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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构建局部均衡模型基础上， 采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匹配数据进

行经验分析， 研究国外供应商势力对中间产品进口企业创新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

明： 国外供应商势力与企业创新呈显著的 “倒 Ｕ 型” 关系， 国外供应商势力在一

定范围内有利于企业创新， 而当其超越某一临界值时则会抑制企业创新； 国外供应

商势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与中间产品特征密切相连， 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产品企业

的创新对国外供应商势力的反应更为敏感； 国外供应商势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不

同进口行业间存在显著差异， 技术密集度高、 价值链地位低、 技术供给能力弱的行

业更易受国外供应商势力的制约； 国外供应商势力效应在不同贸易类型的企业之间

也存在异质性， 相比于加工贸易企业， 一般贸易企业的创新较少受国外供应商势力

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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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以来， 中间产品进口贸易快速发展， 部分企业从中实现

了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 但许多企业无法持续获得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 价值链地

位偏低、 缺乏自主核心技术是中间产品进口企业技术升级受到阻碍的主要原因

（张翊等， ２０１５） ［１］。 当前， 核心中间产品的技术研发、 生产配置等价值链高端环

节仍由发达国家垄断， 本土企业价值链攀升面临着不可忽视的外在阻力， 如何在国

外技术垄断下实现创新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特别是随着逆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

剧， 发达国家技术限制措施使中间产品进口及其对企业生产的影响存在更多不确定

性， 深入探讨进口中间产品市场结构及其对本土企业发展的作用机理显得尤为

重要。
较多已有研究发现， 中国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困境， 在中间产品进口中容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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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对高技术产品的依赖， 进而导致自主创新能力和动力的不足， 难以实质性地提升

价值链地位 （张杰， ２０１５［２］； 沈国兵和于欢， ２０１７［３］）。 邢孝兵等 （２０１８） ［４］发现，
进口高技术产品对本土企业创新产生了抑制作用， 并且这种负面影响随着产品技术

含量的提升而增大， 尤其当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和核心产品存在过度依赖时， 中间

产品进口更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 纪月清等 （２０１８） ［５］分析进口中间产品对企业创

新影响具有异质性后指出， 进口中间产品对产品创新的负向效应主要存在于加工贸

易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 上述研究对本文开展进口中间产品市场结构与本土企业创

新关系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中间产品进口本身对于本土企

业的直接影响， 并未进一步明确市场结构在其中的作用， 而进口中间产品市场结构

往往是决定上下游企业行为及互动关系的重要因素， 因此本文尝试引入国外供应商

势力， 探索其对中间产品进口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与效果。
与已有研究相比， 本文主要边际贡献有： 第一， 建立国外供应商势力影响企业

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延伸了中间产品进口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 有利于基于市场

结构角度拓展全球价值链 “俘获” 或 “锁定” 效应理论。 第二， 首次构建包含产

品和区位特征的市场势力指标， 以此衡量中间产品进口企业面临的国外供应商势

力。 第三，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国外供应商势力对

中间产品进口企业创新的影响， 发现国外供应商势力与企业创新存在 “倒 Ｕ 型”
关系。 进一步从中间产品特性、 进口行业及企业性质等维度分析国外供应商势力对

企业创新影响的异质性。

一、 文献综述

本文主题与中间产品进口效应和全球价值链升级两个相互联系的研究领域密切

相关。 前者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对中间产品进口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和创新的考

察。 郑亚莉等 （２０１７） ［６］关注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提出进口中

间产品质量的提升有利于企业提高生产率水平。 Ｏｌｐｅｒ 等 （２０１７） ［７］ 注意到中间产

品进口对异质性企业的生产率提升具有差异性影响， 发现中间产品进口对初始生产

率较高企业的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陈昊等 （２０２０） ［８］ 则从来源地角度

分析中间产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认为进口来源地集中化更有利于企业生产

率的提升。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１７） ［９］ 揭示了中间产品进口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发现中间

产品进口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积极影响。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ｉａ 和 Ｆａｓｓｉｏ （２０１９） ［１０］ 分析了中

间产品进口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研究表明中间产品进口有利于增大企业产品创

新的可能性。 Ｇｉｂｓｏｎ 和 Ｇｒａｃｉａｎｏ （２０１８） ［１１］进一步探索中间产品进口对企业创新的

作用机制， 发现中间产品进口主要通过自选择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对企业创新产生

促进作用。 此外， Ｇｏｎｃｈａｒ 和 Ｋｕｚｎｅｔｓｏｖ （２０１８） ［１２］认为中间产品进口对企业创新的

影响机制还包括学习效应、 成本效应、 规模经济效应和研发互补效应。 从上述研究

来看， 价格和质量是中间产品进口作用于企业技术升级的重要机制， 而中间产品价

格和质量是上下游企业在一定市场结构下决策和博弈的结果， 因此， 市场结构应是

中间产品进口效应的重要决定因素， 但相关研究却对此鲜有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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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相关研究普遍认为， 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 嵌入全球

价值链是企业学习吸收知识和实现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 （陶锋和李诗田， ２００８［１３］；
Ｐｉｅｔｒｏｂｅｌｌｉ ａｎｄ Ｒａｂｅｌｌｏｔｔｉ， ２０１１［１４］）。 近期许多经验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 Ｚｈａｎｇ
和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２０１６） ［１５］解构了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并分析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

响， 研究发现本土企业早期通过引进外来技术嵌入价值链， 从中获取知识技术溢出

而逐渐实现自主创新。 杨蕙馨和张红霞 （２０２０） ［１６］的实证研究结果同样支持全球价

值链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对技术创新产生积极作用。 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全球价

值链分工对技术发展的影响较为复杂， 虽然全球价值链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具

有促进作用， 但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技术发展停滞甚

至倒退的风险。 根据全球价值链低端 “锁定” 或 “俘获” 理论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ａｎｄ
Ｓｃｈｍｉｔｚ， ２００２［１７］； Ｇｅｒｅｆｆ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１８］ ）， 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体系下较难从根

本上实现转型升级。 张杰和郑文平 （２０１７） ［１９］强调以加工贸易方式嵌入价值链会对

企业创新产生负面影响。 魏龙和王磊 （２０１７） ［２０］、 苏丹妮等 （２０２０） ［２１］认为嵌入方

式是企业在价值链上呈现技术进步差异化的主要原因， 嵌入上游环节的企业承担着

创新职能而更快地实现技术升级， 但从下游环节嵌入的企业难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和绩效水平。 总体分析， 上述研究主要通过全球价值链核算指标和案例分析探究企

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利弊得失， 但对价值链上下游企业关系的系统研究还不多见。

二、 理论框架

（一） 需求者偏好

借鉴 Ｋｕｇｌｅｒ 和 Ｖｅｒｈｏａｇｅｎ （２０１２） ［ ２２ ］的研究， 假设企业面对的需求者偏好为包

含产品质量的常弹性效用函数 Ｕ ＝ ∫
Ω

λ ｉ ｑｉ( )
σ－１
σ ｄｉ[ ]

σ
σ－１ ， 其中 λ ｉ 和 ｑｉ 分别表示企业 ｉ

的产品质量和需求量， 共有 Ω 个企业并且每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 σ （ σ ＞ １）

为 Ω 种产品的不变替代弹性。 假设 Ｐ ＝ ∫
Ω

ｐｉ
１－σ λ ｉ

σ－１ｄｉ[ ]
１

１－σ
是经质量水平调整的产

品价格指数， 其中 ｐｉ 为企业 ｉ 的产品价格。 求解需求者效用最大化问题可得企业 ｉ

的产品需求量为 ｑｉ ＝ Ｑ
ｐｉ

Ｐ
æ

è
ç

ö

ø
÷

－σ

λ ｉ
σ－１ 。

（二） 企业生产技术

参照 Ｂｅｒｎ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９） ［２ ３ ］ 的研究， 假设本土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ｙｉ ＝ κ ｚｉ ｌαｉ
ｕ１－β
ｉ ｖβｉ( ) １－α ， 其中 ｚｉ 、 ｌｉ 、 ｕｉ 和 ｖｉ 分别表示生产率、 劳动投入、 国内中间产品投入

和进口中间产品投入， κ 为生产函数标准化系数。 ｖｉ 设为包含产品质量的进口中间品

组合 ∫
Ｎ

η ｊ ｘ ｊ( )
ε－１
ε[ ]

ε
ε－１ ， η ｊ 和 ｘ ｊ 分别为第 ｊ种产品的质量水平和需求数量， ε（ε ＞ １）

为进口中间产品的替代弹性。 通过上述生产函数可得企业 ｉ 的边际成本为 ｃｉ ＝
ｗ ｃ１ｉ( ) α ｐＤ ｃ２ｉ( ) １－β ｐＦ ｃ３ｉ( ) β[ ] １－α ， ｗ 表示劳动力价格， ｐＤ 和 ｐＦ 表示国内外中间产

４３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品价格， １
ｃｓｉ

（ ｓ ＝ １， ２， ３） 为要素边际生产率。 此外， 由于进口产品的质量提升有

利于提高其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效率 （Ｃｏｌａｎ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ｎò， ２０１４） ［２ ４ ］， 即有

 １
ｃ３ｉ
η

＞ ０↔
 ｃ３ｉ
η

＜ ０， η 为进口中间产品质量整体水平。

（三） 企业创新决策

在此进一步假设企业创新为产品的更新换代， 设企业只供应最新一代产品 ｍｉ ， 第

ｍｉ 代产品的质量为 λｉ ＝ λｍｉ ， λ（λ ＞ １） 表示产品初始质量水平， λｍｉ 也表示创新产出。
已知企业 ｉ 的产品需求量和边际成本， 结合企业 ｉ 垄断竞争的最优定价水平 ｐ∗

ｉ ＝ ｃｉ －
ｑｉ

 ｑｉ ／  ｐｉ
＝

σｃｉ
σ － １

， 可知企业 ｉ 的利润函数为 πｉ ＝
１

σ － １
σ － １
σ

æ

è
ç

ö

ø
÷

σ

Ｒ Ｐ λｍｉ

ｃｉ
æ

è
ç

ö

ø
÷

σ－１

－ ｆｉ ，

其中 ｆｉ 是固定成本。 假设本土企业创新成本为 ｃｍｉ λｍｉ( ) ａ ＋ ｆｍｉ （ ａ ＞ １）， 其中 ａ ｃｍｉ
λｍｉ( ) ａ－１ 和 ｆｍｉ 分别为创新边际成本和固定成本， 则有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 ｍａｘλｍｉ

πｉ － ｃｍｉ λｍｉ( ) ａ － ｆｍｉ{ } ＝ １
σ － １

σ － １
σ

æ

è
ç

ö

ø
÷

σ

Ｒ Ｐ λｍｉ

ｃｉ
æ

è
ç

ö

ø
÷

σ－１

－ ｆｉ － ｃｍｉ λｍｉ( ) ａ － ｆｍｉ{ } 。 由一

阶最优化条件可得本土企业均衡时的最优创新水平， 对数化的均衡最优创新水平如下

所示：

ｌｎ λｍｉ∗ ＝ σ － １
ａ ＋ １ － σ

ｌｎ
１

ｗ ｃ１ｉ( ) α ｐＤ ｃ２ｉ( ) １－β ｐＦ ｃ３ｉ( ) β[ ] １－α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Ζ ，

　 　 　 　 Ｚ ＝ １
ａ ＋ １ － σ

ｌｎ Ｒ Ｐ( ) σ－１

ａ ｃｍｉ
σ － １
σ

æ

è
ç

ö

ø
÷

σ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

（四） 国外供应商势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前文假定进口中间产品投入组合为 ｖｉ ＝ ∫
Ｎ

η ｊ ｘ ｊ( )
ε－１
ε[ ]

ε
ε－１ ， 由此可得经质量调

整的国外中间产品价格指数为 ＰＦ ＝ ∫
Ｎ
ｐ ｊ

１－ε η ｊ
ε－１ｄｉ[ ]

１
１－ε 。 假设国外供应商生产仅使

用劳动一种生产要素， 边际劳动成本标准化为 “１”， 国外供应商利润最大化定价

水平是 ｐ∗
ｊ ＝ τε

ε － １
（ τ ＞ １， 表示贸易成本）， 代入价格指数可得进口中间产品组合

均衡价格 Ｐ∗
Ｆ ＝ ετ

ε － １( ) η
Ｎ

１
１－ε ， η 为质量总水平。 在此使用国外供应商数量 Ｎ 表示

国外上游市场结构， 即 Ｎ 越大， 国外上游市场竞争越激烈， 国外供应商的平均市

场势力越小。 基于此， 可得国外供应商势力增大 （Ｎ 减小） 对进口中间产品价格

和质量的影响：
Ｐ∗

Ｆ

Ｎ
＝ － ετ

η １ － ε( ) ２ Ｎ
ε

１－ε ＜ ０、 η
Ｎ

＝ － ετ
ＰＦ １ － ε( ) ２ Ｎ

ε
１－ε ＜ ０， 即国外供

应商势力 （Ｎ 减小） 同时对产品价格和质量产生正向影响。 结合式 （１）， 国外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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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势力通过中间产品质量和价格影响企业创新：
ｌｎ λｍｉ∗

Ｎ
＝ ｌｎ λｍｉ∗

η
·η

Ｎ
＝ β １ － α( )

σ － １( ) ηＮ －１

ａ ＋ １ － σ( ) （ε － １） ｃ３ｉ
·

ｃ３ｉ
η

＜ ０ （２）

ｌｎ λｍｉ∗

Ｎ
＝ ｌｎ λｍｉ∗

 ＰＦ
·

 ＰＦ

Ｎ
＝ β １ － α( )

σ － １( ) Ｎ －１

ａ ＋ １ － σ( ) （ε － １）
＞ ０ （３）

一方面， 式 （２） 表明国外供应商势力增大 （Ｎ 减小） 带来进口中间产品质量

的提升， 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技术水平， 增强创新能力； 同时， 进口中间产品质量

效应的发挥需要企业具备相应吸收能力 （Ｆｏｓｔｅｒ－ＭｃＧｒｅｇｏ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２５］； Ｏｋａｆｏ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２６］）， 中间产品质量提升会激励企业增强吸收能力而提升创新活动水

平， 因此国外供应商势力可以通过进口中间产品 “质量提升效应” 对企业创新产

生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 式 （３） 表明国外供应商势力增大 （Ｎ 减小） 抬高进口中

间产品价格而导致生产成本上升， 促使企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 调整生产投入结

构、 替换使用国内中间产品等方式保持利润水平， 进而挤占研发创新资源， 不利于

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 因此国外供应势力会通过进口中间产品 “价格上涨效应”
对企业创新产生抑制作用。

为了确定国外供应商势力对企业创新的总效应， 对比上述 “质量提升效应” 和

“价格上涨效应”。 “质量提升效应” ｌｎ λｍｉ∗

η
·η

Ｎ
与 “价格上涨效应”

ｌｎ λｍｉ∗

ＰＦ
·

ＰＦ

Ｎ
之差与

 ｃ３ｉ
η

η
ｃ３ｉ

－ １ 成正比， 已知
１
ｃ３ｉ

为进口中间产品边际生产

率，
ｃ３ｉ
η

η
ｃ３ｉ

表示其对质量的弹性。 若
ｃ３ｉ
η

η
ｃ３ｉ

＞ １， 进口中间产品边际生产率富

有质量弹性， “质量提升效应” 大于 “价格上涨效应”， 此时国外供应商势力对企

业创新具有正向总效应； 反之， 若 ０ ＜
ｃ３ｉ
η

η
ｃ３ｉ

＜ １， 进口中间产品边际生产率缺

乏质量弹性， “质量提升效应” 小于 “价格上涨效应”， 国外供应商势力对企业创

新具有负向总效应。 根据式 （２） 和式 （３） 的二阶导可得 “质量提升效应” 和

“价格上涨效应” 的变动趋势， 即当国外供应商势力不断增大， “质量提升效应”

随之减小， 而 “价格上涨效应” 逐渐增大。 在初始水平时， 若
ｃ３ｉ
η

η
ｃ３ｉ

＞ １， 国外

供应商势力对企业创新具有递减的正向总效应， 而逐渐转变为负向效应； 若 ０ ＜
ｃ３ｉ
η

η
ｃ３ｉ

＜ １， 国外供应商势力对企业创新具有递增的负向总效应。

综上所述， 本文提出理论假说： 国外供应商势力对中间产品进口企业创新具

有 “质量提升效应” 和 “价格上涨效应” 两种相反的作用； 在 “质量提升效

应” 和 “价格上涨效应” 综合作用下， 国外供应商势力与企业创新存在 “倒 Ｕ
型”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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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外供应商势力测度

传统市场垄断指标和测算方法未能考虑市场结构的行业和区域性特征， 而无法

真实反映中间产品进口企业面临的市场垄断程度和国外供应商势力。 本文由此基于

汇率传递效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Ｐａｓ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与企业定价行为关系在 “产品－来源

地” 层面估算中间产品市场垄断程度， 并进一步测算特定企业面临的国外供应商

势力。
（一） 中间产品市场垄断程度估计

在不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上， 进出口商具有 “依市定价”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
的能力， 产品进出口价格因企业价格调整策略而呈现汇率不完全传递的现象。 Ａｔ⁃
ｋｅｓｏｎ 和 Ｂｕｒ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８） ［２７］、 Ｂｅｒ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２） ［２８］ 研究发现进出口商具有 “依市

定价” 能力， 当本币汇率下降时， 生产率较高、 规模较大的出口商选择提高成本

加成率， 而不是利用产品价格下降来增大销售数量； 生产率较低、 规模较小出口商

的决策则与此相反。 由于高生产率、 大规模的企业往往具有较大市场势力， 由上述

研究结论可推断， 企业对汇率冲击的价格调整能力与市场势力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后续研究提供了市场势力与企业 “依市定价” 能力关系的经验证据 （Ａｕ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２９］； Ｄｅｖｅｒｅｕｘ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３０］）。 因此， 本文借鉴 Ａｓｐｒｉｌｌａ 等 （２０１９） ［３１］的研究

方法， 基于 “依市定价” 能力估计进口中间产品市场垄断程度， 模型如下：
ｌｎ Ｐｒｉｃｅｉｋｎｔ ＝ α ＋ β０ ｌｎ ＲＥＲｎｔ ＋ Ｘ′ｎｔβ ＋ γｉ ＋ γｋ ＋ γｎ ＋ γｔ ＋ εｉｋｎｔ （４）

ｌｎ ＲＥＲｎｔ ＝ ｌｎ
ＮＥＲｄｔ ／ Ｐｄｔ

ＮＥＲｎｔ ／ Ｐｎｔ

æ

è
ç

ö

ø
÷ 　 　 　 　 　 　 　 　 　 　 　 　 　 　 （５）

ｉ 、 ｋ 、 ｎ 和 ｔ 分别表示企业、 产品、 国家和年份， Ｐｒｉｃｅ 表示进口中间产品价格，
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数据库； ＲＥＲ 表示本币兑外币的实际汇率， 由兑美元的年

平均名义汇率 ＮＥＲ 平减消费者价格指数得到， 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表示， 相关数

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 （ＩＦＳ）。 同时， 控制进口

来源国与本国的引力特征变量 Ｘ ， 加入企业个体固定效应 γｉ 、 产品固定效应 γｋ 、
国家固定效应 γｎ 和时间固定效应 γｔ ， 标准误聚类到企业层面。

进口价格对本币实际汇率的弹性可以反映进口中间产品的市场垄断程度， 在其

他影响因素不变情况下， 若不存在市场垄断， 即汇率完全传递， 企业进口价格与实

际汇率同比率变动， 此时 β０ ＝ １。 由于国外供应商具有市场势力能够根据汇率变动

调整产品出口价格， 导致汇率不完全传递， 则当外币贬值、 本币实际汇率下降

１％， 进口价格下降幅度小于 １％， 即 ０ ＜ β０ ＜ １。 因此， 进口价格对本币实际汇率

的弹性 β０ 越小， 进口中间产品的市场垄断越强。 根据进口价格对本币实际汇率的

弹性， 本文设定进口中间产品的市场垄断指数为 １ － β０ 。
（二） 企业面临国外供应商势力指标构建与测算

１ 指标构建方法。 企业面临的国外供应商势力不仅取决于中间产品自身的市

场垄断程度， 还与产品的生产投入份额密切联系。 随着进口中间产品份额提高，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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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面临中间产品市场垄断带来的压力即真实的国外供应商势力会逐渐加大。 因

此， 本文借鉴吕云龙和吕越 （２０１７） ［３２］、 侯欣裕等 （２０２０） ［３３］的研究， 采用中间产

品－来源地市场垄断程度与其生产投入比重的乘积表示来自特定中间产品－来源地

的供应商势力， 将其加总可得到企业面临的综合国外供应商势力， 具体如下：

ＦＳｐｏｗｅｒｉｊｔ ＝ ∑ １ － β０( ) ｊｋｎ × ＩＩｒａｔｉｏｉｊｋｎｔ （６）

ＦＳｐｏｗｅｒ 为企业面临的中间产品国外供应商势力， 其中 １ － β０( ) 表示中间产品

市场垄断程度， 采用与前文一致的估算方法。 ＩＩｒａｔｉｏ 表示进口中间产品支出占总支

出的比重， 即 ＩＩｒａｔｉｏ ＝ ＩＩＥ ／ ＩＥ。 各类进口中间产品支出 ＩＩＥ 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

数据库， 中间产品支出总额 ＩＥ 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２ 测算结果①。 从不同行业来看， 运输设备、 机电机械设备等技术密集和复杂

行业的国外供应商势力指数普遍偏高， 这些行业虽然全面嵌入了全球价值链， 但总

体处于中下游位置， 企业生产对进口中间产品依赖性强， 尤其是核心零部件面临着

较大的国外垄断压力。 相对而言， 食品加工、 纺织品服装等技术含量较低行业面临

的国外供应商势力较低， 相关中间产品对技术创新要求相对较低， 同时， 经过多年

的发展已形成较完备的国内产业配套体系， 逐步摆脱严重受制于国外供应商的局

面。 进一步从企业层面来看， 国外供应商势力指标平均值和中位数虽然不同年份有

所波动， 但都未出现趋势性变化， 说明在样本期间内中国企业面临进口中间产品市

场垄断的局面并未发生明显改观。 国外供应商势力指标的变异系数平均高达

１３３ ５５％， 表明不同企业面临的国外供应商势力存在较大差异， 而且这种差异性在

样本期间基本保持不变， 国外供应商势力的企业分布格局未发生显著变化。 总体来

看， 中国企业中间产品进口的市场结构趋于稳定， 存在国外供应商垄断固化的较大

风险。

四、 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国外供应商势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本文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Ｉｎｎｏｖｎｉｊｔ ＝ β０ ＋ β１ ＦＳｐｏｗｅｒｉｊｔ ＋ β２ ＦＳｐｏｗｅｒ２ ｉｊｔ ＋ Ｘ′β ＋ γｉ ＋ γ ｊ ＋ γｔ ＋ εｉｊｔ （７）

其中， ｉ、 ｊ 和 ｔ 分别表示企业、 行业和年份， Ｉｎｎｏｖｎ 为企业创新活动水平，
ＦＳｐｏｗｅｒ 为企业面临的国外供应商势力， Ｘ 控制了其他影响创新的时变因素。 同时，
在回归中控制企业固定效应 γｉ 、 行业固定效应 γ ｊ 和年份固定效应 γｔ ， 标准误聚类

到企业层面， ε 为随机扰动项。 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国外供应商势力变量的二次项

ＦＳｐｏｗｅｒ２ ， 以检验国外供应商势力与企业创新存在负向相关关系还是 “倒 Ｕ 型”
关系。 式 （７） 中相关变量说明如下：

１ 被解释变量， 创新活动水平 Ｉｎｎｏｖｎ 。 当前实证研究中的创新指标主要有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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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产出两类， 创新投入指标包括研发人员强度、 研发支出强度和研发强度； 创新

产出指标包括专利申请量、 新产品产出强度和产品创新二值变量。 本文在实证分析

中主要根据企业报告的新产品产值构建创新产出指标， 具体采用新产品产值率即新

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测度创新产出。
２ 核心解释变量， 国外供应商势力 ＦＳｐｏｗｅｒ 。 参见前文关于国外供应商势力

的测度方法。
３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采用当期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之差衡量； 企业规模，

采用从业人数的对数衡量； 资本密集度， 采用固定资产与从业人数之比衡量； 融资

约束， 采用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之比衡量； 政府补贴， 采用企业补贴收入与销售额

之比衡量； 薪资水平， 采用人均工资的对数衡量。
（二） 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①。 首

先， 对中国工业企业原始数据进行跨年匹配处理， 并删除不符 “规模以上” 标准、
财务数据不符会计原则、 年龄为负数及关键指标缺失的样本。 其次， 将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７ 年海关数据的产品编码统一至 ＨＳ９６ 的分类标准， 同时根据研究需要， 仅保留

制造业企业样本。 再者， 通过企业名称、 电话号码、 邮政编码等信息对两个数据库

进行横向合并。 最后， 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报告的产品进口价值、 产品种类、 进口

来源地等信息估算中间产品的市场垄断程度， 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提供的中间投入支出数据来测算国外供应商势力指数。

五、 实证结果

（一） 基础回归及稳健性检验

从表 １ 第 （１） 列的回归结果可见， 国外供应商势力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而二

次项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国外供应商势力与企业创新的 “倒 Ｕ 型” 关系成立， 理

论假设得到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还进行如下稳健性

检验： 第一， 更换变量衡量方法。 一是采用国际标准行业分类方法 （ ＩＳＩＳ Ｒｅｖ ４）
划分中间产品种类， 并通过与前文同样的方法测算企业所面临的国外供应商势力；
二是分别采用企业专利申请总量和发明专利申请数的对数值衡量创新产出。 第二，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 首先通过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企业进行创新的概率并估算逆米尔斯比

率 （Ｌａｍｂｄａ）， 然后将 Ｌａｍｂｄａ 加入式 （７） 进行回归。 第三，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工具变量为行业层面的国外供应商势力， 其与企业个体情况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
同时也难以被企业个体创新影响， 可见行业层面的国外供应商势力指标基本满足工

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 第四， “倒 Ｕ 型” 关系再检验。 参照 Ｈａａｎｓ 等 （２０１６） ［３４］的

方法， 分别检验国外供应商势力最小值和最大值处的斜率符号及显著性， 并估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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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值及其置信区间。 从表 １ 第 （２） 至第 （６） 列的回归结果来看， 前三种稳健性

检验均证实基础回归结果稳健。 表 ２ 报告了第四种稳健性检验结果， 国外供应势力

在最小值和最大值处的系数显著且符号分别为正和负； 同时， 所估计的门槛值及

９５％置信区间处于国外供应商势力的取值范围之内， 总体 Ｐ 值小于 ０ ０１， 能够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拒绝 “线性或 Ｕ 型关系” 的原假设， 进一步证实本文核心结论

成立。

表 １　 基础回归及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基础回归 ＩＳＩＣ２ 测算法 专利总数 发明专利 Ｈｅｃｋｍａｎ 工具变量法

国外供应商势力
　 ０ ０３１２∗∗∗ 　 ０ ０７５０∗∗∗ 　 １ ００３０∗∗∗ 　 ０ ３０１１∗∗∗ 　 ０ ０３４２∗∗∗ 　 ０ ３８１２∗∗∗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２１６）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４４３）
国外供应商势力

二次项
－０ ０２６７∗∗∗ －０ ０６５８∗∗∗ －０ ８１２８∗∗∗ －０ ２３２９∗∗∗ －０ ０２９９∗∗∗ －１ ２０９３∗∗∗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２８０） （０ ０１６７） （０ ００１０） （０ １６８２）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
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９２０ ４８６０
（０ ０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
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４１９ ３１８０
（７ ０３００）

Ｌａｍｂｄａ ０ ０８８６∗∗∗

（０ ００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系列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７１３ ７６０ ７１３ ７６０ ７１５ ３６９ ７１５ ３６９ ６９５ ０４２ ６７９ ８６５

Ｒ２ ０ ６２４ ０ ６２４ ０ ５００ ０ ５３３ ０ ８０３ －０ １１０
注：∗∗∗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标准误；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 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数值下括号内为 Ｐ 值；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
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数值下括号为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弱识别检验的 １０％显著性水平临界值。

表 ２　 “倒 Ｕ型” 关系检验

指标 最小值 最大值

区间 ０ ０００１ ０ ８３２１

斜率 ０ ０３１２ －０ ０１３３

Ｔ 值 ３０ ２５１４ －１０ １７９６

Ｐ 值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门槛值 ０ ５８３３

门槛值区间 ［０ ５５６０， ０ ６１１０］

“倒 Ｕ 型” 检验 ｔ 值 １０ １８００

“倒 Ｕ 型” 检验 Ｐ 值 ０ ００００

（二） 作用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结果， 国外供应商势力通过 “质量提升效应” 和 “价格上

涨效应” 影响企业创新。 本文在此采用进口中间产品质量与价格之比 （以下称为

“质量价格比” ） 作为中介变量， 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国外供应商势力对企业创

新的影响机制， 其中进口中间产品质量的估计方法参考施炳展和曾祥菲 （２０１５）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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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回归结果如表 ３ 所示， 第 （１） 列检验国外供应商势力对进口中间产品

“质量价格比” 的影响， 可见国外供应商势力与进口中间产品 “质量价格比” 呈显

著 “倒 Ｕ 型” 关系。 第 （２） 列则单独检验进口中间产品 “质量价格比” 对企业

创新的影响， 表明进口中间产品质量相对于价格的提升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 进一

步地， 在第 （３） 列同时加入国外供应商势力和进口中间产品 “质量价格比” 进行

回归分析。 可见， 加入进口中间产品 “质量价格比” 之后， 国外供应商势力对企

业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且符号未发生改变， 但系数绝对值明显减小， 表明国外供应

商势力可通过作用于进口中间产品 “质量价格比” 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 综合表 ３
第 （１） 至第 （３） 列的回归结果来看， 进口中间产品价格和质量是国外供应商势

力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的重要作用机制。

表 ３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１）

质量价格比

（２）
创新

（３）
创新

国外供应商势力
１ ５３０２∗∗∗ ０ ００７９∗∗∗

（０ ０３６５） （０ ０００６）

国外供应商势力二次项
－１ ４５９０∗∗∗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４６１） （０ ０００７）

质量价格比
０ ０３８１∗∗ ０ ０４６８∗∗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１８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系列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７１３ ７６０ ７１３ ７６０ ７１３ ７６０
Ｒ２ ０ ８４９ ０ ８９２ ０ ８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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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中间产品异质性检验

中间产品种类繁多， 其自身属性及其在价值链和企业创新中扮演的角色千差万

别， 这可能导致其创新传导效应存在差异， 从而使中间产品进口企业创新对国外供

应商势力的敏感性不同。 为了验证上述推测并贴近本文研究主题， 下面基于技术含

量划分中间产品进行相关检验。
首先， 将中间产品划分为技术密集型和其他产品两类进行分组回归。 从表 ４ 第

（１） 和第 （２） 列可见， 无论进口产品是否为技术密集型， 国外供应商势力与中间产

品进口企业创新均有显著 “倒 Ｕ 型” 关系。 比较第 （１） 和第 （２） 列的回归结果，
发现相比其他产品组， 技术密集型产品组的国外供应商势力系数绝对值明显更大， 说

明进口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企业的创新对国外供应商势力的反应更为敏感。 针对技术

密集型中间产品， 进一步检验进口的深度 （进口额） 和广度 （进口产品种类） 对这

一敏感性的影响， 发现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进口额越大、 进口种类越多， 企业创新对

国外供应商势力的反应越敏感①。 然后，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可以推断， 技术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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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国家会更倾向于出口高技术含量的中间产品， 因此， 本文采用进口来源地作为

中间产品技术含量的替代做进一步检验。 在此基于专利申请量、 研发人员数量和知识

产权使用费， 采用熵值法构造国家技术水平指标， 再根据技术水平指标选取前十位国

家作为技术发展先进来源地， 回归结果如表 ４ 第 （３） 和第 （４） 列所示。 基于上述

两种不同分组方法的异质性检验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即企业进口中间产品的技术含量

越高， 其创新对国外供应商势力效应越敏感， 而且会随着对进口依赖性的提高不断

强化。

表 ４　 中间产品异质性

变量
（１）

技术密集
（２）

其他产品
（３）

技术先进
（４）

其他来源

国外供应商势力
０ ０４５５∗∗∗ ０ ０３１１∗∗∗ ０ １０７６∗∗ ０ ０１７９∗∗∗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４３３） （０ ００２２）

国外供应商势力二次项
－０ ０４０４∗∗∗ －０ ０２７８∗∗∗ －０ １２０２∗∗ －０ ０３０７∗∗∗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５４４） （０ ００４８）
产品进口深度 ／ 广度调节作用 正向 正向

来源地进口深度 ／ 广度调节作用 正向 正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系列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３２ ４７９ ５５３ ７０１ ４８１ １７６ ５４７ ４１０

Ｒ２ ０ ６５９ ０ ６１８ ０ ６６５ ０ ６４０

注：∗∗和∗∗∗分别表示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标准误。

（四） 行业和企业异质性检验

不同产业在发展阶段、 价值链地位、 国内产业配套体系等方面参差不齐， 企业

个体发展能力也存在较大不同， 这可能导致不同中间产品进口行业及企业在面对同

样的国外供应商势力时其创新所受影响也存在差异。 为此， 本文分别从行业和企业

层面进行相关异质性检验。
一方面， 从表 ５ 来看行业层面的异质性影响。 首先， 相比其他要素密集型行

业， 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创新更易受国外供应商势力的影响。 原因是， 技术密集型行

业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地位， 国内产业配套体系发展尚不充分， 核心中间产品主要

来自进口。 其次， 国外供应商势力对价值链地位较高行业创新的影响相对较小。 这

些行业处于相对上游位置， 主要作为中间产品供给者参与国际生产分工， 对进口中

间产品的依赖程度较低而不易受国外供应商势力的影响。 再者， 参照李杨等

（２０１７） ［３６］的研究方法， 采用进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差值衡量技术供给能力，
相应回归结果表明， 行业技术供给能力越强， 其创新受国外供应商势力影响越

小。 技术供给能力强的行业拥有较完备的国内价值链体系， 更大程度地掌握核心

技术研发和关键中间产品生产， 创新的内源性强并因此不易受到国外供应商垄断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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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行业异质性

变量
（１）
劳动

（２）
资本

（３）
技术

（４）
价值链地位

（５）
技术供给能力

国外供应商势力
　 ０ ０１２６∗ 　 ０ ０４２１∗∗∗ 　 ０ ０６８７∗∗∗ 　 ０ ０２９４∗∗∗ 　 ０ ０３２６∗∗∗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２１７）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１３）

国外供应商势力二次项
－０ ０１０１∗∗ －０ ０３７６∗∗∗ －０ ０６２４∗∗ －０ ０２４８∗∗∗ －０ ０２７８∗∗∗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２９７）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７）

行业异质性
－０ ０３００∗∗∗ －０ ０２７２∗∗∗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２）

国外供应商势力×行业异质性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９８∗∗∗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２０）

国外供应商势力二次项×行业异质性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９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２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系列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３１ ５３９ ２７２ ４０３ １７９ ０４８ ７１３ ７６０ ７１３ ７６０

Ｒ２ ０ ７６２ ０ ７８７ ０ ７４９ ０ ６２６ ０ ６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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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 表 ６ 报告了企业异质性检验结果。 首先， 加工贸易企业创新更易受

国外供应商势力的影响。 加工贸易企业普遍嵌入低附加值环节， 技术创新和生产转

型升级往往高度依赖国外上游环节， 导致其创新严重受制于国外供应商势力。 其

次， 参考孙元元和张建清 （２０１５） ［３７］采用 ＯＰ （Ｏｌｌｅｙ ＆ Ｐａｋｅｓ） 协方差衡量企业资

源配置效率。 回归结果表明， 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越高， 国外供应商势力对其创新的

促进作用越大而抑制作用越小。 资源配置效率高的企业可通过优化内外部资源配置

来提高生产效率， 能更充分地利用国外供应商势力的 “质量提升效应”， 也更易消

表 ６　 企业异质性

变量
（１）

加工贸易
（２）

一般贸易
（３）

资源配置效率
（４）

人才吸引能力

国外供应商势力
０ ０３６５∗∗∗ ０ ０３２９∗∗∗ ０ ０３１４∗∗∗ ０ ０２７６∗∗∗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１１）

国外供应商势力二次项
－０ ０３１４∗∗∗ －０ ０２７９∗∗∗ －０ ０２７１∗∗∗ －０ ０２２６∗∗∗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１４）

企业异质性
－０ ０１３６∗∗∗ －０ ０３８７∗∗∗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３）

国外供应商势力×企业异质性
０ ０１１２∗ －０ ０２５１∗∗∗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３０）

国外供应商势力二次项×企业异质性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１７０∗∗∗

（０ ００７９） （０ ００４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系列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２７ ６７８ ３８６ ０８２ ７１３ ７６０ ７１３ ７６０

Ｒ２ ０ ６７３ ０ ６３１ ０ ６２５ ０ ６３５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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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价格上涨效应” 的消极影响。 最后， 借鉴樊纲等 （２００３） ［３８］ 采用主成分分析

法构造企业人才吸引力的综合指标并检验相关异质性影响。 国外供应商势力对人才

吸引力较强的企业影响较小。 人才吸引力较强的企业更能吸纳创新人才和提升自主

创新能力， 降低中间产品进口对于创新的重要性， 从而国外供应商势力产生的影响

相对有限。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次测算本土企业面临的国外供应商势力， 考察国外供应商垄断对企业创

新的影响， 得到如下结论： （１） 国外供应商势力与企业创新呈现 “倒 Ｕ 型” 关系，
国外供应商势力在其影响较小时以中间产品 “质量提升效应” 为主， 而对企业创新

产生积极影响； 在其增大至某一临界值后主要具有 “价格上涨效应”， 不利于企业创

新。 （２） 国外供应商势力效应与中间产品特征具有密切联系， 企业进口中间产品的

技术含量越高， 其创新对国外供应商势力效应越敏感。 （３） 国外供应商势力对企业

创新的影响在不同行业间存在显著差异， 技术自给能力薄弱、 价值链地位偏低、 技术

密集度较高行业的企业创新更易受国外供应商势力影响。 （４） 国外供应商势力对企

业创新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资源配置、 人才吸引等能力较强企业的创新受国外供应商

势力的影响相对较小； 相比于加工贸易企业， 一般贸易企业的创新主动性更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得到如下启示： （１） 强化高科技中间产品攻关， 有力支持

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在国外供应商势力扩张至一定临界值以后， 进口高技术含量

中间产品会使企业创新更大程度地受制于国外供应商垄断。 加强高科技中间产品研发

和生产， 应是推动自主创新、 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长期战略方向。 （２） 综合行

业发展阶段和中间产品市场结构演变特征， 实施创新与技术升级差别化策略。 在产业

发展早期阶段， 借助进口中间产品效应在短期内实现产业快速发展与升级； 对于发展

相对成熟或中间产品市场高度垄断的行业， 更加重视国内价值链的后向延伸和发展。
（３） 提升企业自主创新和国内外资源整合能力。 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中间产品进口

的正向效应， 有效抵御市场垄断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可使企业在与国外供应商博弈、
议价过程中占据更主动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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