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产链位置与进口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下游度视角

陈凤兰

摘要： 进口与创新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中国企业进口已居全

球第二但创新能力仍不足。 在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 日益成为主要国际分工形式的

背景下， 基于生产链位置视角分析企业进口的创新效应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

义。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世界投入产出表、 海关数据库、 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专

利数据库， 测算企业进口下游度， 并首次实证考察了企业进口下游度对其技术创新

水平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 进口下游度越高， 越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高，
该影响在私营企业、 东部地区企业、 高竞争行业中更为明显。 此外， 企业的吸收能

力对进口下游度与技术创新水平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本文的结论从生产分工

角度为提高进口的创新效应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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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技术创新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也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４） ［１］。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创新， 然而， 其创新能力仍落后于主要

的发达国家， 《２０１９ 年全球创新指数 （ＧＩＩ） 报告》 显示中国位列第 １４ 位， 低于瑞

士、 瑞典和美国等发达国家。 当前国内经济发展面临资源能源及环境承载力下降、
低要素成本优势丧失等问题， 亟需提升创新水平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相较自主研发新产品， 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吸收已有技术进行二次创新上更具比

较优势 （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４） ［２］， 而进口品是技术溢出和扩散的重要载体 （Ｆｒａｎｋｅｌ
ａｎｄ Ｒｏｍｅｒ， １９９９） ［３］， 因而进口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至关重要。 甚至有研究表明进

口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比出口积极 （陈爱贞和刘志彪， ２０１５［４］；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５］）， 一方面进口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可以辐射带动国内价值链上下游企业

创新， 另一方面通过进口学习效应， 可以推动出口升级。 近几年， 中国实行积极的进

口政策， 已连续 １０ 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国。 然而， 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与其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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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地位并不相称， 进口的创新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

探讨。
本文从进口企业在生产链中的分工位置的角度分析该问题。 生产工序高度分散

的背景下， 中国企业进出口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 将不可避免地融入到 “生产链

分工” 和 “产品内分工” 中， 使得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差异不只局限于是否开展进

出口活动的单一维度， 还涉及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分工的位置 （沈鸿等，
２０１９） ［６］。 由于居于生产链不同位置的产品在制造过程中物化的知识和技术水平不

同， 进口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也可能不同。 因而从全球生产环节和分工位置

的角度探索进口的创新效应， 对更好地布局企业在生产链中的位置以发挥进口的创

新效应和实现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产业优化升级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１） 首次探讨了进口企业嵌入生产链的位置与技术创

新水平的关系， 是对进口与创新关系文献的有益补充； （２） 不同于现有文献集中

于从产出供应视角探究行业或企业位置， 本文从投入需求视角探究企业位置与创新

的关系， 丰富了 ＧＶＣ 位置和企业绩效的研究； （３） 机制方面， 不仅探讨进口技术

溢出效应的大小， 还考察了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为中国实现进口创新效应提

供来自微观层面的参考依据； （４） 细化地区、 行业和企业所有制层面异质性因素

的影响， 有助于中国突破地区、 行业和所有制层面抑制进口创新效应的阻碍， 实施

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进口的创新效应。

一、 文献综述

（一） 生产链位置的测度

生产链位置的测算多是利用投入产出模型， 基于生产工序的视角， 从国家和行

业层面展开测度。 Ｆａｌｌｙ （２０１２） ［７］利用美国投入产出表， 提出封闭条件下产品到最

终需求所需的生产阶段数的衡量方法。 在此基础上， Ａｎｔｒàｓ 等 （２０１２） ［８］ 构建了开

放经济条件下的上游度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ｎｅｓｓ） 指标， 并论证了其与 Ｆａｌｌｙ （２０１２） 测算的

一致。 Ａｎｔｒàｓ 和 Ｃｈｏｒ （２０１３） ［９］ 提出下游度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ｎｅｓｓ） 的两种测算方法，
一种是测算一国部门产出中用于生产下游最终品的直接投入占总产出的比重； 另一

种是加入间接投入到其他中间品阶段的测算。 但这些研究采用的均是单国 （区域）
投入产出表， 忽略了 ＧＶＣ 背景下国家间的生产分工。 与之前的文献相比， Ｍｉｌｌｅｒ 和
Ｔｅｍｕｒｓｈｏｅｖ （２０１７） ［１０］利用全球多国投入产出模型， 基于产出供应链和投入需求链

两个维度， 对应提出产出上游度 （Ｏｕｔｐｕｔ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ｎｅｓｓ） 和投入下游度 （ Ｉｎｐｕｔ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ｎｅｓｓ） 的概念。 Ｄｉｅ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ｅｒ 等 （２００７） ［１１］ 基于单位最终品对上游某产

业部门产生影响所要经历的阶段数， 提出 “平均传递长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ＰＬ） 的概念。 这些文献都单一使用上游度或下游度表征位置， 而 Ｅｓｃａｉｔｈ
和 Ｉｎｏｍａｔａ （ ２０１６） ［１２］ 通过比较前向和后向 ＡＰＬ 来确定相对位置；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 ［１３］用某部门增加值被计为总产出的平均次数衡量其生产链长度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ＴＰＬ）， 并用前后向生产长度的比值构建行业层面的位置指数。 可

见， 无论从什么角度定义位置， 都是基于投入产出表对生产过程阶段数进行加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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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算， 体现了生产的分割程度和复杂性， 异于现实经济中生产链上下游位置①。
近 ２０ 年来， 生产分割的发展从产业间深入到产品内， 对位置的考察也需从宏

观层面转向微观层面。 Ｃｈｏｒ 等 （２０１４） ［１４］ 首次从微观层面测度中国企业 １９９２—
２０１１ 年嵌入生产链的位置变化， 利用企业贸易数据对行业上游度进行加权计算得

到企业上游度， 然而， 其利用 ２００７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测算并假设行业位置在

１９９２—２０１１ 年固定不变， 且未对不涉及生产环节的贸易中间商进行识别和处理，
存在不合理性。 唐宜红和张鹏杨 （２０１８） ［１５］ 对此进行改进， 结合 ２０１３ 版世界投入

产出表 （ＷＩＯＤ） 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 对贸易中间商进行识别、 处理， 测算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存在持续进出口行为的中国企业的上游度。 有关微观企业嵌入生产

链位置的测度虽在细节上改进， 但仍都立足于行业或企业作为产出供给方的视角进

行度量。 鉴于此，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６ 版 ＷＩＯＤ②， 结合行业作为产出供给方和投入需求

方的双重角色测度位置， 不仅计算了 “生产到最终需求距离” 或行业上游度， 也

对 “产品距离初始投入距离” 或行业下游度进行测度， 并根据处理中间商后的进

口数据测算制造业进口企业嵌入生产链的位置。
（二） 进口企业的生产链位置与技术创新水平

目前尚无文献直接探讨企业进口的生产链位置与技术创新水平的关系， 相关文

献一类是进口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另一类是生产链位置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关于进口贸易与企业创新绩效的研究较多但结论不一， 进口品的异质性和企业

的异质性会影响进口的创新效应。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１７） 理论分析了进口贸易会通过技

术溢出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产生正向效应， 邢孝兵等 （２０１８） ［１６］利用跨国面板数

据实证分析发现进口高技术水平产品抑制了技术创新， 而进口低技术水平产品促进

了技术创新； 杨晓云 （２０１３） ［１７］研究表明进口中间品的多样性会促进企业创新； 张

杰 （２０１５） ［１８］研究表明进口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来源于资本品进口， 中间品进口则无

显著影响甚至抑制创新； 罗勇和曾涛 （２０１７） ［１９］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表明不同商

品结构的中间品进口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同。
已有关于生产链位置与技术创新水平关系的研究较少。 Ｆａｌｌｙ （２０１２）、 Ａｎｔｒàｓ

等 （２０１２） 研究表明居于 ＧＶＣ 越下游的国家 ／行业技术水平往往越高， 但这些研

究运用的是宏观层面的国家或行业数据； 张陈宇等 （２０２０） ［２０］发现位于生产链上游

的企业倾向于激进式创新， 而下游企业偏向于渐进式创新。 虽然该研究运用微观层

面的企业数据， 但从研究内容来看， 探讨的是生产链位置对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
而非对创新水平的影响； 从测度方法来看， 其利用行业位置表征企业在生产链上的

位置， 有失偏颇。 原因在于： 多数企业具有多产品生产的特征， 其对应的生产链位

置不再是某一行业产品的位置， 而应是多种产品位置的加权。 此外， 宏微观层面关

于生产链位置与创新的研究， 均集中于从产出供应端视角以产品距离最终消费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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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产出表中的任一部门使用了其他部门的中间品， 该部门就是其他部门的下游部门。
２０１３ 版 ＷＩＯＤ 的时间窗口为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包含 ４０ 个国家 ／ 地区和 ３５ 个行业门类； ２０１６ 版 ＷＩＯＤ 时间

窗口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包含 ４３ 个国家 ／ 地区和 ５６ 个行业门类。 相较 ２０１３ 版 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 版 ＷＩＯＤ 的年份更新、
行业分类更加细化。



离定义生产链位置 （即上游度）， 忽略了投入需求端视角 （即下游度）。

二、 生产链位置的测度和特征事实

（一） 中国嵌入生产链位置的测度

跨国投入产出表的行元素表示国家产品部门的使用去向， 列元素表示国家产品部门

的生产构成。 衡量生产链位置， 主要有上游度和下游度， 两者分别以企业作为产出供给

方和作为投入需求方的角度来考虑企业位置， 即上游度和下游度分别从两个不同维度测

度生产链位置， 而非一个维度上的相反方向。 参考 Ｃｈｏｒ 等 （２０１４）、 Ｊｕ 和Ｙｕ （２０１５）［２１］、
唐宜红和张鹏杨 （２０１８） 的方法， 通过以下步骤测算进口企业的上、 下游度：

１ 计算行业上游度和下游度

分别以产品距离最终消费的距离和产品距离初始要素的距离定义产业部门的上

游度和下游度 （Ａｎｔｒà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Ｍ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Ｔｅｍｕｒｓｈｏｅｖ， ２０１７）①。 其中任意两个

生产阶段的距离被假设为 １， 因而距离消费终端的上游度和距离初始投入端的下游

度分别表示为如下式子 （１） 和 （２）：

（１）

（２）
其中， Ｙ、 ＶＡ 和 Ｘ 分别表示最终使用、 生产中投入的增加值和总产出。 公式

（１） 第一项反映 ｉ 国 ｒ 行业产出直接用于最终消费； 第二项反映 ｉ 国 ｒ 行业产出作

为 ｊ 国 ｓ 行业的中间使用被用来生产 ｊ 国 ｓ 行业最终品； 以此类推， 进一步迭代相关

项的值越大， 说明 ｉ 国 ｒ 行业产出更多用作中间品投入到其他国家行业部门的生产

中， 与其他国家产业部门有紧密的供应链接关系。 因此， 上游度高表明中间产出占

总产出的比例大， 距离消费端远。
公式 （２） 第一项反映 ｊ 国 ｓ 行业生产中对初始要素的直接使用； 第二项反映 ｊ

国 ｓ 行业直接使用的中间投入品， 而这些中间投入品直接使用初始要素； 以此类

推， 进一步迭代项的值越大， 说明 ｊ 国 ｓ 行业更密集使用来自其他国家产业部门的

中间投入， 与其他国家产业部门有紧密的需求链接关系。 因此， 下游度越高意味着

中间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大， 该国家产业相对初始生产要素越处于下游②。
２ 对贸易代理商的处理

采用 Ａｈｎ 等 （２０１１） ［２２］的方法， 将企业名称包含 “进出口” “贸易” “经贸”
“科贸” “外经” 等的企业识别为贸易代理商。 贸易代理商不存在生产行为， 但直

接将其剔除会低估企业进口额。 将海关 ＨＳ 六位商品编码对应到 ＷＩＯＤ 的 ＩＳ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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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 完整测算步骤备索。
为避免上游度和下游度概念的混淆， Ｍｉｌｌｅｒ 和 Ｔｅｍｕｒｓｈｏｅｖ （２０１７） 在研究中， 分别称二者为产出上游度

和投入下游度。 因而， 后文分析中用到的产出上游度、 投入下游度与上游度、 下游度概念可互换。



Ｒｅｖ ４ 行业编码， 依据 ＩＳＩＣ Ｒｅｃ ４ 行业分类标准， 计算各行业通过贸易代理方式的

进口额占行业总进口的比重 ｓｈａｒｅＭｉｔ ， 再根据如下公式计算企业的实际进口额：

　 　 　 　 　 　 　 　 　 　 （３）
Ｍａｄｊ

ｆｉｔ 表示 ｔ 年 ｆ 企业在 ｉ 行业的实际进口额， 即通过中间商调整之后的企业进

口。 Ｍｆｉｔ是海关数据库中记录的 ｆ 企业在 ｉ 行业的进口额。
３ 计算企业进口上游度和进口下游度， 定义分别如下：

　 　 　 　 　 　 　 （４）

　 　 　 　 　 　 　 （５）
ＵｐＭｆｔ 和 ＤｏｗｎＭ

ｆｔ 表示进口企业 ｆ 在 ｔ 年的相对上游度和下游度。 换言之， 以各行业

中属于企业 ｆ 的进口额占企业 ｆ 总进口额的比重为权重， 计算不同行业的加权上

（下） 游度来表征企业的上 （下） 游度。 因此， 当进口企业在生产链中的位置发生变

化时， 可能是行业位置发生变化， 也可能是进口品结构发生变化， 这具有合理性。
（二） 特征性事实

１ 行业层面

表 １ 展示了中国分行业大类的产出上游度和投入下游度情况。 相比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３
年各行业上、 下游度都上升了； 矿业的产出上游度最高， 制造业的投入下游度最高。
从产出视角而言， 矿产往往作为资源和能源以中间品的形式投入到制造业部门生产

中， 直接作为最终品的比例较小， 因此距离消费终端距离最远； 从投入视角来看， 制

造业的生产往往需要更复杂的中间投入， 因而其距离初始生产要素的距离最远。

表 １　 行业位置描述统计

行业
大类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 增量 涨幅（％）
上游度 下游度 上游度 下游度 上游度 下游度 上游度 下游度

农业 ２ ４５３２ １ ９７５５ ３ ３４８１ ２ ２８４５ ０ ８９４９ ０ ３０９０ ３６ ４７８９ １５ ６４１６
矿业 ４ ２４１５ ２ ０７４０ ５ ０５２０ ２ ５９５６ ０ ８１０５ ０ ５２１６ １９ １０８８ ２５ １４９５

制造业 ２ ９３６０ ３ ００７９ ３ ２３８２ ３ ４８５６ ０ ３０２２ ０ ４７７７ １０ ２９２９ １５ ８８１５
服务业 ２ １０９１ ２ ０７１０ ２ ２５４７ ２ １３５１ ０ １４５６ ０ ０６４１ ６ ９０３４ ３ ０９５１

注：增量和涨幅指的都是 ２０１３ 年的数值相对 ２０００ 年而言。

图 １ 对 ２０１３ 年各制造业①的产出上游度和投入下游度分别由高到低进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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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２０１６版ＷＩＯＤ 中， Ｃ５－Ｃ２２为制造业， 具体各行业为： Ｃ５ 食品、 饮料及烟草业， Ｃ６ 纺织、 服装及皮革业，
Ｃ７ 木材加工和木制品业 （家具除外）， Ｃ８ 造纸及纸制品业， Ｃ９ 印刷及出版业， Ｃ１０ 炼焦及石油业， Ｃ１１ 化工产

品制造业， Ｃ１２ 医药制品业， Ｃ１３ 橡胶及塑料制品业， Ｃ１４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Ｃ１５ 基本金属制品业， Ｃ１６
金属制品业 （机械设备除外）， Ｃ１７ 计算机、 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业， Ｃ１８ 电气设备制造业， Ｃ１９ 机械设备制造

业， Ｃ２０ 小汽车、 拖车、 半挂车制造业， Ｃ２１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Ｃ２２ 家具制品及其他制造业。 这里重点分析

制造业是因为： 海关的进口记录更多是制造品的进口且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大部分企业的主业为制造业， 因此本

文研究样本集中在制造业进口企业。



根据图 １， Ｃ１７－Ｃ２１ 制造业大致具备产出上游度低、 投入下游度高的特点。 根据

ＯＥＣＤ 制造业的分类标准①， 它们均属高技术行业， 从投入端看， 技术含量越高的

制造业， 生产过程往往越复杂， 所需中间投入越多， 因而远离初始投入端， 下游度

指数高； 且生产出来的产品到达最终消费所需的生产阶段数较少， 上游度指数低，
图 １ 所显示的排名情况正好印证了这些行业的特征。 此外， 无论从投入端还是产出

端来看， 低技术和中低技术制造业普遍更上游， 即具有上游度高、 下游度低的

特点②。

图 １　 ２０１３ 年中国各制造业行业上游度和下游度排名

２ 进口企业层面

图 ２ 展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口上游度和下游度均值的变化情况。 从绝对量

来看， 进口下游度高于进口上游度， 二者相关系数为 ０ ３０９８。 从变化趋势看，
进口上游度和下游度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年间下降， 此后除 ２００８ 年进口下游度以及

２０１０ 年进口上游度有轻微下降外 （可能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产品分工程度降

低）， 其余年份二者均呈上升趋势。 进口上游度标准差远高于进口下游度， 说明

进口上游度更离散。
由上述分析， 产出上游度和投入下游度在不同行业和企业间的相对大小和变化

幅度存在明显差异。 由于下游度指数刻画了产品部门的生产成本 （或生产技术）
构成， 换句话说， 它反映了原始生产要素到特定产品部门的距离， 因而能更好地反

映产品生产所需的中间投入和生产的阶段性过程， 也更符合本文研究内容。 因此，
本文采用企业进口下游度作为实证研究的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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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５－Ｃ９、 Ｃ２２ 为低技术制造业； Ｃ１０、 Ｃ１３－Ｃ１６ 为中低技术制造业； Ｃ１１ 和 Ｃ１２ 为中高技术制造业；
Ｃ１７－Ｃ２１ 为高技术制造业。

由于生产的难以分割性， 中高技术制造业 Ｃ１２、 低技术制造业 Ｃ５ 和 Ｃ２２ 上、 下游度都低。



图 ２　 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口上游度和下游度的变化情况

三、 相关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进口品在国外生产过程中隐含着技术、 知识和资本品投入， 因而企业进口存在

技术外溢和 “进口中学习” 效应 （ Ａ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Ｋｏｎｉｎｇｓ， ２００７［２３］； Ｋａｓａｈａｒａ ａｎｄ
Ｌａｐｈａｍ， ２０１３［２４］）， 进口企业可通过 “干中学” 模仿并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专业

化生产经验， 促进自身创新水平的提高。 然而， 企业的技术创新需足够的知识和技

术积累， 存在显著的技术门槛， 如果进口品的技术含量未达该门槛， 技术外溢的效

果将十分有限。 从生产链分工视角来看， 序贯生产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使得附

加值在逐次生产中被创造、 累加， 一旦有环节出现失误， 将丧失之前累积的劳动、
资本和中间品价值， 因此， 下游度越高的产品所需投入的技术水平往往越高， 这使得

嵌入生产链下游的行业技能强度通常更高 （Ｆａｌｌｙ， ２０１２； Ｃｏｓｔｉｎｏ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２５］ ），
与图 １ 显示的基本一致， 下游度较高的主要是技术密集型的机电类行业， 而低技术制

造业部门， 生产过程往往较简单， 下游度较低。 由此， 居于生产链不同位置的产品在

制造过程中物化的知识和技术水平往往不同， 引致企业进口不同位置的产品具有不同

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学习空间， 对其技术创新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异。
就产品多样性而言， 下游度越高， 表明产品使用的中间投入越多越复杂， 产品

多样化水平更高， 蕴含更加多元化的优质生产要素和更大的技术溢出机会， 提供了

更多学习渠道。 因此， 当企业进口品由产业链上游向下游转移时， 意味着投入品可

能由初级原材料向技术复杂度高和技术含量高的中间品转移， 一方面， 进口的技术

溢出机制更明显， 另一方面， 为了与上下游环节的生产技术进行配套， 企业有提升

创新水平的内在动力。 此外， 创新投资需要大量稳定的资金作为支持， 一些企业难

以承受巨额的研发支出， 而进口偏下游高质量的多样化投入品可以降低其研发成本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２６］； Ｂø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２７］ ）， 提高利润率； 且高质量的投入

品有助于提高产成品质量， 引发消费需求的增加， 带来的规模效应使得企业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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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和更充足的资金投入到研发创新活动中。 综合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 企业进口下游度的增加有助于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技术溢出具有外部性， 但将其内化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依赖于企业吸收能力

的强弱 （吕越等， ２０１８） ［２８］。 吸收能力差的企业不能有效地识别、 消化、 整合和应

用外部新知识和新技术， 则进口产品会替代甚至挤出本国产品， 导致本国企业市场

份额下降、 利润缩窄， 最终使得本国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和人才流失， 抑制创新水平

的提高。 一般而言， 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越高， 企业的吸收能力越强

（Ａｙｙａｇａｒ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２９］。 此外， 企业间技术距离越小， 越易形成价值链上的前

后向关联效应， 也能更好地发挥其吸收能力。 因而， 即使进口企业居于生产链的下

游， 但其研发投入不足、 人力资本匮乏或者技术水平低的话， 也难以充分吸收外来

技术溢出实现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进而， 本文提出假说 ２。
假说 ２： 企业吸收能力对进口下游度与技术创新间的正向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就不同地区产业结构在生产链中的位置而言， 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使得东部产

业集群众多， 生产高度精细化， 产业链较长， 产品技术含量高， 而西部产业发展以

原材料供应、 初级资源粗加工为主， 产业链条较短， 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

低①。 区域产业结构的不同决定了其进出口产品结构的不同， 东部偏向技术含量高

的中间品， 西部则偏向初级产品和技术含量低的产品； 同时， 中国的进口有很大比

例是加工贸易企业带来的， 而加工贸易企业集中于东部地区， “为出口而进口” 的

特征促使其往往需对一些已经历多道生产工序的进口品进行加工、 组装再出口， 因

而东部进口企业下游度更高， 进口品的知识、 技术含量更高。 此外， 东部贸易开放

最早、 开放度最高， 进口企业更易接触到国外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且企业研发投入

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 吸收能力较好， 有利于其创新； 而西部贸易开放较晚、 开放

度较低， 且企业吸收能力有限， 不利其创新。 中部地区位于中国经济技术第二梯

度， 其比较优势产业、 贸易开放度和吸收能力大致介于两者之间。 据此， 推断进口

下游度与企业创新水平的关系存在区域异质性， 本文提出假说 ３。
假说 ３： 进口下游度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存在地区异质性。
行业竞争程度是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上游行业中国有企业

比重较高， 使得上游行业的垄断程度居高不下， 而下游行业已实现高度竞争 （王永

进和刘灿雷， ２０１６）［３０］。 从行业特性看， 垄断行业的市场势力会带来熊彼特效应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ｉ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 进而提升企业创新的能力， 也会带来替代效应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② 和产品惯性效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Ｅｆｆｅｃｔ） 从而抑制企业创新的动力； 而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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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１９ 年 《中国统计年鉴》 公布的主要工业品产量数据显示： 东部地区电子信息制造业、 装备制造业等

工业品产量占全国比重很高， 如汽车占比 ５８ ３９％、 集成电路 ７１ １３％、 机床 ７２ ７３％， 而在初级产品、 资源

类工业品等领域比重较小； 西部地区恰好相反， 西部地区资源类工业品产量占全国比重大多在 ３０％以上， 如

原煤占比 ３２ １４％、 天然气 ７８ ８６％、 水电 ６７ ２４％， 而在电子消费品、 装备制造业等工业品领域比重较小。
再者， 东部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约 ９０％， 中西部仅约 １０％。

替代效应是指， 在垄断行业中， 企业的创新表现为对自己原有产品的替代， 因而产生的结果是自我竞

争， 垄断企业便缺乏创新动力。



争性行业可能会产生逃离竞争效应 （Ｅｓｃａｐ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从而刺激企业创

新。 就企业所有制而言， 国有企业的贸易行为可能受国家计划体制保护， 致使其创

新动力通常不足 （吴延兵， ２０１２） ［３１］。 而私营企业数量庞大、 竞争激烈、 灵活性

高， 因此， 创新动力更强且创新增量更大。 得益于母公司地区效应的优势， 外资企

业技术获取能力强， 但为防止技术外溢， 其研发设计更多在母国进行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３２］， 因此， 进口下游度的增加对其创新产出的影响有限。 据此， 本文提

出假说 ４。
假说 ４： 进口下游度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存在行业竞争程度和企业所有制异

质性。

四、 数据来源、 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四个数据库： 欧盟 ２０１６ 版世界投入产出表 （ＷＩＯＤ）； 中国海

关贸易数据库；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专利数据库。 首先， 对工业企业数据库

进行处理： 剔除同年重复、 关键性指标缺失、 从业人员小于 ８、 成立时间无效、 流

动资产或固定资产超过总资产的样本； 剔除公用事业企业、 采掘业以及所属行业不

明的企业； 依照 ２００２ 年版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调整企业的行业代码， 并将

其分类标准统一至 ＩＳＩＣ Ｒｅｖ ４ 分类标准。 其次， 进行数据匹配： 根据企业名称和

年份匹配海关年度进口企业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库， 再通过企业的邮编和电话号码

后 ７ 位进行匹配； 接着， 根据年份和企业名称， 匹配专利数据库。 经过处理， 最终

得到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９３ ７５１家进口企业样本量为３０７ ８３８的数据。
（二） 模型设定

为研究制造业进口企业嵌入生产链的位置对其创新水平的影响， 模型设定为：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ｔ ＝β０＋β１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ｆｔ＋β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ｆｔ＋ｖｔ＋μｆ＋εｆｔ （６）

其中， 下标 ｆ、 ｔ 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ｔ 代表企业技术创新水平；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ｆｔ表示 ｔ 年进口企业 ｆ 在生产链中的下游度；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代表控制变量； ｖｔ和 μｆ

分别表示年份和企业固定效应， εｆｔ为随机扰动项。 为克服潜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

题， 将标准误聚类到行业层面。
（三） 变量选择

解释变量是企业进口下游度， 由前文测算方法获得。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技术创

新水平， 采用专利数据库中企业专利申请量的对数值 （ｐａｔｅｎｔ） 表示。 控制变量包

括： ①资产负债率 （ ｌｅｖ）， 采用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表示； ②营业利润率

（ｐｒｏｆｉｔ）， 用企业营业利润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表示； ③企业规模 （ ｓｉｚｅ）， 用企业资

产总额的对数表示； ④企业年龄 （ａｇｅ）， 将当年年份减去企业开业年份再加 １ 之后

取对数； ⑤企业是否出口 （ｅｘｐｏｒｔ）， 企业当年有出口取 １， 否则取 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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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显示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０ ５， 不存在显著的共线性问题①。

五、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２ 是基准回归结果， 第 （１） 列是进口下游度对专利申请数的简单回归结

果， 第（２）—（５）列在此基础上依次加入控制变量、 年份、 行业和省份固定效应，
第 （６） 列则控制年份和企业固定效应。 下游度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始终为

正， 表明进口企业下游度与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水平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初步证实

假说 １。
从控制变量来看， 资产负债率 （ ｌｅｖ） 与创新水平显著正相关， 表明许多进口

企业倾向于承担高负债进行创新投资； 企业规模 （ ｓｉｚｅ） 系数显著为正， 这是因为

规模越大的企业往往有更强的风险承受能力且越有能力开展更多创新活动； 企业年

龄 （ａｇｅ） 显著为正， 可能因为成立时间长的企业具有营利能力稳定及较高的技术

积累等特点， 有助于创新产出的提高； 企业出口 （ ｅｘｐｏｒｔ） 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是

因为出口企业与国际往来频繁， 会通过学习互动促进自身创新水平的提高， 同时其

面临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 迫使其加大创新支出； 企业利润率 （ｐｒｏｆｉｔ） 显著为正，
验证了以企业自身利润积累的内源融资有助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０ ６００８∗∗∗ ０ ４１７９∗∗∗ ０ ２７６１∗∗∗ ０ １０７３∗∗∗ ０ １０６７∗∗∗ ０ １７３５∗∗∗

（０ ０２２７） （０ ０１８１） （０ ０２８６） （０ ０２０１） （０ ０１９８） （０ ０１６７）

ｌｅｖ ０ ０７７１∗∗∗ ０ ０４８４∗∗∗ ０ ０４４７∗∗∗ ０ ０３４４∗∗∗ ０ ０３７７∗∗∗

（０ ０１１６） （０ ００９８） （０ ００９０） （０ ００８２） （０ ０１１６）

ｓｉｚｅ ０ １３８０∗∗∗ ０ １３１５∗∗∗ ０ １２８２∗∗∗ ０ １２５５∗∗∗ ０ １４６２∗∗∗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７３） （０ ００７３） （０ ０１２５）

ａｇｅ ０ ０１８５∗∗∗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０９３∗ ０ ０１２２∗∗ ０ ０４８７∗∗∗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６８）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８１４∗∗∗ ０ ０８４６∗∗∗ ０ ０６４３∗∗∗ ０ ０６９９∗∗∗ ０ ０３１３∗∗∗

（０ ０１０８）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０８８）

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４３４１∗∗∗ ０ ４７５７∗∗∗ ０ ４３５３∗∗∗ ０ ４０４０∗∗∗ ０ ０５３３∗∗∗

（０ ０３２２） （０ ０３１７） （０ ０３２２） （０ ０３０６） （０ ０１９６）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 ７４８６∗∗∗ －２ ８２９３∗∗∗ －２ ３０７８∗∗∗ －１ ８４７８∗∗∗ －１ ７４９０∗∗∗ －２ ０８３０∗∗∗

（０ ０７５７） （０ １０７４） （０ ０９１２） （０ ０９３１） （０ ０９００） （０ １８２４）
年份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行业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省份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企业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Ｒ２ ０ ０４４３ ０ １２５５ ０ １３７５ ０ １５００ ０ １５４４ ０ ５３８７
Ｎ ３０７ ８３８ ３０７ ８３８ ３０７ ８３８ ３０７ ８３８ ３０７ ８３８ ３０７ ８３８

注： 括号中的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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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检验， 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

目查阅、 下载。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替换回归方法

发明专利申请量是以 ０ 为下限的归并数据， 且是计数数据， 本文分别采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和计数模型做稳健性检验。 关于计数模型的选择， 由于样本中专利申请

量包含较多零值， 先运用零膨胀泊松回归和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 再用固定效应

泊松回归和固定效应负二项归回模型做检验。 结果见表 ３，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的系数均显

著为正， 结果稳健。

表 ３　 替换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０ ５５９４∗∗∗ ０ ０８５０∗∗∗ ０ １５０５∗∗∗ ０ ５３１５∗∗∗ １ ３６７２∗∗∗

（０ １０４９）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４８７）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３０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 行业 ／ 省份 是 是 是 否 否

年份 ／ 企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模型 ｔｏｂｉｔ ｚｉｐ ｚｉｎｂ ｘｔｐｏｉｓｓｏｎ ｘｔｎｂｒｅｇ
Ｎ ３０７ ８３８ ３０７ ８３８ ３０７ ８３８ ８５ ３１１ ８５ ３１１

注： （１） 列括号中的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２）—（５）列括号中的值为普通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２ 替换变量

首先， 替换因变量。 分别选取新产品产值对数 （ｎｅｗｐ）、 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对

数 （ ｆｍｐａｔ） 和非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对数 （ｗｇｓｙｐａｔ） 作为被解释变量， 重新进行回

归。 其次， 替换自变量。 分别用 Ａｎｔｒàｓ 等 （ ２０１２） 提出的上游度指数 （Ｕｐ）、
Ｗａｎｇ 等 （ ２０１７） 基于总生产长度定义的位置指数 （ ＴＰＬ）、 Ｅｓｃａｉｔｈ 和 Ｉｎｏｍａｔａ
（２０１６） 基于平均传递长度定义的位置指数 （ＡＰＬ） 作解释变量， 重新进行回归。
替换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结果均显示， 结论稳健①。

（三） 内生性问题讨论

反向因果关系和遗漏变量易导致内生性问题。 进口下游度的计算涉及进口权重

和行业下游度， 行业因素不易受企业因素影响， 因此内生性问题主要来源于企业创

新水平与进口品结构的反向因果关系和同时影响两者的遗漏变量。 为缓解该问题，
首先采取滞后 １ 期和 ２ 期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回归。 其次， 借鉴 Ｙｕ
（２０１５） ［３３］的方法， 企业各年份的进口下游度都以其首次进入样本的进口额为权重进

行计算， 使得企业不同年份位置的变化仅由行业位置变化引起， 排除其他因素变化引

起的进口产品结构的变化。 此外， 工企数据库登记了企业的四位码行业， 因此用行业

层面的位置指代进口企业的位置进行回归。 据表 ４， 几种方法所示结果与前文一致。
本文还寻找工具变量来缓解内生性问题， 第一个工具变量是同一行业内进口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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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下游度的均值 （Ｍｅａｎ＿Ｄｏｗｎ）， 同行业内企业进口产品的结构较为相似， 因此企

业位置与同行业内位置的均值高度相关， 相关系数达 ０ ８２９８， 且同行业内进口企业

位置的均值与本企业创新水平无直接关系， 满足外生性条件。 参照沈鸿等 （２０１９）
的做法， 第二个工具变量是距离港口的最近距离 （ｌｎｄｉｓ）①， 企业距离港口距离越远，
单位运输成本越高， 可选择进口当地无法生产的需较多生产环节的高价值投入品； 而

企业距离港口越近， 对运输成本的承受力强， 可进口价值较低但需国内完成更多生产

环节的产品， 因此 ｌｎｄｉｓ 与进口位置有较强相关性， 而距离港口的距离是企业选址和

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果， 与创新水平弱相关， 二者相关系数仅 ０ ０２８１。
表 ４ 的列 （５）、 （６） 分别以 Ｍｅａｎ＿Ｄｏｗｎ、 ｌｎｄｉｓ 作为工具变量， 第 （７） 列同

时加入两个工具变量。 回归结果显示， 下游度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证实假说

１。 且识别不足检验和弱识别检验拒绝了不可识别和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 过度识

别检验的 Ｐ 值大于 ０ １， 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

表 ４　 缓解内生性问题的回归结果

变量
滞后 １ 期 滞后 ２ 期 首次进口 行业位置 工具变量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０ ２１９３∗∗∗　 ０ ２６０６∗∗∗　 ０ １０６３∗∗∗　 ０ ２３５３∗∗∗　 ０ ５９３９∗∗∗　 １ ２０１７∗∗∗ 　 ０ ３５３９∗∗∗

（０ ０２５５） （０ ０２８１） （０ ０１０４） （０ ０２０９） （０ ０２７１） （０ ６２６０） （０ ０２６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１３３ ９５９ １８７ ２９３ １１９ ４８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６ ３ｅ＋０５ １１７ ４３９ １ ２ｅ＋０５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９ ９３］

Ｈａｎｓｅｎ Ｊ ０ ９９００
Ｒ２ ０ ５６７１ ０ ５５８１ ０ ５３８４ ０ ５３９１ — — —
Ｎ １７１ ７１０ １２３ １１９ ３０７ ８３８ ３０７ ８３８ ３０７ ８３８ ３０７ ８３８ ２７７ ８１５

注：括号中的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
计量和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下方方括号内分别为 Ｐ 值和 １０％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四）机制检验

前文已证实假说 １，假说 ２ 指出下游产品技术溢出的效果取决于企业吸收能力，本
文构建交互项进行验证。 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是衡量吸收能力的重要指

标。 因此，首先将企业研发投入的对数（ ｌｎｒａｄ）与进口下游度作交互。 其次，用人均工

资的对数（ｌｎｗａｇｅ）代表企业人力资本水平（魏浩等，２０１９［３４］），并与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作交互。
最后，参照 Ｃｈｅｎ 等（２０１７）的做法，按行业技术属性区分高技术企业和一般技术企业来

判定企业吸收能力的高低。 具体而言，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高技术产业（制造业）
分类》标准，利用工企中的四位码行业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技术企业与一般企业，构建

制造业技术水平的二分变量 ｈｉｇｈｔｅｃ。 在模型（６）的基础上分别加入 ｌｎｒａｄ、ｌｎｗａｇｅ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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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地址信息获取企业及国内八大港口 （上海、 厦门、 大连、 青岛、 广州、 宁波、 天津和秦皇岛） 的经

纬度， 再据此获取企业到八大港口的距离并选取最近距离作为工具变量。



ｈｉｇｈｔｅｃ 与下游度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见表 ５。 三个交互项均显著为正，可见，企业的吸

收能力越强，进口下游度的增加对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效果越强，验证了假说 ２。

表 ５　 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变量 （１） （２） （３）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０ １２６７∗∗∗ ０ １０７３∗∗∗ ０ １７１９∗∗∗

（０ ０２６６） （０ ０１４９） （０ ０１５４）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Ｍ ０ ０７８６∗∗∗ ０ ２２１３∗∗∗ ０ ２４１８∗∗∗

（０ ０１１２） （０ ０１６６） （０ ０４３８）

Ｍ ０ ０１１４∗∗∗ ０ ０４９８∗∗∗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１４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４３２９ ０ ５６０３ ０ ５３９１

Ｎ ８４ ８９３ ２４９ １１０ ３０７ ８３８

注： 括号中的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１）－（３）列中 Ｍ 分别指
代 ｌｎｒａｄ、ｌｎｗａｇｅ 和 ｈｉｇｈｔｅｃ。

（五） 异质性检验

１ 地区异质性

为验证假说 ３， 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 中、 西部 ３ 个子样本进行回归。 表 ６ 第

（１）—（３）列结果显示， 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 进口下游度的估计系数在东部和中部

地区分别为 ０ ２４６３ 和 ０ １９６８， 且费舍尔组合检验 （Ｆｉｓｈｅｒｓ 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结果显

示前者系数显著高于后者， 表明进口下游度提升 １ 个单位， 对东部技术创新的促进效

果强于中部， 而对西部企业的创新无显著性影响。 这是因为东部比较优势在于制成品

产业， 西部在于初级产品， 中部介于两者之间， 由此引致进口产品结构与比较优势产

业相仿， 带来的技术溢出效果会呈梯级下降； 且东、 中、 西部的贸易开放度和企业吸

收能力也为梯级下降模式， 两方面因素叠加导致进口下游度增加带来的创新效应存在

地区差异性， 验证假说 ３。
２ 行业垄断程度异质性

参考 Ｃｈｅｕｎｇ 和 Ｐａｓｃｕａｌ （２００４） ［３５］ 的方法， 构建行业勒纳指数 （ＰＣＭ）①， 按各

行业 ＰＣＭ 的均值划分低竞争行业和高竞争行业进行分组回归。 表 ６ 第 （４）、 （５） 列

结果显示下游度系数仅在高竞争组中显著。 因此， 进口下游度与技术创新的正向关系

仅存在于高竞争行业中。 这是因为竞争激烈的行业中， 产品替代性较强， 企业会有提

高创新能力以逃离行业内其他竞争者的动力， 假说 ４ 得到部分验证。
３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

根据企业注册类型， 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进行分组回

归。 表 ６ 的（６）—（８）列显示， 国有企业样本组中下游度的系数不显著； 而在 １％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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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ＰＣＭｉｔ ＝ （Ｖａｉｔ－Ｗｉｔ） ／ Ｙｉｔ， 其中 Ｖａ 为增加值， Ｗ 为劳动力成本， Ｆ 为总产值， ｉ 代表行业， ｔ 代表年份。
Ｖａ、 Ｗ 和 Ｆ 的数据来自于 ＷＩＯＤ 的社会经济账户 （Ｓｏｃｉ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著性水平下， 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下游度系数分别为 ０ ２６９８ 和 ０ ０８５５， 且检验结果

显示前者显著高于后者， 表明下游度对技术创新的正向效应在私营企业中更强。 这主

要是因为国有企业普遍居于上游， 市场势力强， 创新动力不足； 私营企业大多居于下

游， 市场势力弱， 创新动力较强； 而外资企业得益于母公司地区效应的先天优势， 创

新进入门槛相对较低， 但其研发环节更多在母国进行， 因此， 进口下游度的增加对外

资企业在东道国创新产出的影响小于私营企业， 假说 ４ 得到验证。

表 ６　 异质性检验

变量
地区 行业竞争程度 所有制

（１）东部 （２）中部 （３）西部 （４）低竞争 （５）高竞争 （６）国有 （７）私营 （８）外资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０ ２４６３∗∗∗ 　 ０ １９６８∗∗∗ ０ １５１６ ０ ０３３７ 　 ０ ２４３９∗∗∗ －０ １０５３ 　 ０ ２６９８∗∗∗ 　 ０ ０８５５∗∗∗

（０ ０２３３） （０ ０７３７） （０ １１６６） （０ ０２４９） （０ ０２６３） （０ ２０５７） （０ ０４６６） （０ ０１４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５２８５ ０ ５９９５ ０ ５３６０ ０ ４８７５ ０ ５４６９ ０ ６３２２ ０ ４６７４ ０ ４８００
Ｎ ２８２ ０７５ １５ ６００ １０ １６３ ６５ ０６７ ２４２ ７７１ ４ ６９６ ５１ １４１ ２１７ ２８４

注：括号中的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企业进口下游度与技术创新水平显著正相关， 一系列稳

健性检验均显示该结论稳健。 机制检验表明， 企业的吸收能力越强， 进口下游度提

升带来的创新效应更明显。 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 进口下游度与技术创新水平显著

的正向关系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 东中部地区企业和隶属于高竞争行业的企业中，
而在国有企业、 西部地区企业和垄断势力强的行业企业中， 二者无显著性关系。

上述结论为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充分发挥进口的创新效应带来深刻的启示：
第一， 进口下游度越高， 产品内含的技术含量往往越高， 有助于企业利用技术外溢

效应并从中模仿、 学习和再创新， 提升其创新水平。 这表明在国内自主创新能力不

足的情况下， 鼓励进口下游度较高的蕴含高科技含量的产品是提升技术创新水平的

重要路径， 一定程度上也从生产链角度印证了我国将企业进口高端设备与技术作为

政策着力的主要方向的正确性。 第二， 以研发投入、 人力资本和行业技术表征的企

业吸收能力对进口的创新效应有正向调节作用。 对此， 一方面要加大人力资本投

资， 优化提升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 特别是注重培养造就科技领军人才； 另一方面

要加强研发投入， 尤其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的比例， 完善科技创新链条， 促进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融通发展， 缩小各行业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距离。 第三， 进口下游

度提升的创新效应在西部地区、 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不显著。 对此， 一方面要充分

开发西部地区的外贸和创新发展潜力， 加强东中西部产业合作和人才交流， 提升西

部企业的吸收能力；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消除各种体制机制性障碍， 推进国有企业产

权制度改革， 打破行业和市场垄断， 创造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 调动企业的创

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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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３， ８０ （１）： １０９－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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