） — （６）
列。 可以发现， 中非产能合作在制度环境相对较好的东道国中产生了积极效应， 促进了

企业产能利用率和生产侧产能利用率的提高， 但在制度环境相对较差的国家中并未产生

显著的积极效应。 这说明， 尽管我国总体上与非洲国家之间建立了长期友好合作关系，
非洲国家的政治制度环境仍然是影响中非产能合作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 应该尽量引导

企业对制度环境较好的部分非洲国家投资， 以确保中非产能合作取得良好成效。

表 ４　 基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ｃｕ ｃｕｐ ｃｕｃ ｃｕ ｃｕｐ ｃｕｃ

ｄｕ × ｄｔ ０ ０１５８∗∗ ０ ０１４７∗∗∗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８２
（２ ３７９） （３ ０６９） （０ ２９３） （０ ９３６） （０ １７５） （０ ９６８）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１ ７１３ １ ７１３ １ ７１３ ２ ０３５ ２ ０３５ ２ ０３５
Ｒ２ ０ ５２７ ０ １６４ ０ ６１２ ０ ５３８ ０ １６８ ０ ５９８

（三） 基于滞后效应的检验

参与中非产能合作是企业的长期战略决策， 产能合作项目大多需要持续较长时

间， 企业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去适应东道国的生产经营环境， 并重新配置企业在母

国与东道国的生产要素资源， 导致中非产能合作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可能存在

滞后效应。 为此， 本文分别测算了滞后一期、 两期和三期的情况， 并利用式 （１）
进行了滞后效应检验， 估计结果见表 ５。 其中， 第 （１） — （３） 列、 第 （４） — （６）
列和第 （７） — （９） 列分别给出了中非产能合作效应滞后一到三期的检验结果， 可

以发现， 只有第 （２） 列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中非产能合作效应具

有短期持续性， 且仅在滞后一期通过生产侧发挥作用， 此后其作用变得不再显著。 针

对中非产能合作对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持续性弱的现象， 在深入研究这一现象产生原

因的基础上构建长效机制， 激发产能合作对我国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长期持续性影

响， 是加强中非产能合作乃至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表 ５　 基于滞后效应的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ｃｕ ｃｕｐ ｃｕｃ ｃｕ ｃｕｐ ｃｕｃ ｃｕ ｃｕｐ ｃｕｃ

ｄｕ × ｄｔ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９３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１７３ －０ ００８８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１８６

（０ ７２２） （１ ７４０） （－０ ２７２） （１ １２８） （－０ ６１１） （１ ５９８） （－０ ８８５） （０ ８９３） （－１ ３９７）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２ ７３７ ２ ７３７ ２ ７３７ ２ ５８１ ２ ５８１ ２ ５８１ ２ ５２６ ２ ５２６ ２ ５２６
Ｒ２ ０ ５３３ ０ １０１ ０ ５８３ ０ ５３３ ０ １１７ ０ ５８８ ０ ５０７ ０ １１９ ０ ５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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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采用了三种方法对中非产能合作效应进行稳健性

检验： 首先， 为了控制同一企业在不同时期扰动项之间的自相关问题， 本文将标准

差在企业层面进行聚类调整， 估计结果见表 ６ 第 （１） — （３） 列。 其次， 为了控

制行业发展趋势和地区间发展趋势差异可能导致的样本选择问题， 本文进一步控制

了行业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 （行业－年份效应） 及省份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

项 （省份－年份效应）， 从而同时控制了行业 （或省份） 层面固定因素与可变因素

造成的干扰作用， 估计结果见表 ６ 第 （４） — （６） 列。 第三， 为了排除配对比例

因素的影响， 本文按照 １ ∶ ５ 的比例重新为中非产能合作企业找到了合适的对照组，
研究配对比例变化可能对中非产能合作效应产生的影响， 估计结果见表 ６ 第

（７） — （９） 列。 可以发现， 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进行检验， 核心解释变量 （ ｄｕ ×
ｄｔ ） 的系数及显著性水平均与表 １ 中基准回归结果相似， 说明本文的估计结论具

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 ６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ｃｕ ｃｕｐ ｃｕｃ ｃｕ ｃｕｐ ｃｕｃ ｃｕ ｃｕｐ ｃｕｃ

ｄｕ × ｄｔ
０ ０１０１∗∗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９７∗∗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０９０∗∗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０１８

（２ １０３） （２ １６９） （０ ６３４） （２ ０１９） （１ ９９５） （０ ６６３） （２ ０３５） （２ ６４７） （０ ３００）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省－年份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Ｎ ４ ４９１ ４ ４９１ ４ ４９１ ４ ４９１ ４ ４９１ ４ ４９１ ６ ５８０ ６ ５８０ ６ ５８０

Ｒ２ ０ ５３８ ０ １３９ ０ ６０４ ０ ５３８ ０ １４１ ０ ６０４ ０ ５２３ ０ １１７ ０ ５９７

四、 作用机制检验

通过上述研究可知， 中非产能合作促进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 且这一效应

主要通过影响生产侧产能利用率发挥作用， 初步揭示了中非产能合作促进国内产能

利用率提升和化解优势富余产能的作用机制。 进一步地， 基于中非产能合作尚未通

过消费侧方面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研究结论， 本文将主要从生产侧产能利用率出

发， 深入研究中非产能合作效应的作用机制。
由于生产侧产能利用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 中非产能合作主要

可能通过要素产出效率和要素投入数量两个渠道作用于企业产能利用率 （杨振兵

和严兵， ２０２０） ［２２］。 从要素产出效率渠道来看， 参与中非产能合作有助于企业实现

要素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 进而促使既定要素

投入转化为更多的实际产出， 提升了对潜在产能的挖掘能力， 即中非产能合作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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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侧产能利用率提升的作用机制可能进一步体现在促进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实际

产出水平提高两个方面。 从要素投入数量渠道来看， 企业产能利用率低或产能过剩

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度 （韩国高等， ２０１１） ［２１］， 中非产能合作可

能通过影响固定资产投资作用于生产侧产能利用率。 一方面， 企业参与产能合作可

能会产生替代效应， 挤出部分国内投资， 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潜在产出或减缓了富余

产能的扩张速度； 另一方面， 企业参与中非产能合作也可能产生互补效应， 促进国

内投资扩张， 但若新增投资的产出效率更高， 则意味着生产侧产能利用率的提高。
基于此， 本文主要采用技术进步率 （ ｔｃ） 和实际产出 （ｏｕｔｐｕｔ） 变量作为要素

产出效率渠道的代理变量， 采用固定资产投资 （ ｆｉｘｒ） 变量作为要素投入数量渠道

的代理变量， 分别考察中非产能合作提升企业生产侧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机制。 其

中， 技术进步率 （ ｔｃ） 采用索洛余值法进行估算， 固定资产投资 （ ｆｉｘｒ） 采用固定

资产投资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进行度量， 实际产出 （ｏｕｔｐｕｔ） 的设定方法同前， 估

计结果见表 ７。 可以发现， 只有技术进步率和实际产出的核心解释变量 （ ｄｕ × ｄｔ ）
系数显著为正， 固定资产投资的核心解释变量 （ ｄｕ × ｄｔ ） 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说

明中非产能合作主要通过要素产出效率渠道对生产侧产能利用率产生了促进作用，
而要素投入数量渠道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 ７　 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ｔｃ ｏｕｔｐｕｔ ｆｉｘｒ

ｄｕ × ｄｔ ０ ０７８９∗∗ ０ ０７３０∗∗ －３ ４８３３
（２ ４８３） （２ ２５４） （－１ ５６５）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Ｎ ４ ４９１ ４ ４９１ ４ ４８４
Ｒ２ ０ ２０９ ０ ５０３ ０ １６８

五、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随着国内经济进入转型调整的关键时期， 我国加强了国内成熟产业和优势富余

产能与非洲国家的产能合作。 那么， 中非产能合作的成效如何， 是否达到了促进企

业产能利用率提升和化解国内富余产能的预期效果？ 不同企业参与中非产能合作的

成效有何差异？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本文主要从产能利用率的视角， 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

数据， 评估了中非产能合作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并探索了中非产能合作促进

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中非产能合作起到了化解国内富余产

能的重要作用， 促进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水平的提升， 但这一效应主要来源于生产侧

产能利用率提升， 对消费侧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尚不明显。 异质性检验发现： 第一，
中非产能合作促进了国有与集体企业、 外资与港澳台企业产能利用率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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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企业参与中非产能合作并未产生明显的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 第二， 中非产能

合作的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存在行业差异性， 仅对高产能利用率行业中的企业产生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产能利用率较低行业中的企业并未获得中非产能合作的积极效

应； 第三， 与制度环境相对较好的东道国进行中非产能合作更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

的产能利用率水平。 滞后效应检验发现， 中非产能合作对国内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

升效应具有短期持续性， 且仅在滞后一期通过生产侧发挥作用。 作用机制检验表

明， 中非产能合作主要通过要素产出效率渠道对生产侧产能利用率产生了促进作

用， 并未通过要素投入数量渠道发挥作用。
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 其一， 从产能利用率方面来看， 中非产能合作已取

得了一定成效， 基于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和中非产业结构的较强互补性， 鼓励

国内企业参与中非产能合作仍然具有广阔前景。 其二， 近年来， 我国私营企业日益

成为了产能合作的重要力量， 但私营企业在自身发展和海外投资方面仍然面临诸多

困难， 导致其在短期内可能无法获取产能合作的积极效应， 需要引导私营企业理性

参与产能合作并为其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支持， 鼓励私营企业积极寻求与其他所有

权性质企业之间的合作， 逐渐形成国有企业带私营企业、 大企业带小企业的共同

“走出去” 格局。 其三， 尽管企业参与产能合作能够提升产能利用率水平， 企业本

身也具有较强的对非直接投资的内在动力， 但非洲国家政治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导致

其对非投资面临相对更高的风险， 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够从中获益。 盲目地通过对

非直接投资方式转移富余产能， 对于产能利用率过低的行业和企业来说并不可取，
而鼓励高产能利用率的行业和企业积极参与中非产能合作， 特别是与非洲部分制度

环境相对较好的国家之间开展的产能合作， 是企业获取产能合作积极效应的必要条

件。 其四， 从生产侧和消费侧两个方面畅通中非产能合作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

的作用渠道， 一方面， 鼓励产能利用率较低的企业以商品、 机器设备等实物进行对

外直接投资或参与产能合作， 降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张速度， 从要素投入数量

方面提升企业生产侧产能利用率； 另一方面， 加强国内产品的海外宣传， 不断提升

产出质量， 拓展产品的海外销售渠道， 带动中间品和最终品出口， 充分挖掘从消费

侧方面提升产能利用率的潜力。 总体来看， 尽管中非产能合作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

效， 但产能合作对参与企业和东道国都具有较高要求， 利用中非产能合作化解国内

优势富余产能仍需采用循序渐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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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ｉｄｅ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ｃｏｎ⁃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ｓｉｄ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ｆｉｒｍｓ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ｎｌｙ ｈａｓ ａ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ｉｄ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ｉｒｍ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ｉｎｐｕ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ｆｉｘｅｄ ａｓｓｅ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 ａｎ ｏｒｄｅｒｌｙ ｗａｙ ａｎｄ ｓｔｅｐ ｂｙ
ｓｔｅｐ ｓｉｎｃｅ ｉｔ ｈａｓ ｈｉｇ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ｈａｔｓ
ｍｏｒｅ，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
ｔｉｏｎ ｓｉｄ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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