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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 工业企业数据以及阿里

巴巴实名供应商的匹配数据， 考察了 Ｂ２Ｂ 商业模式下电子商务平台应用与出口国

内增加值率 （ＤＶＡＲ） 的关系。 经验分析发现， 企业参与并使用 Ｂ２Ｂ电子商务平台

显著提高了出口 ＤＶＡＲ。 渠道分析表明， 采购成本降低引致的成本变动效应、 市场

竞争引致的中间产品进口替代效应和交易匹配效率提升导致的订单效应， 是电子商

务平台推动企业国内价值增值的重要途径。 异质性分析显示， 电子商务的 ＤＶＡＲ
促进效应因企业所有制、 贸易方式和区域特征的不同而异， 其对于非国有企业、 东

部省份和一般贸易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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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国一方面凭借生产资料低成本优势快速融入全球

价值链 （ＧＶＣ）， 另一方面面临被低端锁定的不利局面， 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实际

创造的增加值和获得的贸易利益十分有限 （Ｓｃｈｍｉｔｚ， ２００４［１］； Ｇｅｒｅｆｆｉ， ２０１０［２］； 邵

朝对和苏丹妮， ２０１９［３］）。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 给我国

企业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 也意味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后疫情时代如何快速恢复和

提升我国企业竞争力， 提高企业的真实贸易利得和国际分工地位， 将成为我国破除

“升级悖论”， 实现关键中间产品进口替代的核心。 近年来， 企业间 （Ｂ２Ｂ） 电子

商务往来已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典型业态， 它以电子商务平台为基础为供应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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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搭建了一条快捷通道， 有效地提高了企业间交易匹配效率， 减少信息摩擦和加强

存货与物流管理 （ Ｆｏｒｔ， ２０１７［４］； 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 等， ２０１９［５］； Ａｎｔｒàｓ， ２０１９［６］ ）， 为

“中国制造” 的内涵转变提供了契机。 在数字经济发展和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互动过

程中， 企业既处于电子商务平台的供销网络中， 也处于错综交织的全球价值链生产

体系中。 那么， 已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 “扎根” 的中国企业， 其参与 Ｂ２Ｂ 电子

商务平台与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实际创造的增加值和获得的贸易利益之间存在何种互

动关系？ 这已然成为 ＧＶＣ视角下电子商务与企业贸易利得的重要议题。
梳理电子商务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研究不难发现， 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

个方面： 第一类文献主要以微观视角、 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剖析电子商务对企

业出口绩效的异质性影响。 Ａｂｅｂｅ （２０１４） ［７］发现电子商务对中小企业的平均销

售增长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经验数据证实电子商务显著提升了企业进入出口市

场的概率， 促进了企业出口密集度的提升 （茹玉骢和李燕， ２０１４） ［８］ 。 从质量维

度出发研究电子商务对企业出口绩效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少， 前期研究探讨了互联

网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和其对出口技术水平、 企业创新的影响， 实

证结果验证了在企业规模、 贸易方式和区域特征等方面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

（耿伟 和 杨 晓 亮， ２０１９［９］ ； 卓 乘 风 和 邓 峰， ２０１９［１０］ ； 沈 国 兵 和 袁 征 宇，
２０２０［１１］）。 第二类文献则是以宏观视角、 从全球价值链出发， 围绕贸易成本理论

展开。 针对我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问题， 温珺等 （２０１５） ［１２］利用双边贸

易数据发现， 电子商务削弱了地理因素对贸易的限制， 对我国外贸起到了积极作

用。 此外， 赵明亮和臧旭恒 （２０１８） ［１３］从增加值贸易角度剖析了电子商务对全

球价值链重构的推动作用， 认为跨境电商是塑造外贸新动能的关键。 理论和实证

研究均表明， 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有助于提高交易效率， 削减贸易成本

并省略贸易中介环节 （马述忠和陈奥杰， ２０１７） ［１４］ ， 是全球价值链关联升级的

重要驱动力。
可见， 现有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电子商务对企业贸易绩效的影响上， 鲜

有从全球价值链角度考察电子商务平台与企业出口贸易利得； 而宏观层面的研究缺

乏对微观企业异质性的考量， 无法更为全面地剖析我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内在

作用机理。 近年来平台经济发展迅速， 研究 Ｂ２Ｂ 电子商务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互

动关系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鉴于此， 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企业使用电子商务平台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内在机理， 将国际生产体

系下的全球价值链升级和电子商务平台上的企业行为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 利用企

业普查数据与阿里巴巴采购批发网实名供应商数据， 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如下问题

进行细致分析： 电子商务平台应用是否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其作

用机制是什么？ 不同企业间异质性特征是否表现出显著差异？
本文创新点主要有： 一方面， 使用阿里巴巴采购批发网的实名供应商数据， 精

准地识别了企业 Ｂ２Ｂ电子商务平台参与， 并从全球价值链视角讨论了电子商务平

台应用对我国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促进作用。 这为我国亟待探索的通过平台经济实

现本土企业国内增值能力升级提供了理论支持。 另一方面， 理论建模与实证检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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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企业成本降低引致的成本变动效应， 市场竞争引致的中间产品进口替代效应和交

易匹配效率提升导致的订单激增， 是电子商务平台促进企业出口中国内价值增值的

重要作用路径， 这是已有研究较少涉及的。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政

策启示， 不仅从电子商务的视角诠释了我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逐年提升的事实

和路径， 而且为后疫情时代企业探索商业模式创新， 实现关键中间产品进口替代，
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有益启示。

二、 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

借鉴 Ｋｅｅ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１５］的研究框架，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电子商务平

台应用对企业 ＤＶＡＲ的影响， 推导得到 ＤＶＡＲ的数学表达式①， 并进一步提出研究

假设， 为后续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ＤＶＡＲ ｉｔ ＝
Ｐ ｉｔＹｉｔ － Ｐ ｔ

ＩＭｉｔ
Ｉ

Ｐ ｉｔＹｉｔ

＝ １ － １
１ ＋ Ｐ ｔ

Ｉ ／ Ｐ ｔ
Ｄ( ) σ－１αＭ

ｃｉｔ
Ｐ ｉｔ

（１）

式 （１） 中， σ表示进口中间产品 （或原材料） 与国内中间产品的替代弹性，
由于二者之间的不完全替代关系， 因此 σ＞１， 进口和国内中间产品价格分别用 ＰＩ

和 ＰＤ表示。
１ 成本降低效应

由于订货、 运输装卸与存货管理等相关成本的存在， 企业在采购原材料或中

间产品的过程中需要额外负担一定的采购费用。 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 制造业企

业对原材料或中间产品供应的质量与时间要求更高， 采购成本通常高达企业总销

售额的 ６０％以上 （周驷华和万国华， ２０１７） ［１６］ 。 从影响渠道来看， Ｂ２Ｂ 电子商

务平台为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使得整个采购过程可以在线上进行。 采购方式

的转变不仅大大提高了企业的采购效率， 也有助于企业实现精确的存货控制与物

流管理， 节省了传统制造业企业采购原材料或中间产品过程中产生的额外费用，
从而提高了全球价值链制造部门的参与度 （ Ｆｏｒｔ， ２０１７）。 据此， 本文将采购成

本与存货成本统一记为企业成本 ｃｉｔ， 认为企业成本与电子商务平台应用之间存在

负相关关系， 即：

ｃ ＝ ｃ（Ｂ２Ｂ） ，
ｃｉｔ
Ｂ２Ｂ

＜ ０ （２）

结合式 （１） 和式 （２） 可以推导出 Ｂ２Ｂ 电子商务平台应用和 ＤＶＡＲ的一阶导

数， 即：
ＤＶＡＲ
Ｂ２Ｂ

＝ ＤＶＡＲ
ｃ

× ｃ
Ｂ２Ｂ

＞ ０ （３）

已知 ｃｉｔ＞０， 由式 （１） 可知
ＤＶＡＲ

ｃ
＜ ０， 结合式 （２） 得式 （３）。 换言之，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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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务平台应用会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其影响是通过降低采购与存货成本

引致的。
２ 市场竞争效应

当前， 促进我国制造业快速发展和价值链攀升的关键是解决中间产品供给瓶颈和开

拓新市场 （赵忠秀和杨军， ２０２０）［１７］。 从要素集聚角度出发， 平台上大量同行业供应商

的有机关联有助于形成线上集聚效应， 扩展个人与生产企业的国内原材料或中间产品选

择范围， 增强买方企业的自主权和主动权。 与此同时， 市场竞争效应推动国内中间产品

相对价格下降， 企业决策者基于成本最小化原则和便利性原则会倾向于作出使用更多国

内同质中间产品进行替代生产的决策 （Ｅｌｌｉ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１８］， 显著提高企业使用的中

间投入品本土化程度， 进而提高企业产品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
因此， 本文假定国内中间产品价格与电子商务平台应用之间具有负相关性， 这

种关系是通过降低进口中间产品与国内中间产品相对价格反映的。 结合式 （１），
可以得出电子商务平台应用与 ＤＶＡＲ之间的关系， 即：

ＤＶＡＲ
Ｂ２Ｂ

＝ ＤＶＡＲ
ＰＤ

ｔ

×
ＰＤ

ｔ

Ｂ２Ｂ
＞ ０ （４）

通过式 （４） 可以发现， 电子商务平台应用导致国内中间产品相对价格下降，
而 ＤＶＡＲ与 ＰＤ呈负相关关系， 因此， 电子商务平台的应用可以促成产品价格的透

明化， 放大市场竞争效应， 进而提高企业出口中的国内增值部分。
３ 交易匹配效率

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 作为 “链上主体” 的企业之间面临诸如交易机会

有限、 信息不对称、 市场开拓困难之类的问题， 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的相互匹配并非

一帆风顺。 错综交织的全球生产分工网络中， 企业通常会进行大量针对特定关系的固

定投资 （例如购买专用设备或定制生产线）， 这自然会在全球价值链参与企业间造成

“黏性” （Ａｎｔｒàｓ， ２０１９）， 如果该特定联系被打破， 这些投资将获得非常低的回报。
出于对专有零部件的特定要求以及对产品质量与规格的考虑， 当产品需求量激增时，
从市场中采购大量专有原材料或中间产品颇为困难， 生产企业不易扩大生产规模以满

足需求量； 与此相反， 部分企业改进了生产技术， 导致产量大增， 却无法在短时间内

迅速寻找到更多的新客户， 这使得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匹配变得尤为重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 企业间交易匹配正在迅速发生变化。 一方面， 数字

平台可以减少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时面临的诸多障碍。 例如， Ｂ２Ｂ 电子商务平台

（如亚马逊、 阿里巴巴与敦煌网等） 提供了更廉价和高效的宣传方式， 减少了供需

双方搜寻匹配的中间环节。 企业可以利用平台发布或收集产品与服务信息， 完成最

初的伙伴寻找和询盘行为， 提升买卖双方交易匹配效率， 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

战略合作提供基础。 另一方面， Ｂ２Ｂ电子商务平台打破了时间与地域的限制， 为企

业提供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例如， 平台方为用户开发的电子商务沟通 （如阿里

旺旺） 与在线支付工具， 可以帮助买家及时与卖家交流， 通过即时通信、 在线签

单、 在线支付等方式促成交易， 无须考虑时间与交易地点的制约。 此外， 第三方电

子商务平台通过信用评级和分布式记账功能保障企业隐私和交易公平， 从而降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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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摩擦与违约风险， 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与违约风险对买卖双方交易匹配的限制。
综上所述，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１： Ｂ２Ｂ电子商务平台的应用有利于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假说 ２： Ｂ２Ｂ电子商务平台主要通过成本降低效应、 市场竞争效应和提升交易

匹配效率三个渠道促进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

三、 变量、 数据与模型

（一） 核心指标测度

１． 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当前， 全球贸易中大约有 ７０％以上是原材料、 零部件等中间产品贸易， 我国

企业出口的产品中亦有很大部分在国外生产， 但这部分国外增加值却被统计在我国

企业贸易总额中。 因此， 诸如企业进口额与出口额等传统贸易总量指标已经不能准

确衡量企业真实贸易利得 （王直等， ２０１５） ［１９］。 Ｕｐｗ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３） ［２０］开创性地使

用企业普查数据和海关数据的匹配数据， 测算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衡量企业在全球生

产分工中的竞争力与地位， 其研究假设较为严苛， 没有考虑进口产品类型、 贸易代

理商和国内中间投入的海外成分等问题， 测算方法存在一定缺陷。 本文借鉴张杰等

（２０１３） ［２１］和吕越等 （２０１５） ［２２］的处理方式， 在识别企业贸易品类型、 修正贸易代

理商问题的基础上， 假定企业国内中间投入中含有 ５％为国外增加值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２３］， 测算方法如下：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ｐ ＝ １－
Ｍｐ

Ａ＋０ ０５×（ＭＴ－Ｍｐ
Ａ）

Ｘ

ＤＶＡＲｏ ＝ １－
Ｘｏ［Ｍｏ

Ａ，ＢＥＣ ／ （Ｄ＋Ｘｏ）］＋０ ０５×（ＭＴ－Ｍｏ
Ａ，ＢＥＣ）

Ｘ

ＤＶＡＲｍ ＝ １－
Ｍｐ

ＢＥＣ＋ＭｏＡ，ＢＥＣ［Ｘｏ ／ （Ｄ＋Ｘｏ）］＋０ ０５×｛ＭＴ－Ｍｐ
Ａ－Ｍｏ

Ａ，ＢＥＣ［Ｘｏ ／ （Ｄ＋Ｘｏ）｝
Ｘ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５）

式 （５） 中， Ｍ、 Ｘ 和 Ｄ 分别表示企业的进口额、 出口额和国内销售额； ＭＴ表

示企业中间投入总额； ｐ 表示纯加工贸易、 ｏ 表示纯一般贸易、 ｍ 表示混合贸易； Ａ
与 ＢＥＣ 分别表示经过贸易代理商间接调整和 ＢＥＣ－４编码识别的中间产品。

２ 电子商务平台

考虑到当下 Ｂ２Ｂ电子商务应用场景， 以及现有微观企业层面电子商务衡量指

标的缺失， 本文使用阿里巴巴采购批发网 （以下简称阿里巴巴） 诚信通会员表示

企业参与 Ｂ２Ｂ电子商务。 通过诚信通的开通年份上溯至企业经营起始年， 构建虚

拟变量： 当企业在 ｔ年时是阿里巴巴诚信通会员取 “１”， 反之则取 “０”。 阿里巴

巴是国内最大的 Ｂ２Ｂ 电子商务平台， ２０１８ 年阿里巴巴的 Ｂ２Ｂ 电子商务市场总营收

规模为 １９８ ８亿元， 市场收入份额高达 ３７％。 此外， 平台上近 ９５％的业务由诚信

通会员达成①， 是否是诚信通会员能很大程度反映企业是否参与 Ｂ２Ｂ 电子商务，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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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ｗｗｗ １００ｅｃ ｃｎ。



无法获得更详尽 Ｂ２Ｂ电子商务应用信息的情况下， 使用阿里巴巴实名供应商付费

诚信通会员信息表示企业参与 Ｂ２Ｂ 电子商务平台是合理的 （岳云嵩和李兵，
２０１８） ［２４］。

（二） 数据说明

文章所用企业层面数据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以及工业企业数据库中获取，
电商平台信息来源于阿里巴巴①的实名供应商相关数据， 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 在此数据基础上， 本文参照 Ｂｒａｎｄｔ等 （２０１２） ［２５］的方法匹配企业层面数据，
形成面板数据结构。 详细步骤为： ①数据匹配。 在不剔除任何数据的情况下， 清洗企

业名称字段， 去除不符合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的字符， 随后采用企业名称分年度匹

配企业数据， 以尽可能获得更加准确的匹配样本。 ②指标处理。 对于匹配成功的样

本， 识别并剔除贸易中间商或代理商②、 剔除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指标； 参照余淼

杰等 （２０１８）［２６］的做法补齐部分年份企业中间投入缺失值。 ③识别中间产品。 根据联合

国贸易统计局提供的 ＨＳ－１９９６③ 与 ＢＥＣ－４ 编码转化表， 将 ＢＥＣ－４三位数编码中 ２１、
２２、 ３１、 ４２、 ５３、 １１１、 １２１、 ３２２ 的商品认定为中间产品。 本文最终选取的样本共计

７０１４９８个观测值， 样本中包含 １７１４３６个企业， 变量说明与统计描述详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ＤＶＡＲ 吕越等 （２０１５） ７０１ ４９８ ０ ６５２ ０ ３６６ ０　 １
ＤＶＡＲＢＥＣ Ｕｐｗａｒｄ等 （２０１３） ７０１ ４９８ ０ ８２５ ０ ３０９ ０ １
ＤＶＡＲｉｎｔｅｒ 张杰等 （２０１３） ７０１ ４９８ ０ ８０５ ０ ３３１ ０ １
Ｂ２Ｂ 是否应用电子商务平台 ７０１ ４９８ ０ ０５５ ０ ２２９ ０ １

Ｂ２Ｂｔｉｍｅ 电子商务平台应用年限 ７０１ ４９８ ０ ３２１ １ ５０４ ０ １４
Ｓｃａｌｅ 企业规模 ７０１ ４９８ １１ ０４１ １ ４０８ ０ １９ ３１
Ｐｅｒｉｏｄ 企业经营年限 ７０１ ４９８ ２ ０７８ ０ ６７６ ０ ７ ６０４
Ｅｘｐｉｎｔ 企业出口强度 ７０１ ４９８ ０ ４０１ ０ ４０７ ０ １
ＦＣ 企业外部融资约束 ７０１ ４９８ ０ ０９９ ８ ５１３ －２８７ ３ ５ ０９０
ＨＨＩ 行业集中度 ７０１ ４９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０４ １

ｌｎｏｒｄｅｒｅｘ 出口订单量 ７０１ ４９８ ２ ２４０ １ ３３３ ０ ８ ９２０
Ｃｏｓｔ 企业成本 ６９８ ２６４ １１ ０１８ １ ３７３ ０ １９ ２０

Ｉｍｒａｔｉｏ 进口中间产品占比 ７０１ ４９８ ０ １４０ ０ ２６３ ０ １

（三）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的研究变量———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在正值上连续分布， 取值范围在 ０到 １之
内， 存在明确的左右侧归并， 属于典型的受限被解释变量， 直接使用 ＯＬＳ 法估计

模型会导致估计量不一致等问题， 需要采用 Ｔｏｂｉｎ 在 １９５８ 年提出的最大似然法估

计模型参数。 因此， 借鉴杨继军等 （２０２０） ［２７］， 本文采用双侧受限 Ｔｏｂｉｔ 模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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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阿里巴巴采购批发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１６８８ ｃｏｍ ／ 。 其中， 共获取 ７７０３７５家制造业实名供应商信息。
将企业名称中包含 “进出口” “经贸” “贸易” “科贸” “外经” 等字样的企业识别为贸易中间商或代理商。
由于ＨＳ６分类标准在 １９９６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７年和 ２０１２年发生改变， 本文将样本期内数据分别根据联合国贸

易统计局提供的ＨＳ各年度对照表调整为ＨＳ１９９６标准对应的产品代码， 如此可实现产品在ＨＳ６层面的一致。



被解释变量零值问题。 本文的研究主旨在于考察 Ｂ２Ｂ 电子商务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基于已有文献和前述理论分析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ＤＶＡＲ ｉｔ ＝ β０ ＋ β１Ｂ２Ｂ ｉｔ ＋ β２Ｘ ｉｔ ＋ μｔ ＋ η ｊ ＋ γｐ ＋ εｉｔ （６）
式 （６） 中， 被解释变量 ＤＶＡＲ ｉｔ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Ｂ２Ｂ ｉｔ

表示企业 ｉ 是否参与 Ｂ２Ｂ 电子商务平台。 此外， 为剔除企业层面与行业层面因素对

核心因果关系的干扰， 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企业与行业层面控制变量 Ｘ ｉｔ， 其中， 在

模型中纳入时间、 地区与行业固定效应， 分别以 μｔ、 η ｊ和 γｐ表示①。 本文在模型中

纳入的控制变量有： ①企业规模 （Ｓｃａｌｅ）， 采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值衡量； ②企业

经营年限 （Ｐｅｒｉｏｄ）， 自企业开工时间 （年） 起至所处年份计数， 取对数表示；
③企业出口强度 （Ｅｘｐｉｎｔ）， 采用企业出口额占企业工业销售总产值的比重衡量；
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 （ＦＣ）， 与黄先海等 （２０１６） ［２９］一致， 采用利息率指标衡量，
其数值越大意味着企业外部融资约束越大； ⑤行业集中度 （ＨＨＩ）， 采用四位码行

业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表示企业所在行业的市场集中程度。

四、 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部分提出， 在其他条件一定时， Ｂ２Ｂ电商平台应用对企业

出口 ＤＶＡＲ有正向作用， 表 ２第 （１） 至第 （３） 列依次汇报了针对这一理论假说

的基准回归结果。 从表 ２可以看出， 核心解释变量 Ｂ２Ｂ ｉｔ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企业 Ｂ２Ｂ电子商务平台应用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真实贸易利得， 促进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提升。 其中， 在未纳入控制变量的情

况下， 模型第 （１） 列仅关注企业 Ｂ２Ｂ电子商务平台应用对出口 ＤＶＡＲ的影响， 回

归结果初步验证了研究假说 １。
在此基础之上， 第 （２） 列和 （３） 列逐步纳入了控制变量与年份、 地区和行

业固定效应， 双侧受限 Ｔ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 控制变量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

显著。 其中， 企业规模的估计系数为负值而企业经营年限估计系数为正， 这意味

着企业规模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因素。 原因是， 产能充裕的企业更有能力承

接国外较大业务订单， 并摊销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固定成本。 与此相反， 企业经

营年限是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 经营时间相对较长的企业在管理

能力和工业经验等方面更具有吸引力， 进而能够转化为全球生产链条中的比较优

势。 可见， 在控制了企业与行业层面影响因素、 各个非观测的固定效应和受限被

解释变量问题后， 回归结果依旧稳健， 这证实了电子商务所具有的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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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于面板固定效应的 Ｔｏｂｉｔ模型而言， 由于找不到个体效应的充分统计量， 无法通过条件 ＭＬＥ 得到估

计结果 （陈强， ２０１３） ［２８］ ， 因此， 本文并未控制企业固定效应， 而是通过引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并控制时

间、 行业、 地区固定效应， 聚类到企业层面之后得到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Ｔｏｂｉｔ Ｔｏｂｉｔ Ｔｏｂｉｔ ＤＶＡＲＢＥＣ ＤＶＡＲ ｉｎｔｅｒ ＤＶＡＲ ＰＰＭＬ

Ｂ２Ｂ 　 ０ １６０３∗∗∗ 　 　 ０ １４６２∗∗∗ 　 　 ０ ０７２７∗∗∗ 　 　 ０ ２０２７∗∗∗ 　 　 ０ ２２０２∗∗∗ 　 　 ０ ０６８１∗∗∗

（４２ ３９） （３９ １６） （１９ ６２） （３４ ４８） （３３ ６０） （３１ ３４）

Ｂ２Ｂｔｉｍｅ 　 　 ０ ００９４∗∗∗

（１７ ３０）

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５３８∗∗∗ －０ ０６２０∗∗∗ －０ ０７７１∗∗∗ －０ ０８４６∗∗∗ －０ ０６２１∗∗∗ －０ ０７９９∗∗∗

（－５９ ２２） （－６７ ７０） （－７２ ９５） （－７２ ８２） （－６７ ８７） （－１３５ ９７）

Ｐｅｒｉｏｄ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１１５∗∗∗ ０ ０３５２∗∗∗ ０ ０３４９∗∗∗ ０ ０１１４∗∗∗ ０ ０１２４∗∗∗

（１３ １６） （７ ７１） （１９ ５５） （１７ ４２） （７ ６１） （１１ ９７）

Ｅｘｐｉｎｔ －０ ０２６５∗∗∗ ０ ００９９∗∗∗ －０ ２１１５∗∗∗ －０ ２４７３∗∗∗ ０ ００９４∗∗∗ ０ １１５４∗∗∗

（－１０ ０３） （３ ７６） （－６８ ０８） （－７１ ４５） （３ ５５） （６５ ９４）

ＦＣ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２ ５８） （３ ３９） （１ ７２） （１ ７２） （３ ４０） （４ １６）

ＨＨＩ ０ ２１０２∗∗∗ ０ １８７６∗∗∗ ０ １８９４∗∗∗ ０ ２０５７∗∗∗ ０ １８７２∗∗∗ ０ １８０１∗∗∗

（６ ５２） （６ ０３） （５ ６２） （５ ５５） （６ ０２） （９ ２１）
时间固定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７０１ ４９８ ７０１ ４９８ ７０１ ４９８ ７０１ ４９８ ７０１ ４９８ ７０１ ４９８ ７０１ ４９７
Ｒ２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１４０ ０ ０５９７ ０ １３７０ ０ １３１４ ０ ０５９５ ０ １２１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的 ｔ 统计量； 双侧受限 Ｔｏｂｉｔ 回
归结果中汇报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后文表格如无特殊说明， 均与此表格设定相同。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改变 ＤＶＡＲ的衡量方法

为了从不同视角衡量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本文依次采用 Ｕｐｗ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３） 与张杰

等 （２０１３） 的处理方法重新测算， 记为 ＤＶＡＲＢＥＣ与 ＤＶＡＲｉｎｔｅｒ， 以考察基准回归结果

是否会随变量计算方法的调整而改变。 估计结果列于表 ２ 的第 （４） 和第 （５） 列，
核心解释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改变， 说明电子商务平台

应用对企业 ＤＶＡＲ的促进作用不会随变量计算方法的调整而改变。
２ 改变 Ｂ２Ｂ的衡量方法

出于稳健性考虑， 本文采用企业 Ｂ２Ｂ电子商务平台应用时间 （Ｂ２Ｂｔｉｍｅ） 作为

核心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①， 检验企业参与电子商务平台的时长与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关系。 表 ２第 （６） 列结果显示， 被解释变量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企业使用

电子商务平台对企业 ＤＶＡＲ的促进作用随着平台应用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３ 估计方法替换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存在明确的左右侧删失情况， 在选择替代估计方法时，
借鉴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９） ［３０］的处理方式， 采用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 （ＰＰＭＬ）
法处理受限被解释变量及其零值问题， 检验结果列于表 ２ 第 （７） 列， 通过上述检

验发现， 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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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通过工具变量法与引入替代变量 Ｂ２Ｂｔｉｍｅ和控制变量的滞后一阶项控制 Ｂ２Ｂｔｉｍｅ 潜在的内生性问

题， 限于篇幅， 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三） 内生性分析

样本选择偏误、 遗漏变量和逆向因果关系有可能导致内生性， 本文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步法控制因样本选择偏误而引致的内生性偏差， 并且采用 ＩＶ－Ｔｏｂｉｔ 模
型与双重差分法控制因逆向因果或遗漏变量引致的内生性问题。

１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步法

企业出口决策行为是基于自身条件内生选择的， 通常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才会

“自我选择” 进入出口市场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３１］， 样本选择可能会导致潜在的样本

选择偏误。 基于此， 本文采用企业规模、 年龄、 企业性质和融资约束等变量构造企

业出口概率的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计算逆米尔比率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ｏｆ Ｍｉｌｌｓ Ｒａｔｉｏ， ＩＭＲ）， 并将其

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基准回归模型中以控制样本选择性偏误。 表 ３ 第 （１） 列中核心

解释变量与逆米尔比率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在控制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后，
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表 ３　 内生性分析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Ｈｅｃｋｍａｎ ＩＶＴｏｂｉｔ ＰＳＭ－ＤＩＤ

Ｂ２Ｂ
０ ０９３２∗∗∗ ３ ５２６５∗∗∗

（２５ １３） （６ ７６）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０３５３∗∗∗

（８ ８０）

ＩＭＲ
－０ ２１９４∗∗∗

（－８３ ９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Ｗａｌｄ １５０ ０４∗∗∗

Ｆ ３６３ ４２∗∗∗

Ｎ ７０１ ４７３ ６４１ ８０３ ９７ １１１
Ｒ２ ０ ０８９３ ０ ０４４４

注： 所有回归都控制了时间、 行业和地区效应， 后文表格均与此相同。

２ 工具变量法

虽然样本自选择偏误不会对研究结论产生实质性影响， 但考虑到遗漏变量和逆

向因果可能对本文的估计结果产生影响， 仍然有潜在的内生性担忧。 因此， 借鉴韩

雷和张磊 （２０１６） ［３２］的方法， 使用企业所在地区人均快递业务量作为企业电子商务

应用的工具变量， 并使用 ＩＶ－Ｔｏｂｉｔ 两步法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列于表 ３ 第 （２）
列， 与基准回归研究结论一致， 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为正。 此外， 回归结果通过

了识别不足检验与弱识别检验， 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具有其合理性， ＩＶ－Ｔｏｂｉｔ
两步法估计结果是可信的。

３ 双重差分法

由于样本数据在每一年均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开始使用 Ｂ２Ｂ 电子商务平台， 为

本文构造准自然实验提供了数据基础， 本文参考 Ｌｕ和 Ｙｕ （２０１５） ［３３］的做法， 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来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具体步骤为： ①将在样本期内使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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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２Ｂ电商平台的企业视作处理组， 将样本期内从未使用过 Ｂ２Ｂ 电商平台的企业视

为控制组； ②对样本进行 １ ∶ １ 倾向得分最近邻匹配①， 选用企业规模、 企业经营

年限、 人均资本存量、 企业财务状况和企业所有制类型等作为匹配变量， 最后， 将

匹配后的样本纳入回归， 设计方程如下：
ＤＶＡＲ ｉｔ ＝ β０ ＋ β１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 β２Ｘ ｉｔ ＋ μｔ ＋ η ｊ ＋ γｐ ＋ εｉｔ （７）

式 （７） 中， Ｔｒｅａｔ 表示企业分组变量， 处理组企业 Ｔｒｅａｔ ＝ １， 控制组企业 Ｔｒｅａｔ
＝ ０； 同时， 令 Ｐｏｓｔ＝ ０ 表示企业使用电子商务平台前的时间， Ｐｏｓｔ ＝ １ 企业使用电

子商务平台后的时间， 其他符号与基准回归一致。 本文关注的是核心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的系数： 若该系数显著大于 ０， 则意味着企业参与 Ｂ２Ｂ 电子商务平台显

著地提高了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由表 ３ 第 （３） 列可知， 交叉项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的估计系

数均显著为正， 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
（四） 异质性分析

进一步地， 本文将从企业性质、 贸易方式和地域特征对基准模型进行再分析，
考察企业参与 Ｂ２Ｂ电子商务平台对出口 ＤＶＡＲ的异质性影响。

１ 区分企业所有制

由于所有制形式是企业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重要因素， 本文按企业经济类型将

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 （包括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表 ４ 前两列报告

了子样本回归结果， 其中， 非国有企业分类中， Ｂ２Ｂ 变量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

显著， 而国有企业不显著， 这意味着电子商务平台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提升体现

在非国有企业中。 原因在于， 虽然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

束较高 （张盼盼等， ２０２０） ［３４］， 但其研发创新能力与市场化程度更高。 非国有企业

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执行生产与销售活动， 能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功能以优化企

业供应链布局， 降低企业成本、 提高交易效率， 进而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

位、 重塑企业出口竞争力。
２ 区分企业贸易方式

改革开放至今， 加工贸易逐渐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模式。 与一般贸易相比，
加工贸易在政策层面有其特殊性， 具有 “两端在外” 的特点。 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

更多依附于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 来料加工使得企业缺乏生产

所需原材料或中间产品的采购自主性， 并且容易遭受供应链上游主导公司的控制， 获

益十分有限， 无法发挥电子商务平台对加工贸易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的促进作用。 为检

验这一点， 本文将企业样本区分为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与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 异质

性分析结果表明， 电子商务平台的应用显著提升了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 ＤＶＡＲ， 但在

加工贸易企业中上述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这说明电子商务平台对于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促进作用受到了企业贸易方式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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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章中使用的双重差分法倾向值最近邻匹配均通过了平行性趋势检验、 平衡性假设和共同支撑假设检

验。 限于篇幅， 结果备索。



表 ４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 东部省份 中部省份 西部省份

Ｂ２Ｂ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７３３∗∗∗ 　 ０ ０４４９ 　 ０ ０５７０∗∗∗ 　 ０ ０６９８∗∗∗ 　 ０ ０８４６∗∗∗ 　 ０ ０６６４∗∗

（－０ ４３） （１９ ８０） （１ １０） （１６ ２９） （１７ ９１） （４ ７５） （２ １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２１ ８７９ ６７９ ６１９ ６９ ８２４ ６３１ ６７４ ６０６ ０７８ ４２ ９１８ ２４ １９６
Ｒ２ ０ ０４０７ ０ ０６１５ ０ ０７９５ ０ ０４９２ ０ ０６５０ ０ ０２６６ ０ ０３３２

３． 区分企业区域特征

我国区域经济存在典型的发展不平衡特征， 不同企业所在地在基础设施、 交通

便利程度和要素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不同地域的企业参与 Ｂ２Ｂ 电子商

务平台可能会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产生异质性影响。 鉴于此， 本文按照企业所在省

份将样本划分为东部、 中部和西部企业①， 分样本估计结果列于表 ４ 后三列。 据此

可知， 在不同地域分布的企业中， 电子商务平台应用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这说明

本文研究结论并不因企业区域特征的不同而有所改变， 西部省份企业同样可以在电

子商务平台应用中提高企业获得的真实贸易利得。 原因是： 贸易成本和营商环境是

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重要因素， 西部地区电信发展水平和贸易便利化程

度较低， 企业使用 Ｂ２Ｂ电子商务的成本较高， 在全球生产分工过程中难以形成竞

争优势。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完善的电信基础设施与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充分发

挥电子商务平台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促进作用的先决条件。

五、 影响渠道分析

（一）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正确认识影响渠道有助于理解电子商务平台与企业国内增值能力之间的内部联

系。 依据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本文将企业成本 （Ｃｏｓｔ）、 国内中间产品相对价格

（ ｉｍｒａｔｉｏ） 和交易匹配效率 （Ｍａｔｃｈ） 作为中介变量，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Ｂ２Ｂ
电商平台应用促进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的影响渠道。

首先， 参考刘斌和王乃嘉 （２０１６） ［３５］的处理方式， 使用企业会计准则下总成本

的对数表示企业成本， 其中， 企业总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

总额， 包括采购、 筹资、 产品销售、 经营管理、 员工工资与职工福利费等。 其次，
与诸竹君等 （２０１８） ［３６］一致， 用进口中间产品占使用的总中间投入之比作为国内中

间产品相对价格的代理指标。 最后， 与岳云嵩和李兵 （２０１９） 相同， 选取企业出

口订单数量的对数作为企业交易匹配效率的代理变量。 据此， 本文设定中介效应模

型如下：
Ｃｏｓｔ ＝ ｂ０ ＋ ｂ１Ｂ２Ｂ ｉｔ ＋ ｂ２Ｘ ｉｔ ＋ εｉ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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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将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山东、 江苏、 浙江、 福建、 广东和海南 １１个省、 直辖市划分为东

部地区， 山西、 黑龙江、 吉林、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和湖南 ８ 个省划分为中部地区， 其他省、 自治区、
直辖市为西部地区。



ｉｍｒａｔｉｏ ＝ ｃ０ ＋ ｃ１Ｂ２Ｂ ｉｔ ＋ ｃ２Ｘ ｉｔ ＋ εｉｔ （９）
Ｍａｔｃｈ ＝ ｄ０ ＋ ｄ１Ｂ２Ｂ ｉｔ ＋ ｄ２Ｘ ｉｔ ＋ εｉｔ （１０）

ＤＶＡＲ ｉｔ ＝ ｅ０ ＋ ｅ１ Ｂ２Ｂ ｉｔ ＋ ｅ２Ｃｏｓｔ ＋ ｅ３ ｉｍｒａｔｉｏ ＋ ｅ４Ｍａｔｃｈ ＋ ｅ５Ｘ ｉｔ ＋ εｉｔ （１１）
其中， 式 （８） 至式 （１０） 分别考察了核心解释变量对三个传导机制的影响。
（二）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对中介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汇报见表 ５。 从企业成本与采购价格角度看， 表 ５
前五列意味着， 电子商务平台应用会降低企业成本和国内中间产品相对价格， 此

时企业做出的应变是通过提高国内原材料或中间产品采购比例来应对因成本降低

而导致的企业采购水平提高， 进而提高了企业出口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比重。 从

交易匹配效率角度看， Ｂ２Ｂ 电子商务平台依靠同样的声誉机制验证卖方和买方企

业经营资质， 有助于降低平台上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进而提升制造商与供

应商之间的相互匹配概率。 企业在获得国外较大业务订单的同时， 获得了规模经

济效应， 进而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中隐含的国外增加值比重。 此外， 相较于基准

回归结果， 引入三个中介变量后， 表 ５第 （８） 列中模型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绝对

值有所下降， 这意味着存在中介效应， 即企业成本降低引致的成本变动效应、 市场

竞争引致的中间产品进口替代效应和交易匹配效率提升导致的订单激增， 是 Ｂ２Ｂ
电子商务平台应用促进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重要中介途径， 从而验证了研究假

设 ２。

表 ５　 中介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基准回归 成本降低效应 进口替代效应 交易匹配效率 总效应

ＤＶＡＲ Ｃｏｓｔ ＤＶＡＲ ｉｍｒａｔｉｏ ＤＶＡＲ Ｍａｔｃｈ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Ｂ２Ｂ 　 　 ０ ０７２７∗∗∗ 　 －０ ０１１７∗∗∗ 　 　 ０ ０７０７∗∗∗ 　 －０ １６４９∗∗∗ 　 　 ０ ０３２４∗∗∗　 　 ０ ４０８７∗∗∗　 　 ０ ０７７９∗∗∗ 　 　 ０ ０３６７∗∗∗

（１９ ６２） （－１４ ６０） （１９ ０４） （－３６ ７７） （１０ １０） （３６ ４５） （２０ ８８） （１１ ３５）

Ｃｏｓｔ
－０ １２６４∗∗∗ －０ ０６２９∗∗∗

（－２０ ０５） （－１１ ４６）

ｉｍｒａｔｉｏ
－０ ７３６５∗∗∗ －０ ７３７２∗∗∗

（－１６８ ８３） （－１６９ ０１）

Ｍａｔｃｈ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１３６∗∗∗

（－１３ ２５） （－１６ ０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７０１ ４９８ ６９８ ２６４ ６９８ ２６４ ７０１ ４９８ ７０１ ４９８ ７０１ ４９８ ７０１ ４９８ ６９８ ２６４
Ｒ２ ０ ０５９７ ０ ９８９０ ０ ０６０６ ０ １８３２ ０ １４０６ ０ ２８１３ ０ ０６０２ ０ １４２２

　 　 进一步地， 为了确定成本变动、 进口替代和出口订单效应在影响过程中的贡献

比例。 根据上述检验结果， 本文将式 （８） 至式 （１０） 代入式 （１１） 整理得到：
ＤＶＡＲ ｉｔ ＝ （ｅ０ ＋ ｂ０ｅ２ ＋ ｃ０ｅ３ ＋ ｄ０ｅ４） ＋ （ｅ１ ＋ ｂ１ｅ２ ＋ ｃ１ｅ３ ＋ ｄ１ｅ４）Ｂ２Ｂ ｉｔ ＋ ｅ５Ｘ ｉｔ ＋ εｉｔ 　

（１２）
本文根据表 ５的回归结果分别计算了不同中介效应在影响过程中的贡献比例。

以成本变动效应为例， 计算方法为： ｅｆｆｅｃｔｃｏｓｔ ＝ ｂ１ ｅ２ ／ （ ｅ１ ＋ｂ１ ｅ２ ＋ｃ１ ｅ３ ＋ｄ１ ｅ４）。 据此可

知， 成本变动效应对主效应的贡献为 ０ ４８％， 进口替代效应的贡献为 ７９ ２２％，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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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订单效应的贡献为－３ ６２％。 上述结果意味着， 市场竞争引致的进口替代效应是

电子商务提高我国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的关键中介途径。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 与阿里巴巴实名供应商数据进行匹配， 测

算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考察了

Ｂ２Ｂ商业模式下电子商务平台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与机制。 本文主要结

论有： （１） 从总体来看， 电子商务平台应用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提高企业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真实贸易利得； （２） 影响渠道分析表明， 企业成本降低引致的

成本变动效应、 市场竞争引致的中间产品进口替代效应和交易匹配效率提升导致的

订单激增， 是电子商务平台促进企业出口中国内价值增值的重要作用机制； （３）
企业所有制、 贸易方式和区域特征三个不同维度的异质性分析发现， 对于非国有经

济、 一般贸易和中东部地区的企业而言， 电子商务的 ＤＶＡＲ 促进效应更明显， 企

业更易从 Ｂ２Ｂ商业模式中获益。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 电子商务通过减少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诸多障碍来鼓励

全球价值链参与， 对企业从价值链低端环节向高端跃升有积极影响。 这一结论不但有

助于解释我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逐年提升的事实和路径， 同时也具有较强的现实

意义与政策启示：
第一，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需求乏力与人流物流阻隔等环境正加速倒

逼企业探索企业间电子商务等数字化商业模式。 应积极鼓励企业借助电子商务参与全

球生产分工， 不断提升企业国内增值能力与国际竞争力。
第二， 应加快我国非沿海城市等基础设施薄弱地区新基建进度， 降低企业参与

电子商务的固定成本。 完备的网络信息基础设施是发展电子商务的基石， 能有效促进

当地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 政府应尽快解决部分偏远地区 “用电贵” “入网难” 等难

题， 满足当地企业的正常生产需求。
第三， 疫情期间凸显了企业供应链的脆弱性。 平台方应积极完善服务功能， 主

动签约第三方保险、 信贷和运输公司， 有效解决物流配送等多环节 “最后一公里”
问题， 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平台在助力企业全球价值链的恢复与提升方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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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 Ｚｅｘｉｎ　 ＺＨＡＯ Ｚｈｏｎｇｘｉｕ　 ＸＵＥ Ｒ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ｄａｔ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Ａｌｉｂａｂａ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Ｂ２Ｂ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ｉｒｍ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
（ＤＶＡＲ）． 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２Ｂ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ｆｉｒｍ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ＶＡ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ｓｕｃｈ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ｓ ｍｅｄｉ⁃
ａｔｅｄ ｂｙ ｌｏｗｅｒ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ｃｏｓｔ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ｏｓ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ｈｉｇｈｅ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ｕｃｅｄ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ｇｏｏｄｓ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ｏｒｄ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ｎｅｘｕ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２Ｂ ｅ⁃ｃｏｍ⁃
ｍｅｒ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ＶＡＲ ｖ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ｆｉｒｍ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ｔｒａｄｅ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ｏ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ｏｗｎｅｄ， ｍａｋ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ＶＣ； ＤＶＡＲ；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Ｂｉｇ 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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