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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及其导致的贸易风险形成日益严重的贸易壁垒，
采用互联网技术， 可提高企业信息搜寻效率， 改善跨国信息不对称约束， 增强对国

际贸易不确定及其风险的预判与提早规避能力， 进而降低出口退出风险， 延长出口

持续时间。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中国出口企业数据， 运用适应于离散时间生存

分析的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 对互联网影响出口持续时间的效应及机制开展实证研究， 发

现互联网技术的采用可获得 “稳出口” 作用， 即显著降低出口退出风险， 延长出

口持续时间。 通过使用 ＰＳＭ 方法控制选择性偏误后， 这一效应无论在企业层面还

是在企业—目的国层面仍稳健成立。 在影响渠道上， 互联网的使用可通过风险匹配

效应、 风险分散效应与知识溢出效应三大机制降低出口退出风险， 但主要通过出口

产品种类多样化、 出口市场多元化等风险分散渠道， 对冲特定目的国市场的不确定

性冲击， 实现 “软着陆”， 进而规避出口退出风险， 延长出口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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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最近十余年来， 全球贸易发展呈现出两大特征： 一方面， 主要大国贸易摩擦持

续， 外部需求冲击风险加大， 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明显上升 （Ａｕｂｏｉｎ
ａｎｄ Ｒｕｔａ， ２０１３［１］； 周定根等， ２０１９［２］ ）， 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成为影响贸易增长的

新因素 （贺灿飞和陈韬， ２０１９［３］）。 从微观数据看， 国内企业出口生存时间明显偏

低， 平均出口生存期限仅为 １ ６ 年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２［４］ ）。 这反映出中国企业在国

际市场中的风险抵御能力较弱， 因而频繁、 低效地进入退出市场。 而另一方面， 全

球贸易领域发生的另一重大新变化是， 经由互联网技术实现的网上贸易， 在国际贸

易风险增大环境下仍然实现高速增长。 这一新变化为国际贸易学界带来了崭新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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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课题： 互联网的使用是否可以降低企业的出口贸易风险、 延长出口生存时间？ 互

联网发挥效应的微观传导机制何在？ 在当前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重大新背

景下， 深入研究上述问题， 既具有理论研究价值， 亦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从现有文献来看， 以国际市场波动及不确定性为视角探究企业出口稳定性的讨

论逐渐增多。 如 Ａｕｂｏｉｎ 和 Ｒｕｔａ （２０１３） 发现实际汇率波动加剧了企业出口 “失
败” 风险。 近期文献更加直接地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关税约束承诺可信性揭示

出外部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风险的恶化效应。 然而， 上述研究结果， 对企业而言是

“悲观” 的或者 “无所适从” 的， 汇率波动、 双边经贸关系大局及政策变动等属于

宏观经济层面的变量， 企业极难施加影响。
本文认为国际市场不确定性难以完全消除， 但对冲和规避不确定性导致的出口

贸易 “失败” 风险是可能的。 本文研究认为： 出口贸易普遍面临较高国际市场不

确定性， 由于动态调查、 搜寻海外市场信息需要支付高昂信息成本， 导致企业对海

外市场存在信息滞后与信息不对称， 进而在不确定性冲击下普遍面临较高的出口退

出率、 较短的出口持续时间； 企业采用互联网技术， 可大幅降低跨国信息成本， 提

高信息搜寻效率， 改善信息不对称结构， 最终获得一种 “稳出口” 效应： 即降低

出口退出率， 延长出口持续时间。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运

用适应于离散时间生存分析的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对互联网影响出口持续时间的效应及机

制进行深入考察， 发现互联网技术的使用， 可显著降低中国企业面临的出口退出

率， 相比未使用互联网的企业， 互联网可延长出口持续时间约 １９ １％。 这一结论

在不同危险率函数设定以及多种检验方法下均稳健成立。
相比既有文献， 本文有三个方面的边际贡献： 第一， 在分析视角上， 现有对企

业出口持续时间的讨论， 大多集中于宏观变量， 本文聚焦于在微观层面从搜寻成本

以及信息不对称视角， 讨论企业采用互联网技术对其出口稳定性的影响， 推动了信

息经济学与国际贸易学的融合交叉研究； 第二， 在渠道挖掘上， 除文献中通常提出

的风险分散渠道如产品多样化、 市场多元化之外， 本文还识别出风险匹配效应渠

道， 即互联网降低出口市场信息搜寻成本， 使企业可根据产品异质性， 选择风险－
产品匹配度高的市场进行出口， 从而在事前降低出口 “失败” 风险； 第三， 在识

别方法上， 本文使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期间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 因彼时阿里巴巴、 亚

马逊等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尚未大规模普及， 并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 可在相当程度

上分离企业使用互联网与第三方贸易服务商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得到互联网净

效应。

一、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相对于出口边际扩张、 出口质量等边际问题， 出口退出风险、 出口持续时间实

际上是一种 “生死” 型问题。 稳定在位出口是出口扩张和质量升级的基本前提

（Ｒｅｙｅ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５］）。 影响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因素， 从根本上看来源于三大

板块： 第一海外市场不确定性如非预期性需求下滑、 双边贸易关系与政策剧变等；
第二企业对国际市场不确定性的动态信息搜集与风险的规避应对； 第三是企业及其

３６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经贸论坛



产品的竞争力即所谓 “打铁还需自身硬”。 Ｂｅｓｅｄｅš 和 Ｐｒｕｓａ （２００６） ［６］、 Ｂｅｓｅｄｅš 和

Ｎａｉｒ－Ｒｅｉｃｈｅｒｔ （２００９） ［７］、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２） 已从企业规模、 生产率等视角对出口

持续时间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 本文重点从国际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企业应对

不确定性的能力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展开详细讨论。
异质性贸易理论认为企业一旦进入国际市场后不会轻易退出， 否则会面临沉默

成本损失 （Ｒａｕｃｈ ａｎｄ Ｗａｔｓｏｎ， ２００３［８］）。 然而， 经验数据并未支持上述理论预期。
Ｂｅｓｅｄｅš 和 Ｐｒｕｓａ （２００６） 基于 ４６ 个国家的经验分析表明， 大量经济体的企业出口

中位持续时间未超过 ３ 年， 指出出口企业通常面临远高于国内贸易的海外市场不确

定性风险。 近期文献进一步讨论了不确定性的类型及其对出口持续时间的传导

（Ａｕｂｏｉｎ ａｎｄ Ｒｕｔａ， ２０１３； 周定根等， ２０１９）。 处于贸易不确定性环境当中， 出口企

业需要对目的国市场进行充分的信息搜寻， 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 及时对冲市场变

化。 但是， 由于市场距离、 文化距离等限制， 克服信息不对称需要支付巨大的信息

成本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ｃｏｏｐ， ２００３［９］）。 使用互联网技术可以扩大本国企业接触海

外市场的信息渠道， 大幅提高跨国信息沟通和市场搜寻效率， 压缩信息成本

（Ｆｒｅｕｎｄ ａｎｄ Ｗｅｉｎｈｏｌｄ， ２００４［１０］； 施炳展， ２０１６［１１］；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１２］ ）， 增进

企业对国际市场需求信息的提早掌握与风险规避能力， 从而降低出口退出风险， 提

高出口稳定性。 Ｎｇｕｙｅｎ （２０１２） ［１３］通过对跨国公司与本土公司出口持续时间的经验

研究， 指出跨国公司通过与海外各分支公司的信息渠道， 存在比本土公司不具备的

信息成本优势， 提高了应对目的国市场不确定性的出口应变能力， 这使互联网对本

土公司和外资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效应存在差异。 为此， 本文提出如下基本假说。
假说 １： 互联网技术的采用， 可降低市场搜寻等信息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约束，

进而减小出口退出风险、 延长出口持续时间。
假说 ２： 线下信息优势对互联网效应具有稀释作用， 具有海外市场信息优势的

外资企业的互联网效应最弱， 本土民营企业最强。
互联网对延长出口持续时间的效应， 应通过可观测的渠道得以实现。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２） 指出出口市场多元化、 出口产品多样化， 是企业分散出口风险， 保持稳定

出口的重要策略。 互联网的使用， 可降低出口固定成本构成中的信息成本， 允许企

业进入更多出口目的国， 以及更多产品进入出口市场。 从实证经验上看， 施炳展

（２０１６）、 Ｈｕ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８） 表明， 互联网对出口种类扩张、 目的国扩展具有显著

促进效应。 同时， 贺灿飞和陈韬 （２０１９） 指出应根据多样化类型区别分析， 相关

多样化在面临外部需求冲击时可能仍然具有经济风险， 投入产出联系度较低的非相

关多样化才具有风险分散效应。 因此， 我们提出如下待检验的互联网效应影响

机制。
假说 ３： 互联网通过风险分散效应机制， 即通过促进产品多样化、 市场多元化

方式降低整体出口退出风险， 延长出口持续时间。
信息不对称是影响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重要约束。 对于新进入出口市场的企

业， 往往通过少量出口等 “试错” 行为获得目的国市场与自身产品特质的匹配信

息 （Ｈ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ｓｏｎ， ２０１２［１４］）。 互联网技术的采用， 可显著降低针对出口市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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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信息的搜寻成本， 使企业可根据自身产品异质性， 选择风险—产品匹配度高的市

场进行出口， 从而在事前降低出口 “失败” 风险。 由于初始出口额是企业与海外

进口商彼此信任度高、 风险关系稳定的表现， 可借鉴 Ｈｅｓｓ 和 Ｐｅｒｓｓｏｎ （２０１２）、 陈

勇兵等 （２０１２）， 使用企业初始出口额作为反映互联网通过风险匹配效应延长出口

持续时间的中介变量进行检验。 为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４： 互联网存在风险匹配效应机制， 即通过在事前风险信息搜寻， 选择风

险—产品匹配度高的海外市场进行出口， 从而降低出口退出风险， 延长出口持续

时间。
通过接入互联网， 企业可低成本的获取、 吸收在临近区域或国际市场上的出口

知识和出口经验， 扩大面向国际市场的知识溢出效应， 激励技术创新， 使企业获得

足够的出口竞争力， 进而延长出口持续时间。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４） ［１５］ 指出，
出口经验以及向 “先行者”、 临近企业学习， 有助于延长出口持续时间。 许和连等

（２０１８） ［１６］基于中国微观数据， 证实出口信息网络可通过知识与信息溢出机制显著

降低企业出口退出风险。 企业使用互联网技术， 可构建线上出口信息溢出网络， 更

灵敏且低成本的搜集关于海外市场知识经验。 基于此， 可得出最后一个待检验的

假设。
假说 ５： 互联网存在知识溢出效应机制， 即通过获取吸收出口经验与出口知

识， 激励企业创新， 从而降低出口退出风险， 延长出口持续时间。
此外， 采用互联网技术的背后， 实际上涉及一系列 ＩＴ 设备、 信息系统的投资，

可改善企业内部组织与运行效率 （ Ｒｏ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ｖｅｒｍａｎ， ２００１［１７］； 汪淼军等，
２００６［１８］），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从而延长出口持续时间。 但也有学者认为互联

网等信息技术采用， 并不会对企业生产率产生直接效应， 存在所谓 “索洛悖论”
（Ｔｒｉｐｌｅｔｔ， １９９９［１９］）。 本文也将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知识溢出效应的渠道之一进行

检验。

二、 数据说明与典型事实

（一）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企业层面的样本数据， 主体源自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该

数据库包含企业出口状态、 出口额等关键的出口信息， 因而使得我们可在企业层面

分析出口持续时间影响因素。 同时为拓展企业—目的国层面的出口行为信息， 还将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进行了匹配①。 鉴于工业企业数据库存在数

据缺失、 代码重复、 统计指标变动等问题， 我们参照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２０］ 的方法

对原始数据进行一系列处理， 最终得到一个覆盖 １００５８４ 家企业、 包含 ２４５４３７ 条贸

易信息记录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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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此， 本文首先借鉴 Ｈｕ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８） 的方法， 将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 匹配后的出口

企业数量占到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出口企业数量的 ４８ ９４％， 与现有文献的匹配率基本一致。



（二） 生存分析数据构建与说明

定义企业的一个出口持续时间段 （ｓｐｅｌｌ） 为该企业从进入国外市场到退出国

外市场所经历的连续时间， 以年为时间单位， 中间不允许间断。 企业停止进入国外

市场的事件定义为 “失败”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在一定时期内， 企业可能发生出口 “失败”
后， 再次进入出口市场， 这导致企业在整个样本期内可能存在多个出口持续时间段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ｐｅｌｌｓ）， 企业可能在样本期的首期也即 ２００１ 年已具有出口行为， 从而产

生左删失问题 （ｌｅｆｔ ｃｅｎｓｏｒｉｎｇ）。 本文参考 Ｂｅｓｅｄｅš 和 Ｐｒｕｓａ （２００６）， 将多个持续时

间段视为相互独立的持续时间段， 并对存在左删失问题的企业样本予以剔除。
根据上述样本， 可令 Ｔｉ 表示企业 ｉ 连续出口时间长度， 取值 ｔ ＝ １， ２， ３， …。

经统计发现， 出口生存时间 Ｔ ＝ １ 的观测值个数为 １０８００９， 占总观测值比例为

４４ ０１％； 生存时间 Ｔ≤３ 的观测值个数为 ２０４７９７， 占总观测值比例高达为 ８３ ４４％，
表明中国超过 ４ ／ ５ 的出口企业不超过 ３ 年便发生出口 “失败” 事件。 这一结果与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２） 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中国企业数据得到的出口生存时间统计基本

相似。
（三） 中国出口企业互联网使用统计与企业生存函数的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估计

在样本期内， 中国工业企业主要通过电子邮箱 （ Ｅｍａｉｌ）、 建设官网主页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ｅｂｐａｇｅ） 等互联网工具接触并运用互联网技术。 从数据可知， 在样本初

期 ２００１ 年， 国内采用互联网技术的出口企业比例并不高。 ２００１ 年通过电子邮箱接

触并使用互联网的企业仅占当年样本总量的 ６ ３８％，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 互联网

工具使用普及率在出口部门中迅速提高， 至样本末期提升至 ２０％左右。 这一统计

结果与李兵和李柔 （２０１７） ［２１］等文献系统一致。
为初步观测中国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及其与互联网使用的相互关系， 我们依据企

业是否建设有官方电子信箱作为是否采用互联网技术的判断指标， 将上述全样本划

分为互联网组与非互联网组， 其中互联网组表示在进入出口市场初期便采用互联网

技术的企业样本， 非互联网组则表示从未具有互联网工具使用记录的企业①。 分样

本统计结果显示两组企业在出口稳定性上存在显著差异： 在采用互联网的企业组中

存活 １－３ 年、 ３－５ 年以及 ５ 年以上的观测值比例 ４３ ３１％、 １４ ０１％、 ９ ４１％， 远高

于非互联网组相同出口持续时间段的观测值比例， 初步揭示出使用互联网与出口生

存时间存在的正向关系。
为更严谨地刻画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分布特征及互联网与非互联网两组企业之间

存在的差异， 我们构建生存函数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Ｓｉ （ ｔ） ＝ ｐｒ （Ｔｉ＞ｔ）

其中 Ｓｉ （ ｔ） 用以表示企业 ｉ 在出口市场上生存时间 Ｔｉ 大于 ｔ 期的概率， 并以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乘积限法给出生存函数的非参数估计式：

Ｓ
∧
（ ｔ） ＝ ｔ

ｌ ＝ １

ｎｌ － ｆｌ
ｎｌ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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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ｎｌ 表示第 ｌ 期仍处在出口市场上的观测值个数， ｆｌ 则表示在第 ｌ 期发生出

口 “失败” 即退出出口市场的对象个数。
随后， 本文使用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乘积限式对不同组别企业的出口生存函数进行

估计， 并在图 １ 中给出直观图示。 在任意一个持续时间段， 相对于使用互联网企业

组， 未使用互联网的企业倾向面临更低的出口生存概率。 企业出口生存概率具有明

显的负向时间依存效应， 即随着时间推移， 企业出口生存概率越来越小， 但进入出

口市场的前 ３ 年， 是企业生存高危期， 生存概率逐年剧烈下降， 而从第 ４ 年开始趋

于平滑。 这与周定根等 （２０１９） 文献的结论一致。 在图 ２ 中， 本文将超过 １ 个以

上持续时间段的企业去除， 以单持续时间段样本进行再估计， 结果并未出现显著差

异。 这一结果为互联网可提高出口生存概率、 延长出口生存时间提供了初步统计

证据。

　 图 １　 全样本出口生存曲线　 　 　 　 　 　 　 图 ２　 单持续时间段出口生存曲线

最后， 基于上述生存函数的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乘积限估计， 本文采用 Ｌｏｇ－Ｒａｎｋ
ｔｅｓｔ （对数秩检验） 和广义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ｔｅｓｔ （威尔克森检验）， 进一步验证了上述互联

网组与非互联网组企业出口生存函数存在系统性的显著差异①。

三、 基于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

（一） 模型构建

借鉴 Ｈｅｓｓ 和 Ｐｅｒｓｓｏｎ （２０１２）， 本文采用离散时间模型估计互联网对企业出口

持续时间的影响。 出口持续时间分析的核心是估计特定的贸易个体 ｉ 在第 ｔ 期 “失
败” 的概率 ｈｉｔ， 即离散时间危险率。 而要估计生存分析模型中的参数， 需要首先

设定危险率 ｈｉｔ的函数形式， 通常设定 ｈｉｔ服从正态分布、 逻辑分布或者极值分布，
分别对应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Ｌｏｇｉｔ 模型和离散时间的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 本文设定 ｈｉｔ服从极值

分布， 对应的离散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可表示为：
Ｃｌｏｇｌｏｇ［ｈｉ（ ｔ，Ｘ）］≡γｔ＋βＸ＋μ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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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ｈｉ （ ｔ， Ｘ） ］ 表示特定贸易个体 ｉ 在时刻 ｔ 的危险率， γｔ 是基准风险函

数， 用于捕捉样本共同面临的时变风险因素； 协变量 Ｘ 是包含解释变量在内的个

体特征变量集合， β 是待估计的一组回归系数， 反映不同特征变量对危险率的作

用； μ 为服从正态分布的误差项， 用于控制企业不可观测异质性。
估计得到各变量系数后， 即可用于预测不同特征变量对出口危险率的影响。 若

估计系数大于 ０， 表明该变量增加将增大企业出口危险， 倾向于缩短出口持续时

间， 出口稳定性降低； 反之则相反。 若估计系数等于 ０， 则表示该变量对企业出口

持续时间不存在影响。
（二） 变量选取

（１） 被解释变量。 离散时间模型为二项选择模型， 定义企业的一个贸易持续

时间段 ｉ 是删失的， 那么 ｉ 在每一年的被解释变量都取值 ０； 如果 ｉ 是完整的即在观

察期内的 ｔ 时退出市场， 则 ｉ 在 ｔ 年的被解释变量为 １， 其余为 ０。
（２） 解释变量。 目前文献对微观层面上衡量企业互联网使用水平的量化指标

并不存在共识。 综合考虑指标的可得性、 全面性以及样本期， 本文采用李兵和李柔

（２０１７）、 Ｈｕ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８） 文献方法， 将企业是否建设电子邮箱 （Ｅｍａｉｌ） 作为企

业是否采用互联网技术的统计指标。 若贸易企业 ｉ 在第 ｔ 期拥有电子邮箱①， 则 Ｉｎｔｉｔ
＝ １； 否则为 Ｉｎｔｉｔ ＝ ０。 本文还使用企业是否建设官方主页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ｅｂｐａｇｅ） 作为

判别企业是否采用互联网技术的另一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３） 控制变量。 基于现有生存分析文献的梳理， 本文还纳入如下可能影响企

业出口生存时间的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Ｓｃａｌｅ） 采用企业全年平均职工数表示；
企业年龄 （Ａｇｅ） 采用当年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之差表示； 工资率 （Ｗａｇｅ） 以企业

工资总额除以年均职工数测算； 资本密集度 （Ｃａｐｉｔａｌ） 利用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

平均余额与年平均职工数相除测算； 企业出口强度 （Ｅｘｐｏｒｔ） 用企业出口额占企业

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测算； 企业外资参与度 （Ｆｏｒｅｉｇｎ）， 用外资资本金占企业总资

本的份额来测算②。
（三）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１ 汇报了基于离散时间模型下互联网技术采用对企业出口生存影响的回归结

果。 在第 （１） 列中模型在控制不可观测异质性后， 仅保留解释变量一项， 第 （２）
列加入企业规模等可能影响企业出口风险的控制变量。 从前两列回归结果来看， 解

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对降低出口生存风险、 延长出口持续时

间的正面效应得到初步验证。 考虑到在样本期内， 中国相继发生 ２００１ 年加入世贸

组织、 ２００３ 年爆发 “非典” 疫情 （ＳＡＲＳ） 等重大年度冲击事件， 我们在第 （３）
列开始加入年份虚拟变量， 并同时对企业所在行业差异、 所在省份等可能影响企业

出口风险的外部异质性因素予以控制， 解释变量系数的符号与显著性仍然是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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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李兵和李柔 （２０１７）， 我们假定一旦企业在第 ｔ 期开始拥有电子邮箱， 由于边际成本较小， 即默认

企业在后期将持续使用。
限于篇幅，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备索。



的， 但系数确实明显减小， 显示出年度重大事件以及特定行业和区域差异在企业的

出口生存研究中不可忽视。
在第 （４） 列、 第 （５） 列， 本文还分别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Ｌｏｇｉｔ 模型对互联网的效

应进行再估计， 以观察互联网效应在危险率分布函数不同设定形式下的稳健性， 结

果显示两者与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结果并未出现系统性差异。 最后， 在第 （６） 列， 我们

还使用了 Ｃｏｘ 比例风险模型， 以考察不预先设定基准危险函数准确分布条件下解释

变量效应的稳健性。 综合表 １ 结果来看， 互联网对企业出口稳定性的效应基本得到

验证： 互联网技术的使用， 可显著降低企业出口生存风险， 延长出口生存时间。 这

一结果在是否控制固定效应以及不同危险率函数设定下均显示出良好稳健性。
在本文样本期即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间， 国内出口企业采用互联网技术的比例并不

高， 率先采用互联网技术的企业， 可有效降低其与海外市场的信息交换与市场搜寻

成本， 改善其面临的信息约束与信息不对称状况， 从而提高了企业应对出口不确定

性和出口风险的预案管理与应变能力 （Ｎｇｕｙｅｎ， ２０１２）， 最终降低了出口生存风

险， 延长企业出口生存时间。 根据表 １ 第 （３） 列的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结果， 互联网技术

的使用， 将使企业出口生存危险率下降 １９ １％。 这意味着互联网的 “稳出口” 效

应不仅是统计显著的， 也具有足够规模的经济效应①。

表 １　 互联网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基准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Ｃｌｏｇｌｏｇ Ｃｌｏｇｌｏｇ Ｃｌｏｇｌｏｇ Ｐｒｏｂ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Ｃｏｘ

Ｉｎｔ
－０ ４４５∗∗∗ －０ ３３４∗∗∗ －０ ２００∗∗∗ －０ ２４３∗∗∗ －０ ４２６∗∗∗ －０ ３９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２）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区域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ｈｏ ０ ４２７∗∗∗ ０ ３９７∗∗∗ ０ ４１５∗∗∗ ０ ４７１∗∗∗ ０ ４４２∗∗∗ ０ ４６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Ｎ ２４５ ４３７ ２３５ ６５０ １８０ ３１４ ２３５ ６５０ ２３５ ６５０ ２３５ ６５０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２４ ０８０ －１０８ ８６３ －９２ １９１ －９３ ９０２ －９３ ８８３ －５６６ ８８１
注： ∗∗∗、∗∗、∗分别代表 １％、 ５％和 １０％的统计显著性，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Ｙｅｓ” 或 “Ｎｏ” 表示是否控
制相应的年份、 行业及省份层面的不可观测异质性因素； ｒｈｏ 表示个体异质性方差占总误差方差的比例。 数
据源自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后文表格如非特别说明， 均与本表相同。

（四） 线下信息网络对互联网效应的稀释性

外资企业通常属于跨国公司在国内设立的分公司， 通常掌握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的线下商业信息网络， 对海外市场需求波动、 风险冲击具有信息成本优势， 可以更

好的规避应对不确定性冲击， 这一逻辑可能导致互联网对外资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

作用， 相对于内资企业而言并不明显。 我们参考施炳展 （２０１６） 方法， 依据企业

登记注册类型将全样本划分为国有、 民营与外资三个分样本， 然后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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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 对不同样本下互联网的出口持续时间效应进行估计①。 结果发现： 首

先， 无论是对于国有、 私营还是对于外资企业， 互联网的使用均可显著抑制企业出

口生存风险， 延长出口持续时间； 其次， 在民营企业分样本中解释变量系数的绝对

值最大， 国有企业样本次之， 外资企业样本最小。 这一结果高度吻合经济直觉。 该

结果为互联网通过促使本土企业获得海外市场信息渠道、 降低信息不对称性进而延

长出口生存时间， 提供了重要的侧面佐证。
线下的出口企业集聚， 也可通过面对面的信息溢出对互联网的作用产生影响

（贺灿飞和周韬， ２０１９； 赵瑞丽等， ２０１６［２２］）。 因此， 我们根据出口企业所在省份，
将全样本划分为东、 中、 西部三个分样本， 然后使用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对互联网与企业

出口持续时间的关系进行再检验②。 通过横向比较发现， 互联网对中部地区企业出

口持续时间的延长作用最大， 对东部地区的作用较小。 这一结果， 可由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４） 提到的 “以邻为鉴” 效应来解释。 东部地区出口企业较为密集，
企业可以通过更多的 “面对面” 的线下信息交换渠道改善国际市场信息不对称状

况， 从而对互联网的降低信息成本、 降低出口生存风险作用产生了替代或稀释

效应。
（五） 不同互联网工具的效应异质性

参考李兵和李柔 （ ２０１７）、 Ｈｕａｎｇ 等 （ ２０１８）， 企业是否建设官网主页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ｅｂｐａｇｅ） 也是观察企业是否使用互联网技术的主要指标之一。 相对于电

子信箱， 企业建设有官网主页， 可能是企业采用互联网技术的更有力证据。 但是，
由于该指标仅从 ２００４ 年才开始具有记录， 为此不得不将样本截取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

间， 然后再进行生存时间估计分析③。 回归结果显示， Ｉｎｔ 系数显著为负， 且相比

基准回归结果表 １ 第 （３） 列的系数绝对值也有所增大④。 该结果揭示出， 电子信

箱可能更多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商业信息联系渠道， 而通过建设官网主页方式使用

互联网， 更能便捷、 全面、 低成本获取交流、 搜寻与掌握海外市场信息， 大幅降低

信息不对称约束， 从而更能提早规避企业面临出口风险， 延长出口生存时间⑤。
（六） 样本选择性偏误及内生性处理

截至目前的实证分析尚面临的一个主要潜在问题是， 解释变量可能存在选择性

偏误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在本文样本期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 间，
国内企业使用互联网， 需要支付信息通信费、 购买计算机设备、 网站建设及维护等

系列信息化成本 （汪淼军等， ２００６）， 意味着是否采用互联网技术很可能并不是随

机行为， 而是与企业特征因素相关联的自选择行为。 为克服选择性偏误导致的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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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 本节采用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 和 Ｒｕｂｉｎ （１９８３） ［２３］提出的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ｒｏｐｅｎ⁃
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简称 ＰＳＭ） 展开进一步验证。

表 ２ 汇报了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后数据的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回归结果①。 根据第 （１）
列结果显示， 解释变量系数仍然显著为负， 再次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可以有效降低企

业出口退出风险， 延长出口持续时间。 根据指数运算， 互联网使用可使企业出口生

存危险率下降 ２５ ７％， 与表 １ 基准结果相比， 互联网的 “稳出口” 效应更为可观。
考虑到 １： ３ 匹配后导致的样本损失以及不同匹配方法稳健性， 表 ２ 第 （２） 列、
（３） 列分别使用 １： ５ 匹配和半径匹配 （ｒ 设定为 ０ ００５） 规则构建新的匹配样本，
然后在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进行再估计， 回归结果仍与前文保持一致。 最后， 我们在表 ２
第 （４）、 （５） 列再次分别运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Ｃｏｘ 比例风险模型对匹配样本进行稳健

性考察， 回归结果同样与基准结果相一致， 互联网的使用可以有效延长出口持续

时间②。

表 ２　 控制选择性偏误问题的回归结果： 倾向得分匹配法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 ３ １ ∶ ５ 半径 Ｌｏｇｉｔ Ｃｏｘ

Ｉｎｔ
－０ ２９７∗∗∗ －０ ３１５∗∗∗ －０ ３４４∗∗∗ －０ ３６０∗∗∗ －０ ３８６∗∗∗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区域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１５ ８７４ １３９ ３６８ １８０ １８８ １１５ ８７４ １５５ ６５８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５８ ５９３ ５ －７１ ０７２ ６ －９３ ８８０ ８ －５８ ５７４ ２ －３２８ ３１６ ２

注： 本表为基于匹配样本的离散时间生存分析模型回归结果， 其中前 ３ 列使用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 第 ４ 和第 ５ 列分
别使用 Ｌｏｇｉｔ 和 Ｃｏｘ 比例风险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四、 基于企业—目的国层面的扩展研究

多目的国出口企业是中国出口企业的主体③， 企业可能根据具体目的国市场风

险变化选择退出该市场， 但并不一定会整体退出出口行为。 基于此， 本节将拓展分

析互联网对企业—目的国层面出口生存风险、 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参考 Ｂｅｓｅｄｅš
和 Ｐｒｕｓａ （２００６） 等文献， 本文将目的国人均生产总值 （ＰＧＤＰ）、 国家间距离 （Ｄｉｓ⁃
ｔｃａｐ）、 是否为共同语言 （Ｃｏｍａｌｏｎｇ） 以及国家通货膨胀风险指数 （Ｒｉｓｋ） 等可能影

响企业出口生存风险的目的国层面因素予以控制， 上述指标可从 ＷＤＩ （世界发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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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数据库）、 ＣＥＰＩＩ 及 ＩＣＲＧ （国际国家风险指数） 直接得到。 然后， 我们同样使用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对互联网在企业—目的国层面的出口持续时间效应进行再估计①。
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 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为负， 这表明即使在企业－目的国层

面， 互联网的使用， 仍然有助于降低企业出口生存风险， 延长出口持续时间。 值得

指出的是， 目的国人均 ＧＤＰ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具有更高收入水平的目的

国市场对进口产品需求的稳定性也更强 （ Ｂｅｓｅｄｅš ａｎｄ Ｐｒｕｓａ， ２００６；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２； 贺灿飞和陈韬， ２０１９）， 因而企业面向该出口市场的退出风险更低、 出口持

续时间更长。 国家间距离及是否为共同语言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在经典引力

模型中对出口边际通常发挥负面效应的地理距离、 文化距离， 对出口持续时间也表

现出负面影响。 国家通货膨胀风险指数 Ｒｉｓｋ 的回归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 目的国

通货膨胀风险越低 （注意： Ｒｉｓｋ 数值越大， 表明金融秩序越稳健， 通货膨胀风险越

低）， 意味着该国市场需求购买力、 出口价值等可能导致企业出口绩效发生非预期

损失的市场波动风险越小， 进而企业在该国市场的生存风险越低， 出口生存时间

越长。
最后， 本文利用 Ｒｉｓｋ 指标所蕴含的市场波动风险信息展开进一步分析。 互联

网的使用可以有效提高企业对海外市场及其波动信息的搜寻掌握能力， 进而便于企

业提前规避应对企业出口风险。 因此一个合理推测是， 对于市场波动风险越高的目

的国， 使用互联网对出口生存风险的抑制作用应该越明显。 为此， 我们首先求得样

本中所有出口目的国的通货膨胀风险算术平均值Ｒｉｓｋ， 当某特定目的国的通货膨胀

风险低于 Ｒｉｓｋ时， 将该样本归类为高风险国家组 （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简称

ＨＲＣ）； 反之， 则归类为低风险国家组 （Ｌｏｗ Ｒｉｓｋ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简称 ＬＲＣ）。 随后， 使

用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对子样本进行分别估计②。 回归结果显示， 解释变量在 ＬＲＣ 组的显

著性明显降低， 而且回归系数也下降为 ＨＲＣ 组的 ３９％， 这表明互联网的使用， 对

企业在低风险目的国出口生存风险的规避效应， 远远低于高风险目的国贸易关系

组。 这一结果意味着， 在越是需求波动频繁、 市场信息不确定性越高的出口市场，
企业使用互联网对提升其海外信息搜寻掌握能力， 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效应越

显著。

五、 影响机制检验

根据理论分析部分所述， 企业采用互联网技术后， 使跨国信息沟通、 搜寻效率

提升， 进而可能通过以下三大渠道对出口持续时间产生正向影响： （１） 风险匹配

效应。 关于出口市场在需求偏好、 风险等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是影响企业出口持续时

间的重要约束， 新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往往通过少量出口等 “试错” 行为获得目

的国市场与自身产品特质的匹配情况， 只有掌握足够海外市场风险与产品匹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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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 才会表现出较大的初始出口规模。 使用互联网可显著降低针对出口市场风

险信息的搜寻成本， 使企业可根据自身产品异质性， 选择风险－产品匹配度高的市

场进行出口， 进而降低出口 “失败” 风险。 借鉴 Ｈｅｓｓ 和 Ｐｅｒｓｓｏｎ （２０１２）、 陈勇兵

等 （２０１２）， 我们使用企业初始出口额， 作为反映互联网通过风险匹配效应延长出

口持续时间的中介变量进行检验。 （２） 风险分散效应。 使用互联网可直接降低目

的国市场进入、 广告宣传等出口门槛成本， 激励企业出口集合在产品、 目的国两个

维度上实现边际扩展， 而出口产品多样化、 目的国市场多元化是分散出口风险的重

要途经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２）。 （３） 知识外溢效应。 通过使用互联网， 企业可低成本

的获取、 交流、 吸收在国际市场上的新知识新技术信息， 扩大面向国际的知识溢出

效应， 激励技术创新， 提升出口竞争力。 此外， 采用互联网技术的背后， 实际上涉

及一系列 ＩＴ 设备、 信息系统投资 （汪淼军等， ２００６）， 可改善企业内部组织与运行

效率，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从而延长出口持续时间。 具体而言， 本文以全要素

生产率 （ＴＦＰ） 以及企业研究开发费来表示采用互联网技术后获得的知识外溢效

应， 全要素生产率以典型的 ＯＰ 方法进行估计， 以 ＨＳ－６ 码层面的出口产品种类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表示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 以进入目的国市场数量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表

示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水平， 研究开发费用 （Ｒ＆Ｄ）、 初始出口额 （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
等变量则均通过第二节数据库获得。 随后， 我们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上述可能渠道

进行检验。
回归结果见表 ３， 其中， 第 （１） — （３） 列为基于风险匹配效应的渠道检验

结果。 根据第 （２） 列所示， 互联网的使用对企业初始出口额具有统计显著的正向

促进效应。 较大的初始出口规模， 一般被认为是企业对目的国市场风险相对了解、
建立稳固信任关系的结果。 而在第 （３） 列中， 当加入初始出口额后， 解释变量系

数出现下降， 说明互联网的使用确实有助于企业更全面搜寻目的国市场风险信息，
增进产品—风险匹配度， 降低了盲目的 “试错” 成本， 从而延长了出口持续时间。

表 ３ 第 （４） — （８） 列为基于风险分散效应渠道的中介模型结果， 其中第

（５） 列显示互联网技术的使用对企业出口目的国数量产生显著为正的扩展效应，
第 （６） 列显示互联网和目的国数量均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退出风险， 同时 Ｉｎｔｉｔ的
回归系数值与第 （４） 列相比缩小 ４２％， 这表明互联网的使用， 可通过出口目的国

多元化渠道分散企业出口生存风险， 延长出口生存时间。 同样， 根据表 ３ 第

（７） — （８） 列显示的中介模型检验结果， 互联网也可通过出口产品多样化渠道延

长出口持续时间。 值得指出的是， 相比而言互联网技术采用后， 对企业出口目的国

多元化的作用力度更大， 并且， 目的国市场多元化比产品多样化更加有效分散出口

退出风险， 这一结果具有明确的实践政策含义。 上述两大渠道的揭示， 实际上是对

基本命题的进一步佐证： 企业通过使用互联网， 可以便捷的获取海外市场需求信

息， 降低商贸信息搜寻成本， 实现贸易产品种类和市场分布多元化， 而多元化可有

效规避因单一市场非预期波动导致的 “硬着陆” 风险， 从而降低整体的出口退出

概率， 延长出口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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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互联网影响出口持续时间的机制检验

变量

风险匹配效应 风险分散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出口
持续时间

初始
出口额

出口
持续时间

出口
持续时间

目的国数
出口

持续时间
产品

种类数
出口

持续时间

Ｉｎｔ
－０ ３４１∗∗∗ ０ ０１２∗∗∗ －０ ３２８∗∗∗ －０ ０８４∗∗∗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９∗∗∗ ０ ０２１∗∗∗ －０ ０６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７）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６９∗∗∗

（０ ００５）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０ ２２７∗∗∗

（０ ００８）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０ ２４６∗∗∗

（０ ０１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区域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８８ ０１５ ２３５ ６５０ １８８ ０１５ １０１ ４６０ １４１ ３５２ １０１ ４６０ １４１ ３５２ １０１ ４６０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９ ８５１９ ５ — －９８ ４４１ ５ －５３ ８２４ ９ — －５３ ３７３ ７ — －５３ ８８１ ５

注：出口产品多样化（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出口市场多元化（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分别以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出口目的国数量表
示，可从海关数据库中直接获取。 以出口产品多样化为中介变量的回归模型的第一步与第（４）列相同，因而省
略。 模型均已控制企业不可观测异质性。

表 ４　 互联网影响出口持续时间的机制检验

变量

知识外溢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出口

持续时间
生产率

出口
持续时间

出口
持续时间

企业研发
出口

持续时间

Ｉｎｔ
－０ ３４１∗∗∗ ０ ００１ －０ ３４４∗∗∗ －０ ３４１∗∗∗ ０ １５８∗∗∗ －０ ３１１∗∗∗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６）

ＴＦＰ
－０ １６５∗∗∗

（０ ０２０）

Ｒ＆Ｄ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区域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８８ ０１５ ２３５ ６５０ １８０ ３１４ １８８ ０１５ ２１７ ６９２ １６０ ２７８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９８ ５１９ ５ — －９３ ９６６ ５ －９８ ５１９ ５ — －７９ ６８９ １

互联网的使用还可能通过更便捷地获取知识外溢效应或通过优化企业内部运行

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等渠道， 提高出口竞争力， 延长出口持续时间。 表 ４ 汇报了

对上述渠道的检验结果。 根据第表 ４ 第 （３） 列结果显示， 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出

口退出风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但是， 从第 （２） 列结果来看， Ｉｎｔｉｔ的回归系数

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互联网技术的采用未能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一传导

渠道产生作用。 可能的解释是，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综合效率水平的体现， 企业

采用互联网技术后， 难以在短期内对企业总体生产效率产生足够显著的快速的影

４７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响， 这与 “索罗悖论” 一致 （Ｔｒｉｐｌｅｔｔ， １９９９）。 最后， 从第 （５） — （６） 列回归

结果来看， 互联网的使用， 对企业研发费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 并且当施加企

业研发费后， 互联网的回归系数有所下降， 说明互联网是可通过获取知识溢出效应

增加企业创新投入从而抵御出口退出风险的。 然而， 综合表 ３、 表 ４ 结果可知， 互

联网技术采用， 对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作用， 主要是通过间接的风险分散效应

即市场多元化方式进行规避， 而较少通过提高风险—产品匹配度、 获取知识外溢增

强产品自身竞争力等更为直接的抵御渠道实现。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企业层面数据， 使用离散时间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 对互联网与中国企业出口退出风险、 出口持续时间等出口稳定性展

开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 总体而言， 企业采用互联网技术， 能够获得 “稳出口”
效应， 即可显著降低企业面临的出口生存风险， 延长出口持续时间。 这一结果在不

同的危险率分布函数、 不同持续时间段情景下均稳健成立。 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控制样本选择性偏误后， 互联网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正向效应仍然显著成立。 从

异质性检验来看， 互联网的使用对私营企业出口退出风险的抑制作用最为强烈， 对

外资企业影响最弱， 这一结果揭示出线下信息网络对互联网效应的替代或稀释效

应， 外资企业通常可通过线下的海外商业信息网络获得信息优势进而可以较好规避

出口退出风险。 本文还检验了不同互联网技术使用方式的效应异质性， 发现相比使

用电子邮箱， 企业通过建立官网主页方式更能有力地抑制出口生存风险， 提高出口

持续时间。 最后， 本文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 互联网技术的采用并未对企

业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 主要是通过促进出口产品多样化、 出口市场多元化等风险

分散效应机制， 有效抵冲了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贸易带来的风险， 延长出

口持续时间， 此外互联网还可以通过事前的风险－产品匹配选择以及获得出口知识

溢出等渠道延长贸易关系持续时间。
新近数年来国际经贸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明显上升， 与此同时国内经贸下

行压力加大， 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寻找促进贸易稳定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具有重

要意义。 本文研究结论， 具有如下宏观、 中观、 微观三个层面上的政策启示： （１）
首先在宏观层面上， 政府应通过扩大国际经贸信息公共产品供给等方式， 加强企业

对国际市场、 目的国环境及其可能波动的信息掌握能力， 提高信息透明度， 降低国

内国际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 （２） 其次在中观层面， 则应加大发展 ５Ｇ 等新一代信

息基础设施网络的普及和推广， 进一步推动 “互联网＋” 战略和鼓励企业上云， 降

低企业高效使用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接入成本。 （３） 最后在微观上， 企业则应充

分重视互联网、 信息平台的使用， 通过出口产品多样化和出口目的国多元化， 避免

单一市场或单一产品在外部需求冲击后的退出风险， 并利用互联网进行充分的出口

前市场风险搜寻， 提高出口市场偏好等波动风险与出口产品特征的匹配度， 充分获

取海外市场知识溢出， 增强出口创新能力与风险规避能力， 进而保持出口稳定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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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ＢＲＡＮＤＴ Ｌ，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Ｖ Ｂ， ＺＨＡＮＧ Ｙ 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ｒ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９１ （２）： ３３９－３５１
［２１］ 李兵， 李柔  互联网与企业出口： 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经验证据 ［Ｊ］．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７ （７）： １０２－１２５
［２２］ 赵瑞丽， 孙楚仁， 陈勇兵  最低工资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６ （７）： ９７－１２０
［２３］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 Ｐ Ｒ， ＲＵＢＩＮ Ｄ Ｂ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ｉ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ａｕｓ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Ｊ］ ． 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ｋａ， １９８３， ７０ （１）： ４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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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ＨＵ Ｘｉｎｙｕｅ　 ＳＯＮＧ Ｘｕｅｙｉｎ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ｈｕ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ｎｅｗ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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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ｉ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ｉｓｋ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ｒｉｓｋ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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