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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产

品层面出口退税率数据， 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双重视角考察了出口退税政策变动对

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出口退税率上调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投入和

创新产出， 这一结果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 选择性偏差问题以及使用不同衡量指标后

仍然稳健； 区分企业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后的结果显示， 出口退税政策的创新效应对

融资约束较紧和生产率较低企业的影响更大， 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企

业的影响更显著； 进一步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 由企业出口退税率上调引致的利润增

加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是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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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

位，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如何依赖国外和国内两个市场提

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对于 “十四五” 规划愿景目标的实现以及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至关重要。 受全球新冠疫情、 地缘政治摩擦等因素的影响， 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速

度下滑， 通过外部需求规模扩张来提升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动力减弱。 在此背景

下， 如何依赖内需和国内政策来加快创新型国家假设尤为重要。 作为调节出口贸易

的基本财政政策之一， 出口退税政策已成为我国进行出口管理和稳定外贸发展的重

要手段。 随着我国对低技术含量、 低附加值以及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退税率的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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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对高附加值、 高新技术产业出口退税率的提高， 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是否能够激

励企业从事更高水平的创新活动进而提高其国际竞争优势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对这

一问题的考察不仅有利于政府评估出口退税政策的经济影响， 对于如何在当前错综

复杂的形势下利用政策工具促进我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

拟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双重视角考察出口退税政策变动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出口退税政策作为一项贸易提升政策， 是对出口产品返还已在国内生产、 流通

和销售环节所征收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其目的是让出口产品以不含国内税的价格进

入出口市场， 避免国内和国外政府对出口产品进行双重课税。 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 （ＯＥＣＤ） 成员实施的出口完全退税政策不同， 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的特点是出口

退税率在不同产品之间差异很大， 调整幅度和调整频率高且政策干预目的性强。 在

产品层面上出口退税的差异使得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面临的出口退税率不同。 根据

Ｆｅｌｄｓｔｅｉｎ 和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０） ［１］的经典理论， 在特定条件下， 最优的出口退税政策

是基于目的地的完全退税。 在该政策下， 出口退税对进出口价格、 可贸易品和不可

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不会产生影响， 进而不会影响国家 （地区） 的进出口量。 而不

完全退税等同于对出口进行征税， 从而会对一国 （地区） 或企业的出口表现以及

生产行为产生影响。
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频繁性和广泛性为考察企业出口退税率变动对企业创新绩

效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识别基础。 一方面， 出口退税作为一项外生的来自供给侧的出口

冲击， 其政策调整会影响企业出口量的变动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２０１３［２］； Ｔ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３］； 刘怡等， ２０１７［４］； Ｇｏｕｒｄ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５］）。 较多学者指出由企业出口量变动引

起的出口冲击会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 （Ｂｕｓｔｏｓ， ２０１１［６］； 李兵等， ２０１６［７］；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８］）。 另一方面， 不完全的出口退税率等同于对企业征税， 企业税率的高低会影响

企业的生产和技术选择， 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影响 （Ａｋｃｉｇｉ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９］； Ｃａ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１０］）。 然而目前对出口退税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和出口

行为之间的关系， 从企业层面、 产品层面或企业—产品层面分别论证了出口退税率的提

高对出口规模扩大的积极影响 （Ｃｈａｏ， ２００１［１１］；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２０１３； Ｔ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白重 恩 等， ２０１１［１２］； 范 子 英 和 田 彬 彬， ２０１４［１３］； 刘 怡 等， ２０１７； Ｇａｒｒｅｄ，
２０１８［１４］）。 较少有研究从微观视角考察出口退税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并探讨

其背后的微观机理。 陈林和朱卫平 （２００８） ［１５］将出口退税政策与企业创新结合到一

起， 指出一国 （地区） 在一定的劳动资源禀赋和劳动市场环境下， 发展中国家

（地区） 的出口退税和创新补贴政策能够有效刺激其创新产出， 从而提升国家 （地
区） 的福利水平。 然而该研究主要是基于总量层面， 并未拓展到行业层面和企业

层面。
基于此， 本文使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

库和中国产品层面出口退税率数据， 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双重视角评估出口退税

政策变动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并检验了出口退税率变动影响企业创新行为背后

的机制。
与既有文献相比， 本文研究有如下三个方面的贡献： 第一， 现有研究从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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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价格加成、 出口持续时间、 生产率、 利润率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出口退税政策的

经济影响 （陈平和黄健梅， ２００３［１６］； 钱学锋等， ２０１５［１７］； 王雅琦等， ２０１５［１８］；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１９］； 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２０］ ）， 也有研究从微观视角考察出口

退税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丰富了这方面的内容； 第二， 本文

基于现有文献总结了出口退税政策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可能机制并进行了实证检

验， 这对于深入理解出口退税政策的创新效应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三， 本文

基于企业和行业特征考察了出口退税政策的异质性影响， 有利于评估出口退税政

策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异质性影响， 也便于政府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异化措施， 从侧

面揭示了出口退税政策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机制。

二、 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机制分析

（一） 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会通过出口规模扩大效应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

出口退税率调整作为一种相对外生的供给侧的出口冲击， 其变化会通过影响

企业的出口规模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 具体而言， 企业出口规模扩大可能会

通过以下渠道对企业的创新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一是利润增加效应， 由出口退税

率上调引致的出口规模扩大会直接提高企业的利润， 从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进而使企业有足够的内部现金流从事创新活动。 较多研究指出企业创新活动对融资约

束较为敏感， 张杰等 （２０１２） ［２１］使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发现融

资约束会显著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 王雅琦和卢冰 （２０１８） ［２２］、 周开国等 （２０１７） ［２３］

均得出类似结论， 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有利于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 二是出口学习效

应， 出口退税率提高会激励企业扩大在出口市场的销售规模， 从而有利于企业在出口

市场的持续生存 （靳玉英和胡贝贝， ２０１７）。 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给企业深度融入出

口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深度融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 一方面， 企业从国外

客户的订单中学习新技术； 另一方面， 也可能通过模仿国外竞争对手的产品设计、 工

艺流程、 营销策略等获得技术溢出， 在学习和模仿中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ａｎｄ Ｇｕ， ２００４［２５］； 李兵等， ２０１６）。
（二） 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会通过竞争效应抑制企业的创新活动

根据经典的异质性贸易企业理论， 企业预期利润和进入成本的相对大小是决定

企业是否出口的重要决策依据。 随着政府对特定产品或行业出口退税率的提高， 企

业预期可获得的出口退税额和利润增加， 进入出口市场的临界成本下降， 从而会有

较多企业进入到出口市场， 出口市场竞争加剧。 钱学锋等 （２０１５） 在 Ｍｅｌｉｔｚ 和 Ｏｔ⁃
ｔａｖｉａｎｏ （２００８） ［２６］提出的模型下嵌入出口退税率， 考察了出口退税率提高对企业价

格加成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出口退税率提高显著降低了企业价格加成， 企业

价格加成作为衡量竞争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这一结果意味着出口退税率的提高显

著增加了出口市场的竞争程度， 较高的竞争程度可能会使得企业缺乏必要的利润积

累从而对创新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Ｋｕ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２７］； 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２８］）。
总结以上两种渠道， 一方面， 由出口退税率提高产生的出口规模扩大可能会通

过利润增加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 另一方面， 出口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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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提高还会引致较多企业进入出口市场， 市场竞争程度加剧， 从而对企业创新行为

产生不利影响。 企业出口退税率调整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取决于这两种渠道的总和

效应。 本文将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来考察这两者的关系并对可能的机制进行检验。

三、 实证模型设定、 变量测度与数据来源

（一） 实证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出口退税率变动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参照 Ｃｈａｎｄｒａ 和 Ｌｏｎｇ
（２０１３）、 钱学锋等 （２０１５） 的研究， 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ｌ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ｊｔ ＝ β０ ＋ β１ｖａｔｒｅｂ＿ ｆｉｊｔ ＋ αＸ ｊｉｔ ＋ γＺ ｊｔ ＋ μｉ ＋ ηｔ ＋ ξｉｊｔ （１）
其中， ｌ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ｊｔ 是行业 ｊ 企业 ｉ 在第 ｔ 年的创新指标， ｖａｔｒｅｂ＿ ｆｉｊｔ 是行业 ｊ 企

业 ｉ 在第 ｔ 年的平均出口退税率； Ｘ ｊｉｔ 是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集合， 用以控制企业层

面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主要指标； Ｚ ｊｔ 是行业层面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集合， 用以

控制行业层面随时间变化的主要特征变量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μｉ 和 ηｔ 分别是企

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企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

观测变量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如企业的经营文化、 管理能力等； 时间固定效应

是为了控制各年宏观层面的经济冲击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ξｉｊｔ 是随机误差项， 服

从正态分布。
（二） 主要指标测度

１． 企业出口退税率的测度

参照钱学锋等 （２０１５）、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 等 （２０１７） 的研究， 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方

法测算企业层面的出口退税率。
第一种方法是使用加权的企业出口退税率， 权重是企业出口各产品的出口额占企业

当期总出口额的份额。 该指标考虑了各产品在企业出口中的相对重要性， 从而不同出口

比重产品其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 衡量公式如下：

ｖａｔｒｅｂ＿ ｆｉｊｔ ＝ ∑
ｖａｌｕｅｉｊｐｔ
ｖａｌｕｅｉｊｔ

×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ａｔ＿ ｒｅｂａｔｅｐｔ （２）

其中， ｖａｔｒｅｂ＿ ｆｉｊｔ 是行业 ｊ企业 ｉ在第 ｔ年的出口退税率；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ａｔ＿ ｒｅｂａｔｅｐｔ 是
ＨＳ６ 位码产品 ｐ 在第 ｔ 年的出口退税率； ｖａｌｕｅｉｊｐｔ 是行业 ｊ企业 ｉ产品 ｐ在第 ｔ年的出口

额； ｖａｌｕｅｉｊｔ 是行业 ｊ 企业 ｉ 在第 ｔ 年的总出口额。
由于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变化会影响产品的出口额变化， 为了避免上一期出口退

税率变化对当期产品出口额的影响， 本文还使用未加权的企业出口产品平均退税率

作为企业出口退税率的衡量指标。
此外， 不同产品面临的增值税率存在差别， 只使用产品层面出口退税率的绝对

值难以准确判断产品出口退税率相对于其增值税的变化幅度。 因此， 本文还进一步

使用产品出口退税率占其增值税率的比重来衡量产品层面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幅度，
以企业层面各产品出口份额作为权重重新测算企业出口退税率， 并将其作为本文核

心变量的稳健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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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企业创新行为的测度方法

企业创新行为可分为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 前者主要指研发投入， 后者可以用

新产品数目、 新产品产值或专利申请数量表示。 限于数据可得性和统计信息的完备

性， 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新产品产值的对数 （ｌｎｎｅｗｐ） 作为企业创

新行为的主要衡量指标， 并使用企业研发投入的对数 （ｌｎｒｄ） 作为稳健性指标。
３．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企业层面主要特征变量如下： 一是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 ｌｎｔｆｐ），
企业生产率对其创新活动有着积极的影响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本文主要使用

ＬＰ 方法以中间投入作为企业生产率的代理变量来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二是企

业的资本劳动比 （ｌｎｋｌ）， 企业的资本密集度越高， 越有可能进行研发投资并具有

较高的创新产出， 本文使用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除以企业雇佣人数的比率来衡量；
三是企业平均工资 （ｌｎｐｗａｇｅ）， 本文还控制了企业平均工资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可能

影响， 使用企业应付工资总额与企业雇佣人数的比值来衡量； 四是企业年龄

（ｌｎａｇｅ）， 位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其创新决策存在较大差异， 本文还控制了

企业的年龄， 使用企业所在年份减去成立年份得到企业年龄。
４． 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 ４ 位码行业层面的主要特征变量来控制行业层面随时间变化的主要因

素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一是行业沉没成本 （ ｌｎｉｎｄｋｌ）， 行业沉没成本越高， 进

入该行业的门槛越高， 从而可能削弱企业的创新动力， 本文使用行业的资本劳动比

来衡量行业的进入成本； 二是行业的赫芬达尔指数 （ｈｈｉ）， 该指标主要用于衡量行

业的竞争程度， 行业竞争程度越高， 企业越有可能通过创新来规避低端竞争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２９］。 本文使用行业的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特定产业的垄断程

度， 该指标的衡量方式如下：

ｈｈｉ ｊｔ ＝ ∑
ｎ

ｉ ＝ １
（ ｔｏｔａｌ＿ ｓａｌｅｉｊｔ ／∑

ｎ

ｊ ＝ １
ｔｏｔａｌ＿ ｓａｌｅｉｊｔ） ２ （３）

其中， ｔｏｔａｌ＿ ｓａｌｅｃｉｊｔ 是城市 ｃ行业 ｊ企业 ｉ在第 ｔ年的销售额， 该值在 ０～１ 范围内

取值， 该值越大， 行业的集中度越高， 垄断程度也越高。
（三）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来自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中国工

业企业数据库； 第二类来自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中国海关统计局提供的中国海关数据库。
参照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２） ［３０］的研究， 本文依次按照企业名称、 邮政编码、 电话号

码后 ７ 位以及法人代表姓名等信息对这两类数据库进行了匹配， 匹配上样本的出口

总额占到海关总出口额的 ４０％左右； 第三类来自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由国家税务总局发

布的 ＨＳ１０ 位码层面的出口退税率和增值税率数据， 为了便于分析， 本文将 ＨＳ１０
位码层面的出口退税率进行简单平均加总到 ＨＳ６ 位码层面， 并分年份按照 ＨＳ６ 位

码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再次进行了匹配， 从而计算

出了企业层面的出口退税率。 此外， 由于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对象主要是从事

一般贸易活动的企业， 对于从事加工贸易特别是来料加工贸易的企业实行 “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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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退” 的政策。 因此， 本文的分析样本以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为主。

四、 实证回归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报告了企业层面出口退税率变化对企业创新行为影响的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１ 第 （１） — （３） 列是企业出口退税率变化对企业创新产出—
新产品产值的影响， 第 （４） — （６） 列是企业出口退税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第 （１） 列， 本文在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基础上， 只加入企业层面的

加权出口退税率， 从该回归结果可知， 企业出口退税率与企业新产品产值显著正相

关。 第 （２） 列在第 （１） 列的基础上加入企业层面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重要特征变

量后， 本文发现企业出口退税率上调对企业新产品产值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 第

（３） 列在第 （２） 列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行业层面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变量对企业创新

行为的影响， 得出了类似结论。 企业出口退税率每提高 １％， 企业新产品产值对数值

提高 ０ ８２３％。 由出口退税率提高引致的出口规模扩大可能提高了企业利润， 增加了

企业内部现金流， 使企业有较多的资本能够从事研发活动从而提高创新产出。 由于较

高的创新产出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研发投入， 表 １ 第 （４） — （６） 列进一步检验了企

业出口退税率变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 企业出口退税率提高显著

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投入。 在当前外需对经济增长和企业创新能力拉动作用减弱的背景

下，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来自供给侧的税收减免能够有效激励企业的创新行为， 我国

政府应当继续发挥供给侧改革对企业创新行为的激励效应。

表 １　 企业出口退税率变化与企业创新行为———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ｌｎｎｅｗｐ ｌｎｒ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ｖａｔｒｅｂ＿ ｆ ０ ９６１∗∗ ０ ８０２∗ ０ ８２３∗ ０ ９７６∗∗ １ ０２６∗∗ １ ０３７∗∗

（０ ４４７） （０ ４４７） （０ ４４８） （０ ４１５） （０ ４１５） （０ ４１５）

ｌｎｔｆｐ ０ ２２２∗∗∗ ０ ２２１∗∗∗ ０ １０５∗∗∗ ０ １０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ｌｎｋｌ ０ ０９８∗∗∗ ０ ０９５∗∗∗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３）

ｌｎｐｗａｇｅ －０ ０９７∗∗∗ －０ ０９７∗∗∗ ０ ０８６∗∗∗ ０ ０８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ｌｎａｇｅ ０ １４２∗∗∗ ０ １４４∗∗∗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ｌｎｉｎｄｋｌ ０ ０３７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７）

ｈｈｉ ０ １３３∗ ０ ０５３
（０ ０６８） （０ ０５８）

常数项
０ ６８９∗∗∗ －０ １９７∗ －０ ３７４∗∗ ０ ７９４∗∗∗ ０ ０７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７２） （０ １０４） （０ １５６） （０ ０６４） （０ ０９７） （０ １４４）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５６ ７１４ １５６ ６９０ １５６ ６９０ １２１ ０６６ １２１ ０４２ １２１ ０４２
Ｒ２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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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他企业层面控制变量而言，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资本密集度对企业创

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都显著为正， 与现有文献一致。 企业生产率越高， 规模越

大， 企业的利润越高， 企业越可能具有足够的资本进行研发投入活动， 其研发产出

也越高。 企业平均工资提高对企业新产品产值的影响显著为负， 这表明企业平均工

资提高会降低企业的研发产出。 而企业平均工资提高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显著为

正， 这可能是因为更高的工资会激励企业通过研发投入提高创新能力， 从而规避其

成本提高带来的负向冲击。 企业年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显著， 然而生存时间

久的企业其新产品产值相对较高。 就行业层面的特征变量而言， 企业所在行业的资

本密集度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垄断程度高的行业其新产品产值

相对较高。
（二） 内生性问题分析

一般而言， 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变动是由政府引起的， 相对外生于单个企业的生

产经营行为。 然而， 企业可能为了获得更多的出口退税额进行研发创新活动， 提高

生产效率， 扩大出口， 这使得企业创新行为和企业出口退税率之间可能存在潜在的

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 此外， 还可能存在其他共同影响企业创新行为和企业出口

退税率的不可观测因素， 使本文研究存在遗漏变量问题， 在这里， 本文主要使用工

具变量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 Ｔａｎ 等 （２０１５）、 刘怡等 （２０１７） 的研究基础上， 本文选择 ４ 位码行业层面

未加权的平均产品出口退税率作为企业层面出口退税率的工具变量， 主要原因如

下： 一方面， 行业层面的出口退税率不受单个企业的影响， 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

性； 另一方面， 企业生产和出口的主要产品是 ４ 位码行业下面的细分产品， 企业出

口退税率的变动与行业出口退税率密切相关， 满足相关性假定。 此外， 根据

Ｆｉｓｍａｎ 和 Ｓｖｅｎｓｓｏｎ （２００７） ［３１］的研究， 加总层面的变量能够部分有效地解决遗漏变

量问题。
表 ２ 第 （１） 列给出了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 检验了工具变量和内生

变量的相关性。 从第 （１） 列的回归结果来看， 行业层面的出口退税率与企业层面

的出口退税率密切相关， 行业的平均出口退税率越高， 企业层面的出口退税率值越

大。 第 （２）、 （３） 列是直接使用工具变量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进行回归的

结果， 这两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行业层面的出口退税率变化与企业研发投入和新产

品产值的关系显著为正， 间接验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行业的出口退税

率越高， 企业的平均出口退税率越高， 企业预期的出口退税额和利润越高， 从而越

有动力进行创新活动。 表 ３ 第 （５）、 （６） 列报告了工具变量二阶段的回归结果。
在控制了企业层面的主要特征变量以及企业、 时间固定效应后， 企业出口退税率对

企业研发投入和新产品产值的影响显著为正， 与基准结果类似。 识别不足检验统计

量和弱识别检验统计量的值都很大， 拒绝了识别不足和弱识别的原假设， 说明本文

选取的工具变量与企业出口退税率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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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企业出口退税率变化与企业创新行为———工具变量法

变量

ＩＶ 第一阶段 直接影响 ＩＶ－Ｆ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ｖａｔｒｅｂ＿ ｆ ｌｎｎｅｗｐ ｌｎｒｄ ｌｎｎｅｗｐ ｌｎｒｄ

ｖａｔｒｅｂ＿ ｆ ４ ３４３∗∗ ３ ２１１∗∗

（１ ８０３） （１ ２７３）

ｖａｔｒｅｂ＿ｉｎｄ ０ ０８６∗∗∗ ０ ３８１∗∗ ０ ３１２∗∗

（０ ００４） （０ １５５） （０ １２４）
企业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识别不足检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７７ ５２８ ８０ ５５３

弱工具变量检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５８４ ８４９ ８７７ ３７２

Ｎ ２０６ ７３７ １４２ ０４２ １０９ ５２３ １１３ ５４９ ８８ ０８１
Ｒ２ ０ ５５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０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国民经济行业 ４ 位码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５％水平上显著。

（三） 稳健性检验

１． 使用不同指标衡量企业层面的出口退税率

为了规避产品出口退税率变化引致的产品出口份额变化对本文结果的潜在影

响， 首先使用未加权的企业平均产品出口退税率 （ ｖａｔｒｅｂ＿ ｆ１） 作为企业出口退税

率的替代衡量指标重新对基准方程进行回归， 该方法下的回归结果显示在表 ３ 的前

两列。 从表 ３ 第 （１）、 （２） 列的回归结果来看， 在控制了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的

主要特征变量后， 企业未加权的平均出口退税率对企业新产品产值和研发投入的影

响显著为正， 与基准回归结果类似。 同时由于不同产品面临的增值税率不同， 本文

进一步使用产品出口退税率占其增值税的比重衡量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变化幅度， 并

使用企业产品出口份额进行加权重新计算了企业层面的出口退税率 （ ｖａｔｒｅｂ＿ ｆ２），
并对基准方程进行了再次回归， 回归结果显示在表 ３ 的第 （３）、 （４） 列。 从这两

列的回归结果来看， 在控制了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的主要特征变量以及企业和时间

固定效应之后， 该方法下企业平均出口退税率对企业新产品产值和研发投入的影响

都显著为正， 与基准回归结果类似。 这表明本文的结果并不是由企业平均出口退税

率的特定计算方法带来的， 验证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２． 考虑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由于企业创新决策并非是一个随机事件， 其创新选择会受到企业生产率、 规模

等因素的影响。 如果直接进行 ＯＬＳ 回归可能会产生样本选择偏差的问题， 因此本

文还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来处理这一问题， 回归结果如表 ３ 的第 （５）、 （６） 列所

示。 从这两列的回归结果来看， 在考虑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之后， 企业出口退税率

提高对企业研发投入和新产品产值的正向影响仍然显著存在， 与基准回归结果类

似， 说明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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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企业出口退税率变化与企业创新行为———使用不同的指标

变量

使用不同的衡量指标 考虑样本偏差问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ｎｅｗｐ ｌｎｒｄ ｌｎｎｅｗｐ ｌｎｒｄ ｌｎｎｅｗｐ ｌｎｒｄ

ｖａｔｒｅｂ＿ ｆ１ ０ ０５１∗∗∗ ０ ０３２∗∗∗ ０ ８００∗ １ ０２９∗∗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１） （０ ４４６） （０ ４１５）

ｖａｔｒｅｂ＿ ｆ２ ０ １４９∗ ０ １５６∗∗

（０ ０７６） （０ ０７０）

逆米尔斯比率
－１ ８３３∗∗∗ －０ ３３１∗

（０ ０７０） （０ １８９）
企业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５４ ４４１ １１９ ３０６ １５４ ４４１ １１９ ３０６ １５６ ６９０ １２１ ０４２

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０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３． 考虑单产品出口企业和多产品出口企业的差异

本文还进一步区分了单产品出口企业和多产品出口企业考察企业出口退税率变

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回归结果见表 ４。 从表 ４ 的回归结果来

看， 企业出口退税率提高会显著提高多产品出口企业和单产品出口企业的研发投

入， 与基准回归结果类似。 然而企业出口退税率提高对单产品出口企业和多产品出

口企业的研发产出的影响不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研发投入， 企业将研发投入

转换为研发产出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企业出口退税率变化对这些企业当期的新产

品产出的影响不显著。

表 ４　 企业出口退税率变化与企业创新行为———考虑出口产品数目的差异

变量

单产品出口企业 多产品出口企业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ｎｅｗｐ ｌｎｒｄ ｌｎｎｅｗｐ ｌｎｒｄ

ｖａｔｒｅｂ＿ ｆ
－０ ０８０ １ ８３１∗∗ ０ ６５２ １ ２７４∗∗

（０ ８８３） （０ ８２３） （０ ５９９） （０ ５５６）
企业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４１ ０４３ ３１ ４０８ １１５ ６４７ ８９ ６３４

Ｒ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２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表示在 ５％水平上显著。

（四） 异质性影响分析

由于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 融资约束、 所在行业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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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存在显著异质性， 本文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融资约束、 行业资本密集度和技术

密集度四种异质性分析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企业创新行为的非对称性影响。
１ 企业生产率异质性

一般而言， 企业生产率越高， 其利润越高， 企业进行自主研发的能力越强。 由

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增加的利润对这类企业的边际激励效应有限， 因此该类企业的创

新决策受出口退税的影响较小。 本文预期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出口退税率的交互项系

数为负。 在这里， 本文对企业出口退税率与企业初期全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０） 进行交

互加入到基准方程中进行重新回归。 回归结果见表 ５ 第 （１）、 （２） 列。 从这两列

的回归结果来看， 在控制了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主要特征变量后， 企业出口退税率

的单独项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 与基准回归结果类似。
企业出口退税率与企业初期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这表明企业出口

退税率对企业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对高生产率企业较小， 即高生产率企业受到出口

退税率的激励作用较小， 与本文的预期一致。 这一结果表明出口退税率提高有利于

改善中小出口企业的创新环境， 提高其抵御贸易摩擦的能力。

表 ５　 企业出口退税率与企业创新行为———企业异质性

变量

企业生产率异质性 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ｎｅｗｐ ｌｎｒｄ ｌｎｎｅｗｐ ｌｎｒｄ

ｖａｔｒｅｂ＿ ｆ ４ ７２２∗∗∗ ９ ０１６∗∗∗ ０ ８６１∗ １ ０５０∗∗

（１ ０７４） （０ ９００） （０ ４４８） （０ ４１５）
ｖａｔｒｅｂ＿ ｆ×ｔｆｐ０ －１ ３４０∗∗∗ －２ ７２２∗∗∗

（０ ３３６） （０ ２７３）

ｖａｔｒｅｂ＿ 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９）

企业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５６ ６５３ １２１ ０１０ １５１ ６１７ １２１ ０４２

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０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２ 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

根据本文的机制分析可知， 由企业利润增加带来的融资约束缓解是企业出口退

税率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机制。 因此， 本文预期企业出口退税率对融资约束相

对较大的企业的创新活动影响较大。 参照 Ｍａｎｏｖａ 和 Ｙｕ （２０１６） 的方法［３２］， 本文使

用企业现金流与企业固定资产的比值来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 并使用该指标的初期

值 （ ｆｉｎａｎｃｅ０） 与企业出口退税率进行交互加入到基准方程中进行重新回归， 回归

结果见表 ５ 第 （３）、 （４） 列。 从这两列的回归结果来看， 企业出口退税率单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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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显著为正， 与基准回归结果类似。 企业出口退税率与

企业融资约束的交互项系数为负， 与本文的预期基本一致。 企业出口退税率提高的

创新效应对融资约束较宽松的企业影响较小。 然而该交互项只对企业新产品产值的

影响显著， 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研发数据相较于新产品产

值数据缺失较多， 从而产生估计上的偏差。
３ 企业所在行业的技术密集度和资本密集度异质性

表 ６ 第 （１） — （４） 列分别考察了资本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高技术密集型

和低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出口退税率变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从表 ６ 的回归结

果可知， 在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和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之后， 企业出

口退税率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正向影响只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较为显

著。 这可能是因为， 近年来， 我国出口退税率变化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提高高附加

值、 高技术含量等行业的出口退税率， 从而资本密集度较高行业和技术密集度较高

行业的平均出口退税率提高较多， 企业获得的出口退税相对较多， 进而对该行业内

企业研发的激励较大。

表 ６　 企业出口退税率与企业创新行为———行业异质性

企业

资本密集型行业 劳动密集型行业 高技术密集型行业 低技术密集型行业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ｎｅｗｐ ｌｎｎｅｗｐ ｌｎｎｅｗｐ ｌｎｎｅｗｐ

ｖａｔｒｅｂ＿ ｆ
１ ２５０∗ ０ １４６ ２ ８０２∗∗ ０ ４４０

（０ ６９７） （０ ６２４） （１ ２７８） （０ ４７７）

企业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５７ ０９８ ９９ ５９２ ３２ ７２３ １２３ ９６７

Ｒ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１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５％、 １０％水平上显著。

五、 影响机制检验

企业出口退税率上调引致的出口规模扩大会通过利润增加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

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 而由出口成本下降引致的竞争效应则会降低企业的创新绩

效。 本文的实证回归结果表明出口规模扩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正向效应超过了出口

规模引致的竞争效应， 从而企业出口退税率的提高显著增加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

出。 钱学锋等 （２０１５） 从理论和实证视角论证了企业出口退税率提高会加强市场

竞争程度， 进而对企业价格加成产生负向冲击。 本文重点检验企业出口退税率提高

引致的利润增加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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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利润增加效应， 本文主要通过考察企业出口退税率与企业利润的因果关系

进行检验， 回归结果见表 ７ 第 （ １） 列。 对于出口学习效应， 参照毛其淋

（２０１９） ［３３］的研究， 本文通过考察出口退税变动对企业研发投入持续时间和创新产

出持续时间的影响来进行检验。 这主要是因为： 企业在目的地市场多期生存产生的

出口学习效应有利于企业持续地学习国外先进知识和技术并对自身研发活动产生正

向溢出效应， 从而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持续性。 本文以样本期间新进入

研发投入序列或新产品产值序列的企业为分析样本， 使用离散时间生存模型

Ｃｌｏｇｌｏｇ 方法分别估计企业出口退税率上调对其退出研发投入序列和新产品产值序

列概率的影响， 回归结果见表 ７ 第 （２）、 （３） 列。
在表 ７ 的第 （１） 列， 控制其他企业层面影响企业利润率①的主要特征变量，

本文在回归中加入了关键解释变量， 即企业出口退税率。 研究结果显示， 企业出

口退税率上调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利润率， 与本文的理论预期一致。 企业出口退

税率提高有助于增加企业利润， 从而使得企业有足够的内部现金流进行研发

投资。
表 ７ 的第 （２） 列和第 （３） 列依次是使用离散时间生存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考察出

口退税率上升对企业退出研发投入序列和新产品产值序列风险概率 （使用 ｆａｉｌ 表
示） 的影响。 从这两列的回归结果来看， 在控制了企业和行业层面影响企业研

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主要特征变量后， 企业出口退税率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企业退

出研发和新产品产值序列的风险概率， 延长了企业研发投入的持续时间和创新产

出的持续时间。 这一结果进一步佐证了出口退税率上调对企业创新行为的积极影

响。 出口退税率上调通过提高企业利润为企业在出口市场生存创造稳定的外部环

境， 进而保障了企业创新行为的持续性。

表 ７　 企业出口退税率与企业创新行为———影响机制检验

变量

ＦＥ Ｘｔｃｌｏｇｌｏｇ

（１） （２） （３）

ｐｒｏｆｉｔｒ ｆａｉｌ＿ｒｄ ｆａｉｌ＿ｎｅｗｐ

ｖａｔｒｅｂ＿ ｆ ０ ０２９∗∗ －４ ８４４∗∗∗ －２ ７２６∗∗∗

（０ ０１２） （０ ７４６） （０ ５４９）
企业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ρ ０ ２２７∗∗∗ ０ ２２２∗∗∗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４）
Ｎ ２２７ ７４７ １０ ９５９ １４ ９５４

Ｒ２ ０ ０５３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５％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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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产品层

面出口退税率数据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双重视角考察了企业出口退税率变化对企

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并分析检验了出口退税率变动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微观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出口退税率的上调显著激励了企业的创新活动， 提高了企业研发投

入和创新产出， 这一结果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显著； 由于企业在生产率、
融资约束和所在行业特征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因而出口退税政策变动对企业创新

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出口退税政策的创新效应对融资约束较紧和生产率

较低企业的影响更大， 出口退税政策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创新行为

的影响更为显著； 本文的结果意味着由出口退税率上调引致的出口规模扩大效应大

于竞争效应， 从而出口退税率提高对企业的创新行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促进了企

业研发投入的增加， 进而提高了企业新产品产值， 其中， 出口规模扩大带来的利润

增加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是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的主要渠道。
基于研究结果， 结合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

继续发挥出口退税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微观激励机制， 完善出口退税机制， 促

进外贸企业的创新升级； 第二， 进一步加大对高技术含量企业和高附加值企业的

出口退税幅度， 降低这类企业的税收成本， 激励其将更多资源用于创新活动， 推

动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第三， 在继续发挥出口退税政策积极影响的同时， 还

需要加强对出口退税制度的管理， 简化出口退税的退税流程， 甄别真正需要退税

的出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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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ＡＴ ｒｅｂａｔｅ ｒ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ｓ 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ｓｕｎｋ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ＡＴ
ｒｅｂ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ｏｒ ｆｉ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ｔｉｇｈｔ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ｆｉｒｍ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ＡＴ ｒｅｂ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ｆｕｒ⁃
ｔｈｅ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 ｌａｒｇｅｒ 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ＶＡＴ ｒｅｂ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ｆｏｒ ｏｕ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ＡＴ Ｒｅｂ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ｉｒ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ｒｏｆｉ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ｙ⁃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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